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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彌陀淨土讚歌叢抄卷的 

構成型態與應用意義探究 

林仁昱＊ 

摘要 

在敦煌佛教歌曲當中，歌頌彌陀淨土的讚歌，無論是在數量及內容的

多樣性方面，都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而抄寫這類讚歌的卷子，除了顯然應

用於特定法事活動，匯抄 48 篇讚歌而成集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外，尚有眾多的淨土讚歌叢抄卷，或純粹聯寫淨土讚歌，或另外聯抄它類

歌曲，乃至於各類寺院、世俗文書等。這些寫卷所抄寫的淨土讚歌，大多

數亦可見於《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而長久以來，眾多學者就認為這

些是「法照門徒」的活動讚文（歌）略要本。但各卷收錄的數量與順序都

各有所別，若是聯抄其他歌曲、文書則面貌更為多樣，顯然有不同的應用

意義，實有進一步分類釐清、探究的必要。因此，本文將從具有影響力的

塚本善隆的研究論起，檢討釐清歷來關於讚歌製作因緣的觀念，並分析、

對照《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及其他叢抄卷對於讚歌的選擇與聯繫型

態（包括讚歌與讚歌間、讚歌與其他文獻），並以此為基礎，推究其歌辭內

涵於實際應用的意義，乃至於延展開來的價值。 

關鍵詞：淨土讚歌、敦煌淨土叢抄、五會念佛、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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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從塚本善隆以來的研究說起 

在眾多敦煌陀淨土讚歌叢抄卷之中，由 P.2066、P.2055 和 P.2963 相接，

去同存異可見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應該就是最完整，而且標

明施用場合與行儀搭配關係的「讚歌集」。這使得歷來論述敦煌淨土讚歌

聯抄運用等相關論題上《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往往就成了對照、論

述的底本，其他敦煌寫卷乃至於傳世文獻的讚歌編排、運用的情況，也常

常參照此「誦經觀行儀」而作為究其變化、論其意義的依據。而採取這個

觀點與研究方法的典範，當是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

師の研究》，其第 7 章「法照の著述」揭示與法照相關的敦煌「斷簡」，

首先就指出 P.2066、P.2055 和 P.2963 等三卷構成「誦經觀行儀」的重要性，

並於此三卷敘錄之後，指出此已收於《大正大藏經》之「古逸部」，可視

為執行「五會念佛」法事之「廣本」，而相較之下的日本所傳（據「德川

時代刊大谷大學藏本」、「正保五年刊宗教大學藏本」）的《淨土五會念

佛略法事儀讚》就成為「略本」。塚本善隆接著就以抄有此「廣本」讚歌

為對照基礎，指出 P.3216、P.3373、P.3156、P.2483、S.0370、S.0382、S.3096、

北「文」89 等八個寫有淨土讚歌的卷子進行敘錄，並稱其可能為此三卷之

外的「法照著述」或與法照有「密接關係」的卷子。1而如此檢視卷子的觀

點與探究方法，確實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首先，廣川堯敏〈敦煌出土法照關係資料について〉進一步考察英、

法、俄、日藏卷，指出可能與法照或其門徒的法事活動有關（創作或編輯）

的讚歌寫卷。2施萍婷〈法照與敦煌文學〉再檢視英、法、中、日藏本列舉

62 個卷子，盼能進一步調查整理。3不過，以某卷收有「五會念佛」的讚

歌為依據，推論該卷其他讚歌與「五會念佛」（或說是淨土信仰）有關，

難免會產生認定上的爭議。例如張先堂〈晚唐至宋初淨土五會念佛法門在

敦煌的流傳〉文中，就具體檢討廣川堯敏所列舉的卷子，並指出其將〈九

                                                   
1 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

研究所，1933 年），頁 205。 
2 廣川堯敏：〈敦煌出土法照關係資料について〉，載於石田充之博士古希記念論文集

刊行會編：《淨土教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82 年），頁 187-215。 
3 施萍婷：〈法照與敦煌文學〉，《社科縱橫》1994 年第 4 期，頁 6、W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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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觀詩〉、〈出家讚〉、〈兒出家讚〉，甚至〈法身禮〉列入淨土讚歌的

範圍是不恰當的，然後依兩個判斷標準，再進行全面檢視： 

1. 現存由法照本人所創作、編輯的淨土五會念佛儀軌和讚

文，即敦煌寫本《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P.2066）

和卷下（P.2250、P.2963、日本首屋本）、日本傳世本《淨

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 

2. 敦煌文獻中所存可以斷定為法照門徒所作的、原卷具有明

確關於淨土五會念佛儀軌和讚文標題的寫本，即龍谷大本

《法照和尚念佛讚》、P3216《念佛讚文一卷》。 

張先堂依此原則列舉出 64 個寫本，並分成「抄寫淨土五會念佛儀軌和

讚文的專卷」（計 21 卷）、「抄寫淨土五會念佛讚文的散卷」（計 43 卷）

兩大類，由於這些寫本內涵讚歌的組成豐富多樣，聯抄其他的文獻亦繁雜

多種，因此，張先堂認為這些寫本分屬於不同寺廟，由不同僧俗人抄寫、使

用的寫本，顯露出淨土五會念佛法門曾在敦煌地區十分流行的歷史痕跡。4 

荒見泰史認同這樣的看法，並且依據與五會念佛讚歌與其他文獻聯抄的情

形，進行五會念佛法事與八關齋、俗講等活動的關聯性討論，並在參酌許

多相關法事文獻的佐證下，獲得相當可觀且值得珍視的研究成果。5不過，

這仍然是循著塚本善隆以來，這樣一條以法照五會念佛「廣本」與「略本」

作為底本的延伸研究，其探究、推論似乎順暢，但難免還是有些解釋似乎

不能概括於全面，甚至會在順勢推論之下，有些不盡合理的分析結果出現，

因此包括卷數、內容都有重新釐清、檢討的必要，以避免後續研究落於過

度理想化，進而產生更多勉力解釋的情況，使眾多淨土讚歌叢抄卷（包括

略要本與各類散抄本）的產生因由、用途與表現意義，反而無法明辨。 

二、讚歌製作因緣的觀念釐清 

關於敦煌彌陀淨土讚歌叢抄卷（以「五會念佛」廣、略本為中心）所

收讚歌的製作因緣，以及其原本的演唱意義等問題，是首先必須釐清的概

                                                   
4 張先堂：〈晚唐至宋初淨土五會念佛法門在敦煌的流傳〉，《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48-64。 
5 荒見泰史：〈「淨土五會念佛法事」與八關齋、講經〉，《政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2012

年 12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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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其中的關鍵在於：塚本善隆視此「五會念佛」之「廣本」與「略本」

為法照「著述」的說法，其實當指法照依五會念佛法事而編成可以採用、

遵循的行儀與讚歌施行本，但其中所包含的讚歌，雖然有法照自製者，但

大多其實是法照收集自隋朝彥琮以來，眾多他人所製作的禮懺、讚偈歌曲，

包括善導、慈愍等重要的前輩宗師，或題名淨遐、神英、靈振、惟修等法

師所作，當然還有更多不題作者名的讚歌。事實上，這關於讚歌個別來源

的說明，在前揭塚本善隆論著第 9 章「五會法事讚所收の讚詩に就いて」，

進行「廣本」與「略本」讚歌名目、順序對照與作者分析時，就有相當清

楚的揭示，如： 

一、彥琮 1.淨土禮讚文（廣十六、略三十五） 

二、善導 1.寶鳥讚（廣一、略一）、 

 2.道場讚（廣七、略十三） 

 3.西方禮讚（廣十七）…… 

這也構成塚本善隆敘錄、對照文本，進而提出論述綱目的根據。而依

序為「琮法師淨土禮讚」（進行琮法師導和上〈淨土禮讚〉與善導《往生

禮讚偈》之〈旦起（晨朝）偈〉、正倉院秘藏聖武天皇《宸漢雜集》對

照）、「善導述作」（各讚敘錄，並進行〈西方禮讚文〉（廣十七）與善

導《往生禮讚偈》之〈日中偈〉、慈愍三藏〈西方讚〉的對照；〈寶鳥

讚〉與〈善導法事讚〉的對照等）、「慈愍述作」（各讚敘錄）、「其

他諸師讚」（淨遐、神英、靈振、惟修各讚敘錄）、「法照自作」（各

讚敘錄，並部分讚歌之廣本與略本之對照）。由此可以見到因應「五會念

佛」的讚歌集成，不論是廣本還是略本，都有相當程度的承襲性質。換句

話說，許多讚歌並非首見於「五會念佛」而是本存在於更早的念佛、禮讚、

講經法事之中。就如齋藤隆信〈善導後身法照的詩和禮讚偈〉（中文版）

所言： 

……如果仔細地觀察廣略兩種《五會法事讚》中的那些行

儀做法，可以看到其中有著繼承善導實踐的「正行」的痕

跡。《五會法事讚》裡有念佛（五會念佛）、誦經（觀經、

阿彌陀經）和讚歌（各種讚嘆的偈頌）。廣本的題名中有「觀

行」，也說到「中道觀」、「作觀」、「定」，《略本》中更有

「觀佛」、「觀想阿彌陀佛」、「念佛三昧理事雙修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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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積極鼓勵作為那一時代淨土教趨勢的禪觀之行的內

容……6 

所以，有「後善導」之稱的法照，其製作「五會念佛」法事的施行，

以及選錄讚歌於其中的安排，就是實行善導提倡淨土法門所強調的「正行」

（相對於「雜行」而言）。善導《觀無量壽經疏》認為：稱名念佛、讀

誦經文、觀察憶念、禮拜、歌頌讚歎、供養等作法，都屬於淨土修行法門

中的「正行」，其施行的目的在於確立往生淨土的意念，且持續無有間斷。

不過，專心稱念彌陀佛號，乃至於行住坐臥念念不捨者，才是眾多「正

行」中最重要的，稱為「正定之業」，其他的「正行」則為輔助正定的「助

業」。7所以，演唱讚歌就是助成正定的重要方式，從目前可見的文獻中可

知，最遲從曇鸞以來，就有編製法事叢集收、作淨土禮讚歌辭，以作為助

念佛入正定助力的情形，到了善導而有大量發揚，在《轉經行道願生淨土

法事讚》、《安樂行到願生淨土法事讚》、《往生禮讚偈》、《依觀經等

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收錄了大量讚歌辭文，且因其主要為齊言詩讚體，

更易為後世重新拆解、組合，8其後智昇《集諸經禮懺儀》到法照「五會念

佛」法事的制定，則更增添持續發展的讚歌叢集面貌。9而且這似乎形成為

一種「風氣」，讓淨土讚歌的摘選、聯繫成為一種隨時可以發揮「助業」

作用的方法，有些明確標出適用於某個特定的法事（如六時禮讚、五會念

佛），有些則未能明確標出，甚至可能是隨機摘抄，卻都不能否認其具有

「正行」的意義與「助業」功效。這反應在敦煌文獻之中，可以見到大量

的淨土叢抄卷，其讚歌數量、次序及聯抄文獻都沒有一定的限制。而且有

純粹叢抄淨土讚歌的卷子，也會有許多與其他法事文獻或應用文書聯抄讚

歌叢抄。或許有部分寫卷所收讚歌，皆可見於「五會念佛」廣略本所收，

甚至有些順序還相同，或者從聯抄的文獻可見出其應當出於法照之後，為

「法照門徒」所施用叢集而成，但也都只是承襲這樣的觀念與傳統而來，

                                                   
6 齋藤隆信：〈善導後身法照的詩和禮讚偈〉，《佛學研究》（2003 年），頁 59-65。 
7 善導：《觀無量壽經疏》卷 4，見於《大正大藏經》第 37 冊（臺北：新文豐，據大正

原版影印，1973 年），頁 272。 
8 從塚本善隆於前揭書第 9 章，進行「五會念佛」讚歌與其他讚歌叢抄禮類似歌辭的

對照中，就可以見到這個現象。 
9 此處所列題名為曇鸞、善導、智昇、法照所製作、編集的讚歌叢抄，皆可見於《大

正大藏經》第 47 冊，頁 42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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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必然為「五會念佛」盛行所致，而此類讚歌叢集的數量之多，也不必

然是「五會念佛」能發揮普遍影響的象徵。換句話說，這許許多多的讚歌

辭文，可能在善導的時候已經存在，因為「五會念佛」這個法事，或者

是「五會念佛」法事的簡略施行，有了更廣泛被運用流傳的機會，但不

代表這篇讚歌的運用，就一定與「五會念佛」這個法事有關係，更不適

合說因為某個卷子寫了其中一個讚歌，就斷定其一定與「五會念佛」是有

關的。 

於是，前文引述張先堂以「五會念佛」的關聯性，作為選擇卷子的原

則，並且進一步作「專卷」與「散卷」的區分。然觀其判定的關鍵，其實

是在於各寫卷所收錄讚歌或文獻與淨土信仰，特別是以「五會念佛」為標

的（前揭之判斷標準）的「純度」之上，也就難免所產生「純度程度不同」

的若干困擾。然而關係這些卷子（包括許多叢抄卷）究竟寫錄哪一些讚歌

與實際應用的問題關鍵，其實不一定要鎖定在「五會念佛」，甚至是「法

照」上面。若採用淨土讚歌可靈活運用，以成就「正行」意義與「助業」

功效的概念，許多狀況就可以獲得合理的解釋。例如在其分類中歸諸於「專

卷」者，其實包含寫有數十篇讚歌的卷子（如構成「五會念佛」的 P.2066

等三卷，與其他「純度」較高的淨土讚歌叢抄，如 P.3118、P.3256、P.3216

等卷），也有僅存二至三篇的殘片（如 S.2945），雖然這些卷子的共同特

色，是幾乎只收納淨土讚歌，甚至大多數都屬「五會念佛」的讚歌，但仍

然免不了會有離開這個範圍的讚歌或其他文獻聯抄「混入」其中，甚至此

文所附卷號與內容對應表格，也不能不列入幾篇「標準」外的文獻，例如

〈五台山讚〉（梁漢禪師出世間，有 S.0370、P.2483、日本龍大本等卷）、

〈十空讚〉（有李氏鑒藏本，散錄 324 等卷）、〈法照五台山、太原、長

安行遊記略〉（擬名，P.2130）。然而，這些「專卷」其實也還有一些，

不符合標準而表格即未列出的文獻，例如〈無相法身禮（讚）〉（P.3892）、

〈九想觀詩〉（P.3892）、〈三冬雪〉（擬名，S.5572）、〈河州臥禪師

偈〉（P.2130、B.8345）、〈達摩禪師偈〉（P.2130、B.8345）等。為何不

顯示於表格之中？可能是其於篇幅或列表的清晰度，所以盡可能排除非淨

土讚歌的部分，尤其〈無相法身禮〉、〈九想觀詩〉等篇，本來就是張先

堂所稱廣川堯敏誤視為淨土讚歌的部分，更當隱去。然而「專卷」混收非

淨土讚歌，是否只是意外？其實若以歸諸「正行」強化「助業」的立場來

看，這都是自然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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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論及「散卷」則意謂卷上「散見」淨土（五會念佛）讚歌，其複

雜與不可全面概括論述的現象，就更加的明顯，除了僅存單篇的單張或殘

卷（如 S.0382、S.0447〈大乘淨土讚〉）之外，勢必就不能忽略讚歌與其

他文獻聯抄的情形，若僅將與淨土（五會念佛）相關的讚歌列於表中，許

多實際連結運用的現象就顯現不出來。而且這樣的問題，從單篇（或二篇）

淨土讚歌與其他文獻聯抄的情況，就可以觀察得到，如 S.0263 表列〈大乘

六根讚〉實接抄於〈無相禮〉之後；S.0779 表列〈辭道場讚〉則實與〈諸

經要略文〉、〈樂住山〉及沙洲釋門教授洪功德文聯抄；ф.0109（孟.1471）

表列〈西方十五願讚〉實與八關齋戒文聯抄；P.2147 背面〈五會念佛讚〉

實接抄於八關齋戒文之後。10這些聯抄文獻的情形，可以說明這些讚歌在

作為「正行」可發揮「助業」的條件下，有著可能聯繫運用於禮懺、齋戒、

講經等活動的機緣。至於收錄數十篇讚歌辭文的大叢抄卷，這個無以完整

看待的遺憾就更明顯，例如 P.4597 在其附表上，僅列有〈佛母讚〉、〈辭

道場讚〉兩篇，但此卷尚有僅見於此的淨土讚歌〈西方讚文〉（西方樂，

香檀林），以及〈四威儀讚〉、〈臥輪禪師偈〉、〈香讚文〉、〈花讚文〉、

〈遊五台讚文〉、〈辭父母出家讚文〉、〈義淨三藏讚〉、〈羅什法師讚〉、

〈九想觀詩〉、〈送師讚〉、〈入布薩堂說偈文〉、〈法身禮〉等讚偈歌

曲三十餘篇，顯示這個寫卷雜收詠讚（奉請、稱揚諸佛與祖師）、禮懺、

布薩、齋戒、講經等活動。〈佛母讚〉、〈辭道場讚〉出現在此卷，並聯

抄〈九想觀詩〉、〈出家讚文〉、〈送師讚〉之間，內容皆與示現世間無

常實狀，勸說捨離情執（包括父母恩愛、師長、同學）有關，所以，此二

篇抄錄於此，應當亦為呈現此義而來（不見得與原本位於「五會念佛」

時相同），在實際施用上可與前後各讚呼應，也可能具有便於分類摘選的

用意。 

此外，還有依隨著特定經典而作的讚歌，不僅為法照收入「五會念佛」

法事讚歌叢集，更常見其與淨土讚歌聯抄，自然也被收納入表，如又名〈佛

母讚〉的〈涅槃讚〉，內容鋪述佛陀入於涅槃，佛母奔喪，佛陀出棺說法

的事蹟，其實是呼應著疑偽經典《佛母經》而來的。川崎ミチコ〈佛母讚

管見〉就將此讚與兩種類型的《佛母經》作對照，已指出其間的密切對應

                                                   
10 此篇〈五會念佛讚〉內容闡述空理，實與「五會念佛」無有直接關係，亦不見於構

成「五會念佛」之廣本或略本收錄。 



252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關係，11張錫厚且指出此讚乃為轉頌《佛母經》內容而作，12筆者則認為如

此情節的密切對應，稱此為「詩讚體」本的《佛母經》似乎不為過。13然

其轉以「涅槃讚」之名存於「五會念佛」，一方面見其以具體事例闡明一

切恩愛有離別的義理，而為「五會念佛」法事勸捨俗情，歸向念佛「正定

之業」的「助業」宣唱所用；一方面也可說明「五會念佛」廣泛收納讚歌

的現象。類似的情形還有〈維摩讚〉，其內容由經中「佛足按地，化現出

淨土」的典故引出，揭示「佛國淨土從心現」的義理，接著是「文殊菩薩

問維摩詰疾」大意，敘述維摩詰居士以染疾之事，從表面上來看置於「觀

行儀」第四篇（緊接〈阿彌陀經讚〉之後，〈涅槃讚〉之前）似乎有些突

兀，但善巧比喻色身無常之法，同理於〈佛母讚〉（涅槃讚）的用意，也

就合理，而此讚未見於他卷，施用現象也就比較單純。此外，還有〈觀世

音讚〉，則直接摘自《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佛答無盡意

菩薩問偈」的部份偈文，14以觀世音菩薩能救世間眾生苦厄為內容，而原

經偈文，連續以「念彼觀音力」為套語，排比觀音菩薩救苦事項，然本讚

僅錄「諍訟經官處，佈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為例，而本

讚所呈現的菩薩功德，著重在現世，並非極樂世界，符合民眾對於解決「現

世」困厄的祈求，然以此排列在淨土讚歌叢集之中，似乎較為特別，或許

可以顯示淨土信仰普及民間，必須兼顧現世需求，但也再度顯示讚偈經常

可自由擷取為「助業」，排入某特定場合演唱之用。15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以「五會念佛」作為判定讚歌或寫卷的標準，

還可能因此漏掉重要的淨土讚歌卷，例如 S.2553 為〈沙門善導願往生禮讚

偈〉（原卷前殘，此為後題，內容為部分的善導《往生禮讚偈》日中時禮

讚文）、S.2579「西方淨土讚」（原卷前後皆殘，內容為三段的善導《往

                                                   
11 川崎ミチコ：〈佛母讚管見〉，《東洋學論叢》（1988 年 3 月），頁 119-135。 
12 參看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545，張

錫厚執筆「佛母讚」條。 
13 林仁昱：〈《佛母經》的類型與流行意義研究〉，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俄羅斯科學

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2009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會場分發、宣讀之抽

印本頁 11。後正式出版論文集，因受篇幅限制，該文刪去第五小節，即無此段論述。 
14 參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9 冊，法華部，頁 57c—58b。 
15 「普門品」之「佛答無盡意菩薩問偈」偈文，目前尚於佛教法會中演唱，附譜參見

林仁昱：《唐代淨土讚歌之形式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5
年），頁 231，譜例 11，名為「西方妙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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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禮讚偈》日中時禮讚文）、S.2659「往生禮讚文」（首尾題，內容實為

善導《往生禮讚偈》的日中時禮，前承「大唐西域記一卷第一（尾題）」，

後接〈十二光禮懺文〉），可惜在廣川堯敏、施萍婷、張先堂等學者的列

舉論述中，都未能列入。因此，經過以上對於以「五會念佛」作為淨土叢

抄卷認定、探究依據的再商榷，並確定在象徵「正行」發揮「助業」的前

提下，讚歌可以靈活運用於適當法事活動的觀點，於是，面對敦煌淨土叢

抄卷如此多樣的面貌，以及聯繫其他文獻的情形，確實就有再檢討的必要

（包括「五會念佛觀行儀」）使其內容（主題與結構型態）與行儀施展關

係、具體表現的可能效果與意義，更得以明確合理顯現出來。 

三、《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的讚歌構成型態與應用意義 

筆者在《敦煌佛教之研究》曾有專章討論佛教歌曲寫於卷上的樣貌，

並大致區分為佛教歌曲集、佛教歌曲叢抄、散篇歌曲三大類別，且隨後再

有專節討論與佛教歌曲聯抄的各類文獻，其中完成與淨土歌曲相關的《淨

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3 卷號）、「五會念佛觀行儀之殘頁或讚歌選

集」（5 卷號）、「泛淨土叢抄」（7 卷號）、「泛淨土叢抄聯說唱故

事」（1 卷號）、「泛淨土叢抄聯禮懺文」（7 卷號）、「泛淨土叢抄聯

短偈」（3 卷號）、「雜詩讚歌曲叢抄」（與淨土讚歌密切相關的 1 卷號）、

「極樂淨土類單張單歌曲」（7 卷號）、「淨土類單歌曲殘卷」（2 卷號）、

「與它文聯抄的淨土類單篇歌曲」（7 卷號）個別寫卷面貌的概括敘錄與

說明。16其中將內容顯然經過刻意安排，且明確針對特定法事而編製的叢

抄卷，稱為「歌曲集」（於淨土類，僅收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及其疑似殘卷與選集）；至於大量的「泛淨土叢抄卷」，其名稱之訂定即

是特別注意其中的「不純粹性」，這相當程度反映了民間佛教信仰的情況。

特別是淨土觀念的廣傳過程中，由於本來具有捨棄凡塵、出家修道、證悟

無常空理等佛教基本主張，再加上念佛達「一心不亂」的正定觀念，免不

了對於亦相當盛行的禪理，多有重視與引用，使「禪淨雙修」的現象融入

選編的情況中，乃至於將五臺山類比為現世的淨土，所形成的「朝臺」風

氣，再加上配合中國國情的孝道觀念，似乎也都成了「淨土宗」教理的一

部份，於是淨土叢抄卷通常不只有「淨土」。至於與具有整體性的禮懺文、

                                                   
16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 年），頁 4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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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唱故事、禪師讚偈、「布薩」用讚歌同寫一卷者，可說是將其他「助業」

也拉進來搭配施行，更是顯現這種為實用而存在的特性。而即使是單篇散

抄，有些殘存的部分，也可以找到這種廣泛連結的痕跡。 

因此，這樣的「不純粹性」與廣泛聯抄的狀況，與具體行儀推展的關

係究竟如何？將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議題。然而筆者在前揭拙作中，只針對

P.2066、P.2250、P.2963 去同存異可見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以及 S.2580、P.3221 的布薩短偈集，進行比較仔細的分析與探討，至於其

他眾多叢抄卷，筆者已指出有些可見到隱約安排於其中的行儀，但限於篇

幅架構與部分探究條件不完備的情況下，當時並未能深入研究。17因此，

當時即盼望能對於《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以外的淨土叢抄卷，進行

「讚歌內容」、「抄寫樣貌」與「行儀安排」等三方面交互關係的分類統

整探究。而如今藉著對於歷來學界有關淨土叢抄卷研究、論述的機緣，所

進行的檢討，深覺包括《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在內，其讚歌的組成

與行儀關係（甚至是否有專收淨土的「純粹性」），都仍有再作進一步探

究與澄清的必要，而其他的淨土歌曲叢抄卷及部分散抄卷，也將隨之依此

三方面統整的理想進行探究與討論，以明辨其多樣面貌與其讚歌聚抄的意

義，特別是隱約安排於其中與行儀進行的關係。 

而從讚歌聯繫與相關序文說明的完整性，以及搭配行儀場合的確定性

來考量，本文仍從《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開始探究，由於 P.2066、

P.2250、P.2963 相結所能呈現的只是卷中及卷下，也就是只留存代表誦經

的《阿彌陀經》經文，以及其後咒文、念佛法事說明、祖師事蹟、〈寶鳥

讚〉及「第八讚佛得益門」以下的說明與讚歌辭文的部分，當然還有「第

九化物利生門」、「第十回向發願門」的相關說明，至於原屬卷上的前七

「門」則欠缺。所以，關於其讚歌與行儀結構關係的探究，有必要對照傳

世文獻裡的《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雖然這是「略本」，對應之下

卻能顯示這個缺了上卷的「廣本」，應該是少了法事活動通常必要的「請

佛」儀節，以及作為「正定之業」的念佛引導與說明。而存在於「略法事

儀讚」裡的「云何梵」、「讚請文」、「莊嚴文」，正逐步為法事的開展

而加溫，推向〈散花樂文〉的讚歌演唱，象徵以美好殊勝之物（花）迎請

諸佛菩薩降臨道場，並得藉此引領眾人如入具體觀想之境，增益法事執行

                                                   
17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48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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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莊嚴氣氛。而這「請佛」的歷程，是法事執行的必要前題，所以，此篇

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散花樂文〉，雖然無法見於現存敦煌寫卷的

「觀行儀」中，卻仍可見於 P.2130、P.3216、B.8345 等淨土讚歌叢抄卷裡，

而可知其普遍被運用的情形。其後，再接一段說明「五會念佛」源流、殊

勝功德、唱唸法的文字後，其實就是行「五會念佛」的部分，而歷經「第

一會平聲緩念」、「第二會平上聲緩念」、「第三會非緩非急念」、「第

四會漸急念」、「第五會四字轉急念」的佛號稱念，由緩而急，推上高

潮，催處著一心不亂的「正定之業」，正在這樣的氛圍中積極展開，且

作為「助業」的讚歌演唱，正接其後而來，可調劑眾人共修之情，減低疲

憊昏沉的可能，共同加深對於淨土的想像與想望，強化求生淨土的概念與

意志。 

接著，筆者再分析《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之「第八讚佛得利門」

所收錄的讚歌類型，其實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自〈觀經十六觀

讚〉到〈六根讚〉的 13 篇讚歌，大部分由轉釋經義而來，也就是在讚名之

下，即標示此讚所依據的經典名稱，如〈阿彌陀經讚〉（依阿彌陀經）、

〈維摩讚〉（依維摩經）、〈涅槃讚〉（依涅槃經）、〈般舟讚〉（依般

舟三昧經）、〈無量壽佛讚〉（依無量壽經）、〈觀世音讚〉（依觀世音

經）、〈大勢至菩薩讚〉（依無量壽觀經）、〈出家樂讚〉（依出家功德

經）、〈淨土樂讚〉（依稱讚淨土經）、〈請觀世音菩薩讚〉（依瑜伽論）、

〈六根讚〉（依大般若經），於是透過這些讚歌，經典之義可以被歌詠轉

釋出來。然而，若從表面的讚名與對應的經典來看，這個部分大多數的讚

歌，的確與淨土經典相關，如依《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世音

經》18者，但有些卻似乎跟勸說往生淨土，沒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在「五

會念佛」法事本身的讚歌選錄與聯繫上，就出現如前文所指出的「不純粹

性」。但仔細判讀之後，確實可以明白轉唱這幾部經典要義，其實是讓整

部法事儀讚的鋪排，有了更清楚的教理基礎，例如〈維摩讚〉強調心淨國

土淨、〈六根讚〉闡述般若性空，都是讚歎極樂淨土殊勝美好之外，更能

明確指引由現世「出發」的修行道理與方法，也就是透過這些讚歌與經義

的聯繫，使淨土法事的施行，更有信仰認同與實踐的依據。 

                                                   
18 觀世音菩薩為位居淨土的補處菩薩，而聯抄此類讚歌，亦合闡揚淨土之意。 



25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至於這些讚歌具體運用的場合，也並非整體一致，這可見於多首讚歌

於讚名標示出處之外，又標示運用的場合，如「大會時及亡者處誦」（〈涅

槃讚〉、〈般舟讚〉）、「上念了即誦」（〈大勢至菩薩讚〉）、「通一

切處誦」（〈無量壽佛讚〉、〈觀世音讚〉等……）可見其具有拆擇取用

的靈活性，呼應了「第八讚佛得益門」說解文所述： 

白諸眾等，此後諸讚，隨此《彌陀觀經》一期法事竟。就此

諸讚之中。有文長者，行人臨時不得多誦。文少者即誦徹，

文長者略之，大意如此。正作法事之時，不得盡誦經讚〈寶

鳥〉、〈相好〉兩讚，二經之後各為初首已空〈淨土樂讚〉。

誦《彌陀經》及諸讚了，即誦此讚。誦此讚竟，即誦〈導和

上禮讚〉，發願即散。〈六根讚〉誦《觀經》及諸讚了，即誦

此讚。誦此讚竟，即誦〈琮法師禮讚〉，發願即散。平誦亦

得。若中間諸讚，任意臨時取捨用之得耳。眾等已後每誦一

讚竟，即念佛三五十口。 

所以，在實際的演唱施行上，不僅大多數可以「任意臨時取捨用之」，

甚至篇幅較長的讚歌，可以視情形「略之」，較短者方得「唱徹」。可見

這樣一本「觀行儀」提供的讚歌辭文，並非是要求主法者與參與者一定要

唱些什麼？而是可以讓他們在實際施用時，可以從這樣的寶庫中選擇要唱

什麼？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廣本」與「略本」所收的內容，其實有相

當可觀的數量是沒有重複的，當然這也可以說明有些未標有施用法事名稱

的叢抄卷，可以成為此「五會念佛」讚歌「略要本」的因素了。更何況從

形式上來說，這些屬於詩讚型的歌曲，在曲調的運用上面，是採取「套用」

的方式來循環聯唱，19於此具有分割的便利性。在「略本」的序言中，也

對此模式有清楚的說明： 

……坐道場時，或有兩坐三坐乃至多坐。其《彌陀觀經》，

一坐一啟。〈散華樂〉及諸讚文總須暗誦，周而復始。經讚

必須精熟不得臨時把本，唯〈五會妙音〉一坐獨作不得聲。

若准一坐，啟經法事即廣略看時。其諸依次誦之：〈散華樂〉

                                                   
19 林仁昱：〈由唐代淨土讚歌看敦煌聯章俗曲歌謠套用曲調的原則〉，收於項楚主編：《敦

煌文學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43-176，對於套用曲調的方

法有詳細的引證與論述，本文不再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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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其〈散華樂〉一坐一。諸〈寶鳥〉、〈相好〉、〈維摩五

會〉、〈大小般若〉、〈般舟涅槃〉等讚，一坐兩句為聲打磬。

〈淨土樂〉、〈六根讚〉、〈西方樂〉、〈出家樂〉禮讚等。並四

句為准。道場樂一句而已。20 

如「五會念佛」這樣的淨土法事，常在讚歌辭文中強調「眾等」、「同

會」齊心一意，正是期望發揮群體共修所成的力量。而此處分「坐」聯唱，

應是意謂著不同的「群組」以交互接唱的模式進行，而「一坐一啟」、「一

坐一句」、「一坐兩句」、「並四句為准」，標明演唱曲調循環重複的情

形，有每句循環，有二句循環一次，也有四句才循環一次。此外，這個部

分的讚歌在和聲的運用上，配合著主題依經而來，除了〈觀經十六觀讚〉

和〈阿彌陀經讚〉標記佛號為和聲之外，應是採用「第三會念佛」和之，21

其餘各讚均有搭配讚歌辭文的和聲，如採用單一和聲的〈道場（樂）讚〉

的「道場樂」；淨土樂讚的「淨土樂」；〈六根讚〉前段的「我淨樂」。

採用隔句交替套用方式呈現的〈維摩讚〉是「難思議」、「維摩詰」；〈涅

槃讚〉是「雙林裡」與「淚落如雲雨」；〈般舟讚〉是「願往生」與「無

量樂」；〈六根讚〉的後半段為「難識」與「努力」。還有以複疊句尾為

和聲的〈出家樂讚〉，如「頓捨塵情斷眾惡【斷眾惡】」、「落髮披衣餐

寶藥【餐寶藥】」、「此日身心忻大覺【忻大覺】」……等。都能使該篇

讚歌的主旨意涵、敘事情境或引申意義透過不斷的唱和而不斷被強調。此

外，在讚歌本辭中有些複疊句、套用句、鑲嵌句、循環設問句，如〈出

家樂讚〉複疊的「出家樂」與後段隔三句套用一次的「歸去來」（一坐以

四句為準）；〈般舟讚〉套用「憶受」排比娑婆世界之苦，「正值」勸說

把握淨土教示，還有「借問」與「報道」交互出現，形成勸說歸向淨土

的設問句組；〈六根讚〉在「觀見○根常清淨，●界元來本是空，●性本

來無障礙，無來無去是真宗」的格式中，分別於○鑲嵌眼、耳、鼻、舌、

身、意，●鑲嵌色、聲、香、味、色（觸）、法。乃至於不斷重複出現的

「章」（演唱段落）間套語，如〈淨土樂讚〉的「淨土樂淨土樂，淨土不

思議，淨土樂」；〈六根讚〉後段的「難識，努力，急急斷狐疑修福」也

                                                   
20 參看《大正大藏經》第 47 冊，頁 475。 
21 「略本」的序文中有言：「從彌陀觀維經已後諸讚，皆須第三會念佛和之。」參看《大

正大藏經》第 47 冊，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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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透過不斷循環強調的模式，圖使此類讚歌所轉述經籍要義，能深駐於

會眾之心。 

第二部分為「琮法師導和上淨土禮讚」，其形式可上推至曇鸞《讚阿

彌陀佛偈》、善導《往生禮讚偈》、智昇《集諸經禮懺儀》，以「至心歸

命禮西方阿彌陀佛」22為前引句，「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為後送句，

中夾五言或七言讚偈，形成一個「禮讚歌組」。事實上，如同前言舉塚本

善隆所作的對照，確實有部分讚歌辭文，也可見於善導《往生禮讚偈》（晨

朝、日中偈），可見彼此有承繼的關係，但並非全部轉移，也有些「禮讚

歌組」是首見於此，則可知其取用讚歌辭文的靈活性（當然也代表這淨土

禮讚，也還可以由其他淨土叢抄卷所摘用）。而這種「禮拜（至心歸命禮）、

讚偈、和聲」的形式，正與「禮懺文」結構裡「禮佛」的部分雷同，此是

禮懺文的主體，23但不同的禮懺文依其主題有不同的前引與後送句。所以，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結合唱讚與禮拜的部分，透過意念恭敬與義理領受，口

中歌唱讚詞，身體行禮拜的動作，達到身、口、意合體專注的效果，堅定

恭敬、信仰之心。當然，就淨土禮讚而言，更要緊的是透過這樣的形式，

強化共修所形成的氛圍，產生更強烈「願往生」的意志。 

第三部分為「觀行儀卷下」諸讚，自〈依無量壽觀經讚〉至〈厭苦歸

極樂讚〉等 29 篇讚歌，據卷首說明此從「第八念佛得意門」分出，其內容

大多是在示現極樂世界的殊勝與美好，包括對於佛菩薩讚嘆與整體環境的

描述，並對照娑婆世界的現實苦情，激發會眾厭棄娑婆世界、諸多慾望，

堅定求生淨土。而對照著第一部分轉說經典內涵的諸篇讚歌，此處讚歌的

主題內容似乎比較單純（幾乎都是淨土讚頌），即使長篇幅如〈依無量壽

觀經讚〉、〈極樂欣厭讚〉、〈極樂連珠讚〉、〈西方雜讚〉也都在示現

淨土、厭棄娑婆的基礎上，極力鋪排。而眾人在唱此讚時「盡須用第三會

念佛和之」，這象徵著這些讚歌都將以念佛之聲和之，且是「……通大會

作法事誦之，若非大會日，餘一切處，誦讚念佛，和之並得，廣略必須知

時」也就是說，以念佛為和聲的演唱方式，將是這些讚歌在大會及其他一

切場合被演唱的通行之例，於是「助業」與「正定之業」在此緊密結合。

                                                   
22 曇鸞：《讚阿彌陀佛偈》的前引句是「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參看《大正

大藏經》第 47 冊，頁 420。 
23 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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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卷讚歌篇數多，亦有多篇篇幅頗長，則可以考量實際的情況（可以運

用的時間多寡）予以廣唱或略唱。只是這「五會念佛」法事施行的收尾為

何？似乎並不是「廣本」最末的〈厭苦歸極樂讚〉，或是「略本」的〈勸

說修行偈〉，在念佛作為「正定之業」的概念之上，「略本」序言裡的這

段說明，或可見其實： 

……誦諸讚了欲散，即誦〈道場樂〉，音即高聲，須第三會

念阿彌陀佛三百餘聲。最後唱〈西方禮讚〉、天台智者〈迴

向發願文〉，取散。智者必須深厭生死，正念思惟念佛三昧，

普為法界六道怨親，願同生極樂速成無上菩提，專心學取五

會真聲，傳於未來廣度群品。若不師學濫授與人，轉誤後學

失其宗旨，即卻招其咎無利福田。普勸現在及以未來道俗，

廣作五會真聲。念佛三昧理事雙修，相無相念，即與中道實

相正觀相應。24 

「略本」的〈道場樂讚〉就是「廣本」的〈道場讚〉，在讚歌辭文中

宣示著「同行相親相策勵，畢命為期到佛前；願此法輪相續轉，道場眾等

益長年」於是眾人齊心念佛、唱讚、觀想，以達到一心不亂的境地，能夠

同生極樂，成無上菩提，也就是「五會念佛」的最終之願。但此篇抄寫的

位置卻是在 P.2066〈般舟讚〉、〈無量壽佛讚〉之間（第一部分），25似

乎意味此篇之具體運用，不必然都在最末，也可能本來就是在這兩篇讚歌

之間，成為調適演唱心情、激起共修信心的媒介。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意味著只要行儀搭配上確實有需要，同樣一篇讚歌也可能在法事中，再

次出現。 

另外，有部分殘卷的讚歌內容可見於此「廣本」的第三部分，且順序

相同，也有可能是「五會念佛」的殘卷。而符合這個條件的有 P.3373 背面

僅存〈歸西方讚〉、〈四十八願讚〉、〈隨心嘆西方讚〉、〈西方雜讚〉

等四篇；26以及 B.3346（文 89）首尾皆殘，只可見〈極樂連珠讚〉（僅存

「送吾千里慢劬勞」句以後）、〈歸西方讚〉、〈四十八願讚〉等三篇，

                                                   
24 參看《大正大藏經》第 47 冊，頁 475。 
25 「略本」此篇的位置在「儀讚末」〈請觀音讚文〉與〈往生樂願文〉之間。另有 p.3156

此篇在〈佛母讚〉後，尾缺二句。 
26 p.3373 正面為〈四弘誓願〉引領其他發願辭（亦是七言詩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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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塚本善隆認定內容與 P.2055 及 P.2963 相同，應是《淨土五會念佛誦

經觀行儀》的斷簡，27不過這兩個卷子的讚歌數量太少，是否真是此「廣

本」的斷簡，恐無以遽然定之。畢竟前文已言及某篇淨土讚歌入於叢抄卷，

未必起於「五會念佛」，且即使是如此，在「中間諸讚，任意臨時取捨用

之得耳」，甚至是「文少者即誦徹，文長者略之」的原則之下，作為「五

會念佛」的「略要本」，甚至移用於其他法事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只

是這三、四篇一體並存的樣貌，確實引人注意。 

四、其他叢抄卷的讚歌構成型態與應用意義 

在敦煌寫卷中確實有許多淨土讚歌叢抄卷，裡面所收錄的讚歌完全可

以見於「五會念佛」，但是順序、廣略與「五會念佛」不同，例如 S.2945

前殘，考其讚文乃是〈般舟讚〉，其後接〈淨土樂讚〉，兩篇讚歌均可見

於 P.2066「觀行儀」卷中，但對照之下中間缺了〈道場讚〉、〈無量壽佛

讚〉等多篇；P.3118 有〈歸向西方讚〉、〈念佛之時得見佛讚〉、〈校（較）

量坐稻（禪）念佛讚〉三篇相連在一起，情況與 P.2250 相同，但此卷〈校

（較）量坐稻（禪）念佛讚〉後接〈歎觀音勢至讚〉，若對照 P.2250 則中

間少了〈高聲念佛讚〉等三篇，且此卷〈歸向西方讚〉前承〈歸西方讚〉

（誰能西邊受輪迴），若對照 P.2250 則反在〈歎觀音勢至讚〉之後。雖然，

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附注：「大致與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所

載者同，此應是觀行儀殘本或單行本」，28且在前文所揭示的原則下，它

們可能是「五會念佛」行儀的「略要本」，但是，並未有絕對有力的證據

說明前，其實沒有必要，一定要將它們與「五會念佛」連上關係，這樣會

限制對於淨土讚歌的探討視野，特別是對於靈活運用於不同場合的認定。

不過，這樣的認知其實並不代表不可透過讚歌辭文的選擇、排序類似的情

形，去找尋出某些可能相互有所關聯的叢抄卷，看到某些可能隱然成套的

次序或是慣例。 

（一）多篇組合而成的《阿彌陀讚文》與其聯繫的讚歌 

筆者在《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關於「佛教歌曲集」的論述過程中，

曾將 P.3216 的相關論述，附隨在「五會念佛」殘頁或讚歌選集的項目下作

                                                   
27 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頁 206、208。 
28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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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錄，原因在於此卷有「略本」起首的〈散花樂〉歌辭，且同樣是以奉請

諸佛菩薩入道場，然後在讚歌辭文抄竟之後，換行題「右作散花樂了，次

念三蕃六字彌陀佛，兩邊然唱讚言」，可見本卷法事之施行，也是以讚歌

作為起引的「助業」，進而導入共修念佛的「正定之業」，其實這是淨土

法門常見供花奉請、讚歌與念佛搭配的狀況，並不一定是「五會念佛」才

有。接著，是讚歌首題《阿彌陀讚文》者，其下即寫讚歌辭文，卻實分有

七個段落，未再另外標有題名：第 1 段為 P.2250 題〈西方十五願讚〉者、

P.2130 未著名稱讚；第 2 段首句為「一願三寶恒存立」的「十願讚」；第

3 段「略本」題作〈五會讚〉；第 4 段首句為「西方世界實為精」的七言

讚；第 5 段首句為「和尚法照非凡僧」的七言讚；第 6 段首句為「彌陀本

願大慈悲」的七言讚；第 7 段於「西方極樂妙花池」之後，套語改作「西

方極樂」的七言讚。29所以，這七個段落其實應該是七篇讚歌，這個現象

似乎象徵著不同篇讚歌可能被整合在一個讚名之下，當然也就意味著某個

成套的次序或是慣例於此隱然成形。其中原為〈西方十五願讚〉的一段，

連同此處不著讚名，亦未於他處見題有讚名的四段，同樣可見於 P.2483 讚

歌叢抄，且順序相同，不過中間缺了兩段，即〈五會讚〉及首句為「西方

世界實為精」的七言讚。不過，P.2483 另有兩段不著讚名的讚歌，五言者

首句為「淨土行行進」，七言者首句為「法船一去無來日」，連同其後的

〈往生極樂讚〉及〈五臺山讚〉同樣可見於 S.0370 及 Дx.0883，且順序相

同。由於 P.3216 後缺、S.0370 及 Дx.0883 前殘，若對照 P.2483 的情況，

可能就是兩卷原本的面貌： 

P.3216、P.2483、S.0370、Дx.0883聯繫對照表 

（「 」為 P.3216、P.2483 同有；「 」為 P.2483、S.0370、Дx.0883 同有）： 

 
P.3216 不著讚名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為等 以「如來」套句首 

散花樂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阿彌陀讚文（A 段）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  

（B 段） 一願三寶恒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  
（C 段） 弟一會時平聲入，弟二極妙演清音  
（D 段） 西方世界實為精，彼土眾生不可輕  
（E 段）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  
（F 段） 彌陀本願大慈悲，□□愚人不覺知  
（G 段）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有菩薩□□□  

                                                   
29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未將此段分出，今依套語改變的現象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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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83 歸極樂去讚 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時戀 皈去來 皈去來 
蘭若讚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蘭若空 
不著讚名 一願眾生普修福，二願一切莫生疑 （西方十五願讚） 
不著讚名 一願三寶恆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 （排比十大願及眼身

口手願） 
不著讚名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  
不著讚名 彌陀本願大慈悲，此土愚人不覺知 以「彌陀」套於句首 
不著讚名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相菩薩說無為 以「西方」套句首 
不著讚名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套「淨土」或「三塗」

以對比 
不著讚名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太子五更轉 太子欲發坐心思，須知耶孃防守到 一更初**二更深**三

更滿  
往生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五臺山讚文  涼漢禪師出世間，遠來巡禮五臺山  
五臺山讚  文殊菩薩五臺山，遍化神通在世間  
寶鳴讚  極樂嚴間雜寶，實是希奇聞未聞   
太子五更轉 太子欲發坐心思，須知耶孃防守到 一更初**二更心 
大乘淨土讚 法鏡林空照，心通五色現  

S.0370 不著讚名  西方花藥甚能多，萬萬般般憶善那 以「西方」排比 
不著讚名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不著讚名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南無阿彌陀佛 
同會往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五臺山讚  梁漢禪師出世間，遠來巡禮五臺山 彌陀佛 各念恆沙佛 

Д x0883 不著讚名  六時雲集上金橋**西方極樂地皆強 以「西方」排比 
 不著讚名  淨度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不著讚名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往生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寶鳥讚  極樂莊嚴間雜寶，實是希其聞未聞 彌陀佛 觀世音 大

世至 
 蘭若空讚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這個推想，經過荒見泰史以佐藤哲英敘錄30的龍谷大學山ノ內文庫藏

本對照之後，可以獲得更明確的證實。31山ノ內文庫藏本，亦有首題為《阿

彌陀讚文》者，於此依照首句或套語所擬定的讚名，包括〈西方十五願讚〉、

〈十願讚〉、〈法照和尚憬仰讚〉、〈彌陀本願讚〉、〈西方極樂讚〉、

〈淨土行行樂讚〉、〈法船一去讚〉等，可以知道正與 P.2483 相同，且對

照 P.3216 同樣亦缺了〈五會讚〉及首句為「西方世界實為精」的七言讚，

                                                   
30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西域文化研究》第 6 卷（1963 年 3 月），頁 195-222。 
31 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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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照 S.0370 則於前殘的〈西方極樂讚〉之後也都相同。然而，荒見泰史

另指杏雨書屋藏羽田舊藏本羽 412（舊散 540）做對照，指出此卷亦有《阿

彌陀讚文》，卻只有〈西方十五願讚〉和〈十願讚〉。可見這「阿彌陀讚

文」的實際內容其實廣略有別，符合前文提及的取用原則，而若是去異存

同，則在此名目之下，最多可見九段（篇），可惜 P.3216 後缺、S.0370、

Дx.0883 前殘，仍無法證明實際是否有九篇的形制。 

而離開這七段組合的《阿彌陀讚文》之後，S.0370、Дx.0883、山ノ內

文庫藏本與羽 412 同樣都是〈往生極樂讚文〉，這是透過共修者相互勉勵

的讚歌，透過「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前會來學念佛讚，

後會便唱妙音言」……搭成「前會」與「後會」循環對應，聯繫強化念佛、

求生淨土意志的收束之讚，可總結前面所唱的《阿彌陀讚文》。P.2483 則

在〈往生極樂讚文〉之前多了一篇〈太子五更轉〉，但此卷於〈寶鳥（鳴）

讚〉之後又重抄一次，但只抄一章有餘（一更初），可能是抄手誤抄，發

現重覆而罷筆。但 P.2483 於〈往生極樂讚文〉、〈五臺山讚〉（兩篇）、

〈寶鳥讚〉的排列順序，則與 S.0370、山ノ內文庫藏本、羽 412 等卷相同。

而於〈寶鳥（鳴）讚〉之後，P.2483 接〈印沙佛文〉、〈臨曠（壙）文〉、

〈大乘淨土讚〉（法鏡林（臨）空照），可見此卷用途較雜，可施於世俗

「印沙佛會」活動與喪葬場合之用；羽 412 接〈歸去極樂讚〉（西方極樂

坐蓮池）、七言〈西方極樂讚〉（善哉法將功能觀，同 P.2963 五會念佛「廣

本」所收）、五言〈西方極樂讚〉（巍巍彌陀佛，已降生死魔，同 P.2963

五會念佛「廣本」所收）可見其單純運用於念佛法事；山ノ內文庫藏本後

接〈蘭若空讚〉、〈歸極樂去讚〉、〈法花廿八品讚文〉等，則與 Дx.0883

為〈往生極樂讚文〉、〈寶鳥讚〉、〈蘭若空讚〉相同。而〈蘭若空讚〉、

〈歸極樂去讚〉亦可見於 P.2483，但順序在〈西方十五願讚〉（〈阿彌陀

讚文〉首段）之前。這各卷對照之下的差別，一方面顯示隱約可見的行儀

慣例，一方面則是靈活摘選運用的結果。 

（二）闡揚「五會念佛」並「禪淨雙修」的《西方道場法事文》 

若單從叢抄淨土讚歌的內容來看，P.2130 和 B.8345 這兩個寫卷的內容

非常類似，都從〈散花樂讚〉起始，終於摘抄的善導和上〈西方禮讚文〉

（未標示提名，依讚歌辭文判定），除了第二篇讚歌 P.2130 是〈道場莊嚴

讚〉、B.8345 是〈寶鳥讚〉之外，其他的讚歌篇目與順序，幾乎是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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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事實上〈道場莊嚴讚〉、〈寶鳥讚〉都是具有「莊嚴道場」的作用，

在實際應用上當可互相替換。所以，如此雷同的卷子，當有可能搭配相同

的法事活動。而此二卷讚歌內容的最大特色，在於收錄〈河州臥禪師偈〉

和〈達摩禪師偈〉，而且皆有〈校量坐禪念佛讚〉，強調坐禪與念佛都是

如來傳下的法門，在導引修行的意義上，是沒有差別的，只是眾生妄起分

別而已。這個概念當與念佛、坐禪同為求「正定」有關，當然也反應民間

「禪淨雙修」的現象。然而，從整個卷子來看 B.8345 似乎是較為單純，可

惜前端殘破，只能隱約見到敘寫念佛法事執行的方式，類似五會念佛寫布

各讚之前的序文，對照 P.2130 則見相同。不過，P.2130 雖然卷首仍有破

缺之處，但相對而言完整多了，而且有一大段寫法照蒙文殊、普賢二菩薩

開示，並為之摩頂、授記後，於五台縣山寺安居，後為道場主法、作念佛

法事、勸化眾生事。而傳佈此法事為《西方道場法事文》，其後有一段相

當珍貴的文字說明，使「五會念佛」的展現之義，特別是「助業」的讚歌

與「正定之業」的念佛，如何搭配以成「會」的具體方式，有了更清楚的

說明： 

……若欲作道場五會法事時，先誦《阿彌陀經》，眾和了，

即高聲念佛得一千口；續誦〈寶鳥讚〉，和讚了，更續念佛

三千口；已，為一會。若欲五會全具，《阿彌陀經》為兩會，

《十二觀經》為三會，道場欲歇時，應誦〈淨土樂讚〉了，

散。若欲置念佛道場時，當須至誠燒香散花，極令身心清

淨……作道場時，先須作梵；作梵了，啟請；啟請了，即須

發願；發願了，即須誦〈散花樂讚〉；了，即四字念佛三五

十口；即誦《阿彌陀經》；眾和了，即五會念佛；了，即誦

〈散花樂讚〉；即至誠懺悔，佛前殷到，至心發願…… 

可見「散花」的確是整個法事行儀得以啟始的重要關鍵，兩卷都以的

〈散花樂讚〉為首，可藉此搭配行儀帶來供養心、恭敬心。而念佛、誦經

與唱讚的相互搭配，也就成為此類寫卷顯現行儀推動的重要方式。不過，

念佛畢竟還是最重要的「正定之業」。而這段整說明文字的末尾，另有強

調「正作道場時，若有難起魔時，起念法照名，當須至心稱念，當本遺言」、

「念佛了，欲散時剋（刻），數念一百法照名：南無法照和尚」等指引法

事語。這種直接將稱名念佛，轉成稱念祖師名的方式，在具體的法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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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比較少見的，32然而會產生這樣明白的集體誦念，凝聚會眾欲「散」

前的心志，當可顯示非常清楚的集體認同，「法照」已是教團激發信念的

皈依之處，正如荒見泰史所指出的：「揭示了彼時法照信仰極為炙熱的事

實」。33不過，也正因為如此，這段蒙「華嚴二聖」摩頂授記的因緣，就

可以看到教團實際接受義理與認同的情況了，當然這可能與此讚本流傳的

區域（法照活動的主要地區），近於五台山文殊菩薩展現化跡之處有關，

但這個殊勝因緣畢竟不是逢遇「西方三聖」，是否意味著重視現世修行的

概念，已經滲入這個強調念佛求往生的教團中呢？而詠唱現世祖師的教

示，從法照再上推河州臥禪師、達摩禪師的偈讚編入叢抄，或許就可以說

明這個現象，而「禪淨雙修」的具體表徵，也就呈現在這樣的淨土叢抄卷

之中。 

此外，P.2130 後段連接禮懺文的情況，也特別值得注意，對照 B.8345

末尾僅揭示「我知如來有威德」、「揭卻無明被」、「涅槃囓鏃法」等三

段讚歌辭文（如禮讚偈，附有過門引聲「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送

聲「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即題「西方淨土讚文一卷」作結。P.2130

的內容顯然更豐富而綿長了，除於〈善導和尚勸善文〉（禮讚偈）和〈河

州臥禪師偈〉之間，夾有一小段懺悔發願辭： 

……普為帝主人王師僧父母同發善心歸命懺悔 至心懺悔 

弟子某甲等自從無量生死以來，作眾罪轉加因緣，不孝父母

謗三寶，我今懺悔願皆滅除，唯願速見彌陀佛。 

於是，在禪師偈後即接有簡要禮懺文格式的文書，其於「請佛」之後，

引未著名稱七言讚歌（78 句）一篇，始於「安住十方世界中，我今至誠稽

首禮」的禮拜宣告，訖於「所有勝福難思議，迴施眾生速成佛」的祈請發

願，其間透過排比方式，一一列舉阿彌陀佛之各項莊嚴妙相；讚後行「五

悔法」，於「至心發願」之後，再有七言「發願讚」一篇，各章首句之句

首套用「願」字，如「願我生在未來世，生在無量無數劫」；讚後再行「五

悔法」後，又有七言為主的雜言讚歌一篇，起於「願我等永離諸煩惱，速

得圓滿真如了」，訖於「降得諸魔製道，證得金剛不壞身」，仍以排比的

                                                   
32 以目前臺灣佛教的佛前供養誦唱而言，是包含著「南無歷代祖師菩薩」，但未明確指

出祖師大德法號名諱的。 
33 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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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鋪衍阿彌陀佛的各種莊嚴妙相，34讚後再行「五悔法」後，為題

記「佛說觀佛三昧海藏經本行品第八」，各段經文均以「佛如來」一詞起

始，引述佛相之種種殊勝莊嚴，而每段末尾處均以小字寫「三念佛」，此

可能是每誦念完一段，即三念佛號以和之，作為過門引誦下一段經文。使

得此卷在具體運用的意義上，似乎更能結合禮拜、懺悔、發願的過程，達

到身、口、意齊一的目標，強化厭棄娑婆世間，迴心向淨土的「助業」

效果。至於卷尾題記下有「就此靈窟記」一語，可能顯示本卷抄寫之處。

另外，上博 48 也有〈念佛（得見佛）讚〉與〈較量坐禪念佛讚〉連結運

用的情形，但從其前後連結的讚歌來看，應與 P.2130、B.8345 的行儀運用

不同。 

P.2130、 B.8345和上博 48的對照 

（「 」為 P.2130、B.8345 和上博 48 同有；「 」為 P.2130、B.8345 同有）： 

 
P.2130 散花樂讚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道場莊嚴讚 天上人間無比量，極樂莊嚴□□□ 散花樂 
極樂閻浮欣厭讚  釋迦昔日同凡夫，歷劫苦行守真如  
念佛讚  念佛一聲一化佛，皆從口出坐紅蓮  
校量坐禪念佛讚  如來說法元無二，只是眾生心不平  
念佛偈讚  大眾欲作西方業，有罪無罪自應知  
不著讚名  一願眾生普修福，二願一切莫生疑  
西方念佛讚  前歲正初同發願，共理今日道場緣  
淨土樂讚  彌陀住在寶城樓，傾心念念向西方 淨土樂，淨土不思議 
西方禮讚偈文  欲知何處苦偏多，惟有泥犁更莫過  
善導禪師勸善文  欲覓當生處，西方最可歸（五言、

七言皆有）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

陀佛 願共諸眾生往

生安樂國 
河州臥禪師偈  吾有方寸珍，及烏世間人不同   
達摩禪師偈  口傳文字界，思遊妄相禪   
不著讚名 我知如來有威德，坐即談論妙法華  
不著讚名 安住十方世界中，我今至誠稽首禮  
不著讚名 願我當於未來世，生在無量無數劫  
不著讚名 世尊身色如金山，眼如四海照分明  

 

 

                                                   
34 其中「願得智慧如湧泉」至「世世常行菩薩道」句，在現行演唱的「回向偈」讚歌

中還經常運用，但「如湧泉」通常改作「真明了」或「增福報」。現今唱譜，可參看

戴明賢編：《梵唄讚譜》（臺中：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1990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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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345 散華樂讚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寶鳥讚 極樂莊嚴間雜寶，是希奇聞未聞  
極樂閻浮欣厭讚  釋迦昔日同凡夫，歷劫苦行守真如  
念佛讚  念佛一聲一化佛，皆從口出坐紅蓮  
校量修禪念佛讚  如來說法元無二，只是眾生心不平  
不著讚名（歸西方讚）大眾欲作西方業，有罪無罪自應知  
十五願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  
西方念佛讚  前歲正初同發願，共理今日道場緣  
淨土樂讚  彌陀住在寶城樓，傾心念念向西方 淨土樂淨土樂，西方 
  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禮讚偈文  欲知何處苦偏多，惟有泥犁更莫過  
善導禪師勸善文  欲覓當生處，西方最可歸（五言、

七言皆有）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

陀佛 願共諸眾生往

生安樂國 
河州臥禪師偈  吾有方寸珍，及與世間人不同   
達摩禪師偈  口傳文字界，思遊妄想禪  
不著讚名 我支如來有威德，坐即談論妙法華

**揭卻無明被，端坐向心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

陀佛 願共諸眾生往

生安樂國 
上博 48 高聲念佛讚 第一能排除睡障，意令諸子離重昏  

念佛得見佛讚  念佛一聲一化佛，皆從口出坐紅蓮  
較量坐禪念佛讚  如來說法元無二，只是眾生心不平  
十二時 曙色纔能分戶牖，富者高眠睡夢中  
九想觀詩 第一觀，作嬰孩，妄想元從空裏來 第一觀**第二觀 

（三）從「四威儀」本看淨土信仰裡的現世儀範 

從讚歌叢集的內容來看，S.6631、P.4597 也是相當類似的卷子，而它

們類似的地方，在於從闡述「四威儀」的四篇讚歌到〈羅什法師讚〉之間，

篇目與順序幾乎完全相同（只有〈九想觀詩〉位置有別），形成有 13-15

篇的讚歌組（P.4597 多〈受吉祥草偈〉和〈花讚文〉）。值得注意的是，

這組讚歌的匯集，似乎是以現世的修道儀範為核心，除了最顯明的行、住、

坐、臥「四威儀」軌範要求的揭示，還有前賢儀範的讚嘆，依序有〈義淨

三藏讚〉、〈唐三藏讚〉、〈羅什法師讚〉等篇，而這樣的組成方式，除

了這兩個卷子，在 P.2680 包含多篇菩薩本生緣、祖師與前賢因緣記、讚歌、

應用文書、雜抄卷中亦可見到，或許可以說明這組修行（生活）規範的揭

示與儀範人物的讚嘆，具有某種實際運用於道場的普遍性。而選擇讚嘆羅

什、唐三藏、義淨等前賢，恰巧都有遠行取經、譯經或傳法的事蹟，也展

現了不畏艱難，奮力精進的形象特質，這對講究共修精進的淨土道場而言，

當具有積極勉勵的意義。此外，在這讚歌組尚有〈遊五臺讚文〉與〈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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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讚文〉值得注意，前者雖名為「遊五臺」，但內容與「五臺之遊」似乎

沒有關係（不似其他命為「五臺山讚」或「五台山曲子」的歌曲，以示現

五臺山化跡與實景為主），此篇以「遊五臺」與「香花供養佛」為和聲，

交替運用，讚歌本辭則除稱揚「彌陀淨土甚快樂」，並讚嘆太子（佛陀）

六年苦修，以及文殊普賢菩薩「相對問」，而有「八万徒眾競來聽」等事

蹟。後者則是透過兒女與父母的對答，揭引出家將面對的捨離與關照的問

題，藉以考驗捨親恩、歸修行的道心，最終決意出家而「惡趣門閉，天堂

戶開，魔王傍恨而摧心，善神加□而歡躍」。所以，整體來看這個讚歌組，

將明顯見得具有寺院宣示道場規範、凝聚修道之心、期勉精進的意義與作

用。至於讚歌組中的〈受吉祥草偈〉、〈香讚文〉、〈花讚文〉（S.6631

僅見〈香讚文〉）則藉引典故，或取譬作盡除煩惱、諸漏之意，或強調供

養香、花，即「受此名香鑪中燒」與「散花緣心遍十方」之行儀，除了藉

此起恭敬心，有勉勵能確實修道，去除「三障」的用意。似乎更指向這讚

歌組，將具體施用法事活動（或共修念佛），成為推動行儀施展的媒介。

於是，跳出這個以儀範為主體的「讚歌組」，觀察與其聯繫的文書，也就

相當重要。 

首先，較為單純的 S.6631 於此讚歌組之前，首見有〈歸去極樂讚〉與

〈蘭若讚〉兩篇，這個組成與次序，恰好和前文以討論的 P.2483 啟卷之處

相同，只是 P.2483 後接未題名稱的〈西方十五願讚〉，以及五段可整合成

《阿彌陀讚文》的淨土讚歌組，而在 S.6631 則是「四威儀」與前賢典範為

主體的讚歌組，這種抽換讚歌組的狀況，或許可以顯示 S.6631 應是施用於

淨土道場，而其功用是提供行持淨土法門的寺院，作日常規範宣示、期勉

精進修道之用。至於 P.4597 則以〈和菩薩偈文〉起始，後接〈西方樂讚文〉、

〈散華樂讚文〉、〈般舟梵讚文〉、〈香湯贊文〉，然後才是此「四威儀」

與前賢儀範讚歌組，顯然與受戒、勸請、供養行儀的展開，有著密切的

關係。而通過諸篇前賢儀範之後，接〈菩薩十無盡戒〉，並發〈四弘誓願〉

也正是呼應這樣的行儀推展要求。不過，P.4597 是一個抄寫內容豐富多

樣的卷子，〈四弘誓願〉之後尚有眾多文書，包括讚歌、禮懺文、結夏

安居法說明、布薩法事偈文等，而為多事可備用的「百衲叢抄」。其中，

散抄多篇淨土讚歌，欲檢視其所包含者的應用意義，則有援引他卷對照的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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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631和 P.4597的對照 

（「 」為 S.6631 與 P.4597 同有；「 」為 S.6631、P.4597 可與 S.5572 與

P.3892 對應者）： 

 
S.6631 歸極樂去讚 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時戀 皈去來 皈去來 

蘭若讚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蘭若空  
四威儀（行威儀） 行步徐徐牛顧視，高觀下不移神□  
住威儀 住立端然絕思慮，寂寂不慮亦不緣  
坐威儀 坐等須彌不傾動，事諸縱橫心柜生  
臥威儀 高臥清虛住法印，外示乖慵內精進  
臥輪禪師偈 臥輪無使量，能定百思想  
香讚文 昔有仙人名善惠，買得七坐紅蓮花  
遊五臺讚文 國裏何物最為高，須彌山上最為高 遊五臺 香花供養佛 
辭父母讚文一本 夫欲出家，應鮮淨莊束 鋪衍父母與男女問答 
義淨三藏讚 卓哉大士道跡，隨機應物 釋門副教授金髮 
唐三藏讚 嵩山秀氣，河水英靈，捷特瑰傳 釋利濟 
九相觀詩 嬰孩相第一，色醉明神闇  
和菩薩戒文 諸菩薩莫煞生  
羅什法師讚 四果玄記十僻支，呂氏起慢，五涼

運衰 
釋迦髮 

證跡本西 方利化遊，東國毗贊士三千  
維摩五更轉十二時 毗耶長者半千人，俱時寶蓋來相詣 平旦寅**日出卯 

P.4597 和菩薩戒文 諸菩薩莫煞生，煞生必當墮火□  
西方樂讚文 西方樂 香檀林，得生淨土報佛恩  
散華樂讚文  稽首歸依三學滿，天人大聖十方尊 散華樂 滿道場  
般舟梵讚文 般舟三昧樂，大眾固心厭三界 願往生 無量樂 
香湯贊文 阿耨達池忍辱水，雪山童子施湯  
四威儀（行威儀） 行步徐徐牛顧視，高觀下□不移神  
住威儀 住立端然絕思慮，寂寂不慮亦□緣  
坐威儀 坐等須彌不傾動，事諸縱橫心柜生  
臥威儀 高臥清虛住法印，外示乖慵內精進  
臥輪禪師偈 臥輪無使量，能定百思想  
受吉祥草偈 吉祥童子受佛草，佛坐此草成佛道  
香讚文 昔有仙人名善惠，買淨七坐佛蓮花  
花讚文 大蓮花藏大悲光，方蓮華藏普滿樂  
遊五臺讚文 國裏何物最為高，須彌山上最為高 遊五臺 
辭父母出家讚文 願聽我□等出家，堅持齋戒作沙門 鋪衍父母與男女問答 
義淨三藏讚 卓或大士道跡，隨機應物，懷念濟

世含悲 
（釋門副教授金髮） 

羅什法師贊 四果玄記，三十辟交，呂氏起慢，

五涼運衰 
（釋金髮） 

旅跡本西方利化遊詩 方利化遊，東國毗贊士三千  
唐三藏贊 嵩山秀氣，河水英靈 釋利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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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稠禪師解虎贊 禪師道高，德邁將天地而齊恒節 釋僧幽 
菩薩十無盡戒 奉請釋迦牟尼佛為和尚  
發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  
金剛五禮文 清淨真如，無來無去  
五臺山讚文 文殊朴薩五臺山，變化神通在世間  
寅招禮  敬禮遠衛佛，盡空法界無量諸佛  
九想觀詩 初生滿月字嬰孩，內外親羅送喜來 初生想**童子想 
佛母讚  佛盤涅般時，佛母當時聞此語  雙林裏 淚落如雲雨  
出家讚文  捨卻耶孃恩愛，唯有和尚黎   
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 （略）  
辭道場讚  我今頂別諸聖眾，恒沙化佛一時間 道場 同學  
請十方賢聖讚 東方佛無有量，請佛來入道場  
送師讚 人生三五歲，父母送師邊 花林 
勸善文 閻浮流轉蹔時間，何須辛苦求名利  
入布薩堂說偈文 持戒清淨如滿月，身口皎潔無瑕穢  
受水說偈文 八功德水淨諸塵，灌掌去心無染奉  
聲聞布薩文 羅漢聖僧集，凡夫眾和合  
受香湯說偈文 香水熏沐滲諸垢，法身具足五分充  
唱行香說偈文 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  
受籌說偈文 金剛無癡解脫籌，堅持禁戒無缺犯  
清淨妙偈文 清淨如滿月，清淨應布薩  
浴籌說偈文 大德僧聽，眾中誰小者取護  
布薩文 菩薩大士普雲集，凡夫佛子眾和合  
十二光禮  南無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  
法身禮  無色無形相，無相無住處   

 

然而，這種從零散中找對應的工作，並非有限時間得以完成。因此，

先初步選出 S.5572 和 P.3892 兩卷進行對照。首先，若將 P.4597 的「四威

儀」與前賢儀範讚歌組刪去，就和 S.5572 前段〈散花樂讚文〉、〈出家讚文〉、

〈辭道場讚〉的組成類似，35而 P.4597 另收有〈佛母讚〉與《法身禮》，亦

可見於 S.5572，亦可見得兩卷於抄寫文書，是有些實用上的相近考量。只

是 S.5572 收錄更多可見於「五會念佛」與相關法事叢抄卷的淨土讚歌。而

取前殘、後未抄竟的 P.3892，則可見到 P.4597 與 S.5572 皆收的讚歌，幾乎

全部可見，只有〈高聲念佛讚〉於此對照中，僅見 P.3892 與 S.5572 同收。

其實，這是前文提及張先堂檢討廣川堯敏選擇卷子，論斷某篇特定的讚歌

與淨土（特別是五會念佛）是否有關，而產生若干分歧之所在，其中〈九

                                                   
35 S.5572 前段另有〈蘭若讚〉，可見於前文與 P.4597 同有「四威儀」而得以對照的

S.6631，或可由此線索找到其間的關聯性（可置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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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觀詩〉與《無相禮》的創製因緣，乃至於內容與淨土信仰無關，但是，

從實際運用的關聯性（可搭配或置換性）而言，可能就與淨土讚歌有脫離

不了的關係。 

S.5572與 P.3892對照表 

（「 」為 S.6631、P.4597 可與 S.5572 與 P.3892 對應者）： 

 
S.5572 三冬雪（擬） 遠辭簫寺來相謁**如何御被三冬雪 三冬雪 

散華樂讚文  稽首歸依三學滿，天人大聖十方尊 散華樂 滿道場  
出家讚文  舍卻耶孃恩愛，惟有和尚闍梨  舍利佛國難為  
 捨卻親兄弟妹，惟有同學相隨  吾本出家之時  
辭道場讚  我今頂別諸聖眾，恆沙諸佛一時間 道場 同學  
法身禮（偈部份） 無色無形相，無根無住處   
蘭若空  華嚴和尚法先宗，端坐安心越三界 蘭若空  
向山讚 合國眾生皆灑淚，門徒不愚見行蹤  
高聲念佛讚 第一能排除睡障，意令諸子離重昏  
極樂寶地讚 琉璃為地映池青，念念須心至寶城  
歎彌陀觀音勢至讚 凝神淨剎莊巖宮，寶界天花滿翠中  
西方十五願讚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  
四十八願讚 法藏因中弘誓重，釋迦悲願不思議  
善道和上西方讚 觀彼彌陀極樂界，廣大寬平眾寶城  
隨心歎西方讚 彌陀起教在西方，正使傳來赴大唐  
佛母讚文  時，佛母當（中破）此語   

P.3892 出家讚文  捨卻耶孃恩愛**捨卻親兄弟妹  舍利佛國難為  
  五本出家之時  
佛母讚  佛盤般涅時，佛母當時聞此語  雙林裏 淚落如雲雨  
無相禮法身  無色無形相，無根無住處  敬禮無所觀 
高聲念佛讚 第一能排除睡障，意令諸子離重昏  
九想觀詩  初生滿月字嬰孩，內外親羅送喜來 初生想**童子想 

五、結語 

透過本文所呈現的探究結果，可知敦煌彌陀淨土讚歌叢抄卷的構成型

態與應用的原則，在其面對行儀法事、教團凝聚共修意識、產生信仰力量

的考量下，其實是相當靈活的。這也就是說，當一個叢抄卷會收錄某篇讚

歌，這只能看作是這個叢抄卷與某些法事，甚至是宗派、法門信仰關聯的

線索，而不是一個必然的規矩，當然這不意味著讚歌的選錄與聯繫，可以

全然沒有章法，但這章法的形成是要依著行儀的實際需要，或者是備用的

可能需求，還有義理與實際宗教情感的激發，是否有所效用而來的。換句

話說，透過抄寫選錄與聯繫的多種樣貌，其實是可以看到叢抄卷所隱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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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法事行儀與意義作用的。更具體地說，透過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

與「誦經觀行儀」，可以見到眾多讚歌在其中的組成與應用意義，但是，當

這些讚歌被抽出來，收錄在其他的卷子時，可能就扮演著類似（同樣具有

「助業」之意），但是實際應用意義可能有所不同的角色，這是讚歌運用的

靈活性，也是行儀法事之間關係的不必然性。 

此外，經由本文的論述，也可以發現這些依法事需要或日常備用而存

在的淨土叢抄卷，是不能忽略其中有許多超出闡述淨土義理、勸說念佛往

生概念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說除非是短抄獲殘卷，不然是無法見到其中對

於淨土義理闡揚的絕對「純度」。甚至包括《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都

會收錄與淨土信仰，其實沒有必然絕對關係的部分闡述諸經讚歌，例如〈維

摩讚〉、〈涅槃讚〉、〈六根讚（前段）〉等，但可透過這些讚歌強化對於佛教

義理的基礎信仰觀念。更何況其他叢抄卷，滲入其他宗派、法事的成分也

就更多了，例如總題為《阿彌陀讚文》的淨土讚歌組與〈五臺山讚〉、〈太

子五更轉〉聯抄；闡揚「五會念佛」並「禪淨雙修」的《西方道場法事文》；

容納現世儀範的「四威儀本」叢抄卷，乃至於其與其他各類別讚歌、詩偈、

禮懺文、布薩文、應用文書聯抄的狀況，當然不能武斷地認為其間必有應

用上的聯繫性（畢竟還是有許多雜抄以備用的因素），但是作為選用的可能

聯繫性而言，卻是不能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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