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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关系 

——以僧尼犯法的惩治为主要考察对象 

中文摘要 

 

中国古代宗教纷繁复杂。因为佛教是唐代 具有代表性的宗教，所以本文中的“宗

教法”主要以佛教法为考察对象，没有涉及到道教法。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得到快速发

展的时期，佛教的教义、戒律、清规制度较为完备，这些宗教法在唐代对约束宗教人

士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宗教法中法律条文的规定涉及到宗教人士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不仅约束僧尼的日常生活，也约束僧尼的违法行为。唐代的世俗法《唐律疏议》

虽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但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僧尼违法行为

的处罚。同时，《唐六典》这部文献对僧尼违法行为的规定也有许多记载。此时也出

现了专门的宗教型法典《道僧格》, 更是以此来专门规制僧尼的行为。 

唐代宗教法与世俗法，受到了儒家“一准乎礼”的思想的影响，宗教法和世俗法

的制定也都要维护社会 基本的道德规范。所以，宗教法与世俗法在对僧尼犯法的问

题上存在很多相同点。但是宗教法与世俗法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都有自身的

特点，这使得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分工不同，彼此存在很多不

同点。与此同时，宗教法的悲慈、宽刑、不杀人思想以及独特的惩罚方式影响世俗法，

世俗法的部分法源也来自宗教法。宗教法的部分道德规范来自世俗法，同时世俗法的

部分法条对宗教法具有补充的作用。所以，宗教法也是深受世俗法的影响。宗教法与

世俗法就是这样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 

因此，本文针对唐代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关系首先从宗教法与世俗法的概念和种类

出发，厘清它们在定义上的不同；其次，对比宗教法与世俗法的相同点，主要从罪名

的相同、惩治目的方面的相同、个案上的相同三个方面来分析。再次，对比宗教法与

世俗法的不同点，主要通过“罪”的内涵、具体罪名内涵、处罚方式、处罚目的方面

的不同、处罚轻重、个案上的不同等多方面来分析。 后，在文章的末尾总结了宗教

法与世俗法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 
 

关键字：唐代、宗教法、世俗法、僧尼、犯法惩治 

 

作    者：蒋蕊蔓 

指导老师：艾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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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in the Tang Dynasty 

—Punishment for monks and nuns crime is regarded as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study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religious complex. Buddhism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li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Religion law which i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mainly regard Buddhist 

religion law as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study，Taoism law is not included. Ta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uddhist religion got fast developed in China，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is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rules in the religion law involve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religious in his life，it not only constraints people’s daily life，but also violations. Secular 

law “Tang Lv Shu Yi” regulation aims to constraint all social members’ behavior，but the 

punishments for monks and nuns crime are also involved. At the same time ,”Tang Liu 

Dian”have many records about the punishments for monks and nuns crime. At the same 

time，the first special religion law called “Dao Seng Ge”，these religion laws in Tang 

Dynasty has been put into good use in restricting the behavior of the religious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ng Dynasty，making religions law and secular law which 

was about monks and nuns crime would be both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n the mean 

while，they must also maintain the basic social ethics. So there must be some relations and 

something in common between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in Tang Dynasty. But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legal systems，they bot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which make the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in Tang Dynasty have their 

own focus. Division of labor were also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religion law of 

kindness，lenient sentencing，don't kill ideas and unique way of punishment influence of 

secular law. Part of the religion law source，part of the code of ethics from the secular law，

so religion law is influenced by secular law. Through that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form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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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 

in the concept and types， clarify their definition is different; Second，compare the 

similarity of the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mainly from the crime，the punishment 

objective aspects of the same，same case  on three aspects to analyze; Again，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religion law and secular law，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rime"，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ecific charges，different ways of punishment，

punishment purpose，case to analysis; Finally，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and secular laws. 

 

Key Words:  Tang dynasty，Religion law，Secular law，The monks and nuns，

Criminal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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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将唐代的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关系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这个想法来自于研究生二

年级时读到的一本书。在拜读了学者柳立言的《宋代的宗教、身份与司法》这本书后，

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法与世俗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柳立言先生的这本书中对宋代的僧

尼犯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到对作为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主体，世俗法中与之相关

的特殊性规定。由此，笔者想要了解宗教法中对于僧尼犯法问题有什么样的规定，它

与世俗法律中的规定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更深层次的研究宗教法和世俗法有什么样

的关系。 

在唐代，有关僧尼犯法问题的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制定都要受到儒家“一准乎礼”

的思想的影响，同时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制定也都要维护社会 基本的道德规范，所以

笔者认为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之间会存在联系和相同之

处。 

所谓的“宗教法”是指：“不是由于个人的国籍或住所，或所在的特定领土，而

是由于其宗教信仰，与个人相联系的法律体系的通称。”1宗教法是对有宗教信仰的

宗教信徒进行管理的法律体系。宗教法中关于犯罪行为的惩罚措施与世俗法不同，既

有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直接强制措施又有通过对内心精神的约束让

人们遵守法律的间接强制措施。“宗教法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不仅有地上的、人间

的、现世的，而且有天上的、地狱的和来世的，不仅有监禁火烧等实体性的，而且有

赎罪耻辱等精神性的。如佛教法的戒行、天罚、苦修赎罪，基督教的戴十字架、穿忏

悔衣、开除教籍（绝罚）。”2世俗法中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则是通过外部的直接强

制措施来实现的，并且是通过现世、人间、实体性的形式实现。宗教法与世俗法在这

些方面的不同所形成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也很值得去讨论研究分析。 

佛教历经两晋、南北朝的成长，在唐代繁荣盛世。僧尼作为佛教文化的代表，佛

教义理的维护者和传承者，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俗法都对僧尼的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

定和限制。佛教在思想上，宣扬一切皆空、超脱尘世、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教义；

                             
1 【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57 页。 
2 汤唯：《三大宗教法特征及其理论透视》，载于《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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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上，要求僧尼“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等”。僧尼自身在

日常的修行中也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善人，并且在自己成为善人的同时还劝世人向善。

这本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可以有效的避免僧尼违背佛教伦理道德要求，走向

世俗化从而做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事实上，在僧尼中却出现了偏高程度的涉案率。 

以唐代为例，就有“(姚)璹迁益州长史。始,蜀吏贪暴，璹发之,无所宽贷。后闻，

降玺诏慰劳,因谓左右曰:‘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尽清者难，唯璹为兼之'。新

都丞朱待辟坐赃应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谋杀璹，据剑南。有密告后者，诏璹穷按。

深探其狱，迹疑似皆逮捕，株党牵联数千人”。3另有，打开《折狱龟鉴》发现僧尼

犯罪现象十分严重，其中关于唐代僧尼犯罪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就有“唐江西观察使

魏少游，表柳浑为判官。州僧有夜饮火其庐者，归罪瘖奴。军候受财不诘，狱具。浑

与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讯僧，僧首伏，因厚谢二人。
4其中的僧人不仅触犯了饮

酒罪而且还触犯了失火罪和污蔑他人罪。还有“唐崔黯，镇胡南。有恶少，自髡钳为

庸隸，依托佛教，幻惑愚俗，积财万计。黯始下车，恐其事败，乃持牒诣府，云：【某

发愿焚修三年，今已毕，请托钳归俗。】黯问：【三年教化，所得几何？】曰：【逐旋

用，不计数。】又问：【费用几何？】曰：【三千缗不啻。】黯曰：【费者有数，纳者不

记，岂无欺隐！】命搜其室，妻女蓄积甚于俗人。既服矫妄，即以付法。”5其中这个

恶少就是私自剃发，经过非法的程序进入僧院拿到度牒，从而依托佛教来欺骗迷惑世

人、积累财富。 

通过上述的案例发现，唐代僧尼犯法行为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些行为也恰恰是宗

教法和世俗法上都严厉禁止的行为。宗教法和世俗法对僧尼的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都制

定出了严格的惩治措施。所以笔者认为以僧尼违法犯罪行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宗教

法和世俗法对僧尼犯法惩治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来深入了解和分析唐代宗教法和世俗

法的关系很有必要。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姚璹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4 郑克编纂刘俊文译注点校：《折狱龟鉴译注》卷一《释冤上》，第 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引用《折狱龟

鉴》译注为同一版本，不再注明） 
5 郑克编纂刘俊文译注点校：《折狱龟鉴译注》卷五《惩恶》，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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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代惩处僧尼恶行的宗教法和 

世俗法的概念和种类 

犯法问题是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的问题。僧尼在唐代出现了较高的涉案率，犯法现

象也屡见不鲜。针对唐代僧尼犯法行为，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都制定了相关的惩治

措施。宗教法和世俗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的概念必然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中对僧尼犯法行为的惩治也不是体现在单一的法律中，相反，

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俗法中都有多个法律规定了僧尼的犯法行为。为了更好的研究唐

代宗教法和世俗法，势必要厘清唐代宗教法和世俗法的概念以及它们各包含哪些种类。 

一、宗教法的概念和种类 

（一）概念 

针对唐代僧尼犯法问题，宗教法和世俗法中有很多不同的规定。为了区别唐代宗

教法和世俗法对僧尼犯法问题的不同规定，首先要厘清何为唐代佛教中的宗教法？

《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规定的宗教法（Religious law ）的概念是指：“不是由于个

人的国籍或住所，或所在的特定领土，而是由于其宗教信仰，与个人相联系的法律体

系的通称。”6《元照英美法辞典》中的定义：“不是基于国籍、住所地或所在的地

点，而是基于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与之相关联的法律体系。”7印度教法也是这样被定

义的：“一种不是由特定国家公民遵守而是由特定宗教教徒遵守的宗教法。”8由此

可以推断，佛教法也是由特定的佛教教徒基于宗教信仰而遵守的与之相关联的法律。

所以，佛教法更侧重于对人的内心的约束以及佛教法的内容会涉及行为背后的动机，

甚至去关注纯粹的内心活动。同时，佛教法规范的主体是针对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上的

一部分主体，它的制定主体不是国家，而是由宗教团体内部形成的法律。 

                             
6【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57 页。  
7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辞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6 页。 
8 【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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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类 

唐代对僧尼的约束性规范多在佛教戒律和清规中，采用戒律和清规并行的模式。

戒律是对僧尼个人行为作出的禁止性规范。其中戒，以“止过防非”为义，是用来规

范佛徒行为和僧伽团体的生活，远离和禁制“一切不善法”而带有强制性的准则9；

律，其音译为“毗尼”，是佛教对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谓能制伏诸恶，故名

10。清规是对僧尼组织而设置的行为规范。佛教的戒律和清规是建立在对神灵信仰的基

础上，都是因僧尼内心的信仰而产生出对其内心的约束性规范。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唐代的戒律和清规是一种宗教法。11众所周知，佛教信徒在受戒后才能成为正式、合法

的“僧尼”。受戒不仅是“身分”的取得和确认的标准，而且是对宗教的信仰。具体

而言，未受过“三归”根本不算“佛教信徒”，未受过“五戒”中任何一戒，难谓真

正的“优婆塞”，未受“具足戒”，当然不是“比丘”或“比丘尼”了。12不能成为正

式、合法的“僧尼”。从作为各种戒基础的“五戒”中排在第一位的“不杀生”来看，

这其中不仅包含对具体行为的禁止，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宗教信仰，是对除植物以外的

一切生灵的敬重。除此之外的各种戒中也都包含了对宗教的信仰，在信仰的基础上形

成了规范体系。 

佛教中的清规和戒律不仅体现了一种宗教信仰，也更多的关注到了僧尼的行为动

机和纯粹的内心活动。佛教的戒律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僧尼犯罪“开缘”的规定，尤其

是每条戒律中都各有自己“别开缘”的规定，这样相关的“别开缘”规定，就是佛教

戒律关注到僧尼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问题以及僧尼触犯戒律时的内心活动的体现，在

能够把僧尼“有心犯戒“和”无心犯戒“分开惩罚的同时，也更多的体现了宗教法的

重要特点。所以，从以上各点来看戒律无疑是属于宗教法的。 

二、世俗法的概念和种类 

（一）概念 

世俗法作为与宗教法相对的一个概念。首先，世俗法作为世俗政权的法律，它与

宗教法不是由特定国家公民遵守而是由特定宗教教徒遵守的不同，世俗法律是由一国

                             
9  任继愈：《佛教大辞典》，凤凰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92 页。 
10 任继愈：《佛教大辞典》，凤凰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937 页。 
11 何勤华：宗教法研究的论述，《学术月刊》2014 年 11 月期。 
12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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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所要遵守的，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没有约束力。其次，世俗法的制定主体也与宗

教法不同，它不是宗教团体内部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所制定和颁布的。这样，由国家

立法的世俗法律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专门制定出的适用于僧尼的特别法；另外一

类是在通行于全国的律典中专设条文加以规制僧尼的行为。再次，世俗法与宗教法仅

仅强调人的内心世界不同，世俗法的特点是更注重规制人的外在行为而少于对人的内

心世界的调整，它不涉及行为背后的动机，甚至很少关注纯粹的内心活动。 

（二）种类 

1、《唐律疏议》 

 

《新唐书·刑法志》载：“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13唐代的世

俗法以律、令、格、式为基本法律形式。《唐律疏义》曰：“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

格式正文。”14唐代的律、令、格、式四者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既有明确的分工又

互相配合。《唐六典》中对此做了界定，曰：“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

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15律，是关于定罪处刑的法律规范。令，是关于国家

重大制度的规定，是封建国家有效的制度管理规范。格，就其渊源来讲，是皇帝因时、

因事、因时之需而临时颁发的“制、敕”。16 式，是规定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与办事

细则的规范。17对于唐代僧尼犯法行为的规范和惩治问题，主要体现在律和格中。唐

格却缺乏完整的、统一的资料汇编，散见于《唐六典》和《道僧格》等典制文献中。

故本文针对僧尼犯法行为如何惩治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世俗法中的《唐律疏议》、《唐

六典》、《道僧格》为主作为参照。 

《唐律疏议》作为唐朝的法典，唐朝的刑事法律规范集中的体现在其中。《唐律

疏议》属于唐代的世俗法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唐律疏议》中法律

规范的设立上来看，它的设立在整体上不是建立在对神灵信仰的基础上，惩罚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内心信仰，而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做到罪与罚。其次，从《唐

律疏议》的内容上来看，法条的内容都是为了规范人的外在行为而不是为了调整人的

                             
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4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断狱律》，“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以下引用《唐律疏

议》译注为同一版本，不再注明） 
15 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陈仲夫校注：《唐六典》，中华书局 2014 年版。（以下引用《唐六典》译注为同一

版本，不再注明） 
16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四卷第 155 页。 
17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四卷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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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思想。对于犯罪者的犯法行为只要符合惩罚要件的，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于

纯道德的行为，《唐律疏议》不加以约束。再次,《唐律疏议》是由特定的国家公民

遵守的与之相关的法律。虽然《唐律疏议》也和宗教法一样包含了特殊宗教人士需要

遵守的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但是整部法律制定都只是约束华夏佛教人士的行为，对

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其它国家的公民没有约束力。 后，《唐律疏议》的制定主体也不

是宗教团体，而是由国家制定的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只是在律典中专设条文加以规制

了僧尼的行为。 

2、《唐六典》  

《唐六典》这部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僧尼犯法的问题。对僧尼行为的规制主要

体现在礼上，例如：《唐六典》卷四之“祠部郎中”条规定：“凡道士、女道士、僧、

尼衣服皆以木兰、青碧、皂荆黄、缁坏之色。”18《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之

式文规定：“凡国祭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

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

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其道士、女道士、僧、尼

行道散斋，皆给香油、炭料。若官设斋，道、佛各施物三十五段，供修理道、佛，写

一切经；道士、女道士、僧、尼各施钱十二文。五品以上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

道，皆听不预。若私家设斋，道士、女道士、僧、尼兼请不得过四十九人。凡远忌日

虽不废务，然非军务急切，亦不举事。余如常式。”19《唐六典》中用礼来管理僧尼

的日常行为。其中也不乏通过刑法部分来解决僧尼的犯法问题。《唐六典》卷四“祠

部郎中”条所载：“凡道士、女道士、僧、尼卜相吉凶，还俗。”20《唐六典》卷四

载文曰：“僧、尼酒醉与人斗打，皆还俗。”21《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所载：

“（凡道士、僧尼）以三宝物饷馈官僚、勾合朋党者，皆还俗。22 

《唐六典》虽然在内容上很多会涉及到僧尼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更多的规范性

条文不是针对僧尼这一特定主体的，所以《唐六典》约束的主体还是全体社会成员。

作为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部文献，一方面，《唐六典》的制定的目的不可能是维护

宗教人士的信仰，更不是在对神灵的信仰基础上制定的。另一方面，《唐六典》也不
                             
18 《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祠部郎中”条。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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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注更多的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纯粹的内心活动。所以，《唐六典》是规范僧尼

犯法行为的世俗法。 

3、《道僧格》 

前文中提到，在唐代制定的约束僧尼行为的世俗法分为国家专门制定出的适用于

僧尼的特别法和通行于全国的律典中专设条文加以规制僧尼行为的法律这两种类型。

在唐太宗时期就出现了在律文中设立独立罪名，使用特殊量刑标准的《条制》。23《条

制》，根据日本《养老令》的私撰注释书《僧尼令集解》第21 条“准格律”对“条制”

所作的解释：“条制外复犯罪，谓令条云。苦使，条制之外，复犯罪也，谓违内律之

罪，律令无罪名是也。条制，格也，此令无是格，故云制也。”24由此可知，这个《条

制》就是格。因为在日本的《令集解·僧尼令》中常常提及唐代的宗教型法典《道僧

格》，且《条制》主要是规制僧道的规范，所以可以推知《条制》就是《道僧格》。

同时根据郑显文先生的研究，《道僧格》是唐代《祠部格》当中的部分内容，独立成

篇。25所以，《道僧格》属于唐代世俗法律基本形式“律、令、格、式”中的格。 

《道僧格》作为唐代世俗法中专门的宗教型法典，它与宗教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道僧格》作为唐代的宗教型法典，它约束的对象

仅仅是唐代华夏民族的宗教信仰者，对其他国家的佛教信仰者是没有约束力的。第二，

《道僧格》作为格，它自然不是由佛教内部形成的法律，而是由对佛道的事务具有管

理职责的礼部下设机构祠部司所制定的。所以，《道僧格》是由国家所制定和颁行的

法律。第三，格本身是一种强烈的刑法形式，作为唐代专门宗教法典的《道僧格》也

是一种刑法形式。同时，国家的活动需要根据令、格、式的规范进行，违背上述规范

且构成犯罪的又需要按照律的规定进行处断。所以，《道僧格》的内容也是更多的约

束僧尼的外在行为，而较少的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纯粹的内心活动。 

                             
23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度僧天下诏》中所载：“朕情深护持，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 
   制，务使法门清整。” 
24  黑板胜美主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集解》卷八，吉川弘文馆 1995 年 8 月第 9 版，第 246 页。 
25  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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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法与世俗法之同 

佛教的规范，不仅不排除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将之视为比佛教特有的“内

规”更高的规范。传统的世俗法律也接受了佛教，特别是其中戒律的内容。宗教法中

有关僧尼犯法的问题是以世俗法为基础，同时兼顾宗教法自身特有的规范，世俗法在

遵守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同时也受到宗教法的影响。这就导致二者在对待僧尼犯法问

题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罪名相同 

佛教五戒中的前四戒“淫戒”、“盗戒”、“杀戒”、“妄语戒”禁止的行为不

仅属于违背宗教法中道德规范的行为，也属于违背世俗伦理道德的行为。这四种罪作

为佛教法中的“性罪”即极其严重之罪，同时又作为世俗法中的基本罪行，宗教法和

世俗法中对此都有相关的罪名规定。具体到“淫、盗、杀、妄语”这四种罪名中的每

一个罪名，宗教法和世俗法对其也有相同之处，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 

（一）淫罪 

道宣之《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说：“犯不净行，受淫欲法戒。”，清规中

也要求僧尼必须遵守“不淫欲乱伦”，不可行奸。在宗教法中，只要发生性行为的，

即为触犯了淫戒，属于淫罪。世俗法《唐律·名例》的“称道士、女官”条”云：“道

士、女官、僧尼犯奸盗，于法 重”26。《杂律》的“凡奸条”规定， “诸奸者，徒

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

杖九十；奴奸婢，亦同。”27《杂律》“和奸无妇女罪名条”也规定：凡是和奸者，

男女各徒一年半，媒合者徒一年。“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官，男子徒一年半，女官徒

二年半，媒合奸通者犹徒二年之类，是为‘从重减’”28可见，不论是宗教法还是世

俗法，关于僧尼有奸行为的，都属于淫罪。 

                             
26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9 页。 
27 钱大群：  《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 4 月版，第 331 页。 
28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8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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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盗罪 

宗教法中 先制定盗戒的原因是国王不与木材，僧人任意妄取木材，因此妄取木

材的僧人便获罪。于是佛陀为此制戒说道：“若比丘，若在村落，若闲静处，不与盗

心取，随不与取法。若为王、王大臣所捉，若杀，若缚，若驱出国。汝是贼，汝痴，

汝无所知，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29从中可以看出偷盗的定义是“不与（而自）取”，

只要符合不与自取要件的就是触犯了盗罪，即：符合取得别人财物的外观条件没有

“盗”的意思要件的，以及既符合取得别人财物的外观条件又符合“盗”的意思要件

的行为在宗教法中都被称为盗罪。 

世俗法中不但注重“盗”的态样，而且注重“盗”的意思要件。即世俗法中既具

备盗的外观要件又具备盗的主观意思的才为触犯了盗罪。可见，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

俗法中对于有偷盗行为又有主观偷盗意思的都被规定为盗罪。 

（三）杀人罪 

“诸比丘在婆裘河边园中住，作是念，世尊无数方便，说不净行，叹不净行，叹

思惟不净行。彼以无数方便习不净观，厌患身命，愁忧不乐，求刀欲自杀，欢死、赞

死、劝死。”30其时有比丘字勿力伽难提，手执利刃，入婆裘园中，见有一比丘厌患

身命，见他到来，便恳求他“大德，断我命来，我以衣钵与汝”31。勿力伽难提比丘

即受其雇、衣钵已，便断其命。此后，他有悔意，但是魔的出现打消了这种悔恨，并

赞叹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获大功德，度不度者。”32。于是复又杀人：

“或日杀一比丘，或杀二、三、四、五乃至六十人。时，彼园中，死尸狼藉，臭处不

净，状如塚间。”33因此佛陀奉告比丘们：“若比丘故自手断人命，持刀与人，赞誉

死，快劝死，咄！男子，用此恶活为，宁死不生。作如是心思惟种种方便，叹誉死，

快劝死，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34这在反映出 早宗教法制定杀戒的缘由的同时也

反映出在宗教法上僧尼不管是主观上主动故意杀人还是被动的故意杀人，只要是故意

剥夺了他人生命的就触犯了杀人罪。 

世俗法中杀人罪包含“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这七种

                             
29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56 页。 
30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63 页。 
31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63 页。 
32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63 页。 
33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64 页。 
34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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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罪名，从中可以看出世俗法中只要具有剥脱他人生命这一客观行为的就算作是触犯

杀人罪，而不问其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乔伟先生也认为，“唐律所规定的杀人罪，

即指剥夺他人生命之行为。”35综上可知，宗教法和世俗法中关于具有故意剥夺他人

生命的都属于触犯了杀人罪。 

（四）妄语罪 

佛教中关于妄语戒这样规定：“若比丘实无所知，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如是，

我知是。于彼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是说，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

虚诳妄语，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36。即只要是不实的假的言语都是妄语。佛教戒

律中的妄语分为“大妄语”、“小妄语”、“方便妄语”三种。“大妄语”专指骗人

自称成圣得道、有神通之类；“小妄语”指不见说见，不知说知，不闻说闻的情形；

“方便妄语”指无恶意的谎言。 

世俗法《天圣令》狱官令之“唐 11”条规定：“诸道士、女冠、僧、尼犯罪徒

以上及奸、盗、诈、脱法服，依律科断，余犯依僧道法。”37这里的“诈”字为宗教

法中的“妄语”。 《道僧格》中“诈为方便条”规定：“凡道士、女冠、僧尼诈为

方便，将己之公验移名他人者，皆还俗，依律科断。其所由人同罪。”《唐六典》卷

4“祠部郎中”条规定:“凡道士、女道士、僧、尼卜相吉凶，还俗。”复原的《道僧

格》中“卜相吉凶条”也规定:“凡道士、僧尼等卜相吉凶，及左道、巫术、疗疾者

皆还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这里僧尼就是宣称有神通来进行卜相凶吉，

属于妄语行为。所以宗教法和世俗法中对于僧尼有不实的言语和自称成圣得道、有神

通行为的，都被纳入到妄语罪的罪名之中。 

二、惩治目的方面的相同性 

（一）为了突显僧尼特殊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外部看，僧尼异于俗人。 

（1）与俗人区别立法。一方面，僧尼作为独立的主体出现在法律中。佛教从两

汉东传到大一统的隋帝国衰亡，因对僧尼的特殊性了解不够，在规制上，统治者将僧

                             
35 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0 页。 
36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76 页。 
3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

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 10 月版，第 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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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同普通民众一体适用，并没有区别看待。所以规制手段单一粗陋，没有针对僧尼的

犯法问题区别对待。到了隋唐时期，佛教被官方认可。从体系、方法抑或是内容上都

开辟了一个新的对僧尼法律规制的措施模式。针对僧人的特殊身份，对其采用了区别

立法、独立设制的形式，不再是把僧尼的行为和一般群众的行为全部等同看待，用同

一个法律条文既来约束一般民众又来约束僧尼，而是对僧尼做出了不同于普通民众的

规定，用专门针对僧尼的法律条文来限定其权利和义务。这样，僧尼从此开始作为一

个独立的主体出现在唐律中。另一方面，僧尼同俗人相比，又有宗教法约束其行为。

僧尼既属于普通的社会群体又属于佛教团体，他们不仅受到世俗法的约束也要受到宗

教法的约束。作为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僧尼，不论是道德上还是法律上对其都有更高的

要求，他们理应在遵守世俗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也严格的遵守佛教思想的指导，遵守佛

教戒律中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僧尼的行为要受到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双重约束，一

旦出现违法行为，也应获得两重罪，受到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双重惩罚。 

（2）异于俗人享有特权。唐代世俗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官当”制度，标准是“九

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38，即九品以上官员除“死刑”或“五流”范围内的流刑以

外，都可以通过官当这一替代方式来减免或免除刑罚。这一“官当”制度主要适用于

官僚贵族阶层。僧尼他们本身不属于官僚贵族，不应享有这种特权。不论在《唐律疏

议》还是专门的宗教型法典《道僧格》中却都看到了有类似于“官当”形式的“牒当”

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僧尼同官僚贵族一样也享有了特权。唐律“称道士女官条”

疏议云：“诸道士、女官时犯奸，还俗后事发，亦依犯时加罪，仍同白丁配徒，不得

以告牒当之。”39这句话中虽然只是指出僧尼道士犯奸，不能以告牒当之，但是从反

面说明了在唐代存在僧尼犯罪可以用告牒当之的情形。《道僧格》曰：“道士、女冠、

僧尼，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徒年以上者皆还

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赦，亦还俗。”。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僧尼犯法可以牒当

的情形。 

（3）对个别罪行的惩罚重于俗人。“禁僧道嫁娶条”规定： “诸道士、女冠、

僧尼有娶妻并嫁之者，皆还俗，以奸罪论，加凡人二等，不许以度牒当之。”唐律认

                             
38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82 页。 
39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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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僧尼犯奸盗，于法 重”40，因此奸罪要加重处罚，并且不允许以告碟当之。纵

然僧尼是出家时犯奸，还俗后才被发现，也以犯法时加罪，仍同白丁配徒，且同样不

能用告碟当之。除此之外，对于僧尼犯奸行为也不再适用唐代“礼”的“别尊卑、论

贵贱”原则，即使僧尼所侵犯的对象是寺院里的贱民，也不得对其减免刑罚。除了僧

尼犯奸行为外，前文中笔者论述过的关于僧尼偷盗佛像这一行为，法律对其惩罚也是

重于俗人的。从法律对上述两种犯罪行为的惩罚来看，进一步体现出僧尼特殊身份下

的特殊法律地位。 

（4）僧尼独立于世俗家族。僧尼在唐律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还体现在僧尼

出家后，就不再属于世俗家族这一团体，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唐律疏议· 贼

盗律》“缘坐非同居”条规定：“诸缘坐非同居者，资财、田宅不在没限。虽同居，

非缘坐及缘坐人子孙应免流者,各准分法留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出养、入道

及聘妻未成者,不追坐。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41长孙

无忌等在疏议中解释道:“入道”，“谓为道士、女官，若僧、尼。”42可知，若道士、

僧尼等犯反逆重罪，也止坐其身，不株连家属。在前文法律条文对 “淫罪”、“盗

罪”、“杀人罪”、“妄语罪”等罪的规定中，笔者也发现它们对僧尼犯罪行为的惩

罚也仅限于僧尼本人，没有涉及到世俗中的家属。从而可以看出僧尼异于普通民众，

享有独立于世俗家族的特殊法律地位。 

2、从内部看，僧尼之间具有身份等级差别。 

唐朝法律的基本特征是“一准乎礼”，而“别尊卑，论贵贱”又是“礼”的一项

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唐代法律中设立法律关系要以这一身份地位等级的异同为基础

划分。唐朝的量刑原则是对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犯法实行“同罪异罚”，“民犯

官加重刑罚；上下相犯，上轻下重；良贱相犯，良轻贱重；主奴相犯，奴重主轻”43。

这些原则对于俗人和僧尼都同等适用。世俗社会中有尊长和卑幼身份等级的差别，僧

尼间也有“三纲” 、“师主” 、僧尼和道士女官之分。44例如：对于僧尼犯 “杀罪”

的就有：“若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疏】载其

                             
40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7 页。 
41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贼盗律》，“缘坐非同居”条。 
42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 
43 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94-96 页。 
44
《唐律疏议·名例》“称道士女官”条疏议专门对“ 三纲”、“师主”作了解释:“观有上座、观主、监斋, 寺有上座、

寺主、都维那, 是为‘三纲'。师, 谓于观寺之内, 亲承经教, 合为师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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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曰：谓上文所解师主，于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子法。依斗讼律，殴杀兄弟之

子，徒三年。贼盗律云：“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者，绞。”兄弟之子是期亲卑

幼，若师主因嗔竞殴杀弟子，徒三年；如有规求故杀者，合当绞坐。45。即师主杀害

弟子的减轻处罚。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在僧尼内部因身份等级的不同，师主和弟子享

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二）僧尼作为特权阶层又有更多的法律义务。 

僧尼作为享有一定特权的阶层，在法律上，它同其它特权阶层一样，受到法律更

多的保护。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主体，又与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特权阶

级只是单纯的享有特权却不用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不同，僧尼既是社会团体的一份子

又是佛教团体的一份子，既要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又要受到宗教中更高的思想和道德

要求，既要受到世俗法的约束又要受到宗教法的约束。在僧尼双重身份的作用下，他

们不只是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仅仅享有特权，与此同时，他们也要相应地履行更多的法

律义务，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一旦违反法律规定也会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包括身

体和心理上的）。这从法律角度来看，相对于仅仅受到世俗法律约束的特权阶层，世

俗法和宗教法赋予僧尼更多的法律义务也更能体现出法律上的公平性。 

（三）可以减少犯罪，更好的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 

世俗法中对于僧尼犯奸淫罪和偷盗罪这两种罪的都作出了比普通民众犯罪过重

的惩罚规定。事实上，僧尼作为具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主体，不仅某些犯法行为会加重

惩罚，而且对于他们的犯法行为也要受到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双重惩罚。在受到世俗法

基本型惩罚方式或苦役、还俗惩罚方式惩罚的同时，还要按照宗教法中的要求对自己

的犯罪行为进行忏悔。这样僧尼一旦犯罪就会触犯两重罪，即使依照世俗法被处以了

刑罚也只是减去了一重罪，在宗教法上还需要经过忏悔才可以免去“因果报应”，从

而减去另外一重罪。宗教法中的这种惩罚对于具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僧尼来说是很严重

的惩罚，并且不是所有的罪经过忏悔这一程序都可以被免除。对人身和财产伤害 大

的“淫罪”、“盗罪”、“杀人罪”这些“性罪”,若是有心触犯它们，即使忏悔也

不能免除因果报应的处罚。 

除此之外，对于僧尼破戒犯罪，还会受到苦役或者还俗的惩罚。这两种惩罚方式

                             
45 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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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也可以减少僧尼的犯罪行为。对于苦役，还原的《道僧格》中就有“苦使条” 

规定:“ 凡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苦使者，三纲立锁闭，放一空院内,令其写经，

日课五纸，日满检纸，数足放出。若不解书者，遣执土木作修营功德等使也。其老小

临时量耳。不合赎也。其所纵三纲，若纵一日者，苦使一日，准所纵日故。但不满日

者不坐也。”可见，对于苦役在世俗法上被执行的相当严格。 

唐代不管是对自幼出家的僧尼还是试经拿到度牒的僧尼，政府都有严格的制度规

定，他们出家的程序相当复杂。只有经过严峻的考验和努力的学习佛教思想后才能成

为真正的僧尼。但是只要顺利出家成为真正的僧尼，他们就享有不用服徭役的权利。

唐代寺院经济较发达，顺利出家后他们也便不用考虑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另外，当

时的一些僧尼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且社会

地位很高，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对于僧尼来说能够长期呆在寺院是名利双收的选

择。但是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俗法都有关于僧尼还俗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一旦僧尼触

犯了宗教法或世俗法的相关规定就要离开寺院，成为俗人。根据法律中的严格规定，

僧尼很容易就会因为破戒违法被逐出寺观，被要求还俗。法律中有规定，出家的僧尼

本应衣着僧尼服装却衣着俗服的，就违犯了法律，要被逐出寺观，使其回到世俗生活。

可见，僧尼只要稍不注意自己的行为就会被逐出寺院。所以，僧尼必须要时刻注意和

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才不会失去寺院的庇护和失去僧尼这一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好

处。这样，通过还俗的规定也可以大大削减僧尼的犯罪行为。 

对于僧尼来说不管是世俗法上基本刑惩罚、苦役惩罚、还俗惩罚还是宗教法上忏

悔、“因果报应”的惩罚又或者是僧尼身份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都会使僧尼更好的

约束自己的行为，大大减少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宗教法和世俗法共同作用下，在通过

发挥世俗法的外在强制力和宗教法的内在强制力的作用下减少了僧尼的犯法行为。这

就间接地保护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 

（四）更好的保护犯法者的合法权利。 

佛教法侧重强调“心”的作用，根据犯罪时“心”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处罚。一

方面，佛教戒律中讲究“起心动念”，如宗教法中僧尼具有“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这种“心神丧失”情况的，可以不受淫戒中有关犯戒规定的处罚。这样就把僧尼“有

心犯戒”与“无心犯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僧尼在“善心犯戒”时，原则上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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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免去宗教法中因果报应的惩罚，这样也是把“善心犯戒”和“不善心犯戒”区分

开来，在保护僧尼一颗“善心”的同时，也因免去了他们宗教法上因果报应的惩罚，

使他们不必每天活在会有报应的阴霾当中。宗教法就这样通过对僧尼出于不同“心”

作出行为的不同处罚来更好的保护了犯法者的权益。 

世俗法中也有根据犯罪时犯罪者主观意思的不同而作出的不同规定。例如：世俗

法中杀人罪包含“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七种类罪名。虽

然只要触犯了这七种类罪名的其中一种，就要受到惩罚。然而世俗法中“过失杀伤人

条”又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46。可见，在世俗法中过失杀

人的可以赎罪。这样就把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区别开来，从而保护了过失杀人犯罪者

的权益。 

（五）维护了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 

如前文所述，佛教的规范，不仅不排除世俗的道德规范，而且将之视为比佛教特

有的“内规”更高的规范。所以，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俗法中都对违反世俗基本伦理

道德的“淫罪”、“盗罪”、“杀人罪”、“妄语罪”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以此来

维护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二者相同之个案考察 

唐代世俗法的法源一方面是依附内律的，另一方面宗教法中对僧尼的犯法行为没

有作出具体规定的，也会比照世俗法律中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对僧尼具体犯法行

为的惩罚规定，宗教法和世俗法有很多相同之处。 

（一）淫罪 

《道僧格》的“准格律条”中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

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

赦，亦还俗。若犯奸盗，不得以告牒当之。”僧尼犯淫罪被划归到依俗律进行惩罚。 

《唐律·名例》的“称道士、女官”条”云：“道士、女官、僧尼犯奸盗，于法

重”47。对于犯奸罪的僧尼，唐律对其处罚较普通人要严重。【疏】载其议曰：“依

                             
46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602 页。 
47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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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云，道士、女官奸者，加凡人二等。”48《唐律疏议﹒杂律》的“凡奸条”规定，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

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49因此，僧尼道士犯奸加凡人二等定罪，应

该被徒两年半。同时，“称道士、女官条”规定：“诸道士、女官时犯奸，还俗后事

发，亦依犯时加罪”。50僧尼犯奸后，即便在还俗后才事发，也要按照犯罪时加罪。

《唐律疏议·杂律》中 “和奸无妇女罪名条”规定：凡是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

媒合者徒一年。“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官，男子徒一年半，女官徒二年半，媒合奸通

者犹徒二年之类，是为‘从重减’”51。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媒合女尼、女冠犯奸，

犯奸的男子按照“凡奸”徒一年半，“女尼、女冠”按照“加凡人二等”的标准，徒

二年半；而媒合者却要被加一等判刑，要被徒一年半。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法和世俗

法对僧尼间犯奸行为以及僧尼与其他俗人和奸的行为都是坚持从重处罚原则。 

对于僧尼犯淫罪的，宗教法和世俗法也都是禁止牒当的。《道僧格》的“准格律

条”中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

依律科断。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赦，亦还俗。若犯奸盗，不得

以告牒当之。”《唐律疏议》的“称道士女官条”的疏议云：“诸道士、女官时犯奸，

还俗后事发，亦依犯时加罪，仍同白丁配徒，不得以告牒当之。”52 

（二）盗罪 

对于僧尼的盗窃行为，宗教法和世俗法对其惩罚依遗失物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规

定。僧尼盗窃普通物品的，宗教法和世俗法在惩罚措施上有相同的规定，也有不同的

规定。僧尼盗窃神像这一特殊物品的，宗教法和世俗法在惩罚方式上具有相同的规定。

虽然在佛教的戒律中都没有看到关于僧尼盗窃神像这一行为如何处置的规定，但是根

据宗教法中没有具体规定的按照世俗法进行惩罚这一基本原则，可以得出对于僧尼盗

窃神像的行为宗教法和世俗法的惩罚方式是一致的。 

1、僧尼偷盗神像 

佛教神像作为信佛人士朝拜的对象，因属于僧尼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而异于普通财

                             
48 钱大群：  《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29 页。 
49 钱大群：  《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 4 月版，第 331 页。 
50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7 页。 
51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852 页。 
52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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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僧尼毁盗佛教神像的行为的惩罚方式和惩罚力度也理应具有

特殊性。《唐律疏义·贼盗律》第二百七十六“盗毁天尊与佛及真人菩萨像”条规定：

“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

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着，杖一百。盗毁不相须。”53【疏】载

其议曰：凡人或盗或毁天尊若佛像，各徒三年。“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

毁佛像者，各加役流”，为其盗毁所事先圣形象，故加役流，不同俗人之法。“真人、

菩萨，各减一等”，凡人盗毁，徒二年半；道士、女官盗毁真人，僧、尼盗毁菩萨，

各徒三年。“盗而供养者，杖一百”，谓非食利，将用供养者。但盗之与毁，各得徒、

流之坐，故注云“盗、毁不相须”。其非真人、菩萨之像，盗毁余像者，若化生神王

之类，当“不应为从重”。有赃入己者，即依凡盗法。若毁损功庸多者，计庸坐赃论。

各令修立。其道士等盗毁佛像及菩萨，僧、尼盗毁天尊若真人，各依凡人之法54。考

查律文可知，《唐律》对僧尼偷盗或破坏佛像的处罚，比凡人犯此类罪行的惩罚要重。

且盗毁的对象不同，惩罚也不同。就僧尼而言，若其盗毁的是佛像，处加役流之刑；

若是菩萨像，因其较佛位阶低一等，则处徒三年之刑；若非菩萨像而是其他如化生神

王这类像的，则依“不应得为而为之”罪中“事理重者，杖八十”的情节处刑；若非

佛、菩萨像，而是道家供养之天尊、真人像，则仅按一般人的盗毁罪处罚。此外，根

据盗窃佛像后之用途不同，法律也做了不同的规定。关于偷盗后没有为了取利去倒卖，

是由本人供养的，仅处杖一百的处罚；对于偷盗销赃后自己将利益据为己有的，则依

普通盗窃罪处罚；而对于盗窃后毁损佛像并且数量较多的，按照坐赃论处。 

2、僧尼偷盗普通物品 

宗教法与世俗法在僧尼偷盗普通物品的惩罚上存在某些不同之处，但是也存在着

很多相同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囚禁和使用囚具 

唐代的法律虽然对于僧尼“盗”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僧尼一旦触犯“盗戒”， 

在真正的施刑过程中有关囚禁和使用囚具上的规定又宽松于俗人，他们对此享有一定

的特权。这是因为僧尼出家后不只是代表个人，还代表着佛教。僧尼犯罪被刑讯、囚

禁严重伤害佛教形象和违背佛教中宽仁的思想，所以法律上限制对僧尼的刑讯和囚

                             
53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十九，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359 页。 
54 钱大群：  《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6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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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如唐代宗时规定：“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

诏令天下不得棰曳僧尼。”55《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也有记载：“但出家人

等，具有制条。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

违犯宜依条制”。56 此处的“条制”指的是《道僧格》。道僧格中是没有笞、杖、枷

刑的，所以对于僧尼犯法的处罚若严格按照道僧格中的规定进行，是不会被用囚具进

行枷杖的。可见，僧尼犯盗罪是享有免于被囚禁和使用囚具的权利。 

宗教型法典《道僧格》的“准格律条”规定，僧尼道士犯“徒以下者依僧道法，

三纲科断，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依法科罪”。可知，在世俗法中

对于犯流刑以上的僧尼，要依据《唐律》中的规定，对其进行囚禁和使用囚具；但是

对于犯徒刑以下罪行的僧尼，要依据僧道法的规定，地方官吏不能对他们擅自决罚，

不能囚禁和对他们使用囚具。世俗法中对于僧尼使用囚具和囚禁的还有这样的相关规

定：“犯笞者不合禁，杖罪以上始合禁推。其有犯杖罪不禁，应枷、锁、杻而不枷、

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不禁及不枷、锁若脱去者，笞四十；流罪不禁

及不枷、锁若脱去者，笞五十；死罪不禁及不枷、锁、杻若脱去者，杖六十。…若不

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57也就是说，凡犯“杖”罪

以上都必须被囚禁并且按照规定使用相应的囚具，司法官如果应囚禁不囚禁，应使用

相应的囚具而没有使用的，“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不应囚禁而囚禁，

不应使用相应的囚具而使用的，一律“杖六十”。根据上述的规定，僧尼被处以笞刑

的不能对其囚禁和对他们使用囚具。 

所以，不管是宗教法还是世俗法，对于僧尼盗的行为都有免于囚禁和免于对他们

使用囚具的规定。 

（2） 牒当 

佛教作为宣扬出世的宗教，不允许僧尼私蓄财物。《四分律》中就记载：“佛尔

时以此因缘，乘比丘僧，为诸比丘说大小持戒健度……不蓄养奴婢、象、马、车乘、

鸡、狗、猪、羊、田宅、园观、储积畜养一切诸物。不欺作、轻称小斗，不合和恶物，

不治生贩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58可见，根据佛教的基本教义是

                             
5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3417 页。 
56［唐］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178 页。 
57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2013 页。 
58 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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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绝僧尼据有各种财物，即便是以生产和经营活动为目的占有财物也都是违背规定

的。同时，佛教重视“心”和“欲”,崇尚“善心”和“抑欲”的思想。偷盗行为正

是严重破坏了佛教中禁止私自占有各种财物的规定和崇尚“善心”和“抑欲”的思想。

所以，僧尼私自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宗教法上严厉禁止的行为。相应地，僧尼的偷

盗行为不仅是宗教法上严厉禁止的行为，在世俗法中也是属于极其严重之罪，被严厉

禁止。《道僧格》中就记载到：“凡道士、女冠、僧尼，不得私蓄奴婢、田宅、财物

及兴贩出息，违者还俗。许人纠告，物赏纠告人。”世俗法上不仅严厉禁止而且对于

触犯盗罪的僧尼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规定不允许以告碟当之。《道僧格》的“准格

律条”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

依律科断。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赦，亦还俗。若犯奸盗，不得

以告牒当之。” 

（3） 还俗 

《道僧格》对僧尼犯盗罪行为有这样的规制：“犯上件奸盗等狱成，虽会赦还俗。”

59关于僧尼犯奸盗等罪罪行成立的，还俗，即便是遇到大赦，仍要根据法律规定由国

家强制其还俗。 

（三）杀人罪 

唐代的法律受到儒家“礼”的影响，讲究“尊卑贵贱”。这一点对于出家的僧尼

也同样适用。出家僧尼脱离家庭进入到寺院，虽然已经脱离家庭，但是寺院中的僧尼

之间也已形成师徒关系。“若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

【疏】载其议曰：谓上文所解师主，于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子法。依斗讼律，

殴杀兄弟之子，徒三年。贼盗律云：“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者，绞。”兄弟之

子是期亲卑幼，若师主因嗔竞殴杀弟子，徒三年；如有规求故杀者，合当绞坐。60此

处的师主指佛寺内亲自担当教授经文，应为师主的人。根据疏议对此句的解释，寺院

内的师主对其弟子有殴杀行为，和俗人百姓犯兄弟之子女同样处罚。按照《唐律·斗

讼律》载曰：“殴杀兄弟之子，徒三年。”61。所以，宗教法和世俗法对于师主杀弟

子都是减轻处罚，弟子杀师主都是加重处罚的。 

                             
59 《令集解》卷七引唐《道僧格》。 
60  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29 页。 
61 《唐律疏议·斗讼》，“殴兄姊与伯叔父母及殴杀弟妹与兄弟之子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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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僧格》中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

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徒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赦，亦还俗。”

从这个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对于奸、盗、诈和徒以上者要依律科断。唐律中

只规定对于奸的行为是不可以牒当的，那么对于杀人行为是可以用告牒当之。所以，

对于僧尼杀人行为宗教法依照世俗法中的规定也是可以牒当的。 

（四）妄语罪 

如前文所述，对于僧尼的不实言语和自称成圣得道、有神通的行为在宗教法和世

俗法中都被视为妄语。其中宗教法和世俗法对于僧尼的妄语行为有要求其还俗的相同

规定。 

《道僧格》中的 “卜相吉凶条” 规定:“凡道士、僧尼等卜相吉凶，及左道、

巫术、疗疾者皆还俗。”《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条也规定:“凡道士、女道士、

僧、尼卜相吉凶，还俗。”在佛教的戒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僧尼卜相吉凶要还俗，

但是从宗教法上没有规定的参照世俗法中的规定来看，对于僧尼自称成圣得道、有神

通行为的宗教法和世俗法上都要求其还俗。 

《道僧格》中 “聚众教化条”规定:“凡道士、僧尼，非在寺观，别立道场，聚

众教化,并妄说罪福,及殴击长宿者,并还俗；州县官司,知而不禁者,依律科罪。其有

乞余物者,准教化论,百日苦使。”《道僧格》“诈为方便移名条”规定:“凡道士、

女道士、僧、尼以己之公验，授与俗人，令其为僧尼道士。若除贯者，移名之人还俗，

依律科断。”可见，对于僧尼的不实言语，宗教法和世俗法中也都是要求其还俗的。 



唐代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关系 第三章  宗教法与世俗法之异 

 21

第三章  宗教法与世俗法之异 

一、二者相异之整体表现 

（一）关于“罪”的内涵不同 

宗教法上的罪指“犯戒”，即“犯戒”就等于犯罪。宗教法是为佛教内部的教育

性而设，它对僧尼的要求很严格，即使是一些细微的小事，在宗教法上也可能是“犯

戒”行为，也为犯罪行为。如佛教中作为各种戒基础“五戒”之一的“饮酒戒”,在

宗教法中僧尼只要有饮酒行为的就触犯了宗教道德标准，触犯了饮酒戒，属于犯罪行

为，需要得到相应的处罚和作出内心忏悔。所以，触犯世俗道德标准的行为和触犯宗

教道德标准的行为都是宗教法中的罪。 

世俗法的罪是指触犯世俗道德标准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着明确的罪与罚标准。如

在宗教法中被称为“性罪”的“淫”、“盗”、“杀”、“妄语”，它们不仅触犯了

宗教法中的道德标准，也触犯了世俗法中的道德标准，在世俗法中也是属于极其恶劣

的行为。一旦有这四种举动的，就是世俗法上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饮酒”属于“遮

罪”，其本身没有触犯世俗法中的道德标准，就不属于世俗法上的罪。在世俗法中僧

尼只有饮酒这一个行为的不是犯罪，只有在饮酒后又做了其它被世俗法上认为是犯罪

行为的才是犯罪。所以，世俗法上的罪是触犯世俗法中道德标准的行为，仅仅触犯了

宗教法道德标准的不为世俗法中的罪。综上可知，宗教法和世俗法关于“罪”的整体

内涵有很大不同。 

（二）具体罪名内涵不同 

宗教法和世俗法不仅关于“罪”的整体内涵不同，在涉及到“淫”、“盗”、“杀”

这三种具体罪名时，宗教法和世俗法也都各有自己的不同。 

1、 淫罪 

宗教法与世俗法中“淫罪”的内涵是不同的。前者的范围较宽，指禁止一切淫欲

乱伦的行为。道宣之《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说：“犯不净行，受淫欲法戒。”，

清规中也要求僧尼必须遵守“不淫欲乱伦”，不可行奸。其中，淫事的行为不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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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主动行淫事，也包括僧尼被他人强行淫事。只要有“淫”这一行为的，就是触犯

了淫戒。宗教法不仅禁止僧尼与人发生性行为，也禁止与非人（畜生）发生性交。所

以，淫事的行为不仅包括僧尼与他人行淫事，也包括僧尼与非人（畜生）行淫事。后

者专指“奸”。《唐律·名例》的“称道士、女官”条”云：“道士、女官、僧尼犯

奸。盗，于法 重”62。《唐律疏议·杂律》的“凡奸条”规定，“诸奸者，徒一年

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

十；奴奸婢，亦同。”63“称道士、女官条”规定：“ 诸道士、女官时犯奸，还俗后

事发，亦依犯时加罪”。64世俗法中的淫罪就是“奸罪”。 

2、盗罪 

宗教法与世俗法关于“盗罪”的内涵不同，前者关于“盗”的构成要件较少，戒

相较多。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宗教法上偷盗的定义是“不与（而自）取”，只要满足不

与自取的外观条件就是触犯了盗戒，不注重是否有“盗”的意思要件。后者关于“盗”

的构成要件多，戒相较少。构成世俗法中的“盗罪”既要具备盗的外观条件，又要注

重“盗”的意思要件。 

宗教法上“盗”的内涵之广，有很多不属于世俗刑法中“盗”的情形的，在佛教

法中仍是触犯盗罪。例如：纯粹破坏毁损他人财物的行为，在宗教法中属于盗罪，在

世俗法中则属于毁坏公共财物罪。也有在世俗法中不能成为“盗”的客体的，在宗教

法中也是构成盗罪。例如：“盗人”，只要使人两脚离地，就构成佛教法上的“盗罪”。

因为人不是物，不能为“所有”，所以在世俗法上不属于“盗罪”的范畴，可能会构

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3、 杀罪 

佛教要求虔诚的佛子是不杀生的，这样宗教法中不杀生的范围就扩大了很多，它

不仅包括人，还包括“一切有形、蠢动、含灵，皆不得加害”65。宗教法中的“杀罪”

包括“杀人罪”和“杀害除植物以外的罪”。佛教观念中强调“起心动念”的道德思

想，所以，其中的杀人罪又只包含“谋杀”、“故杀”、“劫杀”、“斗杀”、“戏

杀”五种类罪名，而不包含“误杀”和“过失杀”。佛教中“杀戒”的“别开缘”中

                             
62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9 页。 
63 钱大群：  《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 4 月版，第 331 页。 
64 刘俊文撰： 《唐律疏议笺解》卷六，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527 页。 
65 参清·弘赞《归戒要集》卷中，卍续藏 107 册，第 137 页。 



唐代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关系 第三章  宗教法与世俗法之异 

 23

就规定：“若掷刀、杖、瓦、石，误著彼身，死者——无犯”。世俗法中的杀罪，仅

包括杀人的行为，不包括杀害除人以外的其它生灵的行为。杀罪就等于“杀人罪”。

唐律中的杀人罪不是简单的罪名，它包含“谋杀”、“故杀”、“劫杀”、“斗杀”、

“误杀”、“戏杀”、“过失杀”七种类罪名。世俗法中杀人罪的范围之广，只要具

有剥夺了他人生命这一客观行为就算作是杀人罪，而不问其主观意思。乔伟先生也提

到，“唐律所规定的杀人罪，即指剥夺他人生命之行为。”66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看，宗教法上“罪”的内涵大于世俗法，它不仅包括“杀

人罪”还包括“杀害除植物以外一切生灵罪”。具体到“杀人罪”，宗教法上的内涵

又小于世俗法，它不包含“过失杀”和“误杀”。 

（三）处罚方式不同 

宗教法与世俗法在处罚方式上存在巨大的不同，这主要源于宗教法和世俗法对基

本刑种的设置不同。戒律中对于僧尼违背戒律行为的处罚只是规定：“轻则众命诃责，

次又众不与语，重乃众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摈不齿，出一住处，措身无所，羁旅艰

辛，或返初服。67也就是除了犯“波罗夷”罪要被逐出僧团外，其余的犯戒只需进行

忏悔即可“出罪”。而世俗法《唐律》中规定的基本刑有五种，即：“笞、杖、徒、

流、死”。专门的宗教型法典《道僧格》中规定的基本刑种也只有“苦使”和“还俗”

两种。 

（四）处罚目的方面的不同 

宗教法规范的主体是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人士，宗教法的制定是为了培养僧尼的道

德性，通过一定的处罚措施来教导僧尼内心改过向善，得到精神解脱，真正的维护宗

教信仰。佛教中除了违犯属于 “四波罗夷”的“淫”、“杀”、“盗”、“妄语”

这些比较严重的“罪名”，会得到严厉的惩罚且不可悔外，其他戒条，如果违犯，只

要有“悔法”便可以除去其罪。同时，宗教法注重维护僧尼的宗教信仰。宗教法重视

“因果报应”，并根据犯罪时“心”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处罚，来达到真正维护僧尼

宗教信仰的目的。道宣《行事钞》说：“害心杀蚁，重于慈心杀人。由根本业重，决

心受报。纵纤堕罪，业道不除。”68即出于“善心犯戒”原则上悔罪后可免果报，出

                             
66 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0 页。 
67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大正藏》第 51 册，台湾新文礼出版公司影印，第 877 页。 
68 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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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善心犯戒”即使已忏悔出罪，仍受果报。所以，宗教法的处罚偏向于教育性目

的。 

世俗法是由特定的国家公民遵守的而不是由特定的宗教信仰人士遵守的法律。世

俗法的内容也是注重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很少关注人的犯罪行为背后动机和纯粹的内

心活动。所以，世俗法惩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培养人们的道德性和维护宗教人士的

内心信仰，而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真正的实现罪与罚，实现法律的强制性目的。 

（五）处罚轻重不同 

宗教法和世俗法制定目的不同、处罚目的不同，导致宗教法和世俗法对于僧尼犯

法问题的处罚轻重也不同。 

前文所述，宗教法注重培养僧尼的道德性，在对僧尼犯罪行为应如何惩罚以及处

罚的程度上，僧尼行为的道德性也属于考量的对象。佛教戒律中的一大特点是“开缘”，

它是指某一种作为，表面上应当算是犯戒的，但佛陀检讨其行为的实质，觉得能够原

谅，不算犯戒。所谓的“实质”自然属于道德性的考量。换言之，实质即是，佛陀为

维护僧众 高的道德，而给犯戒者开一些方便法门。69“开缘”分为“通开缘”和“别

开缘”，戒律中的“通开缘”原理和世俗法颇一致，而“别开缘”则与世俗法有很大

的不同，它是对各别条文的开缘。所以，对于有关具体罪名的规定宗教法因有自己的

“别开缘”，而使得僧尼在满足“别开缘”条件的情况下，对其免于处罚。这就使得

处罚的轻重异于世俗法。 

二、二者相异之个案考察 

（一）淫罪 

佛教讲求“因果报应”以及注重“心”的作用。这就导致一方面，僧尼在“有心”

犯淫事的情况下，一旦触犯了淫罪就会在“因果报应”的作用下得到比世俗法更严厉

的惩罚；另一方面，在“无心”犯淫事的情况下，得到比世俗法较轻的处罚，甚至是

免于处罚。 

1、“有心”犯淫事 

“淫罪”属于四波罗夷之罪的其中一罪，排在“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中的第

                             
69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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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属于“性罪”。一旦触犯淫戒就具有双重罪，即“遮罪”的业报之罪和“性罪”

本身之罪。佛教中又讲究“因果报应”和“忏悔”，即犯戒后要经过合法的忏悔程序

才能除尽“因果报应”。宗教法中规定不管是“遮罪”还是“性罪”，一旦触犯，首

先要受到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惩罚。所以，触犯了淫罪，首先要受到宗教法中“因

果报应”的惩罚；其次，因为淫罪属于“性罪”，所以在受到“遮罪 ”中业报的惩

罚外，还要承担“性罪”本身的责任（国法对其的惩罚、趋入三恶道的果报）；再次，

世俗法《道僧格》的“准格律条”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犯大逆、谋叛、奸、

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年以上者皆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会

赦，亦还俗。若犯奸盗，不得以告牒当之。”所以，僧尼触犯淫罪的还要被逐出僧团，

要求其还俗。由此可知，僧尼触犯淫罪得到世俗法对其的惩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

要受到宗教法中基本惩罚方式的惩罚。可知，宗教法对于僧尼“有心”犯淫事的，处

罚方式多于世俗法，处罚力度大于世俗法。 

2、“无心”犯淫事 

佛教的戒律中有“通开缘”和“别开缘”。“通开缘”的规定类似于世俗法中对

于犯罪行为“责任能力”的规定。宗教法中的“通开缘”规定：“痴狂、心乱、痛恼

所缠”者，则一律不负任何戒条的责任。《四分律》云：“癫狂舍戒……心乱舍戒……

痛恼舍戒……哑舍戒……聋儿舍戒”。70这是宗教法中对于患有“痴狂、心乱、痛恼

所缠、哑、聋”的人触犯戒条的免责规定。劳政武先生也认为：“在佛教中规定残疾

人或者癫狂人根本不得出家，若出家后才成为癫狂、残疾之类的，则根本不受戒律之

约束了”。71所以，对于有以上特殊情况的僧尼触犯了淫戒，根据“通开缘”的规定

是不承担宗教法上的责任的。 

佛教戒律中除了有“通开缘”之外，每条戒律也都有自己的“开缘”，叫做“别

开缘”。淫戒中有三种“别开缘”，符合这三种情况的，在宗教法上也不能算作犯戒。

1、“若睡眠，无所知觉”。即如果比丘被女性或者比丘尼被男性在睡梦中强行淫事，

不犯淫戒。2、“若不受乐”。即若比丘被女人或者比丘尼被男人强行淫事，虽不是

在睡中，如果全无（指事前、事中、事后）快感的，也不视为犯淫戒。3、“若一切

无有淫意”。指所有性行为，如果无“淫意”， 便可被开缘。因为佛教注重“心”

                             
70 大政藏二十二册，第 572 页。 
71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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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所以对于僧尼在睡梦中、不受乐、无“淫意”这一“无心”的淫事行为，在

宗教法中不视其为犯戒行为，不给以惩罚。 

3、预防犯淫事的特殊性规定 

世俗法中不仅有关于僧尼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惩罚性规定，为了防止僧尼犯淫罪，

世俗法中还设了两条防范性的特殊规定。《道僧格》中的“停妇女条”规定：“凡寺

观道士、僧房停妇女，女冠、尼房停男夫，经一宿以上者，十日苦使；五日以上，三

十日苦使；十日以上，百日苦使。若三纲知而听者，与所由人同罪。”和“不得辄入

尼寺条”规定：“凡道士、女冠、僧尼，非本师教主及斋会、礼谒、病死看问，不得

妄托事故，辄有往来，非时聚会。有所犯者，准法处分。”。世俗法通过这样的规定，

尽可能的减少了僧尼与异性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僧尼犯淫罪的可能性。 

（二）盗罪 

宗教法与世俗法关于僧尼盗罪的规定，除了如前文所述的不同外，在关于盗的数

额、囚禁和使用囚具的规定上也都有所不同。 

1、盗的数额 

对于“盗戒”佛教法规定，凡是窃取的财物超过“五钱”的或者价值五钱的，就

成了不可忏悔的（波罗夷）罪。比丘白佛言：【若取五钱，若值五钱物应死】72。不

到五钱者，轻罪。《唐律》中关于盗窃数额规定：“诸盗窃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

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十匹加役流”。73唐律中尽管无明确条文指出僧尼

偷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十匹加役流，但是在

世俗法中针对僧尼的犯罪行为没有特殊性规定的，其与俗人一样同等适用世俗法。所

以，关于僧尼的偷盗数额规定，遵照世俗法也是“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

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十匹加役流。”对比宗教法和世俗法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和得

到的惩罚可以发现，宗教法对僧尼犯盗窃罪的数额限制严于世俗法，惩罚力度大于世

俗法。 

2、 囚禁和使用囚具 

前文中，笔者已经提到对于僧尼犯盗罪的都有可以免于囚禁和免去对其使用囚具

的权力。但是宗教法和世俗法对僧尼免于囚禁和免于使用囚具的适用条件是不同的。

                             
72 温金玉译释：《四分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 1997 年印行，第 55 页。 
73 《唐律疏议》，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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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僧格》的“准格律条”规定，僧尼道士犯“徒以下者依僧道法，三纲科断，所由

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依法科罪”。可知，世俗法中规定处徒刑以下的

依照僧道法即宗教法，对其是禁止进行囚禁和使用囚具的，也就是说宗教法中对于犯

徒刑以下的僧尼是可以允许其不被囚禁和不被使用囚具的。世俗法中对于僧尼使用囚

具和囚禁的是这样规定：“犯笞者不合禁，杖罪以上始合禁推。”74也就是说，世俗

法中对给以笞刑惩罚的，可以禁止被囚禁并且可以禁止对其使用相应的囚具。 

（三）杀人罪 

宗教法对僧尼的杀人行为，主要根据世俗法的有关规定惩罚。除此之外，对于僧

尼的杀人行为宗教法中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规定。世俗法的杀人罪包含了过失杀人罪这

一类罪名，所以对于僧尼犯过失杀人罪的处罚上世俗法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 

1、“杀戒”的别开缘规定 

杀人行为在宗教法上被严厉禁止，但不是所有的杀人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宗教

法对于僧尼的杀人行为有可以免责的特殊性规定。在前文中，笔者也已经讲到佛教中

的每条戒律都有自己的“别开缘”。“杀戒“也毫无例外有两条自己“别开缘”的规

定：1、“若掷刀、杖、瓦、石，误著彼身，死者——无犯”。即在这种情况下，是

不触犯杀人罪的。按照刑法中常理来说是要追究其过失责任的，但是佛教戒律中却全

然不追究“误”的责任。2、妇因比丘，故断夫命——无犯”。这种情况是说妇人因

为恋上比丘而将自己的丈夫杀害，在宗教法中不管比丘与杀人行为有没有关系，只要

比丘没有“欲心”，就不能算作是触犯了杀戒。 

2、僧尼过失杀人行为，世俗法有特殊规定 

笔者在前文中讨论宗教法关于杀人含义的时候，提到宗教法中的杀人不包含误杀

和过失杀。而世俗法中对僧尼杀人行为的处罚是包含误杀和过失杀在内的。对此，关

于僧尼的过失杀人行为，世俗法中有着特殊性规定。“过失杀伤人条”规定：“诸过

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75。可见，在世俗法上僧尼过失杀伤人者要受到惩

罚，只是依其状，可以赎罪。 

                             
74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2013 页。 
75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第 1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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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法与世俗法之相互影响 

作为在唐代对僧尼犯法行为都有规定的世俗法和宗教法，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或

相同之处。宗教法由于自身的特点，又有异于世俗法律的一面。宗教法和世俗法虽然

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但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宗教法影响世俗法 

（一）宗教法中慈悲和宽刑的立法思想影响世俗法 

佛教中，佛教教义以慈悲理念为中心内容。“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

生苦。”76对于佛教而言，慈便是带给“利益与安乐的愿望”，悲便是除去“不利与

苦的愿望”77，所以慈悲精神就是为一切人甚至生物带来快乐和除去痛苦。慈悲的思

想反映到宗教法中的立法领域就是要求宗教法要宽仁和轻刑。所以宗教法中的相关规

定也是以宽仁和轻刑为出发点。如前文笔者所述，在宗教法中对待处以笞刑、杖刑、

徒刑的僧尼是禁止使用囚具和禁止囚禁的；宗教法中基本的惩罚方式是以忏悔的方

式，而不是依照世俗法基本刑笞、杖、徒、流、死的方式给以惩罚都是宗教法的慈悲

的理念和宽仁轻刑的思想在立法中的体现。 

唐代的世俗法虽然没有因受到宗教法立法思想的影响把基本的惩罚方式变为忏

悔，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世俗法的立法思想没有受到宗教法的影响。事实上，唐代世俗

法的立法思想是深受宗教法立法思想的影响的。唐朝的法律虽然是在隋代《开皇律》

的基础上厘定的，但其立法寻求宽仁慎刑，认为“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

78所以能够觉察到在以《贞观律》为根本框架的唐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

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繁去蠹，

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79
 这其中虽然与唐代立法主要受儒家仁政的思想影响有着

必不可少的关系，但是唐代的法律因袭于《北周律》、《北齐律》、《开皇律》，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北周律》、《北齐律》、《开

                             
76 《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238 页。 
77 (日)中村元著，江支地译：《慈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14 页。 
78 《贞观政要·刑法》。 
7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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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律》的立法思想也必定受到了佛教中慈悲和宽刑思想的影响，有了轻型化的变化。

唐律因因袭于《北周律》、《北齐律》和《开皇律》也必定受到宗教法中慈悲和宽刑

立法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在唐代的世俗法中笔者就发现对于有关佛教人士犯罪的用

刑， 既没有适用死刑, 也没有使用很残酷的肉刑, 多为笞、杖、流刑, 而且只有在

个别的犯罪中才使用了流刑。 

（二）宗教法中不杀人的规定影响世俗法 

佛教崇尚“善”，教导人们要从善，所以它不仅主张不杀人而且主张不杀生，重

在保护一切生灵。佛教的戒律中就有关于对人的生命保护的规定。佛教法中不杀生的

规定所体现的从善和对生命重视的宗教思想反映到唐代的世俗法中就是在唐代下诏

大量削减死刑。据史料记载，唐朝曾两次下诏大量削减死刑。一是“天宝重杖代死刑

法”。天宝六年，“诏曰：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于今约法，已去极刑。义罪

执文，犹存旧日，既措而不用亦恶其名。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亦削此条，仍令

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80除了《册府元龟》中有相关的记载外，《资治通鉴》中也

有“除削绞、斩条。上慕好生之名，故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

之。”的记载。81可以看出，天宝年间，绞、斩这两种死刑被明令废止，以重杖代之。

二是“死罪改流”。《唐志》中记载：“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

南、山东等地，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

匹者，谕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82从唐朝对两次

下诏削减死刑可以看出这其中也受到了宗教法中不杀生思想的影响。所以也有学者评

述道：“华夏在唐朝发生了大批削减死罪的案例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忌

杀生的戒律的影响。”83 

（三）宗教法中的惩罚方式影响世俗法 

宗教法中的惩罚方式是要求犯罪的僧尼进行忏悔和对犯罪的僧尼进行来自地狱

和六道轮回来世的惩罚。宗教法中特有的惩罚方式决定了一方面，它不同于世俗法中

着眼于对人的肉体的惩罚，更着眼于对人的心理上的惩罚；另一方面，宗教法惩罚的

                             
80 《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第四》(卷六百十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00 页。 
81 《资治通鉴·天宝六年》(卷二百一十五)，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00 页。 
82 沈家本著：《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48 页。 
83 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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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也不同于世俗法，世俗法中对人的惩罚是把君主这一主体排除在外，在佛教法中，

通过“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的惩罚方式把君主这一个特殊的主体也包括在内，

即使是君主触犯了宗教法中的规定也要受到阴间神的审判，受到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

的影响。所以，宗教法中的惩罚方式对犯罪的君主也有惩罚的威慑作用。这在某种程

度上起到了限制皇权的作用。宗教法中特殊的惩罚方式不仅能对皇权有一定的限制作

用，对普通的官员也会造成精神上的恫吓，从而对普通官员的行为也起到一定的限制

作用。宗赜在论及司法者应当遵守的原则时，就说到：“但有好心怜庶狱，自然阴报

不亏人”。可见，宗教法中特殊的惩罚方式对皇权和官员权力的限制，也在影响着世

俗法中对官员权力的限制。 

宗教法中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是佛教神对地狱中犯罪人员的审判和惩罚方式，这

一审判权力的拥有者对待所有的犯罪人员一视同仁的严格遵行权力的行使标准，维护

公平正义。这样没有特权存在的审判方式对世俗法中审判的司法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

影响。它使得在“礼”的等级身份差异的前提下，在审判同一阶级或者同一身份地位

的犯罪人员时，能保持相对的公平和正义，防止滥用刑罚，这就负有道义化的色彩。

严耀中先生曾经说过：佛教的这类报应观念利于阻挠滥用严刑，“给封建刑罚抹上一

些道义人情的色彩”。84 

（四）世俗法中的部分法源来自宗教法 

唐代专门性的宗教法典《道僧格》的法源，在《广弘明集》的《度僧天下沼》的

记述就是：“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85。“内律”指的是佛教的戒律和政

府管理僧团的僧制，而“金科”就是指唐代的律、令、格、式等法律条文。《唐六典》

中曰：“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86。对“律、

令、格、式”四者的含义和范围做了界定。具体来说：“律”是关于定罪处罚的规范；

“令”是国家重大制度的规定，它的种类和范围很广，涉及到国家甚至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格”是皇帝因时、因事、因时之需而临时颁布的“制、敕”。在唐代国家

机关政务范围内的法律规范，都可以用格的方式来干涉87；“式”，是划定国家机关

的公文程式与处事细则的规范。相较于令，式的内容并非是规定国家重大的典章制度，

                             
84 严耀中著：《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2 页。 
85 [唐]释道宣: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104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版，第 1048-736 页。 
86 《唐六典》。 
87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四卷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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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些对于制度实施时在人数、物量等的细则。88唐代的律、令、格、式不仅是有

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它还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凡人的一切行为要

根据令、格、式的规范进行，违背并构成犯罪者再依据律的规定进行处断。《道僧格》

的法源首先是依附内律的，其次才是参与金科即对待僧尼的一切行为参照世俗法中的

令、格、式进行，违反并构成犯罪的僧尼参照世俗法中律的规定进行处断。 

二、世俗法影响宗教法 

（一）宗教法中的部分道德规范来自世俗法 

在前文中也已经提到佛教中的相关规范，它们不仅不排除世俗的道德规范，而且

将之视为比佛教特有的“内规”更高的规范。比如：“淫”、“盗”、“杀”、“妄

语”都是世俗法上严重违背世俗道德规范的行为，它们在宗教法上是“性罪”，属于

严重的犯法行为。“饮酒”在世俗法中不是违背世俗道德规范的行为，在宗教法中触

犯了“饮酒戒”虽然属于犯罪行为，但是也只是作为“遮罪”。对其惩罚力度远远小

于性罪。所以，宗教法中关于僧尼犯法的问题深受世俗道德规范的影响，将世俗的道

德规范视为更高层的规范，同时兼顾宗教法自身特有的规范。 

（二）世俗法的部分法条对宗教法具有补充作用 

宗教法的部分道德规范是受到世俗法的影响的，涉及到具体法条的规定也是深受

世俗法的影响，世俗法的部分法条对宗教法具有补充作用。宗教法虽然全面规制了僧

尼的行为，但是对于僧尼犯法后具体应该处罚的问题上规定的较为少。所以，对于宗

教法中没有规定的，是按照世俗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惩罚的。除此之外，世俗法律中

对犯法的僧尼还有某些特殊的规定，这在宗教法中也是没有规定的，但是宗教法也会

同等参照适用。比如：唐律中明确规定的官员享有特权“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

89的“以官代徒”来减免或免除刑罚的“官当”制度被延伸到寺院中来。关于僧尼的

不法行为，世俗法中也特意制定了针对僧尼的近似官当制度的“道士、女冠、僧尼，

犯大逆、谋叛、奸、盗、诈、脱法服及徒以上者，依律科断。徒年以上者皆还俗，许

以告牒当徒一年”的“牒当制度”。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僧尼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用度牒来折抵徒刑。 

                             
88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四卷第 156 页。 
89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二，中华书局，1996 年 6 月版，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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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法中对于身份等级不同有“民犯官加重刑罚；上下相犯，上轻下重；良贱

相犯，良轻贱重；主奴相犯，奴重主轻”90的规定或者对于尊长和卑幼身份等级不同

所处刑罚也不同。这一世俗法中的规定也会被宗教法所参照适用。因为僧尼间也被分

为“三纲”、“师主”、“僧尼”等不同的身份等级，所以僧尼也会“若于其师，与

伯叔父母同。”以此来“别尊卑，论贵贱”，把触犯相同罪名的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区

别对待。 

                             
90 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9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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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在唐代重视“礼”的大背景下以及在世俗法的法源“依附

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91的原因下，使得宗教法和世俗法在罪名、惩治目的等

方面有相同性。罪名上，宗教法和世俗法都包含了触犯了世俗道德规范的“淫罪”、

“盗罪”、“杀罪”、“妄语罪”。在惩治目的上，通过宗教法和世俗法中对僧尼犯

罪行为惩罚措施的规定，首先，二者都突显出了僧尼在法律上的特殊性地位；其次，

使特权阶层下的僧尼有了更多的法律义务；再次，通过宗教法和世俗法的相关规定，

减少了僧尼犯法行为，更好的保护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同时，宗教法侧重“心”

的作用和世俗法中对犯罪者犯罪时主观意思的不同作出不同惩罚的规定，在一定程度

上更好的保护了僧尼的正当权利； 后，宗教法和世俗法都很好的维护了基本的世俗

道德规范。 

宗教法和世俗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又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各自的分工。宗

教法是用来约束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宗教人士的行为，它制定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实现罪

与罚，而是通过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维护僧尼的内心宗教信仰，提高僧尼的思想道

德觉悟。以这个目的为出发点，一方面，宗教法中基本的惩罚方式不是“笞、杖、徒、

流、死”，需要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达到惩罚目的，而是通过“忏悔、因果报应”等

基本惩罚方式，依靠内在的强制力来达到 终目的；另一方面，宗教法注重从各个方

面塑造僧尼的形象，对僧尼有更高的要求。世俗法中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在宗教法上

也可能成为犯罪行为，世俗法中不被涵括的罪名种类在宗教法上也可能被涵括，造成

宗教法中具体罪名的内涵大于世俗法。所以，宗教法在参照世俗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更侧重于对宗教人士内心的约束，实现对宗教人士的内在强制力。 

世俗法约束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制定目的是实现罪与罚。唐代世俗法中基本

的惩罚方式“笞、杖、徒、流、死”也正是为了通过严格的外在强制力实现罪与罚，

使犯罪者不敢再犯。世俗法不注重通过对犯罪者内心的强制力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

生。 

                             
91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104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版，第 1048-7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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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宗教法和世俗法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宗教

法和世俗法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分工和侧重点又有很大的不同，即使这样二者还是相

互影响。宗教法通过慈悲和宽刑的立法思想、不杀人的规定、特有的惩罚方式影响着

世俗法，同时世俗法的部分法源来自宗教法；世俗法通过部分道德规范和部分法条对

宗教法的补充作用来影响着宗教法。宗教法和世俗法就是在保持着总的关系协调一

致，但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并相互合作、相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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