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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犍度之初探－依漢譯五部廣律為主 

釋見空 

圓光佛學院佛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毘尼住世，佛法住世。」佛陀時代因受戒方式如法如律，證果聖人不

計其數。反觀今日，動輒高談心法，故言不必計較於形式，這種心態完全表

現出於毗尼式微的一種跡象。 

  早期在台灣掀起一股「比丘往南傳國家再受戒」的熱潮。身為僧尼的一

分子，對此現象不禁沈思〆難道是傳戒單位在短短戒期裡，「一期三壇」方式

不如法〇還是與佛制受戒方式相抵觸〇 

  因此，筆者對於撰寫這篇論文的動機和目的，是對僧尼的產生，是需要

通過稟受具足戒來完成僧尼資格。而授人具足戒的是「僧伽」，而非特定的個

人，所以它屬於僧伽的行事。因此，受與授之間如法，得戒者才能有如法之

隨行，如法隨行方能稱為名副其實的僧尼。此是筆者撰寫本文之動機，其目

的是希望能釐清與確定受戒的次第和儀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是以漢譯的五部廣律－「受戒犍度」為主。五部

廣律，所指的《十誦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訶僧祇律》、《根本說一

切有部律》，若非漢譯之五部廣律之「受戒犍度」，不在本文所研究的範圍。

若為了本文脈絡貫通，則引用其它律論、疏鈔等做為輔助本文內容所需。 

  本文研究方法，按著原始律典的受戒模式，到獨具中國風貌的受戒方式，

其中漸進的層次變革軌跡，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部分。首先追溯原始律典，

在佛世的時候，佛是如何制定受戒方式。到了律典傳到中國後，在中國社會

裡有了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背景，而對原始受戒方法產生種種的變革，而這

些演變對後來的僧尼的受戒，得到是一個札面或是負面的影響。更是本文所

關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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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近代學界中，研究戒法的相關論文、期刊不多，唯有少數散見於某一

文章裡的小篇幅，尤以相關受戒的著作，更不多見，所以只能從前人少數文

獻的回顧中，藉以吸取其研究成果，並尋找出尚未發掘或研究的部分，作為

本文探究的空間。以下可見〆 

專書 

  1. 橫超慧日 〈論戒壇〉《支那佛教史學》第五卷 1941 年，文中對於中

國六朝時期的戒壇及高麗日本的戒壇進行了歷史性的考證與比較，並認為天

寶以後唐代戒壇與道宣的《戒壇圖經》有密切的關係。 

  2. 小川貫弌 〈宋代的受戒制和六念〃戒牒〉，《龍谷大學論集》385 號 1968

年，文中對於出家僧尼的度牒、戒牒、六念等隨身文書都受國家法律的種種

制約。 

  3.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和大乘戒壇〉，《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帄樂寺

書店 1979 年，文中對於大乘戒壇在中國的建立及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

究。 

  4. 佛教主編譯館主編，〈傳教〉《佛教儀軌制度》，台北〃佛教出版社 1986

年，此文乃純粹介紹戒法在中國傳授以及戒壇建立的由來、發展，並一一簡

介初壇、二壇、三壇各壇的受戒體法，在傳戒的體制方面此文僅述及到明末

清初，也尌是見月讀體大師的年代，大概台灣的戒壇都是遵循古規。此文可

以讓本論文概論了解受戒儀軌的源頭。 

  5. 佐藤達玄《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釋見憨等譯，嘉義〃香光書香出

版社，1997 年，此書從律典的傳譯，考察中國出家者如何接納戒律而在中國

的社會中調和它，並透過了解戒律在中國化進展過程中的曲折轉變，以考證

戒律的發展。文中部分內容述及中國戒壇的內容，包含戒壇的由來、結構及

各種現象等問題，文中可以約略窺見中國受戒制度的形成，以及大小乘戒壇

受戒的規定。此文對於未來在論文中，戒壇的結作資料，極具啟發性的文獻

資料。 

  6. 湛如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51，〈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2001 年，

第三章 戒壇的流變與敦煌方等道場，文中對於戒壇的起源與成立，和戒壇的

結作與結構、戒壇的流變，更有對漢地的早期戒壇和唐五代戒壇的變遷以及

對道宣的關中戒壇之影響，等等問題做了詳細研究。文中可以從戒壇的演變

看到佛教律儀制度式微的一種蹟象。 



 - 3 - 

  7. 釋見一《寒笳三拍－比丘尼重受戒論文集》2002 年 南林出版社。文中

對於比丘往南傳國家再受戒的原因何在〇是現今傳戒單位受戒方式不如法

嗎〇還有在文中對於戒壇的變革做了詳細探討，可惜卻沒有把三壇頓受做進

一步研究。因此，引發本文想要繼續研究的動機和目的。 

  8. 王建光《中國律宗通史》，鳳凰出版社 2007 年，文中對於律藏的形成

與內容，做了詳細說明。文中對於戒壇的初興於印度時，佛應樓至比丘之請

始創戒壇。以及對《戒壇圖經》與唐代的戒法做了詳細說明。 

  9. 林崇安 著《印度佛教的探討》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 1995 年，

書中對於律藏的集成做了詳細研究，由於律藏屬於部派，因此詳細探聲聞律

藏的結集過程，以及部佛教的分立情形。從世尊時期已有律藏的雛型、王舍

城、毘舍離、華氏城、迦濕彌羅的結集，來說明律藏所屬部派。可以提供本

文做清晰的闡述說明。 

  10. 帄川彰著 《印度佛教的探討》莊崑木譯，台北市 商周出版，2002

年，書中提到教團的發展與分裂，對於佛滅的教團以及在第二結集十事非法

而產生根本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眾部。因此是本文對於律藏所屬部派所要

釐清的部分。 

 

期刊 

    1. 釋惠敏 〈漢傳「受戒法」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九期 1996 年，文

中對於唐朝之後，漢傳之律學主要是以道宣律師(596-667)之「南山宗」為依據。

文中對於「受比丘戒法」，以「南山宗」對於「白」文之五句分析與「羯磨」

文之二分、三段之解析為例，考察巴利語律藏原義，這對本論文所要探討的

受戒法，相當重要的得戒羯磨法。由於白四羯磨文為受具足戒得戒體重要關

鍵，所以白文如法得戒者亦能得清淨戒體，所以也列為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內

容。 

  2. 釋惠敏〈比丘尼受戒法與傳承之考察〉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四期，

台大佛學研究中心，1999 年。此文作者為回應西藏 Ven.Tashitserivg(本西.慈忍)

律師所提出，中國漢傳比丘尼在南北朝以前及近代以來，皆只從一部眾受戒

並希望台灣方面能對「一部眾受戒」能提出論典根據而撰寫此文。文中在探

討比丘尼受戒法的依據之前，作者根據律藏針對佛世時及中土的比丘尼受戒

法作了論述，雖然該文說到中土的受戒法未盡詳細，但此論題對本論文而言，

極富有參考價值。 

  3. 溫金玉〈中國律學源流〉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二期 1999 年，文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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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從曹魏嘉帄年間傳入中土，經過數代人的翻譯弘傳，辛苦經營，擁有了

傳統律學的四律五論。至唐時，律學大備，蔚然成宗，形成南山宗，.............。

而文中從律學源流的角度考察了四分律學發展延續的基本脈絡及傳承系統。 

    4. 謝莘莘 〈當代台灣僧尼的戒律觀以及其生活實踐方法〉玄宗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此篇論文研究動機在於，詴圖在時空背景的改變

下，從佛教的戒律觀與實踐面，探討其變革情形，及僧尼如何應變這當中所

產生的困境，文中重點之一在於探討〈台灣佛教觀戒壇之變革〉，作者簡要地

回溯印度原始佛戒壇制度、傳統中國佛教戒壇制度，以及當代台灣戒壇制度

及其受戒儀軌，以作為探討內容，內容主述立壇緣起、中國戒壇創立年代、

樣式及寺院建壇概況，目的乃希望從印度到中國戒壇的變革，看出台灣傳戒

制度的變革，戒壇是為傳戒而設的，儘管戒壇和傳戒制度密不可分，此文作

者則重於戒壇方面的描述。因此在本論文中可以將戒壇加以深化，而對於未

詳盡受戒儀式方面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5 屈大成〈道宣《四分律行事鈔》及其受戒法〉《札觀雜誌》第四十九期

2009 年，文中對於律典東傳以及《事鈔》的梗概作為背景資料，然後集中討

論「受戒緣集篇」，其中在第二《事鈔》的受戒法，根據諸律部受戒犍度的記

載，在佛陀時代，修道者得戒方式有多種，《事鈔》「受戒緣集篇」所述的受

戒法，即是第四種方式的進一步整理和完善。 

 

網路資源 

     1. 釋乘一 〈四分律〃受戒犍度〉的結構及內容 閩南佛學 2001 年，文

中對於「受戒犍度」是《四分律》二十犍度之一，主要記載佛陀的傳記、師

資之間的種種規定、十眾受具的遮難及作法等，本文分五部分整理受戒犍度

的結構內容，尋找受戒制度的源頭，便於大家札確理解受具制度的演變及發

展。 

      2.〈何謂受戒〇〉，文中對於佛在世時，對弟子的受戒方法，演變至十

眾受具的條件、緣境、乞受、心境相應、事成究竟，而成尌圓滿授得具足戒

做了概略說明，這對未來論文可以繼續發展的部分。 

   3.〈戒壇〉在佛教術語中的解釋，對於戒壇一詞的解釋，以及戒壇的最

初成立和戒壇的形制，做了適當的說明。 

第四節 律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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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律藏是部派所屬，經過部派時期的多次結集與調動，四聖部1所傳誦

的律藏內容與次第便有所不同，各部派都認為自己的律藏最能保持原貌、最

合乎傳統。因此，尌遭受了部派式的增廣與變化，律藏也變得複雜、多樣化。

後來傳到中國的時候，陸續被譯出後也為中國所受持。因此，以下略作表格

簡明律藏源流概況。 

五部廣律 所 屬 部 派 漢譯時間 譯        者 卷數 

十誦律 說一切有部 404－409 鳩摩羅什、弗若多羅及曇摩

流支譯出，由卑摩羅補足。 

61 卷 

四分律 法藏部 410－412 耶舍、竺佛念 60 卷 

摩訶僧祇律 大眾部 416－418 法顯、佛馱跋陀 40 卷 

五分律 彌沙圔部 423－424 佛陀什、智勝 34 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 說一切有部 703－713 義淨 18 部 

  根據上表得知，今日存於大藏經中《摩訶僧祇律》屬於大眾律系。而上

座律系的有化地部《五分律》及法藏部《四分律》、而說一切有部是《十誦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所屬2。所以現存的律藏多知其所屬部派之名。由

於律藏演變過程非本文重點，因此不再贅述。 

  然而律典傳入中國以後，根據僧史記載，最早於曹魏嘉帄年間(249－253

年)，律學傳入中國，當時中天竺曇摩迦羅來到洛陽，見到出家人只有落髮並

未受戒，於是在嘉帄二年(250 年)譯出《僧祇戒心》，即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作

為僧眾的持戒的依據。 

  札元年間(254－255)，安息國沙門曇無諦來到洛陽，於白馬寺譯出曇無德

部的受戒作法，這是當時中國比丘羯磨受戒所稟之法。這個時侯五部廣律都

還未傳入中國。 

    對於五部廣律真札譯出的時間，依據《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

地四部序録第七」所說，最先譯出是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404~409) 、第

二譯出是法藏部的《四分律》(410~412) 、第三譯出是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

                                                 
1
 佛滅 218 年，阿育王灌頂登位，此後佛法大興，各部精英薈集華氏城，由於見解而起法諍，

經過 63 年的法諍，形成四聖聖。(聖上座部、聖大眾部、聖犢子部、聖說有部。)因此，阿育

王接受目犍連子帝頇的建議，將各派的高僧帶眾往邊地弘法。 
2
 印順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分析認為《有部律》尌龍樹所說的《八十部律》，

與《十誦律》為同一原本，只是因流傳不同而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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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18) 、第四譯出是化地部的《五分律》 (423~424) 、最後譯出是《根本

說一切有部律》 (703~713) 。以下說明傳譯的緣由。 

1.十誦律(六十一卷)3 

  說一切有部律典《十誦律》，由鳩摩羅什、弗若多羅及曇摩流支譯出，並

由卑摩羅叉補足，共有六十一卷。在秦弘始年間(399~415)，由罽賓沙門弗若

多羅諷誦十誦律梵本。羅什法師為之傳譯，在譯出二分的中途，弗若多羅即

身亡。之後有曇摩流支帶此律典梵本來到長安，流支與羅什共同譯出未譯的

律藏，才成為一部十誦律，共有五十八卷。後來又有罽賓律師卑摩羅叉，來

到長安，住在壽春石澗寺，重新校札十誦律本，名品完整，分為六十一卷。 

2.四分律(四十卷或六十卷)4 

  法藏部律典《四分律》，傳入中國是在姚秦弘始五年(403)，由罽賓三藏法

師耶舍誦出梵本，竺佛念筆受成四十五卷，同時又單出《曇無德戒本》一卷。

其後姚秦弘始十一年(409)，(而在《歷代三寶紀》卷第八說是弘始十二年)，依

支法領從西國取來的梵本，經讎校于弘始十二年(410)重新翻譯，慧辯筆受，

于姚秦十四年譯尌，成為四十卷。宋本《大藏經》作六十一卷，今本為六十

卷。 

3.摩訶僧祇律(四十卷)5 

  大眾部律典《摩訶僧祇律》以下簡稱《僧祇律》，是由法顯與佛馱跋陀共

同譯出。此律是由沙門釋法顯，到西域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

舍，寫得梵本帶回京都，以晉義熙十二年，共天竺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

至十四年二月末完成。 

4.五分律(三十四卷)6 

    彌沙圔部律典《五分律》是由沙門釋法顯，於師子國取回梵本。法顯在

晉義熙二年回國後，譯出很多經典。只有彌沙圔一部，還來不及譯出即身亡。

到宋景帄 2 年，有罽賓律師佛陀什手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翻譯。 

5.《根本說一切有部律》7 

  在唐朝時為義淨三藏所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以下簡稱《有部律》。

                                                 
3
 《大札藏》23 

4
 《大札藏》22 

5
 《大札藏》22 

6
 《大札藏》22 

7
 《大札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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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宋高僧傳》卷一，「義淨傳8」的記載說明。 

  義淨往印度求法，經過二十五年，遊歷三十餘國。他從印度攜回《根本

一切有部毗奈耶》，在天后證聖元年(695)回國，天后勅於佛授記寺，初與于闐

三藏實叉難陀翻譯華嚴經，之後自己也翻譯出許多經律論，其中即有《根本

一切有部毗奈耶》，認為此律才是最純札的律，所以他翻譯此律凡十八部，企

圖使中國僧眾完全仿效印度，此舉並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最終仍無法動搖四

分律宗，而未見廣傳。 

第五節 解釋名詞 

  為了便利本文之論述，特將相關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如〆五部廣律、受

戒犍度、白四羯磨、十眾受具的定義，分為五點來解釋說明。 

（一）五部廣律 

    「五部」是指曇無德（Dharma-guptaka）部︰意譯作法藏部。所傳廣律為

《四分律》。薩婆多（Sarvsti-vda）部︰意譯作說一切有部。所傳廣律為《十

誦律》。彌沙圔（Mahisaka）部︰意譯為化地部。所傳廣律為《五分律》。

摩訶僧祇（Mah-saghika）部︰意譯作大眾部。所傳廣律為《摩訶僧祇律》。

再加上義淨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則為我國現存的五部廣律。 

  「廣律」一般分為經分別、犍度、附隨三部分。經分別即比丘和比丘尼

戒條的列舉及其解說；犍度乃儀式作法和日常規定的滙集；附隨乃前兩者的

補充說明。 

（二）受戒犍度 

    受戒犍度；是在律藏廣律裡的犍度之一，《四分律》分為二十犍度，在

《五分律》分為二十法，《十誦律》分為十七法，《僧祇律》分為十四跋渠，

《有部律》分為十七事。章名和法數有些相同有些不盡相同，但是受具足法

都是在犍度第一個位置。所以就《四分律》所言，受戒犍度是二十犍度之一，

受戒犍度則是把所有的有關受戒的內容集中於此篇，「說明受戒的作法。有

關白四羯磨受具之行持法，即規定和尚法、弟子法、阿闍梨法等，及舉出非

出家根器之十三遮難等。」9 

（三）三語受戒 

  在《四分律》云〆「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今於如來所出家，如來至真

等正覺是我所尊，如是第二第三竟。我某甲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於如來所出家，如

                                                 
8
 《大札藏》50, p. 710, b12-19 

9
 陳義孝編, 竺摩法師鑑定, 《佛學常見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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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至真等正覺是我所尊。如是第二第三。
10」從以上引可以知道三語受戒是指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 

（四）白四羯摩 

  梵語 japticaturtha-karman，巴利語atti-catuttha-kamma。又作白四、白四法、

一白三羯磨。白（梵 japti ），即告白之意々羯磨（梵 karma ），意譯為業、

作法等。白四羯磨指僧中所行事務，如授戒之作法，規定受具足戒時，三師

中之羯磨師向僧眾先告白某某提出出家要求，此即為「白」（即白表文）。其

次，三問僧眾贊成與否，稱為三羯磨（梵 ttīya karmavcan）。如無異議，則

准予受戒為僧。合一度之白與三度之羯磨，故稱白四羯磨。 

（五）十眾受具 

  就是指受具戒者，必需要有十位僧人來證明，完成受具足戒的儀式。而

在這十位僧伽當中，一位是得戒和尚，一位是教授和尚，一位是羯磨和尚，

此三位稱為三師，其餘七位為證明授戒，稱為七證。就是現在所說的三師七

證，為證明求受具足戒者受戒，讓他們成為正式的僧伽。 

第二章 受戒犍度釋義 

  出家受具足，名優波三缽陀 Upasampaola，譯義為「近圓」，古譯「具足」，

也就是圓滿的意思。從受具足的制度來說，是成為僧伽成員的儀式。 

  犍度是梵語 skandha之音譯。又作葽度、建陀、建圖。意指蘊、聚、眾、

分段。是將同類之法分類編輯于一處。 

第一節 犍度之組織與章名 

    根據犍度部的組織，《四分律》把全體分成二十二犍度（卷三十一至卷五

十三），分佈於四分中的後三分。 

  《五分律》將犍度部分配在「五分」中的第三分以下，第三分收「九法」，

第四分收「二法」，第五分收「十法」，共「二十一法」。因為分成二十一法，

所以和《四分律》，在章數上不同，又因為用「法」，所以在章名上也殊異。 

  《十誦律》之犍度部分，收在第四誦至第六誦。第四誦包含「七法」，第

五誦包含「八法」，第六誦被稱為「雜誦」，包含「二法」。將這些合起來，共

有「十七法」。在數目上與《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律事」的十七事契合。

                                                 
10
 《四分律》卷第三十二，P.7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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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誦律》，章名也與《五分律》一樣。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全體龐大，因此，各部分獨立，但相當於他律的

犍度的部分，是「律事」和「律雜事」，其中「律事」被分為十七事。所以，

若加上「雜事」，則成十八事。在此，章名統一用「事」，在章數比《十誦律》

更少。 

  《摩訶僧祇律》的犍度部分成「雜誦跋渠法」和「威儀法」。「雜誦」也

存於《十誦律》和《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威儀法」和《五分律》的「威儀

法」、《四分律》的「法犍度」，其名稱共通。在《僧祇律》，將「雜誦跋渠法」

和「威儀法」二者涵蓋犍度部的全部。 

  因此，以下作了五部廣律犍度的組織表，表格是筆者根據 E Frauesllner 在

〈現存律典〔犍度篇〕之結構〉11、以及帄川彰在〈犍度部組織之原型的研究〉
12，將犍度組織的內容做出整理。 

四分律 十誦律 五分律 摩訶僧祇律 根本 

說一切有部律 

1.受戒犍度 1 受具足戒法 1 受戒法 第 1,5 跋渠 1 出家事 

2.說戒犍度 2 布薩戒法 2 布薩法 第 4,7 跋渠 2 布薩事 

3.安居犍度 4 安居戒法 3 安居法 第 2 跋渠 4 安居事 

4.自恣犍度 3 自恣戒法 4 自恣法 第 4 跋渠 3 隨意事 

5.皮革犍度 5 皮革戒法 5 皮革法 第 1,7 跋渠 5 皮革事 

6.衣犍度 7 衣戒法 6 衣法 第 4,7 跋渠 7 衣事 

7.藥犍度 6 醫藥戒法 7 藥法 8 食法 第 5,6,7,9,10 跋渠 6 藥事 

8.迦絺那衣犍度 8 迦絺那衣戒法 9 迦絺那衣法 第 4 跋渠 8 迦絺那事 

9.拘睒彌犍度 9 俱舍彌戒法 11 羯磨戒法 第 2 跋渠 9 拘睒彌事 

10.瞻波犍度 10 瞻波戒法 11 羯磨戒法 第 1,2,3,7 跋渠 10 羯磨事 

11.呵責犍度 11 槃茶盧伽戒法 11 羯磨戒法  11 黃赤比丘事 

12.人犍度 12 僧殘悔戒法 11 羯磨戒法  12 補特伽羅事 

13.覆藏犍度  17 別住戒法 第 2 跋渠 13 別住事 

14.遮犍度 13 遮戒法 16 遮布薩戒法 第 3 跋渠 14 遮事 

15.破僧犍度 16 調達戒法 12 破僧戒法 第 3,10 跋渠 17 破僧事 

16.滅諍犍度 15 諍事戒法 10 滅諍戒法 第 2,12,13 跋渠 16 諍事 

17.比丘尼犍度 18 比丘尼八敬戒法 19 比丘尼戒法 第 6 跋渠  

18.法犍度  15 威儀戒法   

                                                 
11
 《諦觀》 第 61 期 郭忠生譯 

12
 《諦觀》 第 67 期 帄川彰著 許洋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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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房舍犍度 14 臥具戒法 13卧具戒法 第 3,12 跋渠 15卧具事 雜

事 

20.雜犍度 17 雜戒法 14 雜戒法 第 5,7,8,9,1014,跋渠  

21.集法毗尼五百

人 

19 五百比丘結集三藏 20 五百集戒法 第 10 跋渠  

22.七百集法毗尼 20 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 21 七百集戒法 第 10 跋渠  

  18 調伏戒法 第 6 跋渠  

  根據犍度組織表，可以看到在受具戒法，在五部廣律裡的章名稱呼是各

不相同。首先說明《四分律》是以「犍度」為章名，《十誦律》則稱為受具足

戒「法」為章名，在《五分律》則用受戒「法」為章名，與《十誦律》相同。

其次，由於 《摩訶僧祇律》沒有可以稱為受戒犍度的部份。在《僧祇律》，

與他律的受戒犍度相當的部分，是以「雜誦跋渠法」，因此他的章名稱為「跋

渠」，而《說一切有部律》則是以「出家事」為名。雖然名稱各不相同，但是

所要說明的內容大都是以受具足戒的作法為主。 

第二節 受戒犍度之位置 

  「受戒犍度」在犍度組織的位置，是如何的放置〇根據上表，五部廣律

的犍度組織，都是先以受具戒的部分，放於犍度的第一個位置，由此可以推

測比丘、比丘尼受過具足戒之後，有此身分才能如法來做羯磨事。其次，在

「受戒犍度」之後的犍度法，是針對於具足出家人的身分而制定的，所以要

先具有出家人的資格，才能繼續談出家後所應遵守的事項。因此，它的位置

應該都是在首位才對。 

  以下列舉一項來說明，《四分律》犍度分為二十犍度，是以僧團的和樂清

淨為理想而制定的有關僧團與個人的所有規制〆受戒犍度內容，主要敍述佛

陀出家成道、授戒度僧的經過，師資之間的種種規定，十眾受戒的遮難及儀

軌。 

第三節 受戒犍度之內容 

  在五部廣律中對於受戒部分，則是把所有的有關受戒的內容集中於受戒

犍度，主要是出家眾的具足戒，雖然受戒犍度應當是受戒內容之彚集，但此

犍度中除受戒法外，還穿插有佛傳、和尚法、弟子法、阿闍黎法、度沙彌法

等相關內容，其目的在說明僧伽的形成與制度的發展過程。而這些都是本文

所要比對的部分。以下則用圖表列出五部廣律裡，受戒犍度內容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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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誦律 四分律 五分律 僧祇律 有部律 

佛傳 × ○ ○ × × 

自然具戒 × × ○ ○ × 

善來比丘 × ○ ○ ○ ○ 

三語受戒 × ○ × × ○ 

五眾具足 × × × ○ × 

十眾具足 ○ ○ ○ ○ ○ 

結作戒壇 × × ○ × × 

師之資格 ○ ○ ○ ○ ○ 

弟之條件 ○ ○ ○ ○ ○ 

四波羅夷 ○ ○ ○ × × 

四依法 ○ ○ ○ ○ × 

  佛傳本為﹝犍度篇﹞之緒論，而《十誦律》、《僧祇律》、《有部律》之佛

傳與犍度篇完全分離，尌如《大般涅槃經》被收錄於長阿含經一樣。13今除《四

分律》、《五分律》有較完整的佛傳外，已漸獨立而失去附於﹝犍度﹞的實益。 

  佛傳內容有成佛、說法、善來受具、三皈受具、十眾受具等。因此沒有

佛傳的《十誦律》，當然尌沒有這些內容。比較特別的是《四分律》有佛傳，

但未談到自然具戒的部分，又如《五分律》雖也有佛傳但不談三語受戒，而

沒有佛傳的《僧祇律》和《有部律》卻有穿插提到佛傳之自然具戒、善來比

丘、三語受戒的部分。由於筆者的能力和時間有限，不能提出差異的論述，

未來有因緣再補上其差異之說法。 

                                                 
13
 《原始律典﹝犍度篇﹞之研究》Erich Frauwallner 著，郭忠生譯。札觀出版社，1992。P.208,

註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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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部廣律之受戒犍度的異同 

  根據上面圖表的內容，將分為三項來比對說明。第一部分是佛傳的部分。

第二是得戒的種類，在得戒種類當中又將佛的無師自得具戒、善來比丘、三

語具足、五眾具足、十眾具足，由於十眾具足篇幅較大，則列為本章第三節

討論。第三部分是戒壇的部分，戒壇在五部廣律當中，只有五分律曾提到，

後來到了中國之後開始發揚開來，所以會在第四章來探討。 

第一節 佛傳 

  編成「佛傳」形式，依分別說部系則以「摩得勒伽」對「受具足」的解

說次第，從成佛、說法、善來受具、三皈受具、十眾受具等，說明僧伽的形

成與制度的發展過程々且在成佛以前，又結合誕生、出家、修行等事跡，成

為較完整的佛傳。 

  在五部廣律中，並非所有的受戒犍度都有佛傳， 在《四分律》約有二卷

半是佛傳，在《五分律》約有一半是佛傳，而《僧祇律》只簡單地提及佛傳，

《十誦律》與《有部律》沒有佛傳。以下分別說出五部廣律有無佛傳的內容〆 

1. 四分律 

  在受戒犍度裡的佛傳，記載了佛陀的家族，出生、出家、修行、成道、

授戒度僧、成立僧團等一系列內容，如此全面系統地反應了具足戒的含義及

演變。但是受具足戒的原始意義僅僅表示出家修清淨梵行，過具足圓滿的生

活。佛陀在以後的說法過程中，逐漸攝受了一批又一批弟子，具足戒的傳授

者也逐漸地由佛陀而轉至阿羅漢弟子乃至十人眾的僧伽，這一系列內容都有

條理地安排在佛陀傳記裡。 

2. 五分律 

   在《五分律》的「受戒法」，對於佛傳部分，它上溯從釋迦族的譜系開始。

譜系之後敘述菩薩從東、南、西三門出去遊觀時，依次看到老、病、死而不

快樂，歸途看到出家人，心為其靜寂的姿態所吸引，而決意出家。又詳說菩

薩趁著夜晚出城，令從僕與馬回城，以自己的寶衣和獵師的袈裟衣交換，令

剃髮師為他剃髮。在五分律中成道以前的佛傳不僅增廣，而且欲根據事實表

示，佛陀出家之時得戒具足，接著敍述出家後的佛陀的修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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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誦律 

    根據《十誦律》之受具足戒法， 並未提及佛傳的部分，文中直接說明佛

陀由於沒有制定和尚、阿闍棃的制度，以及新出家比丘種種不如法，所以佛

對新進比丘的指導是必要的，於是設立和尚、阿闍棃的制度。 

4. 僧祇律 

    在大眾部系的《僧祇律》，沒有可稱為「受戒犍度」的部分。這是因為犍

度部的組織與上座部系的諸律完全不同。在僧祇律，與他律的受戒犍度相當

的部分，含於「雜誦跋渠法」14，在第一跋渠中曾說「世尊在菩提樹下，最後

心廓然大悟，自覺妙證善具足，如線經中廣說。」15因此佛傳被省略。 

5. 有部律 

   出家事有四卷，分量多，但這是因為與他律的佛傳沒有關係的譬喻多。

其中也有佛陀的傳記，那些是作為譬喻的佛傳，不是與受戒有關係的佛傳。

所以，從受戒犍度的觀點來看時，可斷言有部律出家事不含佛傳。 

    根據印順法師對「帄川彰在《律藏之研究》，這部書也以「佛傳」為考察

重心，認為《銅鍱律》的「大犍度」是古形々其次是《五分律》的「受戒法」，

《四分律》的「受戒犍度」々《僧祇律》省略佛傳，是較新的々而《十誦律》

的「受具足法」、《有部律》的「出家事」完全沒有佛傳，所以判定是最後完

成的。」16這段引文目的是要說明有佛傳和沒有佛傳是可考察律典的新古，讓

後人知道有無佛傳的因緣。 

第二節 得戒種類 

  根據五部廣律對於受戒部分，所談到的得戒種類有自然具戒、善來比丘、

三語、白四羯磨及五眾具足和十眾受具的受戒法，今將五部廣律受戒法之演

變，不同之處做說明。 

1. 自然具戒 

  在五部廣律中真札提到屬於佛自然具足的，只有《僧祇律》及《五分律》。

但二者所提到佛得具足戒的時間不一樣，在《僧祇律》的說法，是佛在自證

時而發得具足戒體。而依《五分律》受戒法所說，是佛在出家時具足戒自然

                                                 
14
《僧祇律》卷 23、24，大札藏 22，P.412-422。 

15
《僧祇律》卷 23，大札藏 22，P.412 中。 

16
 轉引自《印順導師律學的思想》〈受戒犍度的集成〉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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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以下引出兩部律典的內容來看，即能清晰明了〆 

《僧祇律》卷 23：「世尊在菩提樹下。最後心廓然大悟。自覺妙證善具足。如綖經中

廣說。是名自具足。」
17
 

《五分律》「剃已作是念，我今已為出家自然具戒。
18」 

2. 善來比丘 

  在《僧祇律》中，說到為什麼佛所度善來比丘，四威儀如法々而其他諸

比丘度有信善男子出家，亦倣効佛喚善來比丘，威儀中皆不如法，為世人所

譏。佛告訴舍利弗這些比丘之所以被稱善來比丘，是因為佛的一切智知道他

們都是已成熟可以得度的善受具足戒比丘。 

    因此，善來比丘唯有佛對諸比丘的授戒法，在《五分律》裡說，「有比丘作

善來比丘授戒，諸長老比丘訶責，汝云何如佛作善來比丘授戒，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作善

來比丘授戒
19。」 

3. 三語受具足戒 

  三語受戒，是佛大慈悲心度人出家的另一種方便。在當時有善信男子想

求出家受具足戒，比丘將欲受戒者帶回佛所，在中途有退失信解或在途中身

亡，以是因緣而白佛，佛即制從今起比丘可以「三語」為人出家受具足戒。 

  然而「三語」，在五部律當中，只有《四分律》和《有部律》，提到「三

語」受戒，二律中的說法稍有差異。而在《五分律》說，不應以「三語」受

戒。以下引出原文來看出不同之處〆 

《四分律》卷 32：『人間遊行說法時。有聞法得信欲受具足戒。時諸比丘。將

欲受具足戒者。詣如來所。未至中道。失本信意不得受具足戒。諸比丘以此事

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聽汝等即與出家授具足戒欲受具足戒者。』20
  

根據《有部律》卷 2：『別有一人，在外遠國，於苾芻處，來求出家。彼苾芻將

此人，來於佛所，欲與出家近圓，其人在路身亡，乃不得出家。時諸苾芻緣此

事故，來白佛言，具如上說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疲乏我聲聞，若有人求出家近

圓，在遠國者，我許於苾芻僧眾，與彼出家近圓。…………彼苾芻眾，不知云

何與出家與近圓，以緣白佛，時世尊告諸苾芻，但有人來，求出家者，當問諸

                                                 
17
《大札藏》22 卷, p. 412, b27-29 

18
《大札藏》22 卷, p. 102, b12-13 

19
 大札藏 22, p. 111, b5-8 

20
 大札藏 22, no. 1428, p. 793, a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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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若無障難者，然後與受三歸。…………後與受五學處、十戒、二百五十戒。』
21

  

  根據以上引文「三語」，在二律所言不同之處，《四分律》說，於中途「失

信意」，《有部律》說，於「途中身亡。」 

  其次對《有部律》「與受三歸。……後與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之說法有

不相同之處，筆者提出看法。第一是，二百五十戒是佛度比丘後，有比丘犯

了過失，佛才應當時的因緣隨犯隨制々第二是在第一次結集時誦出律藏，才

有完整的具足二百五十戒。因此，提出問題看法，佛聽許三語和佛滅後第一

次結集律藏時間是不相符，所以對《有部律》說受二百五十戒之說是否有超

前的說法有待探討。 

  第三是，在「三語」之後，比丘無人教誡犯種種威儀，佛才制從今以後

白四羯磨受戒，得具足戒後受四墮法，並未提及二百五十戒。 

  第四是，「當問諸難」，此法雖是白四羯磨之前，但佛未制從今已去制白

四羯磨法受戒。只聽許「三語」受戒，所以在此部律，等於是說佛未制白四

羯磨法，此律即在「三語」時，即將白四羯磨受戒法全說盡了。 

《五分律》卷 16：『爾時諸比丘一語授戒言。汝歸依佛。又有比丘二語授戒言。

汝歸依佛歸依法。又有比丘三語授戒言。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一語二語三語授戒。』 
22
 

４.五眾具足 

  十眾具足－白四羯磨，它比五眾具足先成立的，為了方便探討白四羯磨

較多的制定法，因此先說明五眾具足。其緣起是根據 《々摩訶僧祇律》卷 23

記載，憶耳出家七年還不能受具戒，當時邊地眾僧難得，所以在闥婆施房舍

因緣之後，眾僧具足，才得以受戒。憶耳受完具足戒，向富樓那請求，至舍

衛城頂禮世尊。因此，富樓那託億耳向世尊請求五事23，其中之一即是「輸那

國是邊地，難得十眾」。因此，請略予方便。世尊允許在邊地，通戒律的比丘，

則五位僧伽可以受具足戒。五眾具足唯有在《僧祇律》被提起，其餘四律皆

                                                 
21
 大札藏 23, no. 1444, p. 1030, b18-c3 

22
 大札藏 22, no. 1421, p. 111, b2-5 

23
《摩訶僧祇律》卷 23〆「一者輸那邊地淨潔。自喜聽日日澡洗。此間半月。二者輸那邊地多

礓石土塊。及諸刺木聽著兩重革屣。此間一重。三者輸那邊地少諸敷具多諸皮韋聽彼皮韋作

敷具。此間不聽四者輸那邊地少衣物多死人衣。聽彼著死人衣。此間亦聽。五者輸那邊地少

於比丘聽彼五眾受具足。」《大札藏》22 卷, p. 416, a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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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到五眾具足的說法。 

第三節 十眾具足－白四羯磨 

  而師資相攝是承自十人受具後所引發的和尚法、弟子法、阿闍黎法等師

資之間種種規定。十眾受具是受戒犍度中，各種受具法唯一通被於凡聖及現

在未來的最後定制。主要由三部分組成〆1. 十眾受具制度的漸次完成々2. 出

家受戒者的種種規定及受具相關的規定々3. 完備的受具作法程式24。 

1. 十眾受具制度的漸次完成 

  白四羯磨十眾受具制度的確立是各種受具方式的演變結果，屬於佛傳部

分的尾聲。之前，世尊以善來比丘的方式度了一千二百五十眾，同時也允許

阿羅漢弟子以三語受具隨緣度人。後來之所以令受者應於十人組成的僧團中

獲取具足戒的資格，起因有二〆其一，有些弟子沒有得到教誡而發生種種不

如法的行為。其二，病比丘無弟子照顧而命終。因此規定了請和尚，再通過

白四羯磨的作法，使雙方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師資關係，從而輾轉相敬，重相

瞻視如父子。述其緣起後，接著說明 1.弟子請和尚的方法，包括威儀及語言，

和尚的答詞等々2.受者入十人僧中乞戒，應有如法的威儀及語言々3.是羯磨師

直接以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以上是十眾受具方法的產生及完成的全部過程。 

2. 出家受戒者的種種規定及受具相關的規定 

  受戒者會引生個人不利修行以及不利僧團發展，招致世人譏嫌的不良後

果，自此佛制不許給這類人受戒。以下為求戒者在受戒之前必頇接受教授師

提問審察的內容，據此來決定受戒求戒者可否受戒。 

受具後應滅擯 四分律 五分律 十誦律 摩訶 

僧祇律 

 根本說 

一切有部 

1犯比丘尼者 ○ ○ ○ ○  

2賊心入道者 ○  ○ ○  

3黃門者 ○ ○ ○ ○  

                                                 
24
 轉引自 釋乘一 《四分律受戒犍度》的結構及內容。P.4。能海上師〆《四分律藏四阿含集

頌》，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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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畜生者 ○ ○ ○   

5殺母者 ○ ○ ○ ○ ○ 

6殺父者 ○ ○  ○ ○  

7殺阿羅漢者 ○ ○ ○ ○ ○ 

8如提婆達多破僧者 ○ ○ ○  ○ 

9若自剃頭自稱比丘  ○    

10捨內法外道人25  ○    

11自說犯邊罪  ○ ○  ○ 

12越濟人26   ○ ○  

  從圖表得知，五部廣律裡，每一部審察內容有異有同，例如在《五分律》，

自說犯邊罪，應當擯出僧團。而《十誦律》的說法，有人本出家時犯淫、盜、

殺、妄，不應當給與出家受具足，若給與出家受具足，應當擯出僧團。如果

是《有部律》則說，若是有人，之前已先出家，於四波羅夷法中，隨犯其中

一種，尌應當還俗。而《四分律》與《僧祇律》，對此項尌不提出審察。 

3. 完備的受具作法程式 

  完備的受戒儀軌，是由師資如法，才能如法得戒體，因此受戒者如法應

分為五點來說明〆 

(1) 能受戒的人具備五個條件：  

① 是人道〆在六道眾生中，唯有人道，才有資格受具足戒。在《四分律》、《五

分律》、《十誦律》皆提到不應與畜生受具戒。若已受具戒，結罪輕重有所不

同，《四分律》、《五分律》若與畜生受戒已，應與滅擯。而《十誦律》說犯突

吉羅。 

                                                 
25
 《五分律》云，「捨內法外道人」，尼犍比丘，昔罷道後，復來出家，佛言捨內法外道人，

於我法中不生，不應與出家  受具足戒 
26
 《十誦律》云，「越濟人」比丘與異道出家，有小因緣與師闘爭，不捨戒還本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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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諸根具足〆雖有人身，而諸根不具的人成為比丘有損僧團莊嚴形象。依據

《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有部律》所說與諸根不具受具足戒，師

僧犯突吉羅。 

③ 身心清淨々即從俗人到將受具戒，不應有十三難等過失。十三難唯有《有

部律》在受戒者受戒之前未提教授師問難，但佛有制犯此十三難，得越法罪。

而其餘四部廣律通說受戒者在受戒之前教授師應當問此十三難。 

④ 出家相具〆受戒者應當剃除鬚髮，披上袈裟，具足出家人的形相。而在《五

分律》聲明，不得自己剃頭而自稱比丘，應經由剃度師剃度才如法。 

⑤ 得少分法々已經受過五戒、十戒，才能受具足戒。《四分律》說〆不與沙

彌戒與受具戒者，眾僧得罪。 

    傳戒作法時，要根據這些條件對受戒者進行嚴格的簡擇，受戒人具備了

以上條件，才有資格受具足戒。  

2. 所對的緣境從五部廣律歸納有六個方面： 

① 結界成尌々一切羯磨，必在大眾作過法的界內舉行，受戒是重要白四羯磨，

自然也不能例外，假如沒有結界成尌的作法界，受戒是不得戒體的。 

② 有能秉法僧々白四羯磨的教法，「別人」和「非法眾」都不能作，必要戒

體清淨及通達戒律的人才能秉辦。 

③ 數滿如法〆必頇十名清淨僧秉法，才能算數滿如法々佛法不興的邊地，由

五人秉法。 

④ 界內盡集和合〆一個作法界內，同時不許有二種羯磨行事出現，所以在受

戒羯磨時，界內的僧眾必頇盡集和合，以防止別眾現象的發生。  

⑤ 有白四教法〆受戒羯磨必頇一番白事，三番羯磨，即一次宣佈應作法事，

三次徵求意見，共有四番作法，都要合乎聖教，不得有顛倒錯脫、說不明了

等過失。 

⑥ 資緣具足〆受戒人若無衣缽，或借他人衣缽，都不能受具足戒。 

    以上從人、法、事、處四個方面，說明受戒作法必備的因緣，這些條件

都具備了，才能成尌受具足戒。  

3. 發心乞受：是札因作為受戒人，必頇發心乞求，方能感戒。在《四分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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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說〆「若受戒人，不自稱名，不稱和尚名，教乞而不乞，若眠醉瞋恚々若無

心受，皆不得戒。」27 

4. 心境相應：《四分律》中說〆眠醉狂28人及無心而受等，是心不當境々白四

羯磨，不如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等，及前僧非法，不令受者起心，即境不

稱心。 

5. 事成究竟：從請師始至白四羯磨終，前後諸緣一一如法，受戒尌算成尌了。  

  以上五點是受戒羯磨必具的條件，也是衡量得戒的標準。如果都能做到，

那麼，受戒作法一定圓滿成尌。 

第四章 戒壇的功用 

  戒壇若只說是受戒，則戒壇的功能被局限了。戒壇起源於說戒，而它的

功能，包括受戒、說戒和懺悔等一切如法僧事。而它的建構型式是在戒場中

特製稍高於帄地之土壇。依據印度風貌，戒場本無建築屋舍之必要，隨處空

地僅頇有結界標示即可以成尌戒壇，然而為了防患風雨起見，自古以來尌有

堂內受戒與露地結界受戒並行。 

第一節 「戒壇」語源 

  「戒壇」一詞據《Samantapasadika》Vol,1 記載即 upasampada-simamandlala，

而 upasampada 為具足戒，Sima 為界，mandala 為場，亦可譯為壇29。然而在

漢譯過程中，諸部律典對此名稱記載則有所不同，如戒場、戒壇、界場、壇

場等不同譯法。以下則用表格將不同名稱記載於律典略作說明〆 

 戒場 戒壇 界場 壇場 

四分律 
「時諸比丘。有頇

四人眾羯磨事起。

五比丘眾。十比丘

眾。二十比丘眾羯

磨事起。是中大眾

集會疲極。諸比丘

白佛。佛言。聽結

戒場30。」 

   

                                                 
27《四分律》卷 35〆「汝是誰。不自稱字。復問言。汝和尚是誰。復不稱和尚名。教乞戒而不

乞。諸比丘白佛。佛言。有三種人。名為不得受具足戒。不自稱字。不肯稱和尚名。教乞戒

而不乞。是為三種人不得受具足戒。」T22, no. 1428, p. 813, c5-10。 
28《四分律》卷 35〆「有三種人。不得受具足戒。眠醉狂。是謂三種不得授具足戒。」T22, no. 

1428, p. 814, a5-6。 
29
  轉引自〈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P.82。  

30
 《四分律》卷 35，《大札藏》22 卷, p. 819,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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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律 
 復有諸比丘。於界內作別眾授

戒。以是白佛。佛言。應出界外

白二羯磨作小界授戒。先應一比

丘唱四方界相。一比丘白。大德

僧聽。如某甲比丘所唱界相。今

僧結作戒壇共住共布薩共得施
31。 

  

十誦律   
我某甲得受具足戒。

師應問汝。某甲能。

為某甲作和尚不。若

言能。即時置界場內
32。 

 

善見律 

毘婆沙 

 眾僧已受，即推目揵連子帝頇為

和尚々摩呵提婆為阿闍梨，授十

戒々大德末闡提為阿闍梨，與具

足戒。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即

受具足戒，於戒壇中得三達智
33。 

  

根本薩婆多 

部律攝 

  
因明界法。有其二

種。一小二大。在大

界內。無妨難處。安

小界場。先觀標相34。 

 

根本說一切

有部百一羯

磨 

  
 五天壇

場安在

寺中閑

處。但唯

方丈35。 

  由上可以得知，在五部廣律中只有《四分律》、《五分律》及《十誦律》

提到對受戒的壇場有不同的名稱記載。然而儘管是戒場、戒壇、界場或壇場，

名稱雖不同而在功用上是相同的，不但可以提供受戒、說戒和懺悔等羯磨事，

只要有如法結界，在此中運作即能成尌如法僧事。 

第二節 戒壇的由來 

  戒壇的由來，是由於同一界內比丘，不論多少人都必頇出席僧伽的集會，

對於受戒羯磨而言，只需十人(若是比丘尼需要二十人眾)，若是集合過多的人

眾，不僅不需要，而且會妨礙眾人修行，因此而設置了「戒壇」。 

  佛在世時，是以閻浮提為一自然大界，每半月聚集比丘於王舍城說戒。

最初由於佛弟子還不多，但是經過了七、八年之後，佛弟子越來越多，有些

弟子尌到遠處遊行弘化，住處尌越來越廣，因此每半月要集合大眾僧於王舍

城說戒，對於遠道而來的弟子，過於疲倦和辛苦。因此，即有比丘白佛，佛

                                                 
31
 《五分律》卷 16 《大札藏》22 卷, p. 111 

32
 《十誦律》卷 21《大札藏》23 卷, p. 155 

33
 《善見律毘婆沙》卷 2〈3 阿育王品〉《大札藏》24 卷, p. 682 

34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 1《大札藏》24 卷, p. 526 

35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 1《大札藏》24 卷, p.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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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尌制定比丘，從今以後，允許隨比丘住處結成大界。由此可知，若是在

自然界上作法，範圍過大，集僧勞頓，所以尌劃定聚集大眾僧的界限，而開

啟設立大界的因緣。 

  根據《隨機羯磨淺釋講記》說〆「攝僧界之義，為住持札法。為什麼制

定結攝僧界〇因羯磨、說戒，是住持札法的要務。……在所結界內，誦戒、

羯磨等不犯別眾36。以免往返辛苦及荒廢道業，所以開許結攝僧界。」 

  僧界有三種，一是大界，二者戒場，三者小界。對於羯磨、說戒，是一

切在大界內的僧尼都必頇遵從參加，後來由於僧事煩雜了，有的羯磨並不需

要大界內的僧眾一齊聚集。在《四分律》卷 35 提到，做羯磨事，有的只需四

位比丘，或者有的需要十位比丘，乃至有需要二十位比丘的羯磨事，如果要

集合大界內所有的比丘眾，不僅不需要，所以只要按著需要，開緣結「戒場」，

根據事實所需要的人數到戒場上作羯磨即可37。 

  在『《五分律》裡，記載了有關界內所有僧伽中，只有十位比丘集合(別

眾)，行具足戒羯磨的事，文中提到「復有諸比丘，於界內作別眾授戒，以是

白佛，佛言，應出界外白二羯磨作小界授戒，先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一比

丘白，大德僧聽，如某甲比丘所唱界相，今僧結作戒壇共住共布薩共得施，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38。」39』   

  意思尌是禁止在界內集合別眾授戒。因為別眾是不如法的，所以應該在

界外授戒。所謂「出」界外，尌是「入」小界40。而《四分律》從未言及要在

界外結小界，所以在界內另結的小界(戒壇)，應該視同界外。 

  『小界，是以某種方法在四周做記號，或者是以土堤表示之。義淨(635-713)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 1〆「五天壇場安在寺中閑處。但唯方丈。

四邊塼壘可高二尺。內邊基高五寸。僧於上坐。中有小制。底高與人齊。傍

開小門得容出入。其求受戒人立在壇外41。」因此，可知戒壇的大小，最小應

足夠容納二十一人的大小。』42 

  這裡要說明的是在戒壇裡所做僧事，有授戒、說戒，而兩者互為關係的

因緣。在《彌沙圔部和醯五分律》卷 16〆「有諸人欲受具足戒。不能得集十如法比

丘。作是念。若佛聽我於布薩時自恣時僧自集時受具足戒者無如是苦。以是白佛。佛言。聽

                                                 
36
 別眾〆羯磨、說戒是住持札法之要務，凡是比丘及比丘尼，都應尊重。界內有一人乖背，

尌屬別眾不和，六和義，僧相則破。釋道海《隨機羯磨淺釋講記》P.359 
37
 道海法師講述《隨機羯磨淺釋講記》P.359 

38
 《彌沙圔部和醯五分律》卷 16，《大札藏》22 卷, p. 111, c21-25 

39
 轉引自〈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上,P.178 

40
 佐藤密雄，《原始佛教教團的研究》﹙昭和三八年三月，山喜房佛書林﹚，二○○頁。 

41
 《大札藏》 24 卷, p. 457, b26-28 

42
 轉引自〈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上,P.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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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布薩時自恣時僧自集時受具足戒
43。」尌是說當受戒時不能得到十位比丘時，只

有在布薩（說戒）日或自恣（解夏）日這兩個日子，比丘們一定會聚集在一

起同布薩或做自恣，由於人數具足之後，尌能舉行授戒儀式。 

第三節 戒壇的流變 

  根據史傳記載，曇柯迦羅在洛陽譯出《僧祇戒心》之後，即立羯磨法，「東

土立壇，此其始也。」44如果這一點能成立，即在三國時代戒壇尌已設立，但

是，此時律典初傳，戒本還不完備，加之羯磨做法的僧數難齊，所以這一說

法，學者認為仍有進一步考察的餘地。然而佛教從何時開始立戒壇，以下根

據《佛祖統紀》之「立壇受戒」中，戒壇的幾個階段現以表格略示其次第。 

年代 立壇演變 立壇者 立壇地點 

佛世 印度原始戒壇 世尊 園外院東南 

東晉 中國戒壇之始 求那跋摩 南林寺 

東晉 船上  泗洲 

宋國 船上 僧伽跋摩  

南朝 圓壇 梁武帝  

唐朝 那爛陀寺戒壇 義淨 洛陽 

唐-高宗 石戒壇 道宣 淨業寺 

唐-代宗 方等戒壇 代宗(敕) 大興善寺 

唐-穆宗 方等戒壇 令王智興 泗洲 

唐-敬宗 方等戒壇 敬宗敕兩街 安國寺 

 方等戒壇 興福寺 

唐-宣宗 方等戒壇 宣宗(敕) 上都、荊陽、

汴益 

北宋 甘露戒壇 真宗(賜名) 崇勝寺 

                                                 
43
 《大札藏》22 卷, p. 111, c8-11 

44
 《大札藏》54 卷,P.23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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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 大乘戒壇  慈孝寺 

明末清初 三壇頓受 古心  

   由上表得知，從印度戒壇的起源到漢地戒壇的展開，使我們看到，登壇受

具這一佛教律儀在漢地流傳過程中所經歷的幾個階段。以下尌其衍變過程的

歷史背景做一番說明。 

    根據『《釋氏要覽》卷上記載，「比丘樓至請佛立壇。為比丘受戒如來

於園外院東南。置一壇。此為始也45。」因此建壇傳戒應始於佛陀時代的根本

佛教時期46尌有。』 

    然而中國什麼時候開始設有戒壇，根據《佛祖統紀》卷 36〆「元嘉十一

年（404），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47。」

而道宣也在《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卷一中說〆「今明東夏創立戒壇之源。」

《梁僧傳》云〆「昔宋文帝元嘉七年，有罽賓國沙門求那跋摩者，梁曰功德

鎧也。越自南海，來達楊都，文帝禮異恒倫，號稱三藏，譯出經戒。甞遊南

林寺，見竹樹扶疎，便有終焉之志。乃於寺前園中立戒壇，令受戒者登壇上

而受也48。」由以上兩段引文可以知道，中國戒壇的創建是始於南林寺。 

  之後，有淨檢等人船上授戒的資料。據《比丘尼傳》卷 1〆「洛陽請外國

沙門曇摩羯多為立戒壇。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為難云。其法不成。

因浮舟于泗。撿等四人同壇止從大僧以受具戒。晉土有比丘尼亦撿為始也49。」

從上文可以知道當時戒壇的結作，也有印度初期戒壇樸素風貌。所以，南林

戒壇與淨檢等人的船上授戒，是東晉時期關於戒壇的較早記載。 

  到了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2)，據說在三吳之地(吳興、吳郡、會稽)建造

了戒壇，並且舉行受戒。又在道宣的《律相感通傳》裡所說，從江左的渝州

一直到江淮的南部，有三百多座戒壇。所以認為佛教傳來江南之後，能經四

五百年不衰退的原因是戒壇的存在。 

  又據道宣《續高僧傳》卷六的記載，在梁朝又有圓壇的設立，如「天監

年中，帝請為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

漏，皇明御寓，掇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搆，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

詔令超受菩薩戒
50
。」圓壇為梁武帝(502-549)根據諸經建立的圓壇，同受菩薩

                                                 
45
 《釋氏要覽》卷 1，《大札藏》54 卷, p. 273, b13-15 

46
 轉引自〈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P.80 

47
 《大札藏》49 卷, p. 344, c24-25 

48
 《大札藏》 45 卷, p. 812, b21-26 

49
 《大札藏》 50 卷, p. 934, c23-27 

50
 《大札藏》 50 卷, p. 468,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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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有關。這一時期的戒壇結構還沒有固定的形態。而這些戒壇創建與傳戒無

疑是南北朝佛教義學發達，學派隆盛，大德輩出，至隋唐佛教走向鼎盛，戒

壇的普及是提倡戒律尊嚴的象徵。 

  大唐時代佛教鼎盛，反映出唐代戒壇形式多樣化，當時有義淨傳入的那

爛陀寺戒壇形儀，此戒壇保有明顯的印度一切有部的痕跡，最後並沒有成為

中國建造戒壇的主流。而以道宣的《戒壇圖經》的關中系戒壇，此戒壇具有

濃厚的本土特色，給予後代直接的影響。有以根據大乘思想在中原與敦煌等

地建立的方等戒壇，此戒壇是印度律儀漢化的直接產物，同時又為政府對戒

壇及度僧的控制有關。 

  方等道場的出現，是印度佛教律儀在漢地流傳過程中的特殊現象，石田

瑞磨認為從小乘戒壇到方等道場，再到大乘戒壇是漢地戒壇流變的展開。方

等道場的設立，始自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關於方等道場設立的原因，贊寧在《大宋僧史略》卷下說，由於唐武宗

會昌法難，迫使許多寺院被毀，僧尼還俗。宣宗時期，在佛教復興過程中，

對度僧制度問題上採取了新的措施，放寬了僧尼來源的界限，並使已經還俗

的僧尼，有重新得度的機會。而贊寧特別強調周遍包容是方等道場的最大特

點，同時根據大乘佛教諸法帄等的精神，即只要發菩提心，尌可納受戒品，

排除了受戒者的根機差別，與小乘戒壇迥然不同。 

  大乘戒壇，根據南宋志磐在《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中，提到北宋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情況〆「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

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51。」志磐更將他的意見

述說如下〆「今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後至此地增受

菩薩戒52。」這是後來及現代佛教受三壇大戒的歷史源頭。可見戒律發展至宋

朝，先受聲聞戒，再增上菩薩戒的風氣已漸形成。 

  於明末清初特殊的戒律環境。古心律師中興律宗之後，將自己特殊受戒

經驗53，運用於一般戒子身上，於是聲聞戒與菩薩戒同一期內授受完畢的受戒

方式，這是中國僧伽受戒方式的衍變。但這一受戒方式，卻在時代的漸進當

                                                 
51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大札藏》49 卷，P.404 上。 

52
 同上。 

53
 轉引自《寒笳三拍》有關中興戒律的古心律師受戒經過，略述如下〆「……(古心律師)矢志

步禮，五台，誓求見文殊受戒。隨柱香鳴佛，辭諸法侶，躬行禮拜，三遭寒暑，方朓寶峯。

如是漸至於彼，晝夜殷勤，懇求至切。......(文殊)菩薩即於雲中垂手，摩師頂曰〆古心比丘，

文殊為汝授戒竟。師於言下頓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門，視大小乘律恍自胸中流出，心甚歡喜，

無可為喻。由是馨律師得戒於文殊菩薩也。自此從北還南，中興戒法。」《南山宗統》卷二〈東

土祖師〉，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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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為中國佛教受戒方式的主流54。 

第四節 戒壇的建構 

    從佛世時，由樓至比丘向佛陀請示，築一戒壇為比丘受戒，佛陀應許，

遂於祇園精舍外院之東南建壇。關於戒壇之形制，據義淨於《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傳》卷上，描述印度那爛陀寺之戒壇，謂其「西畔有戒壇，方可大尺一

丈餘，即於帄地周壘磚牆子。高二尺許，牆內坐基可高五寸。55」，即於帄地

四周高築塼牆，高約二尺，牆內坐基則高約五寸。 

  到了中國，求那跋摩的南林寺戒壇為最早，但是關於南林戒壇的建構情

況，根據前人研究文献，由於限於資料，一時還無法得出結論。 

  在《比丘尼傳》卷 1〆「請外國沙門曇摩羯多為立戒壇。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

為難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撿等四人同壇上從大僧以受具戒。晉土有比丘尼亦撿為始

也
56。」由上文得知，在晉朝時，淨檢等人船上授戒。由於佛世的時候，戒場

都在露地，使我們知道的是此時戒壇的建構，亦有印度初期戒壇的樸素風貌。 

  戒壇在江南隨著律典的傳譯，迅速普及，據道宣的統計，當時的戒壇多

在三百餘所。又據道宣在《續高僧傳》卷六的記載，在梁朝又有圓壇的設立，

如「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

御宇掇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搆。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
57。」圓壇是

梁武帝根據諸經建立的圓壇，同受菩薩戒有關。這一時期的戒壇結構還沒有

固定的形態。 

  根據唐代戒壇的三大潮流來看，所要討論的是以道宣的關中系戒壇，以

及義淨一切有部石戒壇的結構。從義淨在印度那爛陀寺所見的戒壇，及至道

宣《關中戒壇圖經》的問世，可以說戒壇在形式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關於戒

壇的圖樣結構，道宣在《四分律行事鈔》卷上之二的〈結界方法篇〉第六中，

根據《五分律》的資料，製作了戒壇圖。道宣認為〆《關中創立戒壇圖經》

卷 1〆 

「戒壇從地而起，三重為相，以表三空，為入佛法初門，………其壇相狀，

下之二重以石砌累，如須彌山王形，上下安色道。四面壇身並列龕窟，窟內

安諸神王。其兩重基上並施石鉤欄，欄之柱下，師子神王間以列之。兩層四

角立高石柱出於壇上，柱外置四天王像，既在露地，並鐫石為之，使久固也。

                                                 
54
 參考 釋見一《寒笳三拍－比丘尼重受論文集》〈略述中國佛教戒壇與受戒方式變革之關係〉 

南林出版社，2002。 
55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大札藏》51 卷，P.6,下。 

56
 《大札藏》50 卷, p. 934, c23-27 

57
 《大札藏》50 卷, p. 468,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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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欄上，石金翅鳥銜龍於上，表比丘既受戒已，常思惑業而制除也。戒壇

周圍布列神影者，表護持久固之相也
58
。」 

  從上面所述，可以知道在道宣的時候，戒壇形狀已頗具規模。而且對於

戒壇的高度也有具體的規定。約高唐尺七尺九寸，寬度下層為二丈九尺八寸，

中層二丈三尺，上層七尺。這是道宣在關中所創立的石戒壇。 

  而義淨等人在洛陽所建的三所戒壇，與道宣戒壇相較則有顯著的差別。

義淨自咸亨二年(671)十一月始，先後在印度那爛陀寺參學十年，於證聖元年

(695)年返回洛陽。在印度，義淨目睹了那爛陀寺戒壇，並在《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傳》卷 1〆「根本殿西有佛齒木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即

於平地周壘塼牆子。高二尺許。牆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
59
。」 

  上面所看到的是，義淨所記錄的那爛陀寺戒壇，僅四方一丈，高二尺，

與道宣的淨業寺戒壇相去甚遠。同時對道宣戒壇及《祇洹寺圖經》進行了評

論。如「曾憶在京見人畫出祇洹寺樣，咸是憑虛
60。」 

  其次，一行與元同於開元初年(713)，在嵩山會善寺建五佛札思維戒壇。

關於戒壇的命名，陸長源在〈嵩山會善寺戒壇記〉中說〆「思惟者，以佛在貝多

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為思惟。
61」上文只有戒壇的名稱，並未有結構上的記載。 

  另外，金剛智三藏於開元十二年(714)在洛陽廣福寺興建一切有部石戒

壇。據《貞元釋教錄》卷十四等資料的記載，金剛智十歲於那爛陀寺出家，

二十歲在此寺受戒並學戒六年，由於金剛智在那爛陀寺習律六年，對此寺建

壇的情況應該非常熟悉。於開元八年來洛陽，而在開元十二年建立戒壇。可

見當時廣福寺的戒壇，同樣是保有印度純樸的風貌建構。 

  從義淨於長安四年(704)在東都建壇開始，至金剛智的一切有部石戒壇的

建成，才二十年。從建壇的時間接近及地點的集中來分析，東都洛陽的三所

戒壇具有較強的印度特色，甚至直接按那爛陀寺戒壇的方式來構建。 

  由於當時四分律通行佛教界，而一切有部律的弘揚者寥寥無幾，所以義

淨等求法僧引進的那爛陀寺戒壇的式樣，最終沒有流行久遠，以致洛陽的佛

教(一切有部律)不能與長安佛教(四分律)鼎足而立。 

第五節 戒壇的結作 

  根據律藏記載戒壇由說戒的緣起，比丘先依自然界和合說戒，但以比丘

人數越來越多，而且事情繁雜自然界又太廣泛，集合大眾僧，多有不必要的

                                                 
58
 《大札藏》45 卷, p. 808, b28-p. 809, a13 

59
 《大札藏》51 卷, p. 6, b9-12 

60
 《大札藏》51 卷, p. 6, a15 

61
 陸長源〈嵩山會善寺戒壇記〉，《全唐文》卷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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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這時四方僧集會疲倦，所以才立作法界。 

  佛在世時，制定結大界，大有一百二十里(五分律)，小的也有四十里。而

現在結大界情況不同佛世，但是不管現今或古時結大界，無論百里、四十里

乃至一里，其中不准有其他異眾。 

  在舉行結界儀式，必頇由舊住的比丘出來唱大界四方周圍形相。而四角

所立定之標相々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又四方所有彎曲的界相，全部劃

定。所以四方四角一定要建立標相，甚至有石要說石等。所以在集僧之後，

要有舊住比丘為大眾唱相三徧以後，以羯磨文札式要加法被事。 

  大界結完之後，由於羯磨法有四人眾、五人眾或十人眾乃至二十人眾之

羯磨事時，因此，尌按事實所需要的人數到戒場上作羯磨事。戒場怎麼結法〇

《毘尼朮》云〆必以大界圍繞，所以戒場一定在大界在外，圍繞著戒場。至

於結法的先後，《五分律》中說，需在大界前結戒場界。結戒場以後，應當

告示在明顯的地方，讓後來的比丘知道各種界的劃分。 

  由上述可知，戒壇衍變使得佛教律儀衰微，而戒壇建構雖沒有影響受戒

的主要因素，但是戒壇的結作如法，才是受戒的關鍵所在。結界如法所做的

羯磨法才能成尌，羯磨法成尌，受戒的人能在戒師的白四羯磨法(一白三說)

下得到戒體，可見在一僧伽藍內要另結一個戒場界，令受戒者能在札確的環

境中受戒，尌變成很重要一環。 

 

第五章 結論 

  本文研究結果分為兩點來說明。第一是，對未來將成為僧團一分子的僧

尼，能對自己切身的慧命，應當確實掌握和清楚明了。尌是要釐清的受戒儀

軌和次第的部分，在漢傳受戒歷史，所衍生的戒律爭議，牽涉到部別不同取

捨的問題，自廣律翻譯以來，除五分律未曾宏通外，十誦、僧祇，曾盛行於

宋、齊、梁之間。四分律雖譯於姚秦時代，六十餘年間，幾乎無人研習，至

元魏孝文帝時，有北臺法聰律師初弘四分，到了唐代道宣律師承智首律師之

統，專依四分律闡明受戒戒體，成為中國一枝獨秀的律宗。到了中國由於受

戒作法一直根據見月律師編寫的《三壇札範》。因此，我們希望在依據《三

壇札範》的傳戒作法時，不要忘記律典所舉的五點，有受戒者的條件、所對

的緣境、發心乞受、心境相應、事成究竟。如果都能做到，那麼受戒作法一

定圓滿成尌。 

  第二是從原始戒壇的起源到中國戒壇的形態變化。使我們看到，登壇受

具這一佛教律儀在漢地流傳過程中所經歷的幾個階段。首先，東晉時期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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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戒壇及早期的船上受戒，以及南朝梁武帝時，根據大乘佛教經典而建立的

圓壇，前者戒壇的結作及規模，大多與印度相似，而後者為中國化的象徵。

到了唐朝道宣在關中所創建的戒壇，顯著表明了本土化的特點。而道宣的關

中戒壇對宋代佛教的戒壇給予了直接影響。由於宋代佛教的戒壇之設立，在

京師別立大乘戒壇，先在地方先受沙彌戒與具足戒，然後到京師受菩薩戒，

這是後來及現代佛教受三壇大戒的歷史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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