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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談南朝懺法中的家國關懷∗

 

紀志昌∗∗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禮懺思想的流行，是中國中古佛教發展的一大特色，當時禮懺多與帝王、士大夫所

供施的信仰活動相結合，並依附著某種社會救濟之目的，可視為佛法從知識貴族廣布於

庶民的介遞。 

本文以家國關懷的角度，觀察禮懺在中古流行的文化語境，包括其間之宗教心理意

向（如捨身、贖罪），是否亦與當時禮懺的精神與目的相符應？方法上以比對懺文與所

源出之經典為主。研究中發現，是類書寫多藉由體覺苦難而流露出惻憫的心境，最典型

者莫過於作為齋主的王者，藉由祈願之淨化與療癒，導引出「以家刑國」的政治承擔與

負荷眾生的「在予之意」，並透過懺法的實踐，共感於「身─家─國」場域。懺文中家

國意識等語境的撰構，正是菩薩行「儒、佛雙兼」特色的說明。 

關鍵詞：南朝，禮懺，懺文，菩薩行，儒佛交涉，家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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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論：問題的緣起 

《高僧傳．唱導．宋靈味寺釋曇宗》： 

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

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

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寧

得獨異？」帝大悅。1 

此事發生在曇宗為劉宋孝武帝（劉駿，430-464）行禮懺的場合，因僧師為帝懺

悔，引致孝武帝的疑惑，遂有「萬姓有罪，在予一人」思想的引出。本條提供了幾

個面向的思考：從場合來看，這當是一場禮懺的記錄，此從所行「菩薩五法禮」而

知；「五法禮」，即是「五悔」，包括「懺悔」、「勸請」、「隨喜」、「迴

向」、「發願」，乃當時禮懺儀中的重要形式。從角色來看，僧師在禮懺儀中所擔

當的唱導角色，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即是「代懺」，當時的孝武帝自然是檀施的「齋

主」（功德主），乃法師唱導所引領的主要代表對象。既然如此，為何引出「萬姓

有罪，在予一人」的思想？此適緣於齋主又是一國的統治者，在其發起下的禮懺某

種程度自有國家儀典的性格，故可以想見僧師之代懺，實亦包括國境中之群黎眾

庶，或為祈福、或為消災解厄，充分符應「五法禮」中「迴向」、「發願」的目

的。君王既為萬姓之主，自亦總擔眾責，這或許是曇宗引此一語為孝武帝釋疑的理

由，妙的是曇宗不用深奧的佛理講，而是援引一眾所周知的典事傳統，姑且先舉

《呂氏春秋．順民》為例：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

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

                                                 

1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3，〈唱導．

宋靈味寺釋曇宗〉，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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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2 

湯之禱於桑林，「以身為犧牲」，用此祈福於上帝，遂解久旱之災，總歸這是一種

由統治者出面，藉由他的自省而為萬民概括承擔以贖罪的解災模式，如此典範，正

是曇宗援引以「格義」當時禮懺精神的語脈所自，唯如此「格義」，是否亦反映出

當時禮懺所涵具某種面向的性質與目的？可以確定的是個中所攸關之家國意識，儼

然已是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宗教心理意向，而這裡面所涉及「罪」與「災」、

「捨身」與「悔過」（贖罪、挽回）等相關觀念之內涵與思理又為何？  

在問題正式展開前，要先確定一下問題討論的範圍。中古禮懺依性質可分例行

性與為因應特殊目的所舉辦者，3 例行性者多可視為日常修行環節的一部分，如慧

遠之弟慧持晚年，除了講說，還行「齋懺」，老而愈篤；4 竺慧達則「精勤福業，

唯以禮懺為先。」5 釋僧遠年十六即「蔬食懺誦，曉夜不輟」、6 釋法通「晦跡鍾

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禪懺精苦」、7 釋普明「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8 釋

弘明「精勤禮懺，六時不輟」、9 釋道嵩「守靖閑房，懺誦無輟」、10 釋僧侯「年

十八便蔬食禮懺」、11 釋慧彌「六時禮懺，必為眾先」、12 釋僧遵「又篤厲門

人，常懺悔為業」、13 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14……等，這些南朝高僧所行的禮

懺，無不都與誦經、禮佛、坐禪、六時行道、過午不食（齋）、長期蔬食等行持配

合，故有「懺誦」、「禪懺」、「齋懺」等形容，儼然已以懺悔為業，某些更是長

期如一的修行常例，這時禮懺的意義，不見得是天天違戒須懺悔，而可視為行道的

                                                 

2 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卷 9，〈季秋紀．順

民〉，頁 479。 
3 船山徹，〈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受容過程──劉宋．南齊を中心に〉，《東方学報》，67

（京都：1995），頁 53。唯該文仍未就此予以舉例細分，拙稿於此則補述之。 
4 「講說齋懺，老而愈篤。」釋慧皎，《高僧傳》，卷 6，〈義解三．晉蜀龍淵寺釋慧持〉，頁

231。 
5 同前引，卷 13，〈興福．晉并州竺慧達〉，頁 477。 
6 同前引，卷 8，〈義解五．齊上定林寺釋僧遠〉，頁 317。 
7 同前引，〈義解五．齊上定林寺釋法通〉，頁 340。 
8 同前引，卷 12，〈誦經．宋臨渭釋普明〉，頁 464。 
9 同前引，〈誦經．齊永興柏林寺釋弘明〉，頁 468。 
10 同前引，〈誦經．齊上定林寺釋道嵩〉，頁 471。 
11 同前引，〈誦經．齊京師後岡釋僧侯〉，頁 472。 
12 同前引，〈誦經．梁富陽齊堅寺釋慧彌〉，頁 474。 
13 同前引，〈亡身．宋高昌釋法進〉，頁 447-448。 
14 同前引，卷 13，〈興福．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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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便，其性質在總懺諸業，輔助修行，已有較廣義而普泛的一面。本文所列舉的

禮懺儀，卻是因應某種特殊的時機或目的，特別是依某種經典或法門而起，由帝王

或官方發起佈施而為齋主，而由僧人引導，僧眾合同舉行者。目前大部分的文獻，

多為《廣弘明集》中所錄之懺文資料，諸如梁武帝（蕭衍，464-594）的〈摩訶般

若懺文〉、〈金剛般若懺文〉、陳宣帝（陳頊，530-582）〈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文帝（陳蒨，522-566）之〈妙法蓮華經懺文〉、〈金光明經懺文〉、〈大通方

廣經懺文〉、〈虛空藏菩薩懺文〉、〈方等陀羅尼齋懺文〉、〈藥師齋懺文〉、

〈娑羅齋懺文〉等，這些懺文的共通點，乃禮懺之疏文。從名稱上看來，這些懺禮

大多依經而制，乃行者從中擇抄出懺法，以為實踐、禮拜之根據，如在此之前的蕭

子良 (460-494) 已有〈抄普賢觀懺悔法〉，15 原理亦同；而其總鈔諸經所成之通

論者，則有如《淨住子淨行法門》。總之，當時以經典崇拜作為懺法取向的原則是

很明顯的，即經由受持、禮拜、誦讀乃至實踐經典之意來作為行懺的依緣或法門之

方便。而《廣弘明集》中所錄之懺文，書寫者對於該懺法所據之經典意涵，當都有

某種程度的瞭解。 

從形式來看，這些依經而制的懺文大多有其格套，其整體結構，依所述脈理可

大致析為幾個部分：首先稽首禮佛，其次再敘制懺因緣，這裡面相當多的成分是與

所禮經典相關之說理，或奉持該經之由，而後則多為齋主以「弟子」身分舒誠布

臆；再回到當下時空場景以敬禮三寶，關於這個部分，幾乎所有懺文都以「今謹於

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某某懺」或「見前大眾，至心敬禮……」來表述，所敬禮三

寶的內容除了釋迦如來之外，多半會隨所禮經典而有不同。如「摩訶般若懺」多禮

須菩提，「妙法蓮華經懺」則禮普賢菩薩等。最後則是發願、稽首敬禮作終。從懺

文整體來看，某種程度它自然反映了當時禮懺進行的一些情況，只是究非儀軌記錄

（當然某些篇章仍透露了一些與儀軌有關的蛛絲馬跡），其功能可能只是禮儀中誦

念之疏文而已。也許有些人認為這些懺文格套語或修辭性的場面話居多，但仔細看

來，雖然文章形式格局之起承轉合是「格套式的」，但內容則篇篇不同，毫無重

覆，即或是修辭性的場面話，亦扣緊該場懺禮所依經典之主題內涵或法門訴求，仍

不失有其深度與厚度，從中亦可發抉齋主隱含在這些排場文字下的深層涵意或心理

意向。只能說當時之懺文與其中之發願，受了六朝駢文之時代寫作風氣的影響，難

免未脫用典穠密之華麗舖排，然而在這些文字形式中，所反映的經典理解、宗教理

                                                 

15 釋僧佑撰，蘇晉仁、蕭練子點校，《出三藏記集》（北京：中華書局，1995），卷 5，〈新集抄經

錄〉，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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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乃至信仰實踐之思維與精神仍是值得探究的。16 本研究即以此為主體，配合相

關文史資料來對六朝時期禮懺的家國關懷作出探討。 

二、從禮懺的「共感」性原理談起 

(一)「六根懺悔」的由自通他 

曇宗為孝武帝在齋會中行「五法禮」，當是史上明言「五悔」實際應用於禮懺

儀中的最早記錄，這當中有懺悔之名者，雖僅有一（懺悔），然其餘四法（隨喜、

勸請、迴向、發願），就通為悔罪滅惡之終極目的而論，其實歸趨一致，故亦名悔

法。「五悔」所著重的是基於個人懺悔功德所延伸而出「自他與共」的整體觀照，

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相同的是，這都是基於己身的懺省，經由個人的擔當，

從而將滅罪之清淨功德與祈願迴向予他者。換句話說，「五悔法」所反映的是「共

感」的觀念，因「業」之造作，實際上所涉及到的是「場域」的影響，此包括三世

中自作、教他作，乃至人我之共業。故懺罪，並非僅是個人罪業之滌除；發露己

犯，雖是基本的要求，然而此中固已包括倫理、社會情境的通體檢省。尤其人君之

業，所涉至廣，朝堂之局可以牽涉群黎眾生，攸關天下，自更須慎理修、齊之道，

由「身」而至「家」至「國」。只不過孝武帝尚未有此自覺，須由僧師代為唱導作

懺，唯隨著佛理傳播日廣，這種心理意向乃愈趨明顯，《續高僧傳．興福．論》： 

六根大懺，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默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寶而充儓僕，

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欝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

                                                 

16 目前學界相關研究尚未有由此角度來作觀察者，大多較著重於中國的禮懺所依經典之傳譯與成立

的過程，從中指出禮懺的性質或與相關法門成立的關係等，具代表性者如鹽入良道，〈中國佛教

儀禮における懺悔の受容過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1.2（東京：1963），頁 353-358。另

釋大睿對早期懺罪思想的成立、背景與理論根據亦有所論，說參釋大睿，〈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

想之形成與發展〉，《中華佛學研究》，2（臺北：1998），頁 313-337。與本題直接相關者另參

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第 1 冊（京都：法藏館，1981），〈中國佛教に於ける國家意

識〉，頁 326-381。諸文雖或已點到南朝修懺在除災、治病、護國、招福、滿足現世要求等功能，

但尚未真正切入懺文對所出經典之詮釋觀點的比對考察。另如汪娟亦曾以為這一類的懺文「多為

一些零星的、片斷的文字，不易窺知儀式進行的整體過程，也不容易形成一個系統，進一步研究

則有待來日。」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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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17 

梁武帝曾制〈六根大懺〉，從道宣所述看來，這成為他日後捨身（捨大寶而充儓

僕）的因緣。其懺文今已不存，唯據道宣引述，亦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

語，足見其以皇帝菩薩負荷眾生之意。個中原理不難明白，即認為個人六根所造，

不僅是一己之業，一旦關涉外境，亦能「情塵濫染」，牽動至廣。故懺六根業，在

情境的檢省上自是由「自」通「他」，人、己通同共感的，此即反映出佛教對

「業」的一種整體性、流動性的觀點。 

早在梁武帝之前，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發願莊嚴門》中即已明謂： 

原眾惡所趣，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號為根

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

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

心，不令動亂，微塵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18 

梁武帝年輕時為蕭子良西邸「竟陵八友」之一，他後來之所以奉佛，大概是深受其

影響。蕭子良之《淨住子》，為佛教史上極早的懺法作品，本書之撰作，乃從諸經

中鈔撮與懺悔法門相關之義理，分門編次以集成，〈發願莊嚴門〉屬該書三十一門

中之最後一門，為「五悔」中之「發願」門。觀察本門內容，雖名為「發願」，卻

是以「六根懺悔」為核心，尤其是從自他與共的格局下為眾生之清淨六根發願，這

種省思與觀照著實是很特別的，個人認為梁武帝〈六根大懺〉或與此有關。在《淨

住子》這段引文中，如其強調意地為「自害害他」之眾惡所趣，為根本三毒，尤其

特別提及「三三九種」之說，言身、口、意是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他作、隨喜

作，是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則為三感業之所（業報之型態），蕭子良統

說此為「九位」。19 一言以蔽之，乃善、惡之業萌生與流動的過程，尤其面對三

                                                 

17 道宣，《續高僧傳》，《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後簡稱《大正

藏》），卷 29，〈興福．論〉，頁 699c。下文引用之《大正藏》皆為此版本，為避繁冗，後文不

另標示。 
18 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以下簡稱《淨注子》），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大正藏》

第 52冊，卷 27，〈發願莊嚴門〉，頁 321a。 
19 「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前，發露諸黑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起。今身若先

身，是罪盡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三三種者，身、

口、意生惡現報、生報、後報；自作、教他作、隨喜作。從三種煩惱，起三種煩惱。謂欲界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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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毒，若一不留心，即可能在生滅變化流轉的三界繫縛中引生更多各等的煩惱，

無窮無盡。 

所以懺悔必須要有深觀之智慧，不止「今身」，更要體察「先身」之前世諸

業，並於十方諸佛前發露悔罪，以避免業業相因而引生入三惡道的果報。因此行者

並非只關注於現世當下，更應就此勘破、洞悉在「業的流動」中由前身所累至的諸

多煩惱與三世因果。若將「三三合九種」等業的流動加進體察的範疇，毋寧構成一

種在前世今生座標下立體的身心觀照。從而個體與個體之間，其行為造作在互為因

果的交感牽引下，則成為「業」的「共感性」，而這種接觸交感非僅止於單線之來

往雙方，隨著關係脈絡愈複雜，個體業力習氣在種子現行的交感、聚散、互動之

間，則可能同時有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因素，故歷史、家國之事有「共業」，「身」

之所行在家庭、社會的各種網絡活動中，亦可相互感召、牽引。所以六根懺省的重

要，就是把這種「業」的「共感性」放在「流動性」的立體場域中考量，如是深觀

方為究竟。在此前提下所發之願，自亦不會僅止於己身，《淨住子．發願莊嚴

門》： 

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眾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

婬邪艶惑人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願一切眾生，

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苦楚聲，……願一切眾生，身常不覺邪婬細

滑生欲樂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蚊虻、蚤虱、飢渴、困苦等

觸。……願意常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為看病

者，為諸眾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20 

此處即是以「願一切眾生」作為懺、願的基本形式，所懺除者，滌除六根之染，如

「眼常不看……」、「耳常不聞……」者是；所願者，乃淨化後之六根，如「願

見……」、「願聞……」者是，六根在懺除淨化後，既符合修道的情境，亦能對治

諸多眾生身、心之疾，頗有以療癒為喻之取向，故終以「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

為看病者」、「為諸眾生治生死患」作結。相傳為梁武帝時所制的《慈悲道場懺

                                                 

色界繫、無色界繫。若助貪欲煩惱，若助瞋恚煩惱，若助愚癡煩惱。若上煩惱，若中煩惱，若下

煩惱。」聖者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第 26 冊，卷 5，〈除業

品〉，頁 45a-45b。 
20 蕭子良，《淨住子》，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7，〈發願莊嚴門〉，頁 321a-3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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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有類似的六根發願法門，其思維模式一如《淨住子》，21 由此或可推知

當初「六根大懺」的主要內容與形式。若再追溯相關儀軌與內涵的佛典根據，則可

再推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此部以普賢菩薩為行者說懺六根法的經典，普為時

人信受，亦多成為當時懺法制定所據，如前面提到的蕭子良〈抄普賢觀懺悔法〉即

是。本經中之相關論點，茲不具引，此處僅特提點其中一處觀念： 

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生處。22 

「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之說，即指出六根之業萌發、感召與滲透之無所

不及的影響，反映了當時懺悔思想對「業」作為群、己相與之共感性與流動性特質

的看重，同時也說出當時禮懺儀功能相應於此而有的拓展與轉變，儼然已從齋主單

純的個人懺悔，到同時亦為眾生代懺格局的發展方向。 

(二)菩薩行之解怨釋結、自懺懺他 

如前所述，梁武帝的「六根大懺」，文雖不存，但很可能本於蕭子良之《淨住

子．六根發願門》，而今傳《慈悲道場懺法》之發願模式復與之近似，僅觀察通本

《慈悲道場懺法》，即可發現個中的思維特色，在歸依、斷疑、懺悔的前提下，進

一步強調發菩提心、發願與發迴向心： 

（某甲）等不為自身求無上菩提，為救濟一切眾生，取無上菩提，從今

已去，至于成佛，誓當荷負無量無邊一切眾生，起大慈悲，盡未來際。

眾生若有三途重罪，六趣厄難，（某甲）等誓不避眾苦，以身救護，令

此眾生得安隱地，唯憑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23  

發菩提心乃基於不捨眾生，故以「相與至心」之「等一痛切」來同感其苦，這成為

                                                 

21 關於《慈悲道場懺法》的成書，鹽入良道曾考察其中引文，認為該懺法所引用的經典以及佛名等

構成資料，幾乎都是梁武帝時代或者其滅後五十年以內的資料，可以確信的是今本乃經過歷代增

廣而成，梁武帝時的原貌已不可考。參鹽入良道，〈慈悲道場懺法の成立〉，收入吉岡義豊博士

還暦記念論集刊行会編，《吉岡博士還暦記念道教研究論集：道教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國書

刊行會，1977），頁 511-513。 
22 曇無蜜多譯，《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大正藏》第 9冊，頁 392c。 
23 諸大法師集撰，《慈悲道場懺法》，《大正藏》第 45冊，卷 2，〈發菩提心〉，頁 9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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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串在通本懺法中的重要語例。在此基礎下，本懺法中又特重「解怨釋結」，即不

僅個人，乃至眾生於前世今生於各等倫理關係（父母六親、一切眷屬、師長）中之

三業所結，皆須懺除，這種發願顯然是出於菩薩行的高度： 

我等相與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菩薩摩訶薩，救苦為資糧，解怨為要

行，不捨眾生為本，我等今日亦復如是，起勇猛心、起慈悲心、等如來

心，承諸佛力，……普為四生、六道、三世、眾怨父母、師長、六親眷

屬，解怨釋結。24 

經由個人之懺悔，藉助諸佛菩薩之賢聖力，解除各等關係中的怨懟，以免除進一步

遭受怨怨相因之回報，進而和合眾生。這同樣是強調從「業」的「共感性」原理來

作徹底懺除，尤其多以親緣倫理關係為省察範圍，此中的世教取向無疑相當濃厚，

而梁武帝無疑是當時這種思想的重要宣揚者之一。25 

不惟梁武帝，陳文帝也常以菩薩行自勉，〈大通方廣懺文〉： 

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

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仄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菩薩行

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塵；

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26 

正如同前面所敘的情況，齋主雖有君王之尊，卻願發慈心，受持「菩薩行」，並修

「平等之業」。「萬邦有罪，責自一人」正是本懺文的核心，說出陳文帝體知百姓

疾苦的慈悲、仁民愛物之情，本懺法正是其擔荷眾生之業的具體實踐。職是，他願

藉由己身之勤勉精進，透過此一禮懺，使普天率土脫離怖畏，改變四生無所歸依的

                                                 

24 同前引，卷 5，〈解怨釋結〉，頁 942b。 
25 據可信為梁武帝的作品〈斷酒肉文〉中，其實也曾謂：「從無始以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

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眾生，或

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

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

還成至怨。」蕭衍，〈斷酒肉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6，頁 297a-297b。此乃謂食肉

者「永與宿親長為怨對」、「是一切眾生怨家」，進而成為在行者修持時「處處來作留難」的

「事中障難」。 
26 陳蒨，〈大通方廣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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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果說得細一點的話，文脈中「責自一人」若作為為眾生擔罪的法門，也包

括為眾生懺罪，因本懺法所本之《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即有是法門： 

我等今者為諸眾生及自己身，十方佛前今者懺悔。……自能觀身不善惡

業，生大怖畏，發露諸惡，復為眾生懺悔眾罪，以是名汝是真大士。自

離眾惡，復令眾生遠離眾惡，是故名汝是真大士。27 

本經中提及善見王子不但自己能在十方三世佛前發露懺悔，從而亦能「為眾生懺悔

眾罪」，此乃「真大士」，毋寧成了懺悔的仲介者。若說《慈悲道場懺法》中的

「解怨釋結」，仍是個人自懺，在此基礎上，可「願以佛力」令「四生六道一切眾

怨同到道場」、「各各懺謝」，28 其功能著重於容恕、消釋彼此怨結，唯解罪仍

須自解，但《大通方廣經》進而可以「懺他」。二者同樣都是一種依靠佛、菩薩之

賢聖力、凝聚「同業大眾」之眾力以滅罪的型態，充分反映當時大乘菩薩道懺悔文

化的特色，而君王作為齋主適於此際擔任關鍵的角色，乃世間倫理的最上綱，正是

「責自一人」之形式意義所在。 

「業」既有共感性，懺業之功德似亦可藉由迴向他者而同盡，這正是大乘菩薩

道懺悔法門的殊勝之處。而從悔過以擔罪的由「自」通「他」型態，導出「自懺懺

他」的向度，顯然並非源自《大通方廣經》的特有觀念。本經雖被列為疑偽經典，29 

然菩薩道代他者懺的思想，早已見於當時諸漢譯佛典中，如北涼曇無讖 (385-433) 

譯《大方等大集經》： 

菩薩摩訶薩修集助道功德、智慧亦不可盡，云何修集功德無盡？若布施

持戒心所修集，發行慈悲，自所有罪發露懺悔，亦代眾生發露懺悔。30 

在功德、智慧修集下而有的懺悔，既能自懺，亦能懺他；即菩薩的懺罪，有著悲智

雙運的照察，能視人如我，自利利他，從而體踐出慈悲眾生、負荷眾生的行願，

                                                 

27 不著撰人，《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以下簡稱《大通方廣經》），《大正藏》第 85

冊，卷下，頁 1351a-1351b。 
28 諸大法師集撰，《慈悲道場懺法》，卷 6，〈解怨釋結〉，頁 946b。 
29 關於該經的成書、教義與流布，詳參周伯戡，〈中世紀中國在家菩薩之懺法〉，《臺大佛學研

究》，18（臺北：2009），頁 1-32。 
30 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第 13 冊，卷 30，〈無盡意菩薩品第十二之四〉，頁

2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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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身」的精神亦即由此發出，如《大方廣佛華嚴經》：  

菩薩摩訶薩見送獄囚趣於死地，五種繫縛，憂惱切心，命在須臾。……

菩薩摩訶薩見如是已，自捨身命救彼苦難，……我當捨身以代彼命。設

使苦痛過彼無量。悉當代受令其解脫。31 

菩薩為令眾生解脫，釋去其惡業障縛，故有代眾生於諸惡道受惱的悲願，唯一切行

持乃是在「一切智」中行於方便，在悲智雙運下，而益為精勤，無有退轉，終發為

「捨身」之行，此儼然已是「自懺懺他」精神的進一步發展。 

三、禮懺與君王之「捨身」 

論述至此，「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儒家傳統是仁心之所顯，在佛教則正符

合菩薩行的精神，作為六朝禮懺的核心，此語脈實有儒、佛二域雙兼的意涵。承前

節所述，大乘佛教之菩薩能為眾生擔罪，而在中國則亦有統治者下詔「罪己」的傳

統，《尚書．湯誥》：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

赦，……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32 

此乃商湯於克夏後，告誡諸侯之辭。先以夏亡為鑒，勉其勿縱逸享樂，應當各自守

法，善待百姓，並以福善禍淫的天道警示之。又《尚書．秦誓》則記秦穆公伐鄭失

敗後的悔過之辭：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

                                                 

31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9 冊，卷 17，〈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第二十

一之四〉，頁 507c。 
32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本），卷 8，〈湯誥〉，頁 112下-1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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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33 

大意在為自己昔日施政的隨心所欲感到深悔，他體認到邦之安危，繫於一己之身，

故更應謹慎謙卑；只是人性的弱點在於責人易、從諫難，若不從善如流，好賢容

善，如何離患遠過？而偏聽妒才亦不能保民。類此自省，均可從個人外在行事深入

到內在道德的反省。自此以降，只要天災或人禍發生，往往促使帝王下詔罪己。34 

這當中所反映的傳統天命思想至漢時復結合了災異說，加重了人君在政治承擔上的

責任。故「罪己」乃君王面對天命的回應，此種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思想，與菩薩

行相較，雖有經譴告而戒惕自省與主動誓願的不同，在形上根源上亦有氣化論與業

感論之異，但兩相交涉互詮之下，即成為目前我們所看到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向天

（諸佛）上疏自陳，復以象徵性的「捨身」（布施、捨位）來贖罪挽回。 

就此觀察，「在予之言」作為儒、佛的交集，正在統治者權力、責任與菩薩戒

行的結合，即「皇帝菩薩」身分一事所象徵者。在此前提下，政治承擔自然不再只

是檯面上的下詔罪己，更是以自己能力（願力）所及來誓度眾生、力挽邦國危難。

職是，儒家之「在予之意」同時被賦予了菩薩行的意涵；佛教之「捨身」，則亦從

實質性的捨身，轉而為象徵性的「捨身」（布施、捨位），並經「在予」之意的結

合強化其悔過、贖罪成分，而成為「合同偏取」於二家傳統的一種型態。本節，我

們即將從南朝帝王的「捨身」來看此一型態被佛法開決的意義。 

所謂「合同偏取」，乃各取二家部分之義，如就佛教而言，「捨身」的意義與

目的是多義的；35 就儒家而言，「罪己」也不一定造成「捨位」的結果，但在二

家交涉互詮之下，皇帝菩薩的「捨身」（捨位），即有可能在佛家「捨身」原意的

                                                 

33 同前引，卷 20，〈秦誓〉，頁 314下-315下。 
34 黃仁宇先生曾據二十五史統計，中國史上共有約 260 份「罪己詔」，《漢書》中記載即多達 33

次，其中宣帝 8 次，元帝 13 次，成帝 12 次。又史上「罪己詔」中，災異類最多，占 40.1%，其

他多是自謙性的。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北：時報文化，1989），頁 63，「從霍

光到王莽」段。 
35 名畑應順曾論及中國中世紀捨身的方法，大體來說有 (1) 焚軀（全身或肢體的焚燒）、(2) 施身

（將身體的全部或部分施與人畜蟲魚）、(3) 降損（貶損身分，抑損生活以表懺悔）、(4) 投身

（從高樹懸崖之上投入身體）、(5) 斷割（以刀刃切斷身體）、(6) 絕食、(7) 絞縊、(8) 入水等等

八種。就其應用的數量而言，最多的乃是焚軀，然後是施身與降損，投身與斷割的數量相當，最

後三種的例子鮮少，其中梁武帝之施身屬「降損」，即把身分下降，抑損生活享受而表示懺悔。

文參名畑應順，〈支那中世に於ける捨身にいて〉，《大谷学報》，12.2（京都：1931），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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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之下，與儒家藉「罪己」以擔罪的傳統結合而轉化，如梁武帝因行「六根大

懺」進而「捨大寶而充儓僕」，其後陳武帝（陳霸先，503-559）、陳文帝亦相繼

禮懺以捨身，皆很可能是這樣的一種型態。從另一方面來說，如《華嚴經》中實質

的「自捨身命」乃皇帝菩薩的「捨身」所不取者，這一點反較接近前引商湯面對大

旱的政治承擔，應之以「翦其髮，其手」，皆屬象徵性的作法，只是一者是剪除

了頭髮與指甲，一者則捨棄了大寶之位，此即已徹上徹下，在「捨位」的同時，其

實已象徵性地將「身」與「家」一併包含進來了。關於這一點，船山徹曾以梁武帝

捨身為例，認為梁武帝「捨位」之「捨身」，其中根源之一乃南齊時期皇族以物品

布施作為「象徵性捨身」的型態。36 筆者則認為，此處應當復將儒家政治承擔的

傳統納入考量，且這種「捨位」，或許亦反映了某種傳統以君王「身─家─國」為

一體的觀念，從而將其中所隱含的某種擔罪、挽回、彌縫之意，轉為布施與「五

悔」中的「發願」、「迴向」以代懺。 

歷來對南朝君主的「捨身」，於其精神與內在思想之討論皆有限，大多就捨身

形式與外在動機切入。37 就外在動機而論，如梁武帝在其四次捨身中，或與星象

災變所顯示的家、國變局等因素有關，38《隋書．天文志》： 

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明年

三月，改元，大赦。大通元年八月甲申，月掩填星。閏月癸酉，又掩

之。占曰：「有大喪，天下無主，國易政。」其後中大通元年九月癸

巳，上又幸同泰寺捨身，王公以一億萬錢奉贖。十月己酉還宮，大赦，

改元。中大通三年，太子薨，皆天下無主、易政及大喪之應。39 

此處提及普通七年 (526) 正月與大通元年 (527) 八月所發生的星變之事，此二次

                                                 

36 船山徹，〈捨身の思想──六朝佛教史の一斷面〉，《東方学報》，74（京都：2002），頁 318-

319。 
37 目前以此為專題較為完整的探討要屬船山徹，其總分「捨身」有四義：(1) 原義的捨身（主要是出

家者）、(2) 象徵性的捨身（主要是在家者）、(3) 與「死」同義的捨身、(4) 作為瞑想法的捨

身。在完整而細密的型態區分之同時，較復能顧及捨身的思想內涵與根源。如其以梁武帝捨身為

例，認為其捨身除了前文所謂南齊佛教「敬捨軀服」布施的意義之外，更結合當時已有的統治者

模範（如《阿育王經》中所記載），從而與菩薩戒思想的實踐結合所成的綜合影響。同前引，頁

350-351、311-318。 
38 關於四次捨身的歷史考察，可參顏尚文，《梁武帝》（臺北：東大圖書，1999），頁 264-270。 
39 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1，〈天文志下〉，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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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皆預示了國有大喪，或致使梁武帝分別於大通元年三月與中大通元年 (529) 

九月，間隔未久即接連兩次捨身。史書在表述上遂將其與星變異象合論，似明陳其

動機。尤其第二次捨身後兩年（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 (501-531) 逝世，更坐實

了「天下無主，易政及大喪之應」之論，益可合理地逆推梁武捨身動機中可能涵蓋

了某種家、國之虞，如顏尚文謂： 

梁武帝的捨身行為是一種佈施僧眾、供養三寶，講經弘法的舉動，而捨

身的方法則採取降損自己皇帝身分的辦法。梁武的捨身方式，是一種佈

施齋戒修行，祈求功德的南朝貴族捨身之模式，捨身布施可以祈求國家

安寧，皇祚長遠，含有鎮護國家的功能。40 

此中已明言其「鎮護國家」之目的。至於就性質與方式而論，乃在於「降損」、布

施以供養三寶，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捨身形式背後的「精神」層面，《南史．梁本

紀》： 

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

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41 

《資治通鑑》： 

以某月某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並王所境土，供養三

寶。42 

所謂「清淨大捨」，即包括外在身家、財產之一切皆行施捨，梁武帝「釋御服，披

法衣」即有抑損生活享受之意，甚至連同「王所境土」亦一併供養三寶，君王為

此，毋寧已在行為與精神上將身、家、國皆予奉獻。當然此中更重要的是所不見的

心理狀態，即內裡貪、瞋、癡「三不善根」之滌除與「六根」之淨化，乃至我執、

法執亦皆淨捨，甚至主體已無執於能施與所施，方可言「清淨」。這樣說來，僅以

                                                 

40 顏尚文，《梁武帝》，頁 276。 
41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7，〈梁本紀中〉，頁 206。 
42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159，〈梁紀．武帝中大

同元年〉，頁 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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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之「降損」或普通意義的法、財之布施，仍似不足以窮其究竟，關鍵乃在於尚

需體「空」心境的配合，如江總 (519-594) 的〈群臣請陳武帝懺文〉： 

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茲

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

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張玉机，福德所感，威惠所

及，莫不蕭然大捨，供養三尊。43 

本篇懺文，是以江總為代表，為贖陳武帝大捨而撰。44 明言提及捨身的本質，正

是體「空」、「無我」之充分實踐，而所捨者除了己身──「頭目腦髓」外，更包

括家、國──「妻子國城」；此中有物質之「鑾輅龍章」、「珍車象馬」，更有象

徵性的「石壁山河」，甚至皇帝自身之信行所能夠影響者──「福德所感，威惠所

及」，皆一併「蕭然大捨」，以供養三寶，此亦同「清淨大捨」之意，皆說出時人

對於「捨身」一事，在觀念與認知上，已非形式意義上單純的位格「降損」或普通

之布施可以完全解釋。或者可以這麼說，既然連「國」都可捨，當然也將「家」與

「身」等都象徵性地一併包含在內了。 

故綜合內、外，捨身之行持實有更深層而多維度的宗教意涵，可惜我們看不到

梁武帝在捨身一事上的自陳，此事直到江總的懺文才見端倪，而其後陳文帝的捨

身，同樣也保留了相關文字，可援以互證，〈無礙會捨身懺文（陳文帝為皇太后大

捨寶位）〉： 

竊觀雅誥奧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經令典，聖人揚罪己之說。故亡身

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

處，應訃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45 

據史書所記，這當是天嘉四年 (563) 之事。46 此印證了道宣對梁武捨身精神的詮

                                                 

43 江總，〈群臣請陳武帝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2a。 
44 關於陳武帝之奉佛事跡，較著名者為其曾於永定元年 (557) 之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

部設無遮大會」，並親自禮拜；又於二年四月之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姚思廉，《陳

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2，〈高祖本紀下〉，頁 34、37。 
45 陳蒨，〈無礙會捨身懺文（陳文帝為皇太后大捨寶位）〉，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c-335a。 
46 「夏四月辛丑，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姚思廉，《陳書》，卷 3，〈世祖本紀下〉，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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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即在禮懺、自省之下所引出的「在予之言」、「罪己之說」。若嘗試從傳統治

道脈絡的觀點來看，其義理源自以《論語．堯曰》為代表的儒典：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47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即莫以君王個人之罪牽過於百姓，至於百姓之過，則

「罪在朕躬」，象徵統治者在回應天命的前提下，對政治責任的全權擔負，乃文帝

所謂捨身「雅誥奧義」的原理所在。這種傳統治道之精神，就具體而現實的層面來

看，乃為政須「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並且「寬則得眾」，

以充分獲得天道的回應與人民的信賴，而非因個人之舉措不當，卻由萬方同受其

苦。此中有為人我、家國共業擔當的器度，誠為仁政之根本，由此進而得以與為眾

生萬民贖罪的宗教向度相接合，乃「在予一人」背後所蘊涵的深義。故懺文中既言

「仁者之恆心」，克己以利人；復謂佛者慈悲，「亡身以濟物」，在修行上，即可

由雙兼儒、佛二域，順勢推導出菩薩行的精神與理想。而菩薩道行願所及，復由原

家、國界域的治理，進而遍及三界，並攝受四生，其行持亦由仁德進至四無量心、

六度之發心，此處隱含了陳文帝個人的皇帝菩薩之願是很清楚的，其後文： 

國城妻子，僶俛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

弗乂，庶績未熙。御朽履氷，無忌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為露電；愛

河奔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含靈共溺。垂瑱憑玉，還覺萬乘非尊；

當宁負扆，翻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日丕顯。48 

此段敘及捨身的動機與心理因素，以對為政態度與觀念的宗教自覺為主。歷史上的

                                                 

史書中不明言此會之性質為「捨身」，但結合《廣弘明集》內文「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來

看，正是捨身大會。 
47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記》本），卷 20，〈堯曰〉，頁 178a。 
48 陳蒨，〈無礙會捨身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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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帝是個勤政之君，面對家國諸事之困頓、危局，常履冰戰兢。國城、妻子，隱

喻他治下所有的一切，他雖黽勉不懈，無奈「黎民弗乂，庶績未熙」，而力有未

逮，甚至不免「哀荒」悲惻。這是他在懺文中表達為何要捨身的首要動機，乃亟欲

藉由宗教的力量來輔助治道，而捨身正是無以天下為而為的表現。 

再者，即是理上的覺悟，他認為世務皆如虛空夢幻，眾生沉溺其中，如深陷水

火，他個人在這方面的覺悟是深刻的，所以即或日理萬機，反覺滯累；就算榮華冕

服在身，卻也感到萬乘非尊。在此情況下，宗教的救渡超昇之道，乃成為其於朝夕

惕厲之外，所思以汲引者： 

奉為七廟聖靈，奉為皇大后聖御，奉為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

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若非怨親、遍虛

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捨弟子

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鑾輅，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瓔

珞，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49 

此處即導出欲為眾生捨身的願望：上自七祖宗廟、皇太后、幽冥鬼神，乃至三界中

之四生、五道、六趣等一切有形、無形之過去、未來之無量一切眾生行「平等大

捨」。從捨身的動機與目的來看，乃藉助財、法二施，將功德以迴向眾生。值得注

意的是，他特意提及「皇太后」，此指高祖陳霸先之宣皇后章氏，乃文帝叔母，由

於章氏之子陳昌 (537-560) 因為戰爭的緣故被西魏俘虜未歸，故高祖崩後，陳國無

皇嗣，章氏被迫答應由其侄兒陳蒨入嗣大統。50 陳蒨即位為文帝後，即尊章氏為

皇太后。本捨身懺文有一副標題名為：「陳文帝為皇太后大捨寶位」，或許與此一

歷史因緣有關。依名分來看，陳蒨非陳霸先之子，皇位本來就不該是他的。他為皇

太后章氏捨身祈福，自然是懷有某種期待欲見寬於彼的謙遜、感恩之意。至於所謂

「平等大捨」即「清淨大捨」，意思是究竟的奉獻，此意已見前。51 懺文末言： 

                                                 

49 同前引。 
50 文帝乃武帝陳霸先長兄陳道談的長子，並非武帝太子，其即位之事參姚思廉，《陳書》，卷 8，

〈侯安都傳〉，頁 145-146。 
51 或者亦可說「三輪體空」，如經中所言：「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鳩摩羅什譯，《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 冊，頁 749a。即能施之我、受施之人、所施之物三者，皆不

存於意中，當住於無心而行，而不執著於布施之想。 



清  華  學  報 

 
48 

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

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

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

火穽，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52 

此處則是法會中之發願，盼諸佛菩薩能因其捨身功德而廣施慈悲，法雨普潤，慧光

普照，以覺悟群生，助眾生渡脫愚癡、煩惱之苦，終至無生之岸。懺文至此，儼然

已從現實家國的格局中，提昇至佛化普施的理想大千世界，這也常是當時家國意識

在懺文書寫中的必然走向。 

總上所述，對南朝帝王捨身的精神與內涵，已有一清楚的概觀，可以確定的

是，此與當時懺悔的文化氛圍有相當的關聯性，帝王的禮懺與其捨身布施，往往間

涉攸關，亦有著相通聯的動機與意義，此適為學界較少提及者。而懺法作用的場

域，乃由作為組構身心因素的六根起始，復由己身情境之檢省，拓展至家、國關懷

之場域；換言之，究竟的懺省，非僅止於一身，尤其從以君王立場所行之禮懺來觀

察更能說明之。職是，君王之懺省，從傳統的「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身代咎的

消極贖罪論，進至結合佛法從「業」的整體性與流動性來看禮懺本身「以家刑

國」、「自近及遠」的意義。並藉由具體地「捨身」以「挽回」或以佛法的清淨以

超昇、更新變化之；故就理論來看，捨得愈徹底，所得之福澤迴向亦愈豐厚，此乃

以三寶之「取代」作為「挽回」贖救之方也。由此更論其「清淨大捨」之所以為

「捨」，並非帝王身分之單純降損，乃在體「空」情境的實踐下，奉獻身心、家國

於三寶，等一能捨與所捨，方為究竟「清淨」者。尤其若能連同將執政者個人之

「福德所感，威惠所及」之領域并予供養三寶，某種程度在贖罪的意義之外，更有

積極地將自身及家國整體奉獻以寄託，從而藉佛德之迴向以庇佑的意味，這正是佛

法要理對二家雙兼的「在予之義」的開決所在。 

四、災與罪、苦的體察──禮懺流行的文化語境 

從現今存留的懺文來看，可以略窺當時禮懺風氣之所以廣泛流行的文化語境，

最顯著者，乃齋主對世間災難、黔黎眾庶陷溺情境的憐憫，統治者在政治承擔中所

                                                 

52 陳蒨，〈無礙會捨身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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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的濟生情懷，亦即懺文的主要訴求。就此來看，儒、佛實有互通之道，國土世

間之君亦即為人間菩薩，故有所謂「皇帝菩薩」之號，此亦與齊、梁以降，帝王貴

室多受菩薩戒的風氣有關。這種二域雙兼的齋主角色，也從而影響了懺文表述，如

梁武帝在〈摩訶般若懺文〉中曾謂：「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每時丕顯，嗟三

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53 在〈金剛般若懺文〉中則言：「弟子

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54 這

裡面所反映的內容，或在日理萬機中有所覺悟，或因所悟而援之以輔助治道，既有

朝乾夕惕之有為，亦有空無萬有之洞觀，可謂亦儒亦佛。至於陳文帝在懺文中亦以

「菩薩戒弟子皇帝」自居，道宣曾評其： 

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55 

作為一國之君，常感屏營戰兢，唯恐自己治國無方，這一位陳朝第二任皇帝，在位

雖短短七年，然史稱其「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功庸顯著，寧亂靖寇，首佐

大業」、「入承寶祚，兢兢業業，其若御朽」、「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56 

其望治之殷，亦表於歷詔。57 與梁武帝比起來，陳文帝面對現實家國未暇理治的

景況則更顯憂惶之情，類似「語境」，實亦不自覺地反映在懺文中，如「弟子司牧

寡方，庶績未乂」；58「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旰食夙興，所行者濟度」；59

「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庶」；「弟子有緣，閻浮属

當重任，愍群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60〈大通方廣懺文〉： 

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

                                                 

53 蕭衍，〈摩訶般若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2b。 
54 蕭衍，〈金剛般若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2c。 
55 道宣，《續高僧傳》，卷 30，〈雜科聲德．陳楊都光宅寺釋慧明〉，頁 700c。 
56 姚思廉，《陳書》，卷 3，〈世祖本紀〉，頁 61。 
57 諸如：「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

饑，方存富教」、「朕屬當澆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

化。」此皆其歷詔中節語，茲不一一。同前引，頁 51、52。 
58 陳蒨，〈藥師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b。 
59 陳蒨，〈方等陀羅尼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b。 
60 陳蒨，〈娑羅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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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仄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61 

而〈金光明懺文〉： 

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

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眾生，扶

助國土。62 

其間如「庶績未康，黎民弗乂」之語等，皆與其歷詔所顯情境相當。從文帝即位短

短數年時間多行禮懺來看，他所面臨的社會、政治的動蕩實是可想而知的，而就其

中唯一可確知書寫時間乃天嘉四年 (563) 的懺文──〈無礙會捨身懺文〉來看，這

一年的前後，內亂不斷，尤其前年縉州刺史留異 (486-564)、江州刺史周迪 (?-565) 

紛紛舉事叛變，周迪雖一度投降，卻逃走閩州，刺史陳寶應 (?-564) 與之相應，東

南的情勢不穩。63 而類此叛亂實源自於武帝初年原湘州刺史王琳 (526-573) 及其

部眾等，這些懷有異志的雄豪，並不歸附聽命於政府，有一叛即有一應，遂至征討

不止，直至文帝末年，這種內部動亂一叛平，另一叛又起的局勢從未徹底安定過，

這樣的內憂局面，加上北境不時的威脅，正可以視為文帝整個在位期間「庶績未

康，黎民弗乂」的心情寫照。 

或許是這樣，標榜息災護國的經典《金光明經》特為執政者關心，如武帝永定

二年 (558) 十月就曾在征討余孝勱叛變後不日，親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

題。64 所謂「發題」者，乃講經之豎義，發一談端以敘理也，可證該經已成為治

國者研究講論之題材，這或許也是其續任的文帝撰〈金光明懺文〉並行其懺禮的背

景。 

至於該懺文中的「有乖天律」之謂，則似與天嘉五年七月詔語所指陳之內容有

關： 

朕以寡昧，屬當負重，星籥亟改，冕旒弗曠，不能仰協璿衡，用調玉

                                                 

61 陳蒨，〈大通方廣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c。 
62 陳蒨，〈金光明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b。 
63 周迪討走閩州之事則是在四年春正月，相關事件詳參李延壽，《南史》，卷 9，〈陳本紀上〉，頁

264-281。 
64 同前引，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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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傍慰蒼生，以安黔首。65 

此是藉由星象預示，由「兵無寧歲，民乏有年」民多蹈法觸網之景況，反省自身施

政，於是有獨赦京師一地的舉措。總此，皆是基於協贊天道、負重天下而有的一種

歉咎、責己之意。天康元年 (566)，文帝病重，則進一步大赦天下，詔曰： 

日昃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陽累

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66 

在攬咎自責的同時大赦，儼然已有以己身代贖的意味，同樣是傳統「在予之意」另

一方面的體現。類此詔語，實與諸懺文的語境相差無幾。 

總之，就前面的探討看來，禮懺的文化語境，乃出自王者對治道的關懷、民生

疾苦的擔待而有的一種家國格局下的憂勞濟勉之志，這正好也是其薰修習學菩薩行

的另一面說明。而禮懺的舉行，在懺除罪業之外，則更符合主政者護國、息災的期

待，此適與當時災禍頻仍的大環境有關，67 如前面所提及的「金光明懺」，其目

的乃在「護念眾生，扶助國土」，本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於是四佛

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

悔之法音，是曰法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諸

天宮殿，能與眾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

滅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68 

                                                 

65 姚思廉，《陳書》，卷 3，〈世祖本紀〉，頁 57-58。 
66 同前引，頁 60。 
67 僅就「天災」而言，道端良秀統計「魏晉」時期的自然災害平均每年達到 1.5次。在魏晉約 200 年

間，災害也有 304次，包括：水災 56次，旱災 60次，蝗災 14次，雹害 35次，風災 54次，疫災

17 次，震災 53 次，霜雪害 2次，農荒 13 次。在「南北朝」約近 200 年（共 196 年）之間，災害

亦近 300次，大約每年有 2次，包括：水災 77次，旱災 77次，蝗災 17次，雹害 18次，風災 33

次，疫災 17次，震災 40次，霜雪害 2次，農荒 13次。道端良秀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與社

會福利事業》（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頁 35。 
68 陳蒨，〈金光明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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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既是一種譬說，69 在此也隱喻諸佛之功德、法門與境界。懺文首段即

以眾生之顛倒愚迷出發，點出制作此懺之因緣，頗與本經以「信相菩薩」疑「何以

佛壽命短促」為緣起相應。實佛壽無量，非唯無量，甚且無與於變易、去來、生滅

之法，自是常住之相，此乃真解脫者所證之境。奈何眾生無明，故四佛現身說法以

袪疑，從而也導出信相菩薩對金光明妙偈的見證與體悟：此中有「懺悔之法音」，

亦有「法王微妙第一」的讚歎，70 而懺法所生之功德，乃「以種智為根本，以功

德為莊嚴」，71 這也正是齋主在整場禮懺進行中的根本立場。更重要的是，從家

國的角度來看，本經為佛教護國三經之一，誦讀此經，可得四天王守護，故本懺文

首段「能照諸天宮殿」以下諸句，正體現了這種思想，對照本經〈四天王品〉： 

是金光明微妙經典，眾經之王，諸佛世尊之所護念，莊嚴菩薩深妙功

德，常為諸天之所恭敬，能令天王心生歡喜，亦為護世之所讚歎。此經

能照諸天宮殿，是經能與眾生快樂，是經能令地獄、餓鬼、畜生、諸河

焦乾枯竭；是經能除一切怖畏，是經能却他方怨賊，是經能除穀貴饑

饉，是經能愈一切疫病，是經能滅惡星變異，是經能除一切憂惱。舉要

言之，是經能滅一切眾生無量無邊百千苦惱。72 

此述及崇奉本經所致正法護國之功德，從個人疾病的療癒到社會問題的救濟，家國

災厄變異的解除，充分達到卻賊、除魔、息災、滅惱的效果，所帶來的是如同光明

一般智慧與正向的能量，此正是諸天王菩薩護持此一「眾經之王」的深妙功德與願

力所在。這在當時動蕩不安的時局中，尤能慰藉人心，呼應民安國治的期待。73 

                                                 

69 「三字譬三種法，一譬三身，二譬三德，三譬三位。」智顗說，灌頂錄，《金光明經玄義》，

《大正藏》第 39冊，卷上，頁 2a。「《金光明經》者，乃是究竟大乘菩薩藏攝，是頓教所收，論

其宗極表三種三法：一表三身佛果，二表涅槃三德，三表三種佛性。」吉藏，《金光明經疏》，

《大正藏》第 39冊，頁 160b。 
70 「如來所有，現世功德，種種深固，微妙第一。」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大正藏》第 16

冊，卷 1，〈讚歎品〉，頁 339b。 
71 「我今當說，懺悔等法，所生功德，為無有上；能壞諸苦，盡不善業，一切種智，而為根本；無

量功德，之所莊嚴；滅除諸苦，與無量樂。」同前引，〈序品〉，頁 335b。 
72 同前引，〈四天王品〉，頁 340c。 
73 在歷史上將《金光明經》的法益應用在政局上的所在多有，如「攝摩騰……昔經往天竺附庸小

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

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達。」釋慧

皎，《高僧傳》，〈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頁 1。另如「偽太子拓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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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懺文中對諸多消災解厄法門功德的著墨，正反映出作為國君之齋主的心理意向，

他們正是當時禮懺流行之文化語境的詮釋者與撰構者，適出於對五濁世間諸種苦難

敏感而深細的惻憫、體察與覺悟。 

另外，以《虛空藏菩薩經》制懺的法門在當時也頗流行，陳文帝〈虛空藏菩薩

懺文〉： 

竊以菩薩之於眾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至如因夢見

形，隨緣示相，一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

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怜愍

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74 

此提及若有眾生稱名並至心歸命虛空藏菩薩，燒香禮拜，虛空藏菩薩將視眾生過去

所種善根與功德，「因夢見形，隨緣示相」，即以方便而為說法，破諸眾生惡業邪

見之計著，乃至「速疾捨離臭結煩惱，永免三塗八難之苦」。此正是文帝懺文一開

頭所謂「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之意。至於稱名之功德諸如不近水火，遠離刀杖之

刑、牢獄怖畏，求壽財之願，乃至療癒身心各種疾病，從遠離各種患害，到滿足諸

種當身所需，皆「求而皆遂」，無不與現世趨吉避凶的利益相結合。從某種角度來

看，文帝將至心歸命所得的法益回歸到現實利害的層面，強調各種人間界限狀況的

解除。本經： 

若有眾生，聞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名，或造形像，或設供養。是人現世無

諸災患，水不能漂，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中，人及非人，無能

為害，亦無囹圄、盜賊、怨家、諸惡疾病、飢渴之苦。75 

此即懺文中所謂「水火」、「刀杖」之類，大凡人所怨憎、所不欲見者，如冤獄、

盜賊、疾病、飢苦等人禍之害，只要供養、禮拜虛空藏菩薩，皆能順利逃避。 

                                                 

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

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

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同前引，〈宋偽魏平城

釋玄高〉，頁 411。攝摩騰以說經解危，釋玄高則以行金光明懺解決北魏拓跋燾父子相疑的政治危

機。 
74 陳蒨，〈虛空藏菩薩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a。 
75 佛陀耶舍譯，《虛空藏菩薩經》，《大正藏》第 13冊，頁 6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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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懺文中，我們看到陳文帝對人間患苦等家國情境的體察著實相當全面而

細膩，這一方面，若看〈藥師齋懺文〉就更清楚了： 

至如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怨家債主、王法

縣官，憑陵之勢萬端，虔［虐］殺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為福，改危成

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

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76 

所謂「八難」，即見聞佛法之障難八處，或謂「八惡處」，77 懺文中將「八難」

與「九橫」相提並論，並後接「轉禍為福」，似乎將其單純地看作了禍患。至於

「九橫」，也許基於體式，於懺文中未便多著墨，但這些無疑皆出自本經： 

略而言之，大橫有九：一者橫病，二者橫有口舌，三者橫遭縣官，四者

身羸無福，又持戒不完，橫為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橫為劫賊所剝，六者

橫為水火災漂，七者橫為雜類禽獸所噉，八者橫為怨讎符書厭禱，邪神

牽引，未得其福，但受其殃，先亡牽引，亦名橫死。九者有病不治，又

不修福，湯藥不順，針炙失度，不值良醫，為病所困，於是滅亡；又信

世間妖孽之師，為作恐動，寒熱言語，妄發禍福。所犯者多心不自正，

不能自定，卜問覓禍。殺猪、狗、牛、羊，種種眾生，解奏神明，呼諸

邪妖，魍魎鬼神，請乞福祚，欲望長生，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

見，死入地獄，展轉其中，無解脫時，是名九橫。78 

指人有九種橫禍，許多都是致死之因：或直接病死，或遭口舌之禍，或因縣官冤

獄，為王法誅戮；或有無法抵禦的鬼神入侵害身；或搶劫，或火焚水溺，甚至遭猛

獸噬啖；79 乃至亦有中仇家厭勝邪法殃害；或久病不治，遭庸醫所誤致藥石罔

                                                 

76 陳蒨，〈藥師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b。 
77 「八惡處者：一曰地獄，二曰餓鬼，三曰畜生，四曰邊地，五曰長壽天，六曰雖得人身，盲聾瘖

啞、手足殘跛，不能聽受；七曰雖得人身，六情完具，世智辯聰，學世經典，信邪倒見，……八

曰生佛故處，是謂八惡，亦謂八難。」竺曇無蘭譯，《五苦章句經》，《大正藏》第 17 冊，頁

544a-544b。 
78 帛尸梨蜜多羅譯，《佛說灌頂經》，《大正藏》第 21 冊，卷 12，〈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頁

535c。 
79 本經似乎常強調這一方面：「若入山谷為虎、狼、熊、羆、蒺蔾、諸獸、象龍、蚖蛇、蝮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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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復因求於淫祀殺生卻終不能保者，……凡九種死喪之災，謂為「九橫」。這些

很可能都反映了當時某些殘虐而黑暗的社會面，是人間苦難的真實寫照，而若人

禍、鬼疫、天災、獸患等非但人力所不能免，亦難以遏制；此外，亦有普遍流傳於

當時民間的方術之害，符咒、祝厭、淫祀等，皆為佛教所忌諱。 

至於懺文中於「九橫」後則提及了「五濁三災」，如壞劫時的水劫、火劫、風

劫；住劫中的饑饉、疾疫、刀兵三災等。本經： 

佛語阿難，此經能照諸天宮宅，若三災起時中有天、人，發心念此瑠璃

光佛本願功德經者，皆得離於彼處之難。是經能除水涸不調，是經能除

他方逆賊，悉令斷滅。四方夷狄，各還正治，不相嬈惱，國土交通，人

民歡樂。是經能除穀貴飢凍，是經能滅惡星變怪，是經能除疫毒之病，

是經能救三惡道苦、地獄、餓鬼、畜生等苦。若人得聞此經典者。無不

解脫厄難者也。80 

由此可略窺「三災」大致所包羅的內涵，大抵不出饑饉、疾疫與刀兵，皆緣於多重

之共業因緣交織於特定時空下所致，也是國土境內較為顯著而牽連較廣的災害。尤

其逆賊叛亂與征討爭戰所帶來的「刀兵」之災，誠如前謂，正是當時亂世的寫照，

對於「三災」之滅，經文中所謂「各還正治，不相嬈惱」、「國土交通，人民歡

樂」者，正道出了亂世之君心中最大的盼望。 

在該懺文中所指陳的諸類橫禍中，尤其著墨於「人禍」的部分，如接續「九

橫」之後，復又特意強調「盜賊」、「怨家債主」、81「王法縣官」、「憑陵之

勢」與「虐殺之法」，這一連串的描述正可能是書寫者明顯地意識到普遍存在於當

時社會中階級剝削與吏治黑暗的事實。此外，是經之功德，除了從災禍中得解脫，

對「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等亦能有所滿足，這些包括富貴、祿位、壽命、多

子息等，皆經由懺文的書寫明白指出，這實與本經強調崇拜藥師瑠璃光佛所能帶來

的法益有關： 

                                                 

種雜類，若有惡心來相向者，心當存念瑠璃光佛，山中諸難不能為害。」同前引，頁 534a。 
80 同前引，頁 535a-535b。 
81 「佛語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若有能持是灌頂章句，則離一切無數恐懼，若持此神呪，夢安

覺歡，不畏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自然避去。」同前引，卷 2，〈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

經〉，頁 5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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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世間，仕官不遷，治生不得，飢寒困厄，亡失財產，無復方計。聞

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各各得心中所願，仕官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

益，飲食充饒，皆得富貴。若為縣官之所拘錄，惡人侵枉，若為怨家所

得便者，心當存念瑠璃光佛。若他婦女生產難者，皆當念是瑠璃光佛，

兒則易生，身體平正，無諸疾痛，六情完具，聰明智慧，壽命得長，不

遭抂橫，善神擁護，不為惡鬼舐其頭也。82 

「無上正真道」者，乃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古譯，聽佛說藥師功德者，必發

此意，將來亦得作佛，這是從未來說，也是從修道的角度來說，但我們發現整段論

述中，修道的部分比例不多，後面所述者，大多是對眾生現實利益的呼應。值得探

討的是，對於菩薩消弭眾生苦難的發願，雖可以理解，但如藥師佛進而對眾生現實

利益的滿足，是否可能因此而誘使行者落入世情之執，從而與佛教對苦、空、無

常、無我之基本道理的證悟有違？這或許是本經歷來被以疑、偽視之之由。83 唯

重點並不在此經是疑或偽，乃在若是類似這樣的信仰，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

宗教信念或文化語境時，其相關陳義在詮釋接受上或流布情況之探討，仍有一定的

意義。所以如果姑且從維護本經的詮釋立場而論，菩薩滿足世情的諸多功德，基本

上仍是建立在對眾生諸苦的解脫上，這當中諸如經濟條件（治生不得）與基本生存

權（飢寒困厄、亡失財產）的損害與壓迫，乃至社會公平（如因「惡人侵枉」而為

「縣官之所拘錄」）的扭曲與失喪，甚至婦女之產難，……。84 若從一部疑偽經

典的表述來看，不可不謂具體而細膩，這只能說它造作於一個相當不公之社會，某

種程度反映了亂世中士大夫或市井小民的苦情所在，換句話說，當人們視維持基本

                                                 

82 同前引，卷 12，〈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頁 534c。 
83 本懺文所據當非隋唐時所譯之《藥師經》，當代學者如橫超慧日、釋大睿皆持此見。橫超慧日，

〈中國佛教に於ける國家意識〉，頁 358；釋大睿，〈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想之形成與發展〉，頁

313-337。其中釋大睿推論早在東晉帛尸梨蜜即已譯出《藥師經》的同本異譯本，經名《灌頂拔除

過罪生死得度經》。筆者以為此或即僧祐〈新集疑經偽撰雜錄〉中之《灌頂經》：「一名《藥師

琉璃光經》或名《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秣陵鹿野寺比丘慧

簡依經抄撰。此經後有續命法所以遍行於世。」釋僧佑，《出三藏記集》，卷 5，頁 225。總言

之，慧簡所抄之版本，確實曾在南朝流行一時，陳文帝時制懺所用之版本，很可能即是此本，然

而此是否源自於帛尸梨蜜本則待考證。 
84 筆者發現敦煌的願文中，正有一類「患難月文」（或省稱「難月文」），「難月」即是難產，為

家屬祈求神靈祝福產婦生產順利之祈願文章。這也如實反映了中古時期社會中婦女常遭受苦難的

其中一種型態。可酌參黃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33-35、

56-57、69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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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常的人生為遙不可及時，他們對於世情中各種「苦」、「空」境況的理解，或

許已非智解之證會了，而是親身之體悟經驗，藥師瑠璃光佛信仰的出現，正是時代

苦難的表徵，相對之下，其提供人們「各各得心中所願」的理想性目的（如「仕官

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益，飲食充饒」、「兒則易生，身體平正」……等），才會

有如此的世情取向。而這一種取向，實皆涵藏在懺文鋪排用典的書寫中，而早已為

荷負眾生之任的文帝所深切感知。 

五、家國格局的淨化與提昇 

如果說六朝禮懺風氣流行的文化語境，是共感廣大眾生罪業、災苦，由此而生

慈憫與負荷，則禮懺最重要的原理，則是藉由禮敬三寶，實踐、呼應諸佛菩薩的行

願。在懺文末尾，通常是齋主對眾生的迴向與發願，猜測當時之懺儀，某種程度仍

不脫於「五悔」的基本形式底下進行。從這些願辭、禱文中，我們亦可略窺作為統

治者的齋主對家、國的理想祈願。其中包括幾大方向：諸如啟迪眾生智慧、淨化眾

生罪業、引領眾生解脫；消災解厄、護國鎮土，以保四境平安；理想佛國的實現。

要言之，乃家國格局的淨化與提昇，在娑婆世界中實現佛國淨土，此中所隱含對政

教傳統「開決式」地歸依佛法亦是值得注意者。 

梁武帝〈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

淨，蓋真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

興；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

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真如不二。諸佛

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盪，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

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主領

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願諸眾生離染著

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85 

                                                 

85 蕭衍，〈摩訶般若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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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此乃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內容而行之禮懺，唯本經之主旨在說空慧，並

非以懺法為主，依此所為而名之「懺文」，乍見之下，談空說理的成分居多，似未

有充分的懺罪內容。細繹此文，作者先力陳「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即或是

四句百非之方便，亦非究竟，後指出眾生迷執於我人之別、名相之分，故愚癡顛

倒，困於塵勞。總此懺殆有二目的：一是為了讓眾生能破除計執，離諸染著，解開

煩惱業障的束縛而祈懺。二是為日領萬機之政務祈求，願能獲得智慧以導引、濟度

眾生（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總諸願所見，個中之家國關懷不

言可喻，就其「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恆空」等目的來看，其所引度眾生的

陳義甚高，已接近默觀萬法空如，即真即俗的「無生懺」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文末

「同到香城，共見寶臺」的發願，此語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汝以是勤精進愛樂法故，從是東行，去此五百由旬，有城名眾香。其城

七重，七寶莊嚴，臺觀欄楯，皆以七寶校飾。七寶之塹，七寶行樹，周

匝七重。其城縱廣十二由旬。豐樂安靜，人民熾盛。五百市里，街巷相

當，端嚴如畫，橋津如地，寬博清淨。……是諸園觀，適無所屬，是諸

眾生，宿業果報。長夜信樂深法，行般若波羅蜜因緣，故受是果報。86 

佛陀舉薩陀波崙求道之例語須菩提，眾香城乃喻其求道所至之境。此城有七重，其

中有「七寶樓櫓」與「寶繩連綿」，既嚴飾華麗且防護甚堅，城中則是一片有條不

紊的祥和景象，不但「豐樂安靜，人民熾盛」，且格局方正，「寬博清淨」。而此

城的種種，無論是街坊、園觀、池水、風候，皆甚美好安樂，故「香城」、「寶

臺」，正隱喻梁武心目中的理想佛國，是眾生信樂佛法與「行般若波羅蜜因緣」等

眾善果報之所現，這是他禮懺的最終心願，有著出、入世雙兼，並寓修懺以治國平

天下的理想目的。就當時懺文書寫的形式來觀察，雖然已經形成了諸多格套語，但

仍可從用典所流露的意向來推測其中可能的經典理解與信仰本心，並不純然只有形

式意義。 

總之，蕭衍的「般若懺」，無疑是將空慧信行化的表現，既然「百非俱棄，四

句皆亡」，至理絕言，妙道無相，故此不再只是單純於思辨、智悟上所顯之事，行

之於禮懺，正是欲藉由一連串身、心儀式化的體行，與經懺之力的助益，以潔淨、

滌除至道啟悟的障累，冀以提昇個己信行的境界，甚至打通頓悟的路徑；一方面將

                                                 

86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冊，卷 27，〈常啼品〉，頁 417a-4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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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信念與願力迴向至家國整體，從而有「香城」、「寶臺」之類的理想國隱喻。

在此情況下，人間帝王治下的國土世間乃至傳統治道，皆終會歸佛法，而以之為最

高的歸依，此乃即世間以成道，不僅僅是為眾生之開悟解縛，無形中更提昇了家國

之格局與境界，關於這一方面，陳文帝〈妙法蓮華經懺文〉： 

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庶。竊以羲皇結

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

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

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眾惑。87 

本經與《金光明經》、《仁王護國經》共為佛教護國三經之一，陳文帝因之以制懺

即有其二。所敘制懺因緣中屢陳《法華經》「會三歸一」、「反本還源」之義，藉

此表露出對作為「大乘一實法門」的本經「最勝最尊」、「難逢難值」的推崇與禮

贊，在「會三歸一」宗旨的導引下，陳文帝亦有將傳統治道判歸大乘的家國理想，

故本段自陳其紹續治道傳統的使命感與擔負群黎的慈悲心。有意思的是，這雖是一

篇懺文，但他所省思的對象並非僅止於一身，而是其背後所概括承繼的傳統治道，

如對先王伏羲氏作結繩而網罟、成湯網開一面之仁，皆被文帝評為「深失大慈」、

「猶非法善」。至於如堯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也認為究非佛陀降魔之法；而禹會

眾臣於塗山，88 則異於世尊與諸大眾的集會說法。89 有鑒於此，文帝盼以修行七

覺支、四正勤，行菩薩道為志，藉以彰顯無三、不二的《法華》經教，90 這似乎

都成為他「汲引群迷，導示眾惑」的家國責任。這裡頗有文帝個人對傳統的判教觀

點，正如同小乘未為究竟，他似乎亦視傳統的儒家治道只是通向一乘教的善權方

便，而儒家之網開一面雖稱之仁，但比之釋氏慈悲，究仍為一間未達。故從本文脈

絡分析其書寫的本質，我們可以洞觀在所崇禮的《法華經》面前，除了益顯濟引眾

生之負荷，從而其所概括承受的世教傳統，也成為必須被開決、創化更新的對象，

這或許是身為亂世帝王的陳蒨，潛隱於實踐「法華懺」所可能有的意識。故在《法

                                                 

87 陳蒨，〈妙法蓮華經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a-333b。 
88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5，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58，〈哀公七年〉，頁 1009b。 
89 「爾時世尊，故在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中，與諸大眾圍繞說法。」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

經》，卷 12，〈無言菩薩品〉，頁 74c。 
90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

正藏》第 9冊，卷 1，〈方便品〉，頁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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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經》無三之教、不二之門、一乘之實高度的臨對下，即或一國之君治下所承襲的

政教傳統，亦有缺而未滿之處，故須以通向菩薩行為最高標竿。至此，儒、佛關係

已從原先某種程度「合同偏取」的二域雙兼模式，轉向了「本一用殊」的根本會通

之途。91 

在此情況下，經由禮懺時、空的仲介，對經義與聖境的反覆模擬，統治者原先

的家國意識，也經歷了提昇與轉變，如陳文帝〈虛空藏菩薩懺文〉： 

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

方剎土悉有一乘，十方眾生皆修十地。……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訃，

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眾生，不乖誓願，稽

首敬禮，常住三寶。92 

這是本懺文中最末的部分，藉由禮懺，所帶給他的是身分認同上以菩薩、大士之業

自居的轉換，他盼願十方剎土皆成佛國、眾生皆修十地成佛，故其所臨治下的國

土，自然成為「佛之慈國」、「菩薩之功家」了。這種宗教身分自覺上的切換，關

鍵仍在法門實踐在心境上的內化與投入，而此一法門，正是訴求藉由禮懺以禮請菩

薩，盼其「尋聲應赴」，以降臨道場的方式，「來茲國土」的。這不僅僅是當時齋

主對其所居五濁惡世之家國時空境界，單純地懷有逆轉、改變的盼望或期許而已，

恐怕也是當時禮懺的重要信仰觀念。如果觀察當時的懺文，在發願部分，常有此類

表述，僅如前面所提及的梁武帝〈金剛般若懺文〉：「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

集會」93 也屬同樣的陳願，只是這尚與本經之義較無關聯，至於如〈妙法蓮華經

懺文〉： 

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

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復聲聞，無

邊眾生，皆為菩薩。94 

                                                 

91 關於儒、佛二家之間「本一用殊」的會通模式，可參考紀志昌，〈名教與佛教──東晉沙門敬王

論議中的「儒」「佛」交涉思維研究〉，《漢學研究》，26.2（臺北：2008），頁 23-29。 
92 陳蒨，〈虛空藏菩薩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a。 
93 蕭衍，〈金剛般若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2c。 
94 陳蒨，〈妙法蓮華經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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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懺時既有所禮，亦有所請，所請之多寶如來與普賢菩薩，即是所禮。本文祈以其

功德，請轉法輪並作為印證。簡單地說，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即能得到普賢

菩薩應現之願力迴向，此乃本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的重要陳義，95 而「法華

懺」本身正是以受持《法華經》作為禮懺的主要內涵的，尤其在本懺法中結合普賢

的信仰，更能證明這種形式的合理性。96 諸如這種祈請諸佛菩薩因感應而臨赴道

場，似已成當時禮懺的普遍形式。相關方面，陳文帝〈藥師齋懺文〉： 

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乂。方憑藥師本願，成就眾生。……慈悲廣覆，

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

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訃〔赴〕，障逐香

〔杳〕然，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97 

「不棄世間」以「成就眾生」，乃藥師佛之重要本願，所成就者，不僅是治境之內

亟待解救的實際災害，更是眾生心中諸災，即書寫者以廣大眾生之生死、煩惱之罪

苦視同無形之水、火、兵災，故祈盼藥師如來能以其慈悲而「興四等雲」、「降六

度雨」，以「滅生死火」；乃至「除煩惱箭」，則用的是兵災爭戰之隱喻。滅除眾

生心中之「災」，其實也就是懺除罪過的意思。而這種祈請，從懺文中看來，不僅

是文字上的祈願，似乎也反映當時所行的儀軌，此從「輪燈」、「結縷」、「幡」

等字眼可以推敲之。 

關於「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赴」，此一典故出自本經，《佛說灌頂經》： 

時有女人神，居止雪山之東，名曰阿利陀，有七百鬼神以為官屬，作如

是言，瞿曇沙門未說是章句封印咒經時，我等所在遊行，心無怖懅；今

                                                 

95 「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

患，令得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

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鳩摩羅什譯，《妙法

蓮華經》，卷 7，〈普賢菩薩勸發品〉，頁 61a。對於普賢菩薩的崇拜，著實可視為《法華經》信

仰的一部分，本品提及普賢菩薩向佛發願，願護祐受持該經典者，使其安穩不受外道侵擾。至於

讀誦此經者，則現身為其說法，供養守護之，使行者轉復精進，從而通達無礙。 
96 值得注意的是，《法華經》本身並無提到與懺悔相關的法門或儀軌，〈普賢菩薩勸發品〉亦無，

作為《法華》結經的《普賢觀經》顯然則補足了這一方面，陳文帝的「法華懺」是否曾參考《普

賢觀經》不得而知，但從普賢信仰出現在發願中看來，是很有可能的。 
97 陳蒨，〈藥師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b-3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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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此印經，舉聲稱怨，嗚呼痛哉！……我久聞瞿曇名聲高遠，今者又聞

章句封印大神咒經，我伏我信，……時佛便授阿利陀三歸五戒之法，為

清信女。阿利陀已受戒，作禮白佛言，我等官屬七百鬼神，護四輩弟

子，在所國土城邑聚落，奉法之處，我當佐助，令無伺求，得其便也。98 

此是阿利陀歸依故事，說到阿利陀為佛的印咒之術所降伏，由害神「逆轉」為護法

神，其下之七百鬼神也從而成為護衛四輩弟子與國境平安之神。99 唯此七百鬼

神，為何「尋結縷而應赴」？這應當是陳文帝混同了另一典故，《佛說灌頂經》：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此諸鬼神，別有七千以為眷屬，皆悉叉手低頭，聽

佛世尊說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莫不一時捨鬼神形，得受人

身，長得度脫，無眾惱患。若人疾急厄難之日，當以五色縷，結其名

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令人得福。100 

這段故事說到救脫菩薩向阿難闡述藥師法門之後，座中即有十二神王與其眷屬，同

時發願護持此法，他們一方面承佛威德，個人脫離惡趣之怖畏；一方面發心歸依，

誓願利濟眾生，度脫厄難。無論於國中何處，只要受持此經，恭敬供養藥師如來，

即可以得到十二神王及其七千眷屬的保護。至於濟難的具體方法，乃是以五色縷結

上十二神王之名，就能感通神王救護，待災無障除，然後解結。從懺文末發願「七

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赴」來看，猜測該禮懺在當時進行時或許已有結合「結五色

縷」的儀軌，齋主藉以祈願諸護法神王能循此而應赴道場。另如〈金光明懺文〉： 

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

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為衣［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

                                                 

98 帛尸梨蜜多羅譯，《佛說灌頂經》，卷 7，〈伏魔封印大神呪經〉，頁 516c-517a。 
99 佛教類似的逆轉情節，並不止於《佛說灌頂經》，另如《大方等陀羅尼經》亦有如華聚菩薩以陀

羅尼收服魔王波旬，令發菩提心，又犯地獄罪之婆萸仙人「逆轉」為「方便度化眾生之菩薩」

者，類此皆可視為「懺悔」表演與彰顯陀羅尼功德的重要敘事文脈，相關研究可參釋惠敏，〈佛

教懺悔法門之「逆轉」情節──以《大方等陀羅尼經》為例〉，《法鼓佛學學報》，4（臺北：

1999），頁 53-68。 
100 帛尸梨蜜多羅譯，《佛說灌頂經》，卷 12，〈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頁 5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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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境國。101 

諸如「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等，皆透

露出盼望藉由菩薩之臨踐，使得法界能實現於人間，娑婆世界即成佛國淨土，此乃

安定黎庶與國境之本。同樣地，〈大通方廣懺文〉： 

願諸佛菩薩，尋聲訃［赴］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

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實法。稽首

敬禮常住三寶。102 

期望藉禮懺，稱名、念誦，不僅得以滅罪，亦得諸佛菩薩「尋聲赴響」的濟度功德

顯應，從而使世間眾生「登六度舟，入三昧海」，這也正是本經所強調的在行道七

日，思惟正觀、憶念如來的禪定中，所觀得的如來諸智慧、解脫、光明等「諸三昧

海相」。103 並在觀得此相後，進而入乎諸定，層層進深，至「無量無邊諸三昧海

門」，乃至從此門起「入寂意滅意三昧」、復進至「入金剛辟定大解脫三昧門」，104 

這一連串念念相續的定慧三昧，正如同海潮般，浪浪推進，不可思議，而這樣的觀

境，終是「一逍遙，則一切逍遙」式地齊同五濁三界之萬有於真如實相法界。是乃

齋主於願文後所提「總萬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實法」之理境緣於本經的深層意

涵。職是，祈願諸佛菩薩臨赴世間，除了除罪滅惱、消災解厄，更有助益行者修持

的積極意義，而這一切皆由行懺時誦念經文與思惟佛相好起始，所反映的正是禮十

方三世佛以懺罪之大乘信仰特質。 

齋主經由禮懺境界的觀照與聖境祈願的模擬實踐，得以提昇其由自身乃至家國

的想像，亦如〈娑羅齋懺文〉： 

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一切種智

而為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

                                                 

101 陳蒨，〈金光明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c。 
102 陳蒨，〈大通方廣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3c。 
103 「如是經中懺悔發露，行道七日，一日一食，思惟正觀，憶念如來成佛時大人相、覺人相、不動

人相、解脫人相、光明人相、滿智慧人相、具足諸波羅密相、首楞嚴等諸三昧海相。」不著撰

人，《大通方廣經》，卷下，頁 1354a。 
104 「菩薩摩訶薩從勝意慈三昧起入滅意定，從滅意定起還入首楞嚴定，……從諸三昧海門起入寂意

滅意三昧，從寂意滅意三昧起入金剛辟定大解脫三昧門。」同前引，頁 1354a-13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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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

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

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

清淨。105 

齋主祈願藉助禮懺法施功德之力，淨除眾生身心迷障，在佛智普照與佛德廣被之

下，眾生皆得轉識成智。此中描述了整個身、心乃至國土、宇宙六合空間在大法所

化之下的轉變：就己身來說，行者「身田」含定慧之水，能滋生法芽抽長，開出智

慧之花；106 其所居處乃成「吉祥之地」、「福德之場」，此間陰陽二氣祥和而能

隨順四時。107 其後，書寫者的想像馳騁至天界：在無量月天子、日天子的相互輝

映下，大千世界光明普照，108 連夜晚之星辰宮殿亦因百億連珠而生發一片璀璨景

象。是後，復由天際之景，再轉向、環視整個六合世間：有慈悲之雨普降，祥風興

起吹拂，菩提寶雲飄來，由此而使眾生皆得脫塵勞之苦，四海界域中之六道四生俱

臻清淨之境。可想而知，整體懺文於後面的舖陳排比或許隨著崇拜場面氛圍之醞

釀，虔心至誠之禮敬意向的牽導，從而衍生出一連串理想情境的宗教想像。 

對比於庶民的苦難或貴族的物質欲望（心中之災），書寫者類此的定中所見，

亦何妨為「火中生蓮花」？故禮懺不只是苦難社會的彌補與慰藉，貴族某種綺靡生

活的「告解」而已，藉由禮懺對聖境的反覆模擬，行者卻可在行跡未抽離現實的當

下，心神體知於超昇度化，故禮懺所行，正是在「人間即佛土」之實踐形態下的一

種「矛盾的統一」，充分反映了「菩薩行」之「行於非道，通達佛道」的特色。109 

                                                 

105 陳蒨，〈娑羅齋懺文〉，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8，頁 334c。 
106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為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

汝身田，令生法芽。」慧嚴等修治，《大般涅槃經》（南本），《大正藏》第 12 冊，卷 2，

〈純陀品〉，頁 611b。 
107 「佛可須菩提所說，欲令此事明了，故作譬喻：如日月照四天下，若無日月，則百穀藥草及眾生

無以生長。月是陰氣，日是陽氣，二氣和合，故萬物成長。是故日月於四天下，大有利益。菩薩

亦如是，於四生中，以大悲心憐愍眾生故，能隨所願行一切善法；大智慧力故，破眾生著善法

心。如是六波羅蜜等諸善增長成就，直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譯，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 25冊，卷 82，〈大方便品〉，頁 636a。 
108 「復與無量月身天子俱，其名曰……。復與無量日天子俱，其名曰……。如是一切，皆悉成就清

淨善根，常欲饒益一切眾生。」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世間淨眼品第一

之一〉，頁 396c。 
109 蕭子良《淨住子》的懺法中即屢引《維摩詰經》諸品以證成菩薩「在礙而修無礙」、既不自縛亦

能解彼縛的行持特色，即因此「不著」，故能迴向眾生，視維摩詰為菩薩行體證的表現。蕭子

良，〈大忍惡對門〉、〈緣境無礙門〉、〈迴向佛道門〉，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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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就南朝禮懺文中之行文形式與內涵來看，「在予」之意頻繁的出現，著實是很

特別的，一言以蔽之，此源自儒典，以《尚書》、《論語》諸篇為代表，象徵統治

者在回應天命的前提下，對政治責任的全權擔負，從而能概括承受邦國萬民之殃

咎，誠如注家所謂「我為民主，我欲善而民善」、「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

意。」110 此乃傳統仁道政治可貴之處，卻成為南朝時期援之以格義帝王「菩薩

行」精神的語脈。從儒、佛交涉的角度來看，其於義理根源上雖有不同，二者因譴

告罪己與主動發願救度方面亦稍有異，卻能於道德自省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同偏

取」：不取以身為犧牲的實質意義，但轉為以「捨位」為主的象徵意義，進而雙兼

二域，共同實踐作用於人間場域。「在予之義」於是進而被賦予「菩薩行」的意

涵；君王行「捨身」亦多了傳統政治承擔、回應天命（或菩薩誓願）請求的因素，

從而將其中所隱含的某種贖罪、挽回、彌縫之意，轉為布施與「五悔」中的發願、

迴向以代懺，進而發展出經由菩薩道實踐下開決、判教後的「本一用殊」模式。對

傳統治道的反饋遂成為宗教力量導引下的眾生憐憫與家國關懷，從而醒豁出禮懺某

一方面的性質、目的與精神。配合禮懺在當時的發展來看，遂有《淨住子》之理

論、梁武帝「六根大懺」、陳文帝諸種懺法之實踐，此又是「五悔」法門的重要內

容與焦點，強調六根之業的流動，乃自、他與共，無論是橫面的由身、家至國，縱

向的現、生、後三報，均循著一種「共感」性原理來操作，亦與菩薩行的解怨釋

結、自懺懺他的功能相應。從而南朝帝王之降損「捨身」，除了是傳統以身代咎之

消極「贖罪」義的進一步提昇，更是精神上體「空」所作的「清淨大捨」，故不僅

象徵性地將頭目腦髓（身）、妻子國城（家）、石壁山河（國）等奉獻以寄託，為

「家國」而捨「家國」而已，亦已等一能、所，即或所捨亦為究竟布施，這是「在

予之義」所透顯的二家雙兼之意。 

                                                 

頁 316c-317c、320b-320c。關於菩薩行這種「矛盾的統一」，南朝人在維摩詰的崇拜下於現實中

似亦頗有所體會，這可以從蕭氏父子（蕭衍、蕭繹）既措心於懺文書寫，卻亦有「宮體」的華靡

之作而可見一般，這種「矛盾的統一」原理，詳參林伯謙、沈淑芳，〈梁簡文帝立身、文論與

《維摩詰經》關係考〉，《國立編譯館館刊》，25.1（臺北：1996），頁 63-73。 
110 此分別見皇侃、朱熹注語。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518；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論語集注》，〈堯曰〉，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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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當時禮懺文的書寫，可以看出統治者作為齋主，往往富涵家國關懷的心理

意向，懺文中對諸多消災解厄、卻賊、除魔、滅惱、療疾、護國、鎮土、提昇信

行、滿足現世所需……等功能的祈嚮，正現示出統治者對相關法門與目的已有一定

的理解。「罪的自覺」111 在禮懺「共感性」的場域中，往往更為深入透徹，並不

時流露出其於人世無常、人間諸苦等有一種深刻而細膩的體察與惻憫，所顯示出的

是禮懺於大時代苦難動蕩下流行的另種文化語境，此亦是「在予一人」所當負荷的

具體情境。這些體會，相當地具現在懺文末後的「祈願」書寫中，甚至經由實踐之

投入與內化，齋主在書寫意識上亦經歷了身分認同上的轉換，齋主既是贖罪者，也

是一方之皇帝菩薩，既藉由禮敬三寶以實踐、呼應諸佛菩薩的行願，從而亦寄予某

種經超昇渡化後的家國想像：在界域上可以向六合四海之大千世界無限延展，不再

只是戰火逼促下的現實封疆，五濁世間頓時亦化轉為佛光普照的清淨世間。總此，

所反映出的是當時懺法於一己身心乃至家國眾生的療癒淨化作用。如此看來，這些

文字，已非浮泛之格套化書寫可以定義，其豐富的宗教蘊涵，實有其於宗教文化史

上不可抹煞的參考價值。 

 

（責任校對：廖安婷） 

                                                 

111 此一語詞最早乃道端良秀所提出，他認為：「南北朝時代類似的懺悔儀式已經相當整備，深刻的

懺悔文陸續出現，也可看出人們已經具備罪的自覺。」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に於ける罪の自

覺〉，《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東京：1955），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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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Guilt is Found Anywhere, Let It Rest on Me”: 

Concern for the Homeland in Southern Dynasties 

Repentance Dharma 

Chi Chih-ch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chang@mail.nsysu.edu.tw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repentance ritual thought was a major fe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repentance ritual 

was combined with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emperors and schola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cial relief, and it became a means of propagating the dharma from 

knowledgeable aristocrats to commoners. 

This study examines repentance ritu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ncern for the 

homeland. 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repentance ritual that were 

popular in medieval times, including the religious intentions involved in repentance 

ritual.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focuses its investigation on repentance 

texts and the sutras on which they were based. It finds that these texts reveal a 

compassion that was arrived at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suffering, and also an 

intention to achieve purification through prayer.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s involve 

expressions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regulate families and govern states,” to rescue 

all living creatures through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six senses, and to practice 

repentance dharma to stimulate the common field of “individual-family-country.” The 

consciousness of family and country in repentance texts presents proof that 

“Bodhisattva practice” is featured in both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repentance ritual, repentance texts, Bodhisattva 

practic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omeland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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