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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國家的領土中，守持國法是每一位國民的義務，出家 

        人也不例外。  戒律是僧團內部的法治規範，其功用並不 

        在於取代法律，且以不抵觸法律為原則。這是尊重世間的良 

        好價值觀，及其價值觀所形成的規範。其原因在於「令未信 

        者信，已信者令增長」。 

          波羅提木叉不可能對犯者判以死刑或監禁，除因其不合 

        於佛法「非暴力」的精神外，亦因僧團的制裁功能不必跟國 

        家的司法權牴觸。 

          對宗教友善的國家，通常會有一些適度停止國家權力用 

        在宗教團體中的措施，例如：免除宗教團體繳納稅金的義務 

        ；但僧尼亦不可借身份的方便，代白衣逃漏稅款。 

          宗教要讓國家給予優惠，也自必有它的條件，令社會覺 

        得值得如此，否則這些優惠仍有可能面臨官僚或輿論的壓力 

        而被撤銷。例如：從事營利活動，重視物質享受，或有大量 

        的財富積聚，這就難保不令世人譏嫌乃至覬覦，招來禍端。 

          僧伽要獨立地享有充分的「僧事僧決」權，必須要它自 

        清自律到法律對它沒有介入的必要，而不是假「僧事僧決」 

        以為藉口，不准白衣干預、法律介入。面對戒法與國法的衝 

        突，開遮持犯要多方衡量，其衡量尺度，以儘其可能如法為 

        先，必不得已而開緣，也要以僧團總體長遠的利益為前提。 

 

        前言 

 



         一、緒論 

 

          從八十六年九月間的中台剃度風波發生以來，佛教界似 

        乎流年不利，接二連三地，有比丘或比丘尼因被控訴「誘拐 

        出家」、涉及財務糾紛、違建或佔用國有土地而被輿論交相 

        指責，捲起掀然大波，有的甚至被偵辦或起訴。影響所及，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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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佛教皆嚴重受傷。例如：中台剃度風波甫興時，許多出家 

        法師告訴筆者，他們走在路上，到市場購物，或是搭乘計程 

        車、大眾運輸工具，都面對著許多敵意的眼光，有的民眾甚 

        至施以罵詈或吐唾的羞辱。此外，許多道場的主事者告訴筆 

        者：例行性法會參加者銳減三分之一以上，夏令營活動往年 

        都報名者眾，晚報名者甚有向隅之憾，今年的各種佛學夏令 

        營，普遍面臨「報名人數大量減少」的困境，有的甚至「門 

        可羅雀」，索性臨時取消（註  1）。誠可謂是「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事件主角的中台山本身也不好受！除了面對整個社會強而 

        有力的指責唾罵之外，還被迫面對信眾流失，經濟力減弱的 

        重大危機。月前其方丈惟覺法師與四名弟子竟然還因涉嫌竊 

        佔國土、違反山坡地保育條例及國家公園法，而被台北士林 

        地檢署檢查官張熙懷提起公訴。起訴書並聲明宣告沒收萬里 

        靈泉寺所有建物，包括寺宇主體、道路、駁坎等建物，未來 

        都難逃拆除命運（註 2）。 

          這些觸及國法而又違犯根本盜戒（波羅夷）的罪責，照 

        說依律也應從僧中除籍，然而在長期不重視羯磨治罪與滅諍 

        的台灣僧界，這些個人行為，除了讓全體僧眾面對社會人士 

        一篙打盡的池魚之殃，似乎也只能束手無策。 

          面對中台山主事者的困窘處境，我們當然也只能哀矜而 

        勿喜，另一方面，這未始不可以做為佛門中人的儆戒：出家 

        並不是出國，在國家的領土中，守持國法是每一位國民的義 

        務，出家人也不例外。 

          拙著〈戒律與政治、法律原理之同異〉（註  3），業已 

        闡述法律與戒律的共同基礎，本文則要進一步分析兩者之間 

        的關係，以及作為僧眾而兼國民者，在面對兩種律法時的基 



        本態度。 

 

 

         二、戒律與法律的層級關係  

 

           （一）不抵觸法律為原則  

 

           戒律是僧團內部在德化的基礎上所建立的法治規範，基 

        本而言，其功用並不在於取代法律，而自定一套所謂的「治 

        外法權」，或形成僧俗之間的「一國兩制」。既然它不是為 

        取代法律而制訂的，所以它也就以不抵觸法律為原則。佛陀 

        說： 「我不與世間諍。」（註 4）  

            這不是隨波逐流，而是尊重世間的良好價值觀，及其價 

        值觀所形成的規範。所以，當比丘（尼）行為已嚴重牴觸國 

        家法律時，一般而言，也必然牴觸戒律，靈泉寺案即其顯例 

        。其原因在於佛陀制戒的十種原理之中，原來就有「令未信 

        者信，已信者令增長」之句，其目的無非為避世譏嫌，使世 

        人敬信三寶 (註 5)。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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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世所誹議之行，即使未到觸法階段，若已違背良善習俗 

        ，僧眾犯者，即已違背律制；即便律無明文條例，也應就現 

        有波羅提木叉而作擴充解釋，甚至考慮依「隨方毗尼」之精 

        神，而將新增規制明訂出來，制止此類惹人誹議之行為，以 

        維繫僧團「令未信者信，已信者令增長」的良好功能。 

          所以在世人交相指責中台山為人剃度隱瞞其父母時，彼 

        等辯稱「釋迦牟尼佛剃度時也沒告知父母。」這種理由是很 

        牽強的，原因是： 

          那是佛陀未成道時的處理方式，吾人焉知他在成道之後 

        回顧此事，會不會覺得做法還不夠圓滿？ 

          即使他的出家經歷是如此，但他可沒鼓勵弟子效仿，反 

        而在成立僧團後，規定「父母聽許」是受具足戒的必備條件 

        (註  6)。難道他會是那種「只許州官放火，不許百姓點燈」 

        的人嗎？當然不是！他只是很清楚：僧團要存在於世間，就 

        不能太過牴觸世間。即使是「出家」這樣一件僧團中如此重 



        要的事情，最好都要在「大家歡喜，各方圓滿」的情形下進 

        行之，以免帶來社會的反撲。 

          以今時而言，剃度二十歲以下未成年人，若未得其監護 

        人同意，監護人已可依法追究其責任，因為那已觸犯法律； 

        即便二十歲已滿，個人已有行為自主權，但是為了讓各方圓 

        滿，依戒律還是要徵得父母親（及配偶）的同意。所以面對 

        世間，佛陀對僧眾的規範，不但不觸犯法律，甚且斟酌民情 

        風俗，使其規範比法律往往更要嚴格，以避世譏嫌，「令未 

        信者信，已信者令增長」。 

 

         （二）不取代司法而施刑罰 

          此外，它也不取代司法而作囚禁之類的懲處，也就是說 

        ，波羅提木叉的罰則再重，也不可能對犯者判以死刑或監禁 

        ，一來這種刑罰並不合於佛法「非暴力」的精神，再者，僧 

        團的制裁功能也不必跟國家的司法權牴觸�如果僧團本身可 

        以動用私刑，那法律存在還有什麼意義呢？豈不是類同中世 

        紀歐洲的政教合一體制了？所以僧團的成文法規中，懲處最 

        重的頂多是「滅擯」，亦即在羯磨（內部成員的集體會議） 

        中共同決議，將犯者驅出僧團。驅出之後，法律要怎麼制裁 

        他，那是法律的事了。 

          在僧團的範圍（大界）內，僧團依律衡量，倘若覺得犯 

        者的行為，己經不合乎僧團的基本道德標準，那麼就請他脫 

        離僧團。做到這一步，波羅提木叉的功能就算完成了。接下 

        來，如果這種行為在世人眼中還能接受（如犯「非梵行」波 

        羅夷罪，但不是與有配偶者通姦），犯者脫離僧團後，自可 

        以立刻融入社會，做一個不觸犯法律與善良風俗的居家之士 

        ，但是倘若其犯行不但犯戒，而且也還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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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殺人、偷盜、與有配偶人士通姦，或以妖言惑眾，破壞 

        社會公序），則犯者所要面對的就不會只是如同「脫離僧團 

        」一般的待遇�只是被逐出國境而已，除非犯者非本國人， 

        才有可能被「遞解出境」，但以現在的國際慣例，罪犯也依 

        然要被押回其本國依法處理，絕非「遞解出境」就沒事兒。 

          就僧團而言，將重禁的犯者逐出僧團，業已達成維護僧 



        團清淨的功能；而被逐出僧團的人，並沒有法律上的豁免權 

        ，仍要受制於法律。所以在懲誡的程度上，「逐出」就已足 

        夠重了。 

          但是法律若也只是採「逐出」而非「囚禁」或極刑的方 

        式，則重大刑犯至多只被逐出當地，並未脫離整個社會，極 

        有可能在他處或他國，因心性凶殘而一犯再犯，禍殃無辜。 

          僧團是社會裡的小社會，倘若其成員之品質，不適合僧 

        團，只有在兩條路中任選其一：第一、請該成員改造自己， 

        約束行為，以符合僧團所要求的品質。第二、若犯行太嚴重 

        ，不得已，只好開除僧籍處分。當然，若犯行雖嚴重而不至 

        於至開除程度，也有期限長短不一的「停權處分」措施，如 

        犯僧殘、不見罪、不懺罪、惡見不捨等過，可通過相關種類 

        的羯磨，而判定其在某段期間，停止若干比丘（尼）所具備 

        的權利，而且僧不與共語共住，以資懲誡。 

          這不但是維持僧團和樂清淨的要領，也是每一個有良好 

        紀律的社團乃至政黨的「品管」原則。例如各種有信譽的計 

        程車同業組織，司機們為什麼要組織這類行會呢？原因是： 

        計程車司機很多，龍蛇混雜，良莠不齊，間亦有作奸犯科者 

        ，引起乘客的不安全感，於是有心自清自律的司機們就起而 

        組織成「義交」、「清溪」、「新生活」之類的行會，凡加 

        入各該組織的司機，得遵行一些規制，例如：不拒載短程， 

        不隨便收費，一律穿制服、戴手套，要有禮貌，不得侵擾客 

        人……。有這樣的規矩，然後乘客才能信賴這個行會，自然 

        優先乘坐行會成員所駕駛的車輛。如果有人犯了這行會的規 

        制，輕則申誡、停權，重則開除會籍。開除會籍，並不表示 

        該計程車司機不得再開車營業，倘若未觸犯法律，未被吊銷 

        執照，他當然還可以開車營業，只是他不再隸屬於該行會， 

        乘客對他難免會減低信賴感。而該行會這種保持成員素質的 

        方式，也是讓行會不變質而得以長期維持信用的最好方法。 

        這與前述「令未信者信，已信者令增長」的制戒原理是相通 

        的。  

         凡此有榮譽性的社團，算是在大社會裡面的小社會，都可 

        以用上述方法維護團體的素質，但是大社會就不然。 

        法律的有效範圍，涵蓋整個國家，國際法的有效範圍，甚至 

        涵蓋整個世界，如果犯法，怎麼可以「趕出去就好」？趕到 

        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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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得他既可留在大社會，又不會引起大社會很大的困擾 

        呢？於是才會有期限不等的，暫時性隔離的囚禁，甚至永久 

        性隔離的極刑。 

          有罰則，才能有實效，罰則之中，除罰鍰外，不排除囚 

        禁乃至死刑，這樣的條件，如前所述，是法律所必需，卻不 

        是僧團的戒律所必備的，所以戒律沒有取代法律的功能，戒 

        律只是在法律的基礎上，對僧眾所做的行為要求。這種要求 

        往往比法律還要高，但懲罰的嚴重性，卻沒有法律來得那麼 

        強。佛陀制戒，是已把法律的層級置於戒律之下，做為基礎 

        規範的，沒有以戒律取代法律的企圖心。  

 

         （三）尊重世間與超越世間  

         實行戒律的人，其集合體就是僧團；僧團跟世俗社會有什 

        麼異質性？就聲聞僧團而言，它具有一種超世間的性格。原 

        則上，比丘（尼）也是人，也是國民之一，他們不可能無條 

        件地自外於社會。如果是在古老的印度，也許他們可以遠處 

        山林曠野之中，形成一個自治的團體，與社會隔絕，但是僧 

        俗如果完全隔絕了，就失去了僧團的教化機能，所以僧伽還 

        是要跟社會作若干接觸。在接觸過程中，僧團還是要遵循世 

        間的規範，所以佛陀對於乞食、遊行或「入白衣舍」，有許 

        多行止威儀方面的規定。此外，僧團也還要有一些超越世間 

        價值的理念（如守貧、守貞），才能對社會產生良好的影響 

        ，所以個人與社會的接觸，須要尊重世間，而個人內在的品 

        格或修持，則要卓絕超越於世間。 

          面對這樣的一種團體，國家要怎樣去對待它呢？一般而 

        言，除非對宗教（或專對佛教）有強大的敵意，否則國家會 

        傾向於容許這種團體的存在，甚至在某些以單一宗教為國教 

        的國家，政府還會特意扶植或保護它。 

          記得學界中力倡「在家佛教」的人曾有這樣的質疑：佛 

        陀為什麼沒有為在家眾組織團體（閱讀年久，資料出處已忘 

        ）？他們以為這是世尊的缺失，然而他們未嘗顧慮到：在君 

        主專制的社會裡，在家的宗教徒未必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因 

        為鑑諸史實，宗教徒集結的力量過大，宗教領袖的克裡斯馬 

        （charisma）倘不用在傳教的正途，而用在煽惑群眾以謀取 

        更大的權勢時，是可能會對政權構成威脅的。中國的黃巾賊 

        、白蓮教、太平天國，即是顯例。 



          一個宗教團體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這種力量是很強烈的 

        ，如果這個宗教的領導人又是在家人，有權力的追逐，有食 

        色的欲求，君王不可能任其坐大；可是對於出家人組成的僧 

        團，顧慮就小得多了。僧團有超越世間的性格，它不會對劫 

        奪王位，訓練軍隊，鼓噪叛亂等庸世行徑產生興趣。僧眾將 

        世俗的一切放捨，衣食住用，都以最簡單的生活標準處理， 

        僧團中人的品質，又一定被要求超越世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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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這與世俗名利中人的集合相比，無疑是令主政者較為放 

        心的。也因此，在佛陀出世之前，印度東方就有許多在森林 

        曠野中勵志苦行的沙門團，過著離世修道的生活，而受到君 

        王的崇敬；相反的，即便是在家的婆羅門階級，也沒有過龐 

        大而組織嚴密的草根性宗教組織，只有家族或階級壟斷的奧 

        義傳授。 

 

 

         三、法律對宗教的適度「開緣」 

 

          由於宗教團體的特質，有很多地方跟世俗難免不同，也 

        因此，對宗教友善的國家，通常會有一些適度停止國家權力 

        用在宗教團體中的措施，例如：比丘（尼）是不能捉持生像 

        金銀的，但是國家法律卻規定人民要履行納稅的義務，而且 

        納稅又是國家機器要維持運作的基本方法，可是比丘（尼） 

        一無所有，如何可能繳納稅金呢？於是國家就會對僧伽施行 

        特殊的保護（套句律典用語，即是「開緣」），免除出家人 

        繳納稅金的義務。 

 

          《摩訶僧祇律》云： 

                「世尊弟子比丘、比丘尼，一切外道出家人物，是 

                名不應稅。若賣買者應輸稅，是名稅分齊。」  (註 

                7) 

 

            一般有買賣行為都應該納稅，出家人，包括比丘，比丘 

        尼，包括外道沙門，都不必納稅。這應是國家對宗教所給予 

        的寬容。至今除了南傳佛教國家之外，「不捉持金銀戒」在 



        個別的出家眾而言，已不得不順應環境因緣而予以開緣，但 

        是一般國家仍有對宗教團體免稅的優惠待遇，此所以去年國 

        稅局意圖向寺廟課稅，會引起佛教界的不滿和抗議。 

            諸律明訂比丘（尼）不得利用這種國家所給予的優惠待 

        遇而為俗人逃漏稅捐，如《四分律》云： 

 

                「不輸稅者，比丘無輸稅法。若白衣應輸稅物，比 

                丘以盜心為他過物，若擲關外，若五錢，若過五錢 

                ；若埋藏舉，若以辯辭言說誑惑，若以咒術過，乃 

                至方便，偷蘭遮。」 (註 8) 

 

              比丘「為他過物」，未必是想要將對方的貨物不與 

        而取地據為己有，為什麼稱作「以盜心」呢？原來在對方運 

        貨往來以牟利時，明知其應向國家或地方政府繳納稅款，卻 

        存心幫他掩護，使其得以逃漏稅捐，這無異是在盜取國家或 

        地方公眾的利益，所以說是「懷盜心」。此點吾人即今亦應 

        注意！例如：出入境過海關時，自己隨身攜帶一些物品，是 

        不用納稅的。但倘若有居士攜帶大批貨物（跑單幫），意圖 

        來往販售，則此類貨物本應納稅，倘若居士要求同行比丘（ 

        尼）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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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部分，化整為零分別通關，比丘（尼）答應了，或者比 

        丘（尼）主動為其攜帶通關，明知如此是逃漏稅捐，竟然照 

        做不誤，即犯偷蘭遮。 

          「若擲關外」，是指比丘幫對方把貨物接駁到海關檢查 

        站外面；「若五錢，若過五錢」，這是依摩揭陀國的幣值標 

        準。假使所過物品超過五錢的價值，不管是錢或物，即犯。 

        「若埋藏舉」，是指幫對方將貨品暫時掩埋以避人耳目，伺 

        機取出，得遂逃稅目的；「若以辯辭言說誑惑」，是指對著 

        關員稅吏謊稱該等物品但屬隨身日用，非屬商品，或以其他 

        妄語蒙騙過關；「若以咒術過」，是指施以咒術，使得貨品 

        忽然隱沒，或使得關員稅吏忽然神智迷糊，以便貨品順利通 

        關；「乃至方便」，是指包括其他所有「以盜心過他物」的 

        方法。「偷蘭遮」，算是波羅夷或僧伽婆尸沙的未遂罪，這 

        是法藏部所屬《四分律》的判法，但大眾部的《摩訶僧祗律 



        》就判波羅夷 (註 9)。 

          這種情形，在當日的僧團，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原因是 

        ：律中規定，比丘（尼）遊行各地，得與商團同行  (註 10) 

        。在同行的過程中，兩者自然是互助而互惠的。因為商人可 

        從比丘（尼）處得到精神的支柱，比丘（尼）則可因商人的 

        照料而有較好的物質供應。在這種情況之下，萬一商人提出 

        「幫忙攜帶貨品」之類的不情之請，比丘（尼）若無戒律的 

        規範，是很有可能在人情上礙難拒絕的。  然而站在僧團 

        整體的立場考量，比丘（尼）不限納稅金，竟然還要幫人逃 

        稅，這顯然犯了國法的大忌，當然要予以重判。否則若任令 

        此種惡習滋長，令當政者產生對佛教的強烈反感，其結果將 

        是危害整體佛教。 

 

 

         四、宗教遭忌的殷鑒 

 

          假使比丘（尼）本身也從事營利活動，或有大量的財富 

        積聚，其重視物質享受之程度，不但逾越了一般沙門淡泊的 

        生活水準，甚且連世間中低收入的平民亦望塵莫及，那麼， 

        縱使國家不予徵稅，社會也會側目。若是承平時代，倒也罷 

        了，一旦社會窮困，國庫空虛，則政客或鄉紳就難保不對佛 

        教巧取豪奪了。  所以話說回來，國家對於宗教的優惠， 

        當然是需要的，但是一個宗教要讓國家給予優惠，也自必有 

        它的條件，令社會覺得值得如此，否則這些優惠仍有可能面 

        臨官僚或輿論的壓力而被撤銷。 

          三武一宗的教難且先不說，中國歷史上，因看不慣僧尼 

        競著華服，飲食奢靡，不斷構築富麗堂皇的殿塔伽藍，而以 

        政治力加以整飭的案例，並不少見。 

          即使是素有尊重宗教之傳統的法國，在十八世紀的大革 

        命時代，貴族與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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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百分之二的人口，擁有全國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二，而且不 

        必納稅，這龐大的財富如何不使貧困的政府動心？所以執政 

        當局的「國民會議」，下令沒收教會田產，以做為準備金， 

        發行紙幣，並以清償過去之國債。類此史實，可為殷鑒！  



           此所以在中台事件之後，佛教多方受到輿論的壓力，預 

        算赤字嚴重的中央政府，也就立刻挾「民意」而針對寺廟、 

        納骨塔開刀，伺機課稅，甚至對違規建築的主事者一一提出 

        公訴，那些身著法服的堂堂比丘鋃鐺入獄，看在佛弟子的眼 

        裡，真是百感交集。 

          有人責備政客選舉時無所不用其極以拉攏佛教，選完立 

        刻過河拆橋或展開秋後算帳  (註 11)，但此種揣測難尋實據 

        ，筆者認為：反而是國庫空虛，政府預算赤字龐大，又眼見 

        佛教幾處大道場大興土木，捐款動輒以千萬計，工程動輒以 

        億計，這才可能是「課稅」等風波背後的主導因素�財經官 

        僚想出些「雨露均霑」的點子，意圖從寺院下手，以開發稅 

        基，所以棒子與胡蘿蔔齊下，一面用「全國宗教會議」  (註 

        12)  等方式安撫宗教領袖，一面撒開全面清查寺產的羅網。 

          再者，「肉腐而後蟲生」，佛教果若健全，當局就算是 

        想秋後算帳，也無從下手。例如筆者即公開表態不支持李總 

        統，但亦未遭到任何司法迫害或行政官僚的刁難，反而是為 

        了佛教的權益而不惜與官僚據理力爭，當局對筆者亦無可奈 

        何。緣自八十五年十月廿七日，內政部長林豐正下達各縣市 

        政府的台（八十五）內營字第八五○七五九八號函：指示拆 

        除違規寺廟、納骨塔，一時教界風聲鶴唳，有些因建在林地 

        農地而未能領得建照的寺宇，其主事者更是惶惶不可終日。 

        十二月廿一日，受中華佛寺協會秘書長林蓉芝居士邀，筆者 

        乃陪同理事長淨良長老等各宗教代表，至內政部陳情，懇請 

        暫緩拆除違建寺廟納骨塔，並尋求協助解決現存問題，由於 

        營建署副署長態度踞傲，言詞無理，筆者當場一一指其言論 

        之錯謬，理事長亦怒斥之，一時場面火爆，但也因此，該副 

        署長始稍斂其傲姿。試想當日若筆者也是違建寺院主事者之 

        一，即使講話再有道理，又如何能不令官員視做利益關說？ 

        講話又如何能夠大聲？ 

          僧伽要有清淨的生活，能夠真正實現超越世間的理想， 

        依國家利益而言，如此能夠對國民產生促進其向上向善的正 

        面意義，此所以修道信教雖屬個人領域的心靈事務，國家仍 

        有義務在公共領域中依法給予適度的保障。但假使僧團中， 

        有人撓亂了社會秩序或經濟秩序，如前述助人逃稅之情事， 

        這當然會對社會造成困擾，國家的法律就不可能不介入而作 

        制裁了。 

          以去年底炒熱的話題「要不要立宗教法」而言，基督宗 

        教普遍反對，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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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認為：遵守國家一般的現行法律就好，毋須特別立宗教法 

        。他們堅定告知：自己教會的法規，已比法律所要求者更為 

        嚴格，教會自會妥善管理，用不了解教會性質的宗教官僚監 

        督管理，只不過是頭上安頭。基督宗教的條件，佛教未必具 

        足，因為佛教沒有一個從上到下作一條鞭式管理的中央集權 

        教會體制，各自為政，就難免流弊叢生，此所以類似宋七力 

        、妙天的事件，層出不窮。因此佛教界普遍的態度就傾向於 

        立宗教法，意圖藉諸法律，形成規範，以確保佛教之純粹性 

        ，以及寺院財產與人事之自主權。他們認為：某些適當的法 

        律對佛教反而會是一種保護。然而筆者以為：面對宗教人詐 

        財騙色案，法律制裁原屬理所當然，卻不必另立特別法，因 

        為現行刑法、民法已足夠用來處理此諸案件 (註 13);  而自 

        主權之爭取，仍宜注意要有自清自律作為前提。 

          僧伽要獨立地享有充分的「僧事僧決」權力（亦即僧眾 

        之自主權），那必須要它自清自律到法律對它沒有介入的必 

        要，而不是假「僧事僧決」以為藉口，不准白衣干預、法律 

        介入。換言之，是僧伽本身的戒律有高度的道德標準，而且 

        受到嚴格的履行，這才使得法律沒有干預它的必要。否則僧 

        伽若表現不佳，又吵著一定要國家給它特權，這豈不是強人 

        所難？縱使政治人物唯恐流失選票而不得不施以小惠，總有 

        東窗事發的時候，也徒增民眾的怨憎藐視而已。倘若因自己 

        的某些行徑而讓民眾產生對佛教的誤解、疏離與毀謗，豈不 

        是要善自反省其行徑之斷人善根與慧命？又哪裡可以輕卸己 

        責地指斥世人「罪過」 (註 14) 呢？中台事件以來的連串佛 

        門不幸案例，未始不是佛教界付出昂貴學費的一課，值得吾 

        關心教運之同道潛心深思。 

 

          

          五、戒法與國法的衝突 

 

          以上所述，純屬戒律以法律為基礎的層級問題，以及法 

        律對戒律的適度讓步與其先決條件，原則上，這都是兩者相 

        容的部分。其次，僧眾有沒有可能面對持戒與守法兩種義務 



        相牴觸的時候？倘若有之，應該如何處理？ 

          在中國，最好的例子就是禮法上的衝突：依印度習俗， 

        沙門遠塵離垢，有其特殊之宗教地位，所以是不必禮敬帝王 

        的，但是在中國，這成了重視禮教的儒家官僚與佛教僧信之 

        間的強烈爭議。東晉成帝咸康六年（340），輔政重臣庾冰以 

        為：沙門宜應遵從中國傳統的禮制，向帝王行叩拜之禮，而 

        尚書令何充身為佛門檀越，乃與褚翌、諸葛恢等上表抗辯， 

        表示先帝從未指責沙門不向帝王禮敬，應當遵從先帝遺制。 

        兩派意見紛雜，莫之能定。桓玄在姑臧，也主張沙門應敬禮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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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他曾向慧遠修書表達此一意見。慧遠的回答很堅定： 

 

                「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廊廟之器，沙門塵外之 

                人，不應致敬王者。」 (註 15) 

 

          終晉之世，庾冰的建議並未被採納，此事尚幸未演變成 

        佛教與朝廷的強烈對立，也可看出王法面對教法時的善意讓 

        步，這在前無沙門文化傳統而又拘守君臣禮數的中國社會， 

        算是國法對戒法的極大讓步。 

          但是，有的時候，讓步不盡可行，會惹出其它麻煩。以 

        兵役問題為例：自古國家招募兵員，有徵兵制或募兵制的分 

        別。募兵制徵募的是自願從軍以為職志的國民；徵兵制則是 

        規定國民中之成年男性，有服兵役之義務。前者還不構成問 

        題，因為基於信仰的理由，有選擇不從軍者的權利；後者就 

        麻煩了！至今仍有少數基督教派的信徒，認為當兵是殺人的 

        職業，與其信仰精神相牴觸，所以拒服兵役，寧願為違反兵 

        役法而坐牢。這明顯是世俗法律和宗教戒規牴觸的兩難抉擇 

        ，對強調「不殺生」的佛教尤其如此。 

          比丘（尼）戒就規定：不能往觀軍陣，有特殊因緣，可 

        以到軍中去住兩、三個晚上，但也不能去看人操兵或參加閱 

        兵典禮  (註 16)。不從軍的僧眾，有何特殊因緣須至軍中住 

        宿？我們可以設想：過往的遊方僧，在曠野遊行時，可能會 

        受到劫匪的騷擾，所以為了安全起見，是有可能借宿軍營的 

        。 



          本國現行兵役法，屬徵兵制，為了公平起見，成年男子 

        必須服義務役，這與戒律自有抵觸，可是由於這是國家公權 

        力強制要求，而非募兵制之係出自願，拒絕則觸犯國法，嚴 

        重的逃兵行為甚至可能牽涉到「命難」，這當然就只好開緣 

        ，讓已屆役齡的沙彌先脫下僧服，履行兵役的義務，期滿再 

        返僧團受具足戒。這雖為沙門個人帶來困擾，但是在徵兵制 

        的國家裡，如果給予「出家人不需要服兵役」的優惠，未必 

        對僧團有利，因為難免會有很多無意修道的人，為了規避兵 

        役而混濫僧籍，造成僧團自清的困難。 

          在古中國，善意對待佛教的措施�僧眾免徭役，即曾出 

        現問題。以有明一朝為例：官方對僧眾給予免納稅、免徭役 

        的優惠，在建國之初，為了避免僧員浮濫，也曾屢次限制度 

        僧，並以試經制度汰選僧眾，制有作為僧侶名簿的「周知冊 

        」，對於試經合格者，一律免費發給度牒。洪武五年（1372 

        ），包括僧侶與道士，發出度牒計五萬七千二百人，翌年新 

        度者九千六百三十二人，以後數字迭有增加。至成化二十二 

        年（1486），一年之中實發度牒即有三十二萬人。為何人數 

        激增如此？原來為了救濟饑荒，官方即以一萬份空名度牒出 

        售，以粟十石，便可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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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度牒，因此產生賣牒的流弊。及至嘉靖之後，給牒變成非 

        買不給的賣牒制度，若無力納銀，有心修道者亦不得成為僧 

        尼；反之，許多人為規避義務的徭役，乃成為隱身山林伽藍 

        的不順之民。如此一來，受害最大的還是佛教。 

          所以像服兵役這個難題，在徵兵制的社會裡，就大處著 

        眼，與其為了避免僧員浮濫，而在優惠待遇下，加入一些同 

        樣未必符合律制的試經或度牒制度，不如放棄優惠待遇的爭 

        取，依律開緣，令僧眾依法盡此國民義務，一來可避免招來 

        「特權」之譏，引起其他民眾的不平心理，再者，也可避免 

        類似度牒濫發的種種流弊，對個人容或有所不便，卻也杜絕 

        了存有「享受特權」的僥倖心理之人混濫僧籍的門路，對僧 

        團的自清自律，未必沒有好處。 

          準上所述，從「不禮王者」到「免除徭役」，面對戒法 

        與國法的衝突，開遮持犯要多方衡量，時代環境容有不同的 

        客觀條件，得堅持者何妨堅持以維僧格？必不得已而作開緣 



        以順應國法時，其開緣與否的衡量尺度，亦應以僧團總體（ 

        而非個人）長遠之利益為前提。 

 

 

         六、結語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得知： 

          一、戒律是僧團內部的法治規範，其功用並不在於取代 

        法律，且以不抵觸法律為原則。 

          二、波羅提木叉不可能對犯者判以死刑或監禁，除因其 

        不合於佛法「非暴力」的精神外，亦因僧團的制裁功能不必 

        跟國家的司法權牴觸。 

          三、對宗教友善的國家，通常會有一些適度停止國家權 

        力用在宗教團體中的措施，例如免除宗教團體繳納稅金的義 

        務。 

          四、宗教要讓國家給予優惠，也自必有它的條件，令社 

        會覺得值得如此，否則這些優惠仍有可能面臨官僚或輿論的 

        壓力而被撤銷。 

          五、僧伽要獨立地享有充分的「僧事僧決」權，那必須 

        要它自清自律到法律對它沒有介入的必要，而不是假「僧事 

        僧決」以為藉口，不准白衣干預、法律介入。  

           六、面對戒法與國法的衝突，開遮持犯要多方衡量，其 

        衡量尺度，以儘其可能如法為先，必不得已而開緣，也要以 

        僧團總體長遠的利益為前提。 

          「前事不忘，後事之師。」果能如是，則中台事件以來 

        的連串風暴，固然帶來台灣佛教界重大的危機，但若記取教 

        訓，依律而行，那又何嘗不是佛教界的轉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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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釋 

 

 

        ‧註  1：由於當事人不見得願意將所遭困境公諸文字，故此 

        將上述諸法師或道場之名省略。 

 

        ‧註  2：見八十六年六月七日中國時報第六版新聞。報導中 



        指出：由於萬里靈泉寺正好全部都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陽管處」）曾在民國 

        七十九年經多次查報後，經高等法院判決確定，並於八十一 

        年遭強制拆除，目前彼等都在緩刑期間。詎料強制拆除後， 

        靈泉寺又於八十二年起陸續興建，而且規模越來越大，因此 

        陽管處以該寺違建整地、違規興建駁坎、棄倒廢土等多次查 

        報。由於靈泉寺對於陽管處的處分，始終置之不理，故陽管 

        處始以竊佔國土、連續違規未改善、多次告發制止不聽等多 

        項罪嫌，移送士林地檢署偵辦。 

 

        ‧註  3：刊於《東方宗教研究》新四期，台北：東方宗教研 

        討會，八十三年出版。 

 

        ‧註  4：《雜阿含經》卷二：「我不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 

        。所以者何？比丘，若如法語者，不與世間諍。世間智者言 

        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大正二 

        ‧八中） 

 

        ‧註  5：見拙著〈結戒原委與制戒原理〉，刊於八十六年六 

        月第二期《法光學壇》（頁一九～二○）。 

 

        ‧註  6：如《四分律》卷三五：「佛言：自今已去，聽先問 

        十三難事，然後授具足戒。……父母聽否？」（大正二二‧ 

        八一四下） 

        ‧註 7：《摩訶僧祗律》卷三（大正二二‧二五三上）。 

 

        ‧註 8：《四分律》卷一（大正二二‧五七四下）。 

 

        ‧註 9：《摩訶僧祗律》卷三（大正二二‧二五三上）。 

 

        ‧註 10：《摩訶僧祗律》卷三九：「若比丘尼無商人伴行者 

        ，得越毗尼罪；至所在，波夜提。若比丘於空遠無商人伴行 

        者，得越毗尼罪。」（大正二二‧五三九中）。 

 

        ‧註 11：「過河拆橋」，指前（八十四）年底總統大選前， 

        執政黨向佛教界積極拜票，佛教界大老也紛紛表態支持李登 

        輝總統，不料選戰結束後，八十五年間即有一連串對佛教寺 

        院或個人不利的措施。「秋後算帳」，指大選期間，佛教界 



        有不少人支持前監察院長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