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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笔者发现窥基的《受菩萨戒法》（法藏本）后，感到有必要顺此思

路进一步推定此受戒法的来源，尝试构造一个法藏本的原本，可名之为玄奘本。

为此，主要通过两条路线进行：一是将法藏本与之前的三种受菩萨戒法和玄恽本

的受戒程序进行比较，发现法藏本更接近玄恽本，可以推定它们属于一个独立的

受戒系统，法藏本应该是一个比玄恽本更为成熟且后出的文本；二是对法藏本内

容进行考辨，追溯其来源，推定窥基所增补的内容以及非唯识宗的内容，即可断

定玄奘本所应有之内容。由此，可以对玄奘所用的受菩萨戒法的来源和内容的变

迁有较为深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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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考证了敦煌文献中的法藏 P. 2147 抄本《受菩萨戒法》（以

下简称“法藏本”）是窥基的《西方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以下简称“窥基本”），而

此本与慧沼《劝发菩提心集》中的《大唐三藏法师所传西域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以

下简称“慧沼本”）极为接近，但慧沼本要晚出于法藏本。经过对法藏本和慧沼本中

的一些语词比对分辨可知，这两个文本都非唯识宗人所造，而是来自中国本土流传

的一个受菩萨戒法的本子。因为此问题所关涉的考证内容颇为复杂，笔者并没有在

那篇文章中详细考证其来源，但推测窥基本之前很可能还存在一个玄奘本，之所以

有此推测是因为窥基作为玄奘的弟子，其所传的受戒仪轨肯定为玄奘所授，但是由

于现存的法藏本和慧沼本中又有不少窥基的文献，说明法藏本并不是完全承袭玄奘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项目“唐代梵网戒注疏研究”（立项号：

16SZYB 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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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是有所修订。本文尝试对这一推测进行详细的考辨，探究玄奘本的概貌。

一  法藏本受戒仪轨的来源

要考察玄奘本的历史来源，只要考察唐代之前中土所流传的受菩萨戒仪即可。

根据智顗的说法，当时中国流传有六种菩萨戒仪：一、梵网本，二、地持本，三、

高昌本，四、璎珞本，五、新撰本，六、制旨本。以上六种，主要是用于出家人受

戒。其中制旨本还可以用于在家人受戒，此外，还有依《优婆塞戒经》所制的在家

受戒仪，以及专门作为自誓受戒用的《普贤观受戒法》。因而，智顗之前所传的受菩

萨戒仪总共有八种。现在还传有智顗的师父慧思的《受菩萨戒仪》，此仪轨与法藏本

最为接近，时间上又早，本来可以作为玄奘本的来源，但是学界认为其可能是伪作，

大致出现在元代。笔者亦曾对其进行考辨，认为其非出于慧思之手。唐代还有智顗

再传弟子湛然的《受菩萨戒仪》（以下简称“湛然本”）和明旷的《受菩萨戒仪》（以

下简称“明旷本”），这三个本子的受戒次第非常接近，尤其是湛然本和明旷本基本

一致。但由于其出现时间比慧沼本晚，所以无法作为玄奘本的来源。不过，唐代玄

恽有《毗尼讨要》三卷，其中有“受菩萨戒章”（以下简称“玄恽本”），在结构和内

容上与法藏本及慧沼本有诸多类似者。a因此，能够用来作为玄奘本历史来源的文本

只有智顗提及的六种受菩萨戒法和玄恽本。

于此预先说明，玄奘本属于我们拟构的，是通过对法藏本细节剥离后的文本，

所以此处与六种文献比对的是法藏本。在这六种文献中，可以首先排除两种文献，

即梵网本和璎珞本。因为法藏本属于瑜伽戒的系统，与这两种文献完全不同。即便

地持本是旧译的瑜伽戒文，但是其与法藏本的受戒次第差别很大，显然非法藏本的

原本，也可以直接排除。故需要考察的只有高昌本、新撰本、制旨本、玄恽本。但

是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梵网本、璎珞本和地持本，并不完全是依照经典中的受菩

萨戒法列出，而是为中国人增加了一些程序的改造本，正如敦煌本 P. 2196《出家菩

萨受戒法》中所言，南北朝之际，“世间所传菩萨戒法，似欲依二经，多附小乘行

事，撰《菩萨戒法》，乃有多家”。可知，梵网本和地持本的受戒程序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主要依托小乘受戒次第而来。但是这三种本子还是改造幅度较小，与法藏本

差别较大，故不在此讨论。

a　雒少锋：《窥基〈受菩萨戒法〉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6 月 19 日，第 006 版。



·108·　唯识研究（第七辑）

（一）高昌本与法藏本的关系考辨

由于智顗提及的受菩萨戒法只是简单地提及受戒的次第，故以下的比对主要在

受戒程序中。法藏本的基本程序主要有十二项：一发殷净心、二皈依、三请师、四

发菩提心、五忏悔、六问菩萨否、七说菩萨三聚戒相、八发深重心、九请佛证明、

十说三品心受戒、十一说持犯之相、十二舍戒缘。

根据智顗对高昌本的描述：

三、高昌本者，或题畅法师本。原宗出《地持》而作法小广。先请师云：

“族姓大德，我某甲，今从大德，乞受菩萨戒，唯愿大德，忍许听受，怜愍故。”

（三说）次乞戒云：“族姓大德，今正是时，愿时与我受菩萨戒。”（三说）次问

遮法（凡十问）。师应起，为白诸佛唱言：“一切诸佛及大地诸菩萨僧听。此某

甲菩萨，欲从诸佛菩萨僧乞受菩萨戒。此某甲已是真实菩萨，已发菩提愿，能

生深信，已能舍一切所有，不惜身命，唯愿诸佛菩萨僧怜愍故，施与某甲菩萨

戒。”（三说）次问受戒者言：“汝某甲听。一切诸佛菩萨僧，受菩萨戒律仪戒、

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所住戒。如过去菩萨已学，

未来菩萨当学，现在菩萨今学。汝如是学，汝能持不？”（答：“能。”三说）次

白竟唱言：“此某甲菩萨于一切佛菩萨前，从我某甲菩萨边已第二第三说，受菩

萨戒竟。我某甲菩萨为作证人。此受戒菩萨名某甲。”复白：“十方无量诸佛第

一胜师及柔和者，一切众生软觉者，此某甲菩萨于某甲菩萨，已三说，受一切

菩萨律仪戒竟。”（三说）次说十重相竟，结撮赞叹（便散）。a

从高昌本的受戒次第来看，比法藏本更为简单，也更接近于瑜伽戒受戒法的内

容。二者相同的程序包括：请师、问菩萨否、发深重心（同于问受戒者内容）、证明

（三品相，内容略有差别）、说持犯相（内容不同）、赞叹（内容不同）。这些程序基

本都来自瑜伽戒受戒法。法藏本比高昌本多出的条目有：发殷净心、皈依、发菩提

心、忏悔。高昌本则比法藏本多“问遮法”和最后的“说十重相”，而这两项也不是

地持本所有的内容，而是来自梵网本。尽管高昌本有整合两种菩萨戒的内容，但是

高昌本中所增扩的内容都不见于法藏本，这是因为这两部分内容属于梵网戒，与弘

扬瑜伽戒的唯识宗主旨相悖。因而，法藏本与高昌本所同的也主要体现在二者所依

的瑜伽戒部分，法藏本所增加的内容则当与其他受戒本有关。

a　智顗：《菩萨戒义疏》卷 1，《大正藏》第 40 册，第 56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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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旨本与法藏本的关系考辨

智顗曾提及高昌本“自齐宋已来，多用此法”a，可知其流传甚广。而在梁代出

现了一种综合诸经的制旨本，智顗说因为此本内容极为繁复，所以没有具体说明其

受戒的程序，由此导致后世对制旨本无法有确切的了解。不过，在敦煌文献中有 

P. 2196 抄本《出家受菩萨戒法》当是智顗所谓的制旨本。据日本学者诹访义纯的

研究，此抄本是梁武帝为出家人所造的受菩萨戒法，敕写于天监十八年（519），该

抄本书写清晰而完整，记载了出家人受菩萨戒的基本程序。而诹访义纯认为，此抄

本只是梁武帝所造的受菩萨戒法的一部分，因为梁武帝在天监十一年至十八年间

（512—519）编撰完成的是《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b而最近在日本也已经发现了

《在家人受菩萨戒法》（简称“神谷本”）。c由于法藏本是为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因而，

为出家人而造的制旨本可以与法藏本进行比对。

正如梁武帝在制旨本中所说，此受菩萨戒法主要依据《菩萨地持经》和《梵网

经》两种经典，同时综合了当时流传的各种受菩萨戒法。制旨本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

从诸佛菩萨处得戒，而非从现前的凡夫僧那里得戒，其根据是“《菩萨善戒经》言：

‘菩萨受持菩萨戒者，终不自念我所受戒，从和上师边受得，自念乃从十方诸佛边受

戒。若从师及和上边受戒者，不名菩萨戒。若从十方佛菩萨受得者，乃菩萨戒。’《善

戒经》所以作如是说者，此中有意。明地（？）教师是依以为主，心所正念实在诸

佛。若佛与戒，有本愿力，有不思谊力。一切戒神承佛神力，卫护是人，永不舍离。

生生世世不颠倒，生生世世不忘失。若止是教师所授戒者，无有如是不思谊力。”（见

抄本《出家受菩萨戒法》，以下出自该抄本引文不再标注）根据《菩萨地持经》以及

后来玄奘译本看，都只是说出家人受戒是在佛像前跟随凡夫僧受，没有强调佛菩萨在

受戒中的重要性，但是梁武帝借《菩萨善戒经》中的这段话作了很多的发挥，认为只

有从佛菩萨那里受戒才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从凡夫僧受戒不能达到此效果。

梁武帝还引用了刘宋昙无密多译的《观普贤行经》一段文字作为他这一主张的

经典依据，“《观普贤行经》亦云：‘唯愿释迦牟尼正遍知世尊，为我和上。文殊师利

具足大慧者，愿以智慧，授戒清净诸菩萨法。弥勒菩萨大慈日，怜愍我故，亦应听

我受菩萨法。十方诸佛，现为我证。’”可知，佛经中就有请诸佛菩萨为受戒师的明

a　智顗：《菩萨戒义疏》卷 1，《大正藏》第 40 册，第 568 页中。

b　诹访义纯：《敦煌本〈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一序一〉について——智顗述·灌頂記〈菩薩戒義疏〉との關連

を中心として》，《禪研究所紀要》1971 年第 1 期。

c　王招国：《敦煌遗书所见新罗义寂〈菩萨戒本疏〉写本考述》，불교학보（《佛教学报》）第 82 辑，2018 年。

王招国提到落合俊典、赤尾荣庆以及法国学者 Sylvie Hureau 对此戒有所研究，但还没有正式出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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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故梁武帝进一步发挥道：“出家人重受调御戒，不如初受法，依和上受三皈、十

戒，三师七证受具足戒。重受调御戒者，受菩萨戒日，即于坛上，次第具受。请佛

为和上，智者为阇梨，大地菩萨为证。”梁武帝此处对诸佛菩萨所承担的受戒角色的

说法成为后来其他受菩萨戒法中请圣作师的滥觞。比如在稍后要提及的新撰本中有

此内容，法藏本、湛然本和明旷本中同样有这一内容。由此可见制旨本此条内容的

影响之大。不过，因为制旨本还处于草创的阶段，很多表述没有非常成熟和规范化，

与法藏本的表述差别甚大。可知法藏本中的请诸圣作师的根源在此本，但其与此本

没有直接的关联，法藏本的表述很可能是来自他本。

（三）新撰本与法藏本的关系考辨

新撰本继承了高昌本综合两种菩萨戒的传统，形成受戒次第最多的一个本子。

五、新撰本者，是近代诸师所集，凡十八科。第一，师初入道场礼佛，在

佛边就座坐；第二，弟子入道场，礼佛胡跪；第三，师请三宝；第四，令起心

念三宝，如在目前；第五，忏悔十不善业；第六，请诸圣作师；第七，请现前

师；第八，师赞叹弟子，能发胜心；第九，正乞是戒；第十，教发菩萨心；第

十一，问遮法（有十五问）；第十二，想念得戒；第十三，发戒时立誓；第

十四，受菩萨三归（以此三归发戒十五文缺）；第十六，结竟；第十七，师还坐

劝学；第十八，说十重相，结撮赞叹，作礼便去。a

智顗说此本是“近代诸师所集”，言下之意此本是经多人之手形成的一个新本，

且这是一个晚出的本子。如果将高昌本和新撰本与法藏本比对，那么高昌本的受戒

次第更符合法藏本，但新撰本中的一些内容却与法藏本更为接近，二者相同的项目

包括：忏悔十不善业（忏悔程序一致，内容有异）、请诸圣作师、师赞叹弟子能发胜

心（当与发殷净心类似）、正乞是戒、教发菩萨心、发戒时立誓（当与发深重心类

似）、受菩萨三归、说十重相、结撮赞叹（罪相内容不同，但是程序一致）。新撰本

还多了另外一些内容，如礼佛、请三宝、念三宝、劝学等。新撰本中多出的这些内

容既不在地持本中，也不在梵网本中，可知是别有出处。

总的来说，法藏本与新撰本之间有某种密切关联，或者法藏本是对高昌本和新

撰本的综合，或者法藏本的底本是新撰本综合的一个本子，其没有为智顗所注意到。

由于目前资料的欠缺，尚不能对此作出有力的辨析。

a　智顗：《菩萨戒义疏》卷 1，《大正藏》第 40 册，第 56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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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玄恽本与法藏本的关系考辨

从智顗到窥基这段时间，理论上至少应该还有一个智顗本。因智顗曾为隋炀帝授

过菩萨戒，必然使用到受菩萨戒仪轨，这个仪轨很可能是他所列举的其中之一，但是

也很可能是智顗自己重新编制的仪轨。尽管有关智顗本的资料目前尚无法找到，但笔

者却找到一个与法藏本有密切关联的受菩萨戒法，其存于玄恽《毗尼讨要》中，名为

《受菩萨戒法章》（以下简称“玄恽本”），此中列为十一个门类：“一受舍损益，二简

能人德，三请师法，四乞听许，五简戒相，六洗忏法，七正受法，八请证法，九心念

法，十持犯法，十一礼退法。”a玄恽明确说此本是他当时所见的一个文本。而相同的

内容也被抄录在《法苑珠林》。可知，这个文本确实是玄恽所录，而非创作的文本。

与法藏本相比，玄恽本少了开头的两项程序：发殷净心和皈依，其他程序内容上

基本一致，只是次序上有别。玄恽所记载的这个受菩萨戒法对于考察从新撰本到法藏

本有特别的价值。第一，该本是以地持论为基础，较少引述《梵网经》，就与法藏本

的基调一致。第二，该本在受戒仪轨内容上与法藏本高度吻合，特别是法藏本中出现

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段落也出现在玄恽本。第三，从受戒次第的完备性以及每个程序

的解释话语的来源看，玄恽本更早，因法藏本中出现了大量窥基的文本内容，而玄恽

本则主要引述更古的译经文字。这一点在后文会在细节考辨中进一步证明。

由于玄恽本早于法藏本，那么其与玄奘是否有某种关联？根据目前的资料看，

该本是唐代之后受菩萨戒法的原型，其与法藏本、慧沼本、湛然本、明旷本都很一

致。因此，该本很可能是在隋唐之际出现的较为流行的受菩萨戒法。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玄奘所传的受菩萨戒法与玄恽本为一个系统的文本。而玄恽曾

参与到玄奘的译经道场，如此玄恽本就与玄奘可能发生关联。只是目前的资料尚不

能确切地知道玄恽本是如何产生，以及其与玄奘所用的受菩萨戒法之间的具体关联

如何。笔者只能通过玄恽本和法藏本之间的详细比对，推测二者的关联与差别之处。

通过这种比较，发掘两个文本之间的相同内容，剔除窥基的解释性文字，尝试构造

出一个可能的玄奘本。

二  《受菩萨戒法》的文本分析

以下按照《受菩萨戒法》的基本内容，逐段分析其来源，特别是通过与玄恽本

a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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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找出二者共同之处。

将欲受菩萨戒，先教发殷净心。或复一年，下至七日，持斋礼拜，舍诸恶业，

习诸善事，长养净心，然可为受。若有事缘，不得先教发殷净心。欲受戒时，发

深重心，方与受之。深重心者，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脱一切众生心是。

这段话是受戒前的准备工作，可分为两层内容，第一层是“教发殷心”的方式，

第二层是对“深重心”的解释。第一层内容来自地持本，但是此处使用了新译本的内

容。按照《菩萨地持经》卷 5 的记载：“如是菩萨所先礼足已作是言：‘我于大德，乞

受菩萨戒，大德于我不惮劳者，哀愍听许。’作是请已，偏袒右肩，于三世十方佛及

大地诸菩萨前，恭敬作礼，念其功德，起软中上淳净心。”a而玄奘译的《菩萨戒羯磨

文》说：“‘大德忆念！我如是名，于大德所乞受一切菩萨净戒。唯愿须臾不辞劳倦，

哀慜听授。’（第二、第三亦如是说）既作如是无倒请已，偏袒右肩，恭敬礼拜、供养

十方三世诸佛世尊，已入大地、得大智慧、得大神通诸菩萨众，现前专念彼诸功德，

生殷净心。”b根据这两段文献的比对，可知“殷净心”是“淳净心”的新译名。

不过，法藏本认为培养净心的方式是“持斋礼拜，舍诸恶业，习诸善事”，与地

持本不同。而这种方式与敦煌所传的 P. 3809《玄奘法师礼佛十斋日》似乎有某种关

联，此本说“西京龙兴寺玄奘法师，于西国来大唐国，有十二月礼佛日，每月只在

一日”，例如“正月一日平明时向东方礼佛四拜，除罪二百三十劫”。而与此一类的

P. 3795 说：“右上件斋月日，是玄奘法师在十二部经中略出，有人能满三年，每依时

持斋礼拜，所求必须抄本流转，除罪十万六千六百劫。”尽管学者研究表明，此写本

并不是玄奘所作，但是其与玄奘关联，却能为此处的培育净心提供一定的根据，显

示出此处培育净心的方式与玄奘之间确实有关联。

第二部分对于深重心的解释，很可能来自窥基，因为在对深重心的解释中，使用

到了“众生”一词，但在玄奘的译本中，一律将“众生”译为“有情”，所以这段话

不太可能来自玄奘。而且窥基的《说无垢称经疏》卷 1 中出现了类似的表述：“或断

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生，名摄正法。”c所以对深重心的解释很可能来自窥基。

若先未曾归依三宝者，教令归依。若已曾归依者，不须教之。

归依云：“弟子某甲等，愿从今身尽未来际，归依佛两足尊，归依法离欲

a　《菩萨地持经》卷 5，《大正藏》第 30 册，第 912 页中。

b　《菩萨戒羯磨文》，《大正藏》第 24 册，第 1105 页上。

c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卷 1，《大正藏》第 38 册，第 100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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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归依僧众中尊（如是三唱）。弟子某甲等，愿从今身尽未来际，归依佛竟，

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三说）。从今已往称佛为师，不敢归余邪魔外道，唯愿三

宝慈悲摄受。”

这段关于皈依的仪轨中，最主要的是皈依文。第一句“愿从今身尽未来际”较

早出现在窥基的《大乘法苑义林章》中：“故归依言，愿从今身尽未来际。”a可以确

定此句为窥基所熟知或使用，但《法苑义林章》中窥基没有提及“归依佛两足尊，

归依法离欲尊，归依僧众中尊”三句。不过，这三句在真谛译《佛阿毘昙经出家相

品》卷 2 的受沙弥戒法中已经出现：“阇梨忆念！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两足尊、尽

形寿归依法离欲尊、尽形寿归依僧众中尊。归依无上释尊最胜释王。如来、应供、

正遍知出家，我随从出家，舍离居家服、受持出家衣服。”b与此类似的，刘宋时期的

《十诵羯磨比丘要用》在说到三皈和五戒时也提及相同的内容：“‘我某甲，从今尽

寿，归依佛两足尊、归依法无欲尊、归依僧众中尊。’（如是三说）‘我某甲，归依佛

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于释迦牟尼佛法中，乐受五戒为优婆塞，当证知。’（如

是三说）”c可见，这段皈依文应该就是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逐渐形成的固定化表述，

如唐代定宾的《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卷 2 就提及：“翻邪三归及五八戒，诸经论师并

云：‘我某甲，归依佛两足尊，归依法离欲尊，归依僧众中尊。’（三说）‘我某甲，

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从今以往，称佛为师，更不归余邪魔外道，唯愿

三宝慈悲摄受。’（三说）”d这段皈依文就与法藏本基本一致，可知当是比较定型的说

法。而前文提及窥基引述的那一句同样属于归敬章，涉及到皈依，可知窥基应该是

知道这段皈依文的原文，但只是引述了一句。据此可以推断，这段皈依文或者是原

本所有，或者是窥基所增补的，用以解释皈依的内容。总之，这段皈依文不属于唯

识宗所修改的内容。

次教请己为受菩萨戒师云：“弟子某甲等，今于师所求受菩萨戒。大德于我

不惮劳者，慈愍故。”（三说）戒师答云：“好。”

请受戒师的内容来自地持本，但是地持本原文并没有“戒师答云：‘好’”。在智

顗提及的地持本中也没有这句。不过，这一句并不是法藏本的修订，因为它出现在

a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4，《大正藏》第 45 册，第 316 页下。

b　《佛阿毘昙经出家相品》卷 2，《大正藏》第 24 册，第 968 页上。

c　《十诵羯磨比丘要用》，《大正藏》第 23 册，第 496 页上。

d　定宾：《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卷 2，《卍续藏》第 42 册，第 22 页下。



·114·　唯识研究（第七辑）

玄恽本中：“‘言我于大德乞受菩萨戒，大德于我不惮劳者，哀愍听许。’（三说）戒

师答言：‘好。’既许可已。”a这一细微的差别非常重要，证明法藏本与玄恽本确实属

于同一个受菩萨戒法系统。

次教请释迦如来为受戒和上云：“弟子某甲等，奉请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应正

等觉，为受菩萨戒和上，我依和上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三说）

次教请曼殊室利为阿阇梨云：“弟子某甲等，奉请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为

受菩萨戒阿阇梨，我依阿阇梨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三说）

次教请弥勒菩萨为教授师云：“弟子某甲等，奉请弥勒菩萨摩诃萨，为受菩

萨戒教授师，我依教授师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三说）

次教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云：“弟子某甲等，奉请十方诸佛如来应正等觉，

为受菩萨戒证戒师，我依证戒师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三说）

次教请十方菩萨为同法侣云：“弟子某甲等，奉请十方一切菩萨摩诃萨，为

受菩萨戒同法侣，我依同法侣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三说）

根据前文的考辨，这段请圣师的内容来自《普贤观经》，但是这一定型化的表

达不知道从何而来。目前，前文提及新撰本有此内容，但由于其本不存，难以比较。

不过，玄恽本也有这一内容，可加以比对：“第三，请师者，《普贤观经》云：‘将欲

受菩萨戒，先请佛菩萨为师。’请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众生，奉请释迦如来

以为和上，奉请文殊师利菩萨为阿阇梨，奉请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奉请十方诸佛为

证明师，奉请十方菩萨以为己伴。’”b玄恽本的表述与法藏本已经非常接近，只是在

一些关键术语上有所差别。而那些关键性的语词，都来自唯识宗的新译，如“释迦

牟尼如来应正等觉”的表述，就主要出现在玄奘译本中，在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

蜜多经》卷 427：“汝于来世过无数劫，即于此界贤劫之中，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如来、应、正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度无量众。”c另外，“同法侣”的表述也是玄

奘特别的译法，《瑜伽师地论》卷 42 说：“常与净戒若等若增诸菩众，为其同分，为

同法侣，为善知识。”d可知，这段内容与玄奘译法关系密切。不过，相同的内容也出

现在窥基的《妙法莲华经玄赞》中：“未见六师文，今且释者，释迦佛为和上、文殊

师利为阿阇梨、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十方佛为证者、十方菩萨摩诃萨为同法侣、普

a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中。

b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中。

c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427，《大正藏》第 7 册，第 146 页上。

d　《瑜伽师地论》卷 42，《大正藏》第 30 册，第 52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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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菩萨为忏悔戒主，方可忏悔受三聚戒等，如此启请方见普贤。”a窥基的说法反而与

玄恽本更接近，除了“同法侣”，没有使用玄奘的新译。法藏本与窥基表述上的差

别，似乎也可以反映出玄奘本与窥基解释性文字之间的差别。因为这段文字是请圣

师文，所以其应该就是原本所有，而措辞上的差别似乎可以作为玄奘本与窥基本之

间差别的一个根据。

次教发菩提心云：“菩提心者，广则无边。略有三种：一者厌离有为心，二

者欣求菩提心，三者深念众生心。厌离有为心者，即是广说生死过患，令深生

厌离，五法相似生死大海，得大海名。一处所无边相似故，二甚深相似故，三

难度相似故，四不可饮相似故，五大宝所依相似故。求菩提心者，即是广说三

身菩提所有功德，令起忻求。深念众生心者，即是广说怨亲等想，令俱生慈愍

发心度脱。”次言：“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我今问汝，随汝意答。汝发菩提心

未？”（教答云：“发。”）

教发菩提心来自《菩萨地持经》卷 5：“尔时，智者，于彼受者不起乱心。若

坐若立而作是言：‘汝某甲善男子谛听！法弟，汝是菩萨不？’答言：‘是。’‘发

菩提愿未？’答言：‘已发。’”b地持本中也延续此说法：“师应问言：‘汝是菩萨

不？’‘已发菩提愿未？’”只是地持本中皆以“菩提愿”为关键词，甚至玄奘新译

的《菩萨戒羯磨文》同样用的是“菩提愿”。由此可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就是依

据地持本而来。所以智顗也说：“若菩萨戒者，众生世世以来，或已遇善知识发菩提

心，受菩萨戒。”c而在新撰本中已经确立“第十教发菩萨心”为独立的一项程序。不

过，玄恽本中反而没有将发菩提心作为独立的一门，但也提及发菩提愿的问题：“第

二问答者，问：‘发菩萨愿不？’答言：‘已发。’菩萨愿者，正是道心别名也。”d这

里的“菩萨愿”被解释为“道心”，也就是菩提心的意思。新撰本与玄恽本比较来

看，玄恽本显得更加朴质，很可能是一个比新撰本更早的独立受戒法。而法藏本将

发菩提心独立，则很可能受到新撰本的影响。

此段中间部分内容是对菩提心的解释，与受戒仪轨无关，其内容来自窥基，已

为笔者在别文所考证，此处不再赘述。

a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0，《大正藏》第 34 册，第 853 页中。

b　《菩萨地持经》卷 5，《大正藏》第 30 册，第 912 页下。

c　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 2，《大正藏》第 46 册，第 487 页上。

d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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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忏悔云：“弟子某甲等，仰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两足中尊，一切

诸法离欲中尊，一切僧宝诸众中尊。弟子某甲等，自从无始生死已来至于今日，

贪瞋痴等，无量烦恼，恼乱身心，广造众罪。所谓破塔坏寺，焚烧经像，用盗

三宝财物，谤三乘法，言非圣教，障碍留难隐弊覆藏，于一切出家人所。若有

戒若无戒，持戒破戒，打骂呵责，说其过恶，禁闭牢狱，或夺袈裟，逼令还俗，

策役驱使，责其发调，断其命根。或杀父、害母、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

合僧，起大邪见，谤无因果，长夜常行，十不善业。所谓身业不善，行杀盗淫，

语业不善，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业不善，贪瞋邪见，污父污母，污比丘比

丘尼，污僧伽蓝所。破斋破戒，饮酒食肉，轻毁三宝，恼乱众生，自作教他，

见作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不可数知。今日诚心发露忏悔，一忏已后，

断相续心，尽未来际，永不敢作。唯愿三宝慈悲证明，令弟子等，罪障消灭。”

这段忏悔的内容，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到“广造诸

罪”为一段，接续“如是等罪无量无边”到结束为一个段落；第二部分从“所谓破

塔坏寺”到“十不善业”；第三部分从“所谓身业不善”到“见作随喜”为一段。之

所以如此划分段落，是因为这三部分为独立的内容，来源不一。

第一部分与善无畏译的《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的记载类似：“其出罪忏悔

者云：‘自从无始已来乃至今日，烦恼覆缠。又流浪生死，三种业障，造罪无边。今

日诚心发露忏悔，应当广忏令使罪灭（礼三拜）。”a其实，从第二和第三部分开头使

用“所谓”也可以推知，这两部分是对前面内容的解释。第二部分是对“广造诸罪”

进行解释，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最后提及的“十不善业”的解释。因此，中间

这两部分当属于插入的内容无疑。不过，与第一部分最接近的是不空译的《受菩提

心戒仪》：

弟子某甲等，自从过去无始已来乃至今日，贪瞋痴等种种烦恼及忿恨等诸

随烦恼，恼乱身心，广作一切身业不善：杀、盗、邪、淫；口业不善：妄言、

绮语、恶口、两舌；意业不善：贪、瞋、邪见。种种烦恼无始相续，缠染其心，

令身口意造罪无量。或杀父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毁谤三宝，

打缚众生，破斋破戒，饮酒食肉及食五辛。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不可忆知。今

日诚心发露忏悔，一忏已后，永断相续，更不敢造。唯愿十方，一切诸佛诸大

菩萨，加持护念，能令我等罪障销灭。b

a　《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卷 1，《大正藏》第 20 册，第 592 页下。

b　《受菩提心戒仪》，《大正藏》第 18 册，第 941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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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最后一部分的话语与法藏本几无差别，甚至还包括了第三部分的内容。不

过，由于不空来唐时，窥基已经圆寂，故很可能的情况是不空的译文采用了法藏本

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而且窥基在《妙法莲华经玄赞》中解释业障时论及的五逆状

况与上文基本一致：

业障者，依《萨遮尼干子经》有五种逆：“一、破塔坏寺焚烧经像，窃盗及

用三宝财物；二、谤三乘法言非圣法，障碍留难隐弊覆藏；三、于一切出家人

所，若有戒无戒，持戒破戒，打骂诃责，说其过失，禁閇窂狱。或脱袈裟，逼

令还俗，责役驱使，债其发调，断其命根故；《大集经》言：‘说一破戒比丘过

失，过出万亿佛身血。’四、杀父、害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五、起大邪见谤无因果，长夜常行十不善业。”此之五种，唯于大乘名五逆业

障。亦有说七等，不过此五，所以不说。a

由此来看，法藏本第二和第三部分，基本可以断定是窥基的解释，而第一部分

很有可能是原本或玄奘所修订的内容。

再将法藏本与玄恽本比对，玄恽本将忏悔分为两部分：一是自作教他不信、轻

慢、侵损三宝；二是自作教他十不善业。其开头和结尾部分与法藏本略似：“我弟

子某甲仰启十方诸佛，弟子从本际有识已来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宝或教人不信三

宝……于此众罪不生惭愧，失菩萨戒不自觉知，今于佛前，至诚忏悔，愿我众罪，

永断无余，至心敬礼一切诸佛（一遍亦得，三遍弥好）。”b二者的基本意思一致，尤

其是断除相续心的意涵相同，只是法藏本的说法更为细致。而且在忏悔的罪业中，

法藏本的第三部分可以说包含了玄恽本的内容，其中以十不善业和毁三宝为主。因

此，法藏本第三部分很可能是将玄恽本的内容进行发展形成的。

次说菩萨三聚戒相：一者律仪戒，誓断一切恶尽；二者摄善法戒，誓修一

切善尽；三者饶益有情戒，誓度一切众生尽。

这段说法与上文“深重心”的内容一致，只是将三聚戒与修善断恶配合起来表

达。在窥基《金刚般若经赞述》中也确实如此配合使用：“又断一切恶者，即是云何

降伏其心也；修一切善者，即云何修行也；度一切众生者，即云何住也。又律仪戒，

a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3，《大正藏》第 34 册，第 708 页下。

b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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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亦此配之也。此上并依世亲意释。”a由此可知，此段对三聚

戒相的解释为窥基本人所引入。

次言：“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我今问汝，随汝意答，汝是菩萨非？”（答

言是）言菩萨者，信是身中实有菩萨种姓，堪受菩萨净戒，名为菩萨，非已有

证，名为菩萨。

这段话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开始到“答言是”结束，剩余内容为第二部

分。第一部分为地持本内容，上文已经提及。第二部分显然是对菩萨的解释，此解

释的内容很可能来自玄奘，因“身中实有菩萨种姓”这句话同时见于窥基和神泰，

如窥基所述的《胜鬘经述记》说：“一闻大乘，即便回趣求一乘故。言不由于他者，

谓身中旧有菩萨种姓。”b因为此是窥基述，此话很可能是玄奘所说。《瑜伽论记》卷

8 载：“泰云：无始已来，所作施等，虽非蜜多，而是蜜多相，由此相故，令他比知，

身中实有菩萨种姓。”c此处神泰提及相同的内容，很可能是神泰听玄奘所说。即便

此话语来自玄奘，但是增补到此处来解释，根据前文的惯例，不大可能是玄奘所为，

而更可能是窥基引述的解释。

玄恽本也有关于受戒与菩萨种姓的说法：“凡论戒也枢要有三，一在家戒，谓五

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谓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谓三聚戒是，然此三

聚，复有三种，一者戒种，种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无量是，三者戒行，六度

四摄是。”d不过，这段文字是否为玄恽所作，不能断定，只是二者对菩萨受戒中对于

种姓的强调是一致的。

次为受，令谛听发深重心云：“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汝等今于我所，求受

一切菩萨学处，求受一切菩萨净戒，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此

诸学处，此诸净戒，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现在一切菩萨今

学。汝等从今时尽未来际不得犯，能持不？”教答言：“能。”（三说）

此段内容为教授三聚净戒，内容完全来自地持本，只是在关键术语上有修改，

比如摄众生戒改为“饶益有情戒”。而玄恽本中也有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一致，但是

a　窥基：《金刚般若经赞述》卷 1，《大正藏》第 33 册，第 129 页中。

b　窥基：《胜鬘经述记》卷 2，《卍续藏》第 19 册，第 915 页下。

c　遁伦：《瑜伽论记》卷 8，《大正藏》第 42 册，第 489 页下。

d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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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恽本中这部分还包含了前面询问是否菩萨以及是否发菩提愿。

次受戒。师自称己名，请佛证明，起立手执香炉。若在高座，不须起立，

云：“弟子某甲等，仰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今于此索诃世界，一四天下南

赡部洲人主地，某聚落某伽蓝此道场中，有众多菩萨来于我所，三说求受菩萨

戒，我已为作证，唯愿慈悲，亦为作证。”（礼拜三请）

次当为说三品心受戒。于十方诸佛所，有三品相现，或凉风、或妙香、或

异声、或光明等种种相现。彼诸菩萨，各各问佛，何因缘故，有此相现。彼佛

各答云：“于某方处索诃世界在某处所，有某甲众多菩萨，于某甲师所说受菩萨

戒。今证明，所以有此三品相现。彼彼菩萨咸生欢喜，各各皆言：“于如是等，

极恶处所，如此具足杂染烦恼恶业有情能发如是极胜之心，受菩萨戒，甚为希

有，深生怜愍，于汝等所，起同梵行心。是故，汝等宜应至心护持净戒，不惜

身命而勿毁犯。”

这段证明的文字，第一部分来自地持本，但是有比较大的变动。《地持菩萨戒

经》载：“尔时，智者于佛像前，敬礼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如是白言：‘某甲菩萨于

我某甲前，三说受菩萨戒，我为作证。’”a在玄奘译《菩萨戒羯磨文》中说：“能授

菩萨对佛像前，普于十方现住诸佛及诸菩萨，恭敬供养顶礼双足，作是白言：‘仰启

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诸佛菩萨，今于此中现有某名菩萨，于我某菩萨所，乃至三

说受菩萨戒。我为作证。’”b可知，玄奘的译本与法藏本更接近，只是缺少“今于此

索诃世界一四天下南赡部洲人主地某聚落某伽蓝此道场中”一句。此一句可以断定

不是唯识宗人所撰，但是唯识宗作了关键词的替换，因其中“索诃世界”和“南瞻

部洲”都是玄奘的新译术语，旧译为“娑婆世界”和“南阎浮提”。而且在玄恽本

中，已经出现类似的话语：“受人胡跪，戒师为起，礼于十方诸菩萨众，作是言，我

弟子某甲仰启十方大地微尘数诸菩萨众，文殊师利，金刚藏、金刚幢、功德林菩萨

等，此某甲菩萨，在某国世界某伽蓝某佛像前于我某甲所，三说受菩萨戒，我为作

证（三说）。”c这一说法在唐代应该是比较流行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 8 载：

“往昔愚流云：依南阎浮提大唐国李家皇帝，某州县某卿某里聚落某伽蓝等。今不同

之。”d此处提到“南阎浮提”，应该是比较早的传说，而且说这种说法是“往昔愚流”

a　《菩萨地持经》卷 5，《大正藏》第 30 册，第 912 页下。

b　《菩萨戒羯磨文》，《大正藏》第 24 册，第 1105 页中。

c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9 页上。

d　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 8，《卍续藏》第 43 册，第 19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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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辞，可知这种说法确实不是律藏中的标准说法，而是中国本土的创造，唯识宗

人也延续而未作删改。

玄恽本与法藏本最有关联的话语在第二部分关于三品瑞相的说法，玄恽本说：

“法有瑞现，或有光明，或有凉风，或有异妙香，以有相现故”a，这段内容笔者难以

从现存的文献中找到其渊源，但是玄恽本中出现，可知其与法藏本同源，很可能来

自某个经典。此段后面关于瑞相的说法又源于《菩萨地持经》：

次第十方一切世界无量诸佛及住大地诸菩萨前，法有相现。尔时，十方世

界诸佛菩萨，念是菩萨，起如实知见。某世界中某菩萨从某菩萨受菩萨戒，于

是菩萨起子想弟想，慈心爱念。慈心爱念故，令是菩萨善法增长，终不退减。

如是白，如是知觉，如是受菩萨戒已。b

从此可知，法藏本改造了某世界某菩萨为“某方处索诃世界在某处所，有某甲

众多菩萨”，最后表达的爱念之情也与地持本一致，但是在文句上作了比较大幅度的

修改。相比较来说，玄恽本所作的修改较小：“以有相现，故十方诸佛于此某甲菩萨

起子想，大地菩萨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爱念，令此菩萨从受已后，犯

已寻悔，专精念住，坚持不犯，乃至菩提终不退转”c。但是玄恽本此句后又描述了与

地持本无关的内容。结合以上的考察，可知玄恽本确实属于比较古老的本子，其已

经具备了一些法藏本的基本元素，但还不是其修订的底本。

次为说持犯之相。乃至持一草系，亦有持犯菩萨戒相，不能广说。今略说

重者，谓四波罗夷。波罗夷者，此云他胜处，善法益己，名之为自，恶法损己，

名之为他。若犯此四，恶法增长，损害于自，名他胜处。

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一者若有菩萨于戒师所三说，求受菩萨戒竟。为名

闻利养，自赞毁他，非真菩萨，假名菩萨，无惭无愧，犯波罗夷。

汝等从今身尽未来际，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

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二者若有菩萨于戒师所三说，求受菩萨戒竟。有财

有法，有来求者，悭不施与。非真菩萨，假名菩萨，无惭无愧，犯波罗夷。

汝等从今身尽未来际，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

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三者若有菩萨于戒师所三说，求受菩萨戒竟。先时

a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9 页上。

b　《菩萨地持经》卷 5，《大正藏》第 30 册，第 912 页下。

c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9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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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他鬪诤违竞，他来求悔，以瞋恨心，不随彼请，已不于他速求忏悔。非真菩

萨，假名菩萨，无惭无愧，犯波罗夷。

汝等从今身尽未来际，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

善男子善女人等谛听！四者若有菩萨于戒师所三说，求受菩萨戒竟。起邪

见心，毁訾三宝，诽谤大乘，言非佛说。非真菩萨，假名菩萨，无惭无愧，犯

波罗夷。

汝等从今身尽未来际，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

上所受戒正是起行，起行既讫。

关于戒相的说明，在南北朝的受菩萨戒法中通常是说十不善业，在与法藏本有

着密切关联的湛然本中也仍然使用了十不善业，而不是四波罗夷，但是许多关键性

的语句都保持了一致，只是将波罗夷内容置换为十不善业。

不过，即便此处是四波罗夷罪，但却不是地持本中的四种，即自赞毁他、性悭

不施、嗔恼有情、说像似法。这四条波罗夷实际是梵网本中十不善业最后四不善业

的内容，只是与地持本四重罪接近。如敦煌文献中所藏的梵网本最后四戒相如下：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赞毁他，教人自赞毁他，是菩萨戒

不得犯，能持不？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悭，教人悭，是菩萨戒不得犯，能

持不？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嗔，教人嗔，是菩萨戒不得犯，能

持不？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是菩萨戒不

得犯，能持不？

两相比较，梵网本与法藏本的论述结构和内容很类似。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很

大的难题：为何在以地持本为依据的受菩萨戒法文本中会使用梵网本的内容？恰好

在玄恽本中，也出现了四种波罗夷，其表述与法藏本最接近：“又为说四波罗夷法：

一者不得为利养故，自赞毁他，无惭，波罗夷；二者悭心不施贫下，无惭，波罗夷；

三者瞋心打骂众生，前人惭谢不受其忏，无惭，波罗夷；四者痴心谤大乘，无惭，

波罗夷。”a此中不仅基本的条目与法藏本一致，重要的是都增加了“无惭”，之所以

a　玄恽：《毗尼讨要》卷 3，《卍续藏》第 44 册，第 38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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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此内容，是因为地持本将其作为重罪的一个要件，《菩萨地持经》卷 5：“是菩萨于

四波罗夷处法一一犯，是名波罗夷处法，何况犯四。不能增广现法、庄严菩提，亦

不增长现在净心，是名相似菩萨，非实菩萨。若菩萨以软中烦恼犯四法者，不名舍

律仪戒。若上烦恼犯，是名为舍。若于四法数数违犯，不生惭愧欢喜爱乐言是功德，

是名上烦恼犯。”a可知，法藏本的四波罗夷当是根据玄恽本系的底本改造无疑。

那么玄恽本是否接受了梵网本的内容呢？根据玄恽本的说法，其也主要依据地

持本，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与梵网本一致的内容，因而，不可能在这样关键的地方采

用梵网本。而且，这四种波罗夷确实属于地持本和梵网本共同具有的内容，除了最

后一条稍有差距外，其他内容是一致的。那么也有一种可能是，梵网本的十种不善

业是仿地持本四重罪而构建的。之所以有此可能，是因为《梵网经》本身有为中国

人造作的可能，因而，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辨，此

处只是指出法藏本与玄恽本之间具有的关联，表明四波罗夷确实是原本所有。

本来此受戒法还有最后一部分内容，因为笔者在另一文章中已经指出其完全是

窥基之文献，故此处不再进行考辨。

三  结语

综上考辨，可以大体推知，法藏本中的基本受戒次第应该是底本所固有，根据

其与玄恽本受戒次第的比对可知，玄奘本很可能借鉴了新撰本等后出仪式的影响，

以及经过唯识宗新译经典的影响，变得更为完善。而在法藏本中，明显的修订内容

包括操作性和解释性的内容，前者很可能是玄奘所作，而后者则可以肯定是窥基所

作。当然，鉴于目前仍然缺乏有力的其他文献的比照，对于玄奘本的判定只能做到

这一步。若能进一步找到与玄恽本一系的文本，再与法藏本对照，就有可能辨析出

作为玄奘本底本和玄奘所修订的内容差别，如此也能确证玄奘本的真实存在。而对

玄奘本的探究对于了解整个唐宋时期的佛教仪式的谱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法藏

本中形成的一些定型化的说法为后来的诸多经典所引述，特别是在禅宗北宗的语录

以及密教的文献中多有出现。不过，限于目前的资料以及笔者的能力，对此问题的

深入研究只能留待日后进行。

a　《菩萨地持经》卷 5，《大正藏》第 30 册，第 913 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