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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天台論持戒清淨之周備圓融 

 

天台止觀法門雖雖起源於慧思，而實際上是完成於智顗。1以智

者大師之止觀論戒，其如何說明天台戒學，分述如下： 

（一）、止觀盡攝諸法，而圓頓以一法解諸法。智者大師之四部

止觀著作，其亦自言：「當知止觀諸佛之師，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樂

我淨等亦復如是。」「既信其法須知三文」2，此三門即《次第禪門》、

《六妙門》、《摩訶止觀》，而「以三種文作達一門也」3此一門即是圓

頓止觀—《摩訶止觀》，究其原因則為「今人意鈍，玄覽則難，眼依

色入假文則易，若封文為害，須知文非文達一切文，非文非不文，能

                                                 
1�釋慧開：〈早期天台禪法的修持〉，《中印佛學泛論 --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

集》，頁 135-177 頁 143。  

2《摩訶止觀》，T46，頁 3 上。  

3《摩訶止觀》，T46，頁 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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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文得一切解」4圓頓思想不離色法而言中道，此即是不二，又

非一非一切於色法中能深知色法與實相的關係，此即智者大師圓頓實

相之觀法，一心三觀即空、即假、即中。而持戒清淨的主要目的是依

於止觀修行，「止」為持戒清淨能生一切諸定，「觀」慧入定能具足一

切諸智；而在止觀實踐乃是立足於法華圓頓思想，如「止觀總持，遍

收諸法，何者？止能寂諸法，如灸病得穴，眾患皆除，觀能照理，如

得珠王眾寶皆獲，具足一切佛法。」5，又止觀之法遍，深入於觀心

之不可思議境，又即諸行位，自行化他從初發心菩薩乃至佛果，無不

從止觀之門入，依於此圓頓思想，所持得之戒亦是圓融之戒法。究此

而言，智者大師之戒學思想實是和止觀一脈相連，亦可以說明天台的

戒學。 

（二）天台戒學以十戒為內涵。要了解智者大師的戒律思想，如

「《法界次第初門》卷上之下的『三歸戒初門』第十三、『五戒初門』

第十四、《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第二、《法華玄義》卷三之下、《摩

訶止觀》卷四之上、《菩薩戒義疏》等書。」6究其內容又可再分以《釋

禪波羅密次第法門》、《摩訶止觀》其對於持戒清淨主要是於止觀修行

                                                 
4《摩訶止觀》，T46，頁 3 上。  

5 《摩訶止觀》，T46，頁 29 下。  

6 《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下冊》，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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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方便，《菩薩戒義疏》主要是以大乘菩薩戒，《法華玄義》則是以

菩薩化他十戒，其中各有所別。而止觀和戒學的內容於前文已作論

述，不論是止觀《菩薩戒義疏》、《法華玄義》其各以十戒為其戒學的

內容，在《法華玄義》是針對菩薩利他之戒行，以涅槃五之戒為根本

而開展，而在《摩訶止觀》、《菩薩戒義疏》則十戒的內容則是相同，

是以此止觀之戒學可說明天台戒學。 

（三）再就止觀之十戒的意義說明其周備圓融。止觀修行的前方

便而言，《摩訶止觀》、《小止觀》同屬於圓頓觀法的內容，其主要是

以十戒為對象，從一心三觀持十戒，此十戒遍攝一切法，從事律儀戒

法、定共戒、道共戒、菩薩化他所持、隨首楞嚴定戒、具足戒等等，

而若以觀心持十戒則一念心具足十戒，故就圓頓止觀而言，其周備圓

融在於戒法的遍及一切。若以《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之漸次止觀來

看，其對於持戒清淨的內容主要以十戒持犯和懺悔作為說明，以十戒

為「從初心至佛果淺深論持戒」、「復次，今名持戒者，但隨分隨力而

修習，令增進漸漸清淨。若不爾者，不能生諸禪定。復次，頓行菩薩，

能以慧方便，從初發心一念之中，即具持十種戒，是故經言：發心畢

竟二不別。」7漸次止觀亦以十戒為內容，此十戒包含從初發心至佛

                                                 
7《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T46，頁 48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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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切戒相，又持戒者隨力修行，使令戒清淨而禪定生，但若就頓行

菩薩而言，一念心即能具持此十戒，是故在漸次止觀中，雖強調以次

第修行，但是對於持戒清淨仍是以一念心可具持十戒，且此十戒包含

從初發心至佛果的一切戒相。是故《摩訶止觀》、《小止觀》、《釋禪波

羅密次第法門》中不論是圓頓止觀或是漸次止觀，其在持戒清淨中以

十戒為戒相實是包括一切戒法，正如《摩訶止觀》所說：「此十種戒

攝一切戒」8，此是就十戒的內容來看，戒相具足事理，以戒心和懇

切懺悔，攝心常作諸禪三昧自然現前，以戒能滅罪重障三昧生，即是

於持戒意義之擴深。 

以《摩訶止觀》中對於持戒清淨的義理來討論，其中智者大師已

將十戒的內涵以天台教義融攝其中。首先以持十戒之判位，前三律儀

戒是凡夫所持，不雜戒是定共戒，凡夫入定能持，隨道戒是初果聖人

所持，無著戒是三果聖人所持，智所讚戒是菩薩利他所持，隨定具足

戒是大根性菩薩所持，層層分明，其中每一階次相對於後者，前者亦

是不圓滿，即稱為犯戒，唯佛一人具足淨戒。此是對於持十戒的階次

分別，歷凡聖至佛果，將持戒隨其所持戒行，層層深入。若以持戒的

位階來看，持事戒者，依次得天報、人報、修羅報；持理戒者配以四

                                                 
8《摩訶止觀》，T46，頁 3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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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四教行人修觀、斷惑、證果各不相同，如即空戒，聲聞持即空戒

下品，緣覺持即空戒中品，通教菩薩持即空戒中品，修體空觀，證偏

真涅槃，斷見思惑，進而修即假戒中品，而三藏菩薩未能斷見思惑，

故修即假戒中品，別教菩薩修次第三觀，證中道無住涅槃，知假且能

出假，故修即假戒上品，圓教菩薩斷界內外塵沙惑，以圓教初住菩薩

言雖與中道相應，但仍有無明惑未斷除，唯佛究竟清淨。所以就持理

戒階差而言，遍及四教諸賢聖，亦是圓融周遍。 

若以一心三觀說明十戒，前四戒是因緣所生法通為觀境，隨道無

著戒是空觀持戒，智所讚、自在戒是假觀持戒，隨定具足戒是中觀持

戒，以一心三觀持戒，觀一念心善惡、空、假、中持十戒，以一心三

觀觀實相、觀戒法，自是圓融周遍。 

若就犯後懺悔而言，《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中懺悔以作法懺、

觀相懺、無生懺為懺悔方法，其中作法懺是指小乘懺法，觀相懺是於

定中觀相而知滅罪，無生懺是大懺悔，其懺悔方法是運以大悲心憐憫

一切法界眾生，「一切諸法本來空寂，尚無有福，況復罪耶？」「廣作

無量無邊一切重罪，皆從念不了心生」9因其諸法本自空寂，無福亦

無罪，但眾生不諳此理，於一念心中生起無數重罪，是故觀心性畢竟

                                                 
9《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T46，頁 486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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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心性空寂如此空萬法，亦空罪障。是故在漸次止觀中，懺悔以

三者兼行，最終以無生懺懺於心性畢竟清淨，尸羅清淨定慧生。而在

《摩訶止觀》中，就懺悔的討論，其中包括事懺和理懺，事懺是針對

犯事戒輕罪者，若犯事戒重罪可以四種三昧懺罪，行四種三昧及諸懺

法當識順逆流二十心，以及理懺十法，理懺深觀三諦理以懺一切見

罪，包括事戒、即空戒、即假戒、即中戒懺悔一切事、理罪。在懺悔

方面，依其持是律儀戒至觀心持十戒遍及一切法，懺悔亦是如此，有

相懺懺悔事罪、無生懺、四種三昧、理懺深觀三諦等等諸懺法，懺悔

的內容和方法愈細微愈深入，從見思煩惱無明惑而至觀一切罪性空。 

故就持戒的內容以及深淺，以致於懺悔的方法和懺罪的方式，可

以發現不論是戒法或是懺法，其內容遍及於事相以及理相，並且以理

相通達事相，以事相透顯理相的內涵，而世間萬法，不外事理二端，

故其融攝事理，即是兼攝諸法；天台戒法是以其圓頓實相為持戒懺悔

的根本內涵，持戒者歷次第到圓頓，懺悔者，由粗顯到細微，一一懺

淨罪業，歷次第而顯圓融實相，以致周遍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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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天台戒學尤重戒定慧融合之特色 

 

天台教觀思想大定於智者大師，以其對於戒學討論，是以代表天

台戒學，而智者大師對於持戒的基本立場，從前文所討論的戒名、戒

相，事理兼備，是以得知智者大師的戒學思想是以事顯理，以觀慧導

行，又十戒中之不雜戒，是凡夫散心入定得以持此戒，不雜戒之後其

餘諸戒，通為理戒，是故由此區分事戒和理戒，可以見得入於理戒乃

是依於定而見道；又再以觀心持持十戒，能具足十戒，而其中第十戒

具足戒，即是攝心於定法，持得此戒是為上定，即是入於首楞嚴定。

故不論十戒之事戒、理戒，或以觀心持十戒等，凡此十戒，入道階位，

皆不離定法，又其以一心三觀說明十戒，以圓頓一心三觀具持十戒即

是觀慧，是故由十戒之戒名戒相，其可初步說明天台戒學思想是戒定

慧兼融。 

其次，《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一書中，說明智者大師的戒律

觀，「智顗戒律觀的基本立場，由其對持戒與禪定的強調，顯然可知

是以其師南嶽慧思的思想為基礎。正如慧思在其所著《諸法無諍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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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的卷首所說：『夫欲學一切佛法，先持戒清淨，勤禪定。』」10對

於智者大師的戒律觀是以其持戒為禪定之基本立場，且依此基本立

場，又智者大師之禪定，非禪不智、非智不禪，是以因其對於禪定和

戒學的重視，亦是以戒定慧三者合說，以行諸法教。 

天台戒學尤重戒定慧融合的特色。可從戒、定、慧三學之間的關

係來說明。天台戒學和定、慧二學的關係，亦即持戒清淨之於止觀，

「尸羅清淨，三昧現前，止觀開發。事戒淨故，根本三昧現前，世智、

他心智開發。無生戒淨故真諦三昧現前，一切智開發。即假戒淨故，

俗諦三昧現前，道種智開發，即中戒淨故，王三昧現前，一切種智開

發。」11戒清淨則禪定生，定生則能止於一切妄心意想，觀正智慧生

起；事戒清淨則生根本三昧，事戒淨則三觀得起，通達一切事相；無

生戒淨則生俗諦三昧，知世間法平等性空；即假戒清淨則生真諦三

昧，遍知諸法無量方便而渡化眾生；即中戒清淨則生王三昧，知一切

諸道佛法及一切眾生因種，是故戒生定慧由此說明，定慧二法與戒相

成。 

以一心三觀持戒，觀因緣所生心約空、假、中三諦持戒，知法與

                                                 
10《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下》，頁 584。  

11《摩訶止觀》，T46，頁 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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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皆是空寂，因其空寂故不起諸見，順無漏而無著，而道種方便為

利眾生，故雖有種種差別法，但心不生惑相，而即中諦持戒，心性畢

竟寂滅。故由觀心持理戒來看，觀心持得三諦戒清淨是以觀慧持戒，

以慧導戒行。是故就十戒的持犯內容上說，戒清淨以生定慧，而或於

定中持戒，或以觀慧導戒行，都是以戒定慧三者融合而立論持戒清

淨。以上十戒的內容來說明戒定慧三學以在十戒中呈顯，若以《摩訶

止觀》中說明持戒清淨的義理來看，《摩訶止觀》全書的核心內涵即

是圓頓思想，圓頓的意義即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非一非一切，而

戒學雖為佛法萬行之一，但依圓頓義理，一法能具足諸法，一行能遍

種種行，此一戒法，亦即是以定慧二學而行，定慧不離戒。如陳英善

先生所說：「吾人若從天台圓行的觀點來看，一行即是一切行，而『戒』

是一法，亦是一行，持戒本身即是具足一切行，以三學來說，持戒即

是具足定慧二學。且戒是法界，具足一切法。」12。 

 

 

 

                                                 
12〈智者大師次第戒聖行〉，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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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持戒清淨對於天台止觀修證之重要性 

 

持戒清淨對於天台止觀修證之重要性。首先，在《摩訶止觀》中

說明三種止觀特性時，言及持戒於止觀的重要性：「漸初亦知實相，

實相難解，漸次易行。先修歸戒，翻邪向正，止火血刀達三善道。」

13持戒能防非止惡，翻邪趨向正法，此是用以說明漸次止觀，是以在

止觀次第行中，持戒尤為重要，而漸次止觀以漸法而行，圓頓止觀以

頓法而行，此二種止觀亦將持戒列為方便行之首，是以不外頓漸止

觀，持戒清淨同為止觀之首，而共以戒為翻破邪惡之必要，而其相異

之處則是圓頓止觀在翻破邪惡的意義上更廣且深的遍一切事理。是以

天台論持戒清淨，持戒清淨是止觀初緣，是二十五方便法之首，也就

是說對於止觀修證的前提中，先行討論的內容即是持戒，其積極意義

是於戒學中善助定學的修習，而另一方面，藉由持戒學的止惡行善，

即是一切佛行之起始。若以智者大師所開展持戒清淨的意義來看，持

律儀戒防止行為規範的漏失，而就理戒意義來說，中道持戒以觀一念

心具一切法，而戒亦是一法界，以一法界能遍及諸法界，因此，凡人

                                                 
13《摩訶止觀》，T46，頁 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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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起心動念無不在戒的防護下而說，觀一念心善具足一切善法，

觀一念心惡即遍一切惡法。又理戒持戒，以佛為具足圓滿淨戒，是以

如未至佛果包括凡聖二乘菩薩等等皆是犯戒，亦需要懺悔，此就成佛

修道來說，戒行是一切佛法的根本，直至證得佛果。是以持戒之於止

觀的重要性，由是而說。 

其次，以四種三昧為止觀修行的方法來看，四種三昧的內容不外

乎「身論開遮、口論說默、意論止觀」。常坐三昧，身開常坐，遮行

坐臥以及不欺佛、不負心、不誑眾生，口說默則專一念佛以懺悔，而

「面見諸佛，上菩薩位，誦經誦咒尚喧於靜，況世俗言語耶？」14意

論止觀者，「蠲除惡覺，捨諸亂想，莫雜思惟，不取相貌，但專繫緣

法界，一念法界。」15就常坐三昧的內容而言，身口意三者之行止其

目的無不是以息諸妄念以及行為。常行三昧，「避惡知識及癡人」「常

獨處止」16，口說專以彌陀法門為主，意止觀者念念繫佛，「因有想為

癡心，心無想為涅槃」17此為修觀佛心佛身以息諸色法心法。半行半

坐三昧，以行坐為方法，對師說懺悔，陳悔罪咎，意則思惟「摩訶袒

                                                 
14《摩訶止觀》，T46，頁 11中。  

15《摩訶止觀》，T46，頁 11中。  

16《摩訶止觀》，T46，頁 12 中。  

17《摩訶止觀》，T46，頁 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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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陀羅尼」，即大秘要遮惡持善，即是實相中道。非行非坐三昧，則

通行一切事中，隨自意起修三昧，以意明三昧，以調直為覺，隨意用

觀，念則起覺。以四種三昧的觀修方法，無不以身口意的遮止，繫緣

法界，觀心寂滅為目的，「四種三昧方法各異，理觀則同。」又「若

解理觀，則事相無不通達」18是以若能通達理觀，觀心畢竟清淨寂滅

則事相無不通達，此亦是觀心持戒的意義，以一心具足十戒，以一法

遍諸法。而《摩訶止觀》的止觀修證又如十乘觀法，亦是以此觀心之

不可思議境，遍收諸法，而此心之能觀中道之圓融實相，蓋以一心繫

念法界，此意即是觀心持戒的宗旨。是故持戒之於天台止觀修證的重

要性，無論是從持戒清淨本身來論說止觀的意義，法性寂然為止，寂

而常照為觀，都是戒於觀心善惡；或從止觀修證的內容和方法來論

說，以一切妙行之階的「四種三昧」法，或是以止觀正修的「十乘觀

法」，無不以觀心持戒通達理觀而遍攝諸法，以此再說持戒於止觀修

證的重要性。 

持戒和止觀的內在關係，持十戒遍攝一切身口意之非，止惡行

善，而止觀即是定學，智者大師說止觀以一心三觀說三止三觀，止是

「體真止」、「隨緣方便止」、「息二邊止」，「體無明顛倒即是實相，名

                                                 
18《摩訶止觀》，T46，頁 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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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真止，如此實相遍一切處；隨緣歷境，安心不動，名隨緣方便止；

生死涅槃，靜散休息，名息二邊止。」19此三止中，體真止是觀以實

相而使無明顛倒妄想不起，止於無明遮障，亦是戒於諸見心煩惱障，

方便隨緣止，安心不動而歷諸緣境，以善巧方便智慧隨緣自在，亦是

戒心於諸法雖為有，但其以般若空性為緣，是故應戒於執一切法有，

又息二邊止，以中道觀止於空有二邊，是以生死、涅槃二者皆不應執

取，即是戒於空有二法，不依有而起頑空之見，因為般若性空是對於

執有而說，而既無空法，亦無所謂有。觀此三止，其名為止息無明，

隨緣方便，並泯除一切分別行以中道，是以本質上都是以依法慧解，

攝戒於心，使心止於煩惱見、分別見，斷愛見之使，依於此而說止，

是攝一切善法，亦是戒持其本具價值意義。其次，觀亦有三義，入空

觀、假觀、中觀，「一切諸假悉皆是空，空即實相，名入空觀，得此

空時，觀冥中道，能知世間生滅法相如實而見，如此空慧即是中道，

無二無別，名中道觀。」20三觀則是以空假中一心三觀，觀中道實相，

以般若空慧觀緣生諸法，使能觀之心依般若空而心心寂滅。又此三觀

亦使以三止共成，若「心緣中道，入實相慧，名停止義；實相之性，

非止非不止義，又此一念能穿五住煩惱，達於實相，實相非觀亦非不

                                                 
19《摩訶止觀》，T26，頁 25 中。  

20《摩訶止觀》，T46，頁 25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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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如此等義。但在一念心中，不動真際⋯⋯善能分別種種諸相，於

第一義不動」21是以三觀是以般若空慧解諸事間法相，使一念心於世

間相，雖有煩惱，而心住不動，此不動心亦是戒善，且三觀又以三止

貫穿、統合其義，是以總和而言止觀，止息二邊分別，入於中道實相

亦是戒善之意，於止觀戒諸惡緣、惡見，觀以中道實相。是以就止觀

和持戒的內在關係，即於持戒之理而論止觀，以中道實相攝心防護，

是以戒為定慧所發之基礎，若戒行不全則定慧不備，如「若性戒清淨，

是戒度根本，解脫出因」、「依因持戒，能生禪定及滅苦智慧」22、「事

理（戒）二犯，具障止觀，定慧不發」「戒淨障轉，止觀易明」23等，

是為說明持戒對於止觀修證之重要。 

從本章第二節中所說明，天台戒學攝法周備，並具足戒定慧三學

的內涵，是以就持戒本身的意義和價值，無不與止觀修證的外緣、內

因相互承接，如本節即以止觀之四種三昧說明持戒和止觀之修大行的

關係，是以從止觀的實踐步驟和過程，都是不離於戒法而說明，且即

於事戒而解具足清淨，即於理戒而開慧解證悟，此即就持戒於止觀修

證之重要性言。 

                                                 
21《摩訶止觀》，T46，頁 25 下。  

22《摩訶止觀》，T46，頁 36 中。 

23《摩訶止觀》，T46，頁 3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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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天台論持戒與止觀修證關係之影響與價值 

 

天台論持戒清淨與止觀修證關係之影響和價值，綜觀本論題，可

以就三方面說明： 

（一）綜合前三節討論，以持戒代表戒學，而天台論說持戒清淨

的方式以圓頓實相說明戒，將觀心十戒的內容遍及於事理二方面，進

而在持戒的方法上以觀心持十戒，將止觀修證之觀心法門於其中連

貫，觀心持戒其中理戒的部分更是以觀慧持戒，如「即中戒淨故，王

三昧現前，一切種智開發，得此三諦三昧故名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

其中，又能出生一切諸定，無不具足，故名為止，又能具足一切諸智，

故名為觀。」24是以觀心持即中戒，入王三昧，於此生一切諸定是為

「止」，具足一切智是為「觀」，即中戒之於止觀，亦是戒定慧三者融

合。而智者大師於止觀修證中將戒定慧三學融合而論，因為就圓頓實

相觀法而言，得持戒即是具足一法界，是以持戒的內涵即是戒定慧三

學融合。此如智者大師對於戒的定義，不分以大小乘戒，25，統由十

                                                 
24 《摩訶止觀》，T46，頁 41 下。  

25 大小乘戒之分別，小乘戒指依小乘律所制之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等，亦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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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戒中涵攝一切大小乘戒行，智者大師以事戒攝一切律儀戒行，理觀

持戒，譬喻為大乘戒，如「此名即中而持兩戒也（指隨定、具足戒）。

故《梵網》云：『戒名大乘，名第一義光⋯⋯』」26以及「中道觀心即

是法界摩訶衍，遍攝一切法」27摩訶衍即指大乘，是以在智者大師對

於戒的定義，所謂的大乘戒即是中道持戒，28另在《法華玄義》智者

大師更將《梵網經》所指小乘戒一併視為大乘戒，故知在智者大師對

於戒的定義中，不分大小乘，以事理戒相區分十戒，直以大乘戒名攝

一切戒，以中道戒為圓戒。然此對戒律的基本立場，亦即是大乘圓戒

的代表，即就戒律的發展言，智者大師的圓戒思想包涵一切切對於大

小乘的相融攝更是此圓戒的說明。 

� �（二）就懺悔而言，在圓頓實相的止觀修證中，唯佛一人具足

淨戒，是以相對於佛之淨戒，包括凡聖只要是一念無明尚未清淨斷除

                                                                                                                                            
分、十誦等戒律，如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大乘佛教以小乘戒

而說大乘戒，如《梵網經》之十重四十八輕戒言大乘戒。  

26《摩訶止觀》，T46，頁 37 中。  

27《摩訶止觀》，，頁 38 上。  

28 在《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下》，頁 589-591，提及《摩訶止觀》和《法華玄義》對

於《梵網經》大乘戒有相同的看法，《法華玄義》：「三歸、五戒、十善、二百五十，

皆是摩訶衍。豈有麤戒隔於妙戒。戒既即妙，人復亦然。汝實我子，即此義也。是名

絕待妙戒。」T33，頁 718 上。在《法華玄義》這一段話中，明確地說明的三歸、五

戒、十善、二百五十皆是摩訶衍，而在《梵網經》其為小乘戒，是以智者大師於此處

明確的將大小乘戒同視為摩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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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屬於犯戒，都必須以懺悔懺除罪障。此即是無生懺、理懺，

此懺法如以順逆二十心、四種三昧，其在懺悔的意義上，對於懺悔的

內容，不同於小乘作法懺悔，如《法華三昧懺儀》中就懺儀而言，四

種三昧即包含對於禪定的重視，如《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之作法

懺、觀相懺、無生懺悔即是以事理融合而說懺悔，此二者都是和持戒

的思想密切相關，而後來中國佛教的懺儀亦以天台懺儀為本，是以，

重屬於持戒清淨之懺悔，亦是論持戒和止觀的影響和價值。 

以智者大師圓頓止觀、圓融三諦的思想，其表現於戒學義理中，

亦即是圓戒思想，以戒定慧融合為方式；佛法修行是以趣向解脫為目

標，而解脫輪迴的方法各有不同，持戒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藉由持戒

使修行者不離散亂，且能生起出離之心，唯有出離心的生起，才能於

戒行中產生信心，是以在戒相的內涵中，戒行深意不可不解，而如何

理解持戒的深意，如以智者大師對於持戒清淨的說明，由戒定慧相互

資長的義理，正可幫助理解佛法修行中的持戒觀念。故持戒清淨對於

乾台止觀修證之重要性，不但是由持戒和止觀修證的關係來說明，就

法理本身的內容中，亦可彰顯戒學的意義，再從事理陳述戒行的規

範，正是從修行的方法中呈現教法的核心觀念，此即是對於天台教法

教觀雙美的最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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