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曼殊師利：清朝藏傳佛教圈與滿洲佛教  

第一節 清朝藏傳佛教圈的形成 

一、宗教中心的轉移  

在清朝勢力形成以前，蒙古的阿勒坦汗（俺答汗）、林丹汗都有再造

蒙古帝國的企圖，而藏傳佛教也在他們的政權基礎扮演重要角色。西藏方

面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佛教的角色不是使這些蒙古政權成為佛教體系裡

的國度、實行空洞的政教二法、佛教政治，而是蒙古諸部再造自身權威的

途徑。 1金成修先生提出「中心轉移」的觀點，頗值得參考，她指出：阿勒

坦汗的目的在樹立政教結合的權威，這種形式如同元代的忽必烈汗與國師

八思巴的關係，阿勒坦汗與達賴三世的聯繫亦然。在阿勒坦汗的時代，十

六世紀開始盛行的蒙古史學特殊觀點，「印、藏、蒙汗統同源論」，的出

現，固然是佛教信仰的表現，但這並非表面上的追隨印藏、失去了自身民

族的獨立性格；相反地，這反映出以蒙古為中心、形成蒙古共同體的心理

需要。通過「印、藏、蒙同源論」，蒙古民族試圖要說明佛教中心的移動，

新的政教中心已然建立！通過「印、藏、蒙汗統同源」系譜，佛教政權已

誕生於擁護教法的蒙古，而只有強權的蒙古大汗能擁有政教之大權。阿勒

坦汗的作法在於克服察哈爾正統中心論，十七世紀喀爾喀土謝圖阿巴岱汗

也有試圖建立新興政教中心的作法，這便是「中心轉移」。 2 

本文以為：「中心轉移」的現象持續地在清朝勢力形成之後，同樣發

生在滿洲民族統治下的佛教世界。瀋陽實勝寺以及承德外八廟的陸續建造

也可在同樣的觀察角度理解，總之，滿洲統治者也試圖建立新的政教中

心，是故，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的結合乃具有清朝的「第二政治中心」

                                                 
1 Carl Johan Elverskog, “Buddhism, History & Power: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Mongol Identity ”, Indian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0. 
2 參見金成修，〈十六、十七世紀蒙古政治改革論與藏傳佛教－以土默特、喀爾喀左翼為中心〉

（天津：南開大學博士論文，2002），頁 24-27。金成修也指出西藏史書裡的「印、藏王統同

源」論述，也是以「西藏」為中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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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3 

然而，滿洲民族建立的的藏傳佛教政教中心與蒙古民族所面臨的情勢

亦明顯不同，是故，兩者所建擘的宗教中心，其特色也有差異。面對舊有

的、勢力龐大的宗教中心，同時又建設新的中心，新舊兩者的關係、滿洲

統治者如何理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心。簡言之，清朝固然建立新中心、

塑造政教權威，造成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心轉移」。但是，「轉移」未必

等於「取代」。清朝乃承認「多元」的宗教中心的並存，清朝藏傳佛教圈

乃有多元化宗教中心的現象，而清廷發揮政府統治功能，以其宗教政策管

理新、舊中心的態度，反映了滿洲政治文化的特色。  

二、清朝藏傳佛教圈的範圍  

「藏傳佛教圈」一詞，是以「文化圈」、「文化區域」的概念來理解

的。 4西藏以山南、拉薩為中心的衛藏地區，是整個文化圈的核心區。「衛

藏中心」的觀念不僅是藏族的觀點，在此文化圈內的許多民族也同樣有此

認同。在藏傳佛教歷史的發展過程裡，內部教派衍生與向外空間的拓展，

由衛藏向四周發展形成的格局，可概括為：內層區域、次層區域和外層區

域。內層區域主要是在吐蕃時代形成，以青藏高原的藏族聚居區為主的廣

大區域，此內層區域直接受衛藏影響與管轄，是擴大後的文化中心。次層

區域是指青藏高原周圍，從高原向平原過渡的山地丘陵地帶，在藏傳佛教

後弘期之初，各教派向外發展，影響周邊諸民族信仰。北方的土族、裕固

族、西夏國、東部的羌、納西、昔米、怒、僳僳等族，南方的不丹、錫金、

尼泊爾等國，以及門巴、洛巴等族在十一至十四世紀時其原始信仰開始接

觸藏傳佛教。也由於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地立，在次層區域內，藏傳佛教

                                                 
3 也有學者以「第二個首都」來定位承德，而也有不同意的意見，參見平野聰，《清帝國とチベッ

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立と瓦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頁 56-63。但是「第
二首都」與「第二個政治中心」的說法均有待進一步釐清，兩者不完全相同。 

4 「文化圈」、「文化區域」理論是人類學傳播學派的學說，扎洛引用此學說解釋藏傳佛教的傳播

發展，即「藏傳佛教文化圈」的形成。參見扎洛，《菩提樹下－藏傳佛教文化圈》（西寧：青

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1-2。扎洛介紹此學派的主張：每一種文化現象都是在一定的區域

內生成、發展和傳播的，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區域，就構成了一個「文化圈」或「文化區」。

在文化圈內，有的民族或部落在中心地區，有的則在邊緣地帶，在邊緣的常常和別的文化相

雜，漸漸脫離本區文化的性質。在中央的則被認為是本區文化的標準，因為本區文化就是從

這裡生成和傳播的，所以又稱為文化中心。文化圈內從中心到邊緣之間，依其標準的文化特

質的多少，可分為若干文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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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導地位。至於外層區域，是指蒙古草原和中原漢地的一些聖山名

城。蒙古王公和中原王朝的統治者根據其政治和信仰的需求，邀請西藏高

僧前往傳法，尤其在十六世紀格魯派興起以後，藏傳佛教遠傳至蒙古、漢

地，一度享有高度榮寵。但也由於政治上的劣勢和文化上的巨大差異，藏

傳佛教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容易受到其他文化的挑戰和取代。 5 

上述藏傳佛教文化圈的外層區域主要是指蒙古、漢地的聖山與名城，

這也是清朝主要管理區域。如果相較於清朝疆域範圍的發展在乾隆時代達

到鼎盛，清朝所管理的佛傳佛教文化圈也從漢地、蒙古逐步延伸到西南、

西藏、新疆北部。是故，本文所指的「清朝藏傳佛教」，如同探討清朝的

疆域的形成，是以乾隆朝的最大疆域為範圍。清朝前期逐漸形成以「黃教」

－格魯派為主要扶持對象，即以西藏的達賴喇嘛、班禪喇嘛為最重要的黃

教領袖，他們以及其他呼圖克圖的影響範圍，成為清朝藏傳佛教圈的討論

範圍。  

黃教格魯派對於蒙古、漢地地區的影響力確實有逐漸深化的趨勢，但

也不能全面否定其他教派的存在。例如：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果親王允

禮，即虔信紅教寧瑪派，而非黃教信徒。 6再以清朝宗教政策角度而言，確

實有「樹立正統，取締異端」的表現，乾隆朝廷也曾針對西藏、大小金川

等地的紅教、本教進行「改革」，奠定制度化管理基礎。 7這些政策固然是

扶持黃教，也是體現朝廷利益的立場，是故黃教在清代的傳播，朝廷的措

施乃具有重要影響力。  

清朝藏傳佛教圈的範圍大致與上述文化圈三個區域相合。以地域劃

分，包括：西藏、蒙古、青海、新疆，西南的雲南、四川，東北的盛京、

阜新，北京、五臺山、承德等。  

清代漠北蒙古以庫倫為中心，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駐錫於此，有極大

影響力。庫倫的著名佛寺共約二十八座，其中以額爾德尼召、以及乾隆元

年（ 1736）竣工的慶甯寺最負盛名。 8漠南蒙古寺廟眾多，著名寺廟若包括

承德在內，敕建者就有二十一座之多，承德以外，尤其以多倫諾爾、呼和

浩特為中心，據統計資料清朝中期內蒙古地區有藏傳佛教寺廟一千八百多

                                                 
5 扎洛，《菩提樹下－藏傳佛教文化圈》，頁 2-5。 
6 參見那仁朝格圖，〈果親王允禮以及蒙譯伏藏經〉，《清史研究》，2002：3，頁 99-105。 
7 參見莊吉發，〈清朝宗教政策的探討〉，《清史論集》，第五輯（2000），頁 265-215。 
8 漠北蒙古寺院參見釋妙舟編，《蒙藏佛教史》（揚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3），第七篇，
頁 35-46；〈慶甯寺碑記〉，《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33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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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光緒年間也有一千六百多座。 9漠南蒙古地區以章嘉呼圖克圖地位最

尊。遼寧阜新地區近鄰蒙古，康熙年間建有瑞應寺、佑安寺等，清代該地

區有寺廟群達三百六十多座，尤其以海棠山摩崖佛教石刻有二百六十餘尊

造像群，佛法興盛，號稱「東藏」。 10 北京城內外、近郊的皇城御苑佛寺

甚多，而承德、五臺山的地理位置使其重要性提高。  

若以清朝的政治中心，北京，為中心，我們也可以得到不同的觀察角

度。以北京城內外、包括西山、香山等皇宮御苑為中心，北邊方向有：承

德、盛京、漠南蒙古、漠北蒙古，承德乃位於北京和內外蒙古之交界；西

邊方向則有五臺山，其次則是新疆西北、西藏地區，而五臺山則是西邊之

中界，也是蒙古與漢地之交界，清代皇帝西巡的目的地。  

特別說明五臺山與承德的關連性，主要原因也在於上述新舊宗教中心

的轉移。五臺山與承德都是清代重要的佛教中心，但是兩者的性質、地位

與其他宗教中心，如拉薩、庫倫等不同。除了是朝廷較能直接管理之外，

以佛教觀點而言，五臺山、承德都在「東方」，而「東方」是文殊菩薩教

化之區。以下我們也將討論清代皇帝做為文殊菩薩之化身，尊號為曼殊師

利大皇帝的作用。清代宗教中心重新定位，其關鍵在於曼殊師利大皇帝的

作用，形成以文殊師利大皇帝為中心的佛教圈，而與此對應的，是乾隆朝

出現強調以印度為佛教本源的論述現象。  

我們從佛教傳播歷史也可以了解外來文化與本地文化的衝突與融

合，乃至於轉化的過程。若以地區、民族為單位範圍，也可以做出具有特

色足以和「藏傳佛教文化圈」有所區別的劃分法。上述藏傳佛教外層區域，

即蒙古和漢地，由於「外來的」藏傳佛教處理較被動的地位，特別是蒙古

地區的藏傳佛教，也有學者主張以「蒙古佛教」、「東蒙古佛教」等名稱

強調本民族、地域的特徵，也確實較能把握主題特質。 11然而，我們也不

                                                 
9 參見德勒格編著，《內蒙古喇嘛教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 452-454。另
外，清代寺廟至 1945-1949 年左右，九個盟旗以及呼和浩特市、包頭市，以及土默特旗、郭爾

羅斯旗仍有 1408座。這本書的統計資料似乎不包括承德地區。 
10 阜新寺廟似乎不在理藩院系統內，妙舟法師的《蒙藏佛教史》亦未著錄該地寺院，地方屬性

較強烈。阜新地區的佛教情況，參見王璐，《走出雪域－藏傳佛教聖跡錄》（西寧：青海人民

出版社，1998），頁 116-118；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地方志編委會，《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志》（瀋
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8），頁 745-747；李翎，〈海棠山摩崖造像與阜新地區清代密教特徵〉，
《中國藏學》，1999：2（北京，1999），頁 43-55；李勤璞，〈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關老爺像及

其藏蒙文刻文〉，收入霍巍、李永憲主編，《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論會會議論文集》（成

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 427-451。 
11 使用「蒙古佛教」一詞的意義，參見嘉木揚凱朝，《モンゴル佛教の研究》（京都：法藏館，2004），



第四章 曼殊師利                                                                105 

可忽視雖然各族群、地域之間有相當密切的互動，以及朝廷政策之外在因

素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清朝對藏傳佛教的管理規範政策。  

本章第四節所討論的「滿洲佛教」，是強調滿洲民族接受藏傳佛教，

具有滿洲民族特色的藏傳佛教表現。乾隆時代新興的滿洲佛教與蒙古、西

藏有著重要聯繫，反映藏傳佛教文化圈東部地區民族、地域的時代特色。

12隨著滿洲中心意識的擡頭，滿洲佛教的特色乃愈益突出，終於發成具有

滿洲佛經、滿洲寺院、滿洲喇嘛的內容。  

第二節 五臺山、承德外八廟 

一、清代的五臺山  

五臺山，又稱清涼山，位於山西北境，是所謂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

也是唯一有漢、藏寺僧並立的佛教聖地。五臺山成為文殊菩薩道場的原

因，是因為《華嚴經》等佛經，提到文殊菩薩在此示現說法，也由於《華

嚴經》的講傳、華嚴宗派思想的傳播，自魏晉南北朝起，五臺山乃發展成

為東亞聖山。唐代帝王對五臺山特別關注，尤其有佛教密宗宣傳文殊菩薩

的救世性角色，文殊信仰與「護國佛教」相合，五臺山的地位遂達至高峰。

唐代吐蕃國王曾遣使索取「五臺山圖」、敦煌石窟亦留有五臺山圖壁畫，

這些都是文殊信仰與朝山活動極盛的證據。元世祖忽必烈崇敬藏傳佛教薩

迦派，他曾使八思巴到五臺山朝禮，五臺山開始樹立一座座藏傳佛教寺

院，也引進其各種求法息災的儀軌。 13另一方面，從「佛教治國意識形態」

在中國發展的角度觀察，此意識形態始自漢桓帝晚期，此後發展也奠定了

初唐以後的五臺文殊護國、謢王的信仰，以及轉輪王或佛王的五臺朝山文

化。武則天時代則奠定五臺山為文殊菩薩聖山，做為佛教轉輪王或佛王祈

                                                                                                                                            
頁 1-3；「蒙古宗教」的特色可參見海希西著，耿昇譯，《蒙古的宗教》，收入《西藏和蒙古的

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12 參見李勤璞，〈盛京嘛哈噶喇考證－滿洲喇嘛教研究之一〉，《藏學研究論集》，第七輯，頁 95。

李勤璞之文以「喇嘛教」代稱「藏傳佛教」，本文則採用「藏傳佛教」、「佛教」的用法。 
13 關於五臺山成為聖山的背景及唐、元代發展特徵的比較，可參見王俊中，〈五臺山的聖山化與

文殊菩薩道場的確立〉、〈有關五臺山成為佛教聖山的研究二則〉，收入《東亞漢佛教史研究》

（臺北：東大圖書，2003），頁 41-6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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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文殊謢佑的道場，這種帝王朝拜五臺山文化，一直延續到清代。 14 

前章所述察哈爾林丹汗所祀大黑天像，即是元代喇嘛八思巴所鑄，也

曾移祀於五臺山。五臺山位於漢地與蒙古的交界，在明、清兩代的地位愈

益突出。清代中葉，蒙古史著《蒙古佛教史》裡也反映了五臺山聖地的地

位，作者除了也引用《華嚴經》之言，廣大漢地是文殊菩薩加持之地；另

外也根據班禪大師等大德的說法，認為：「蒙古地區亦屬漢地」。 15如此

便是和清代蒙古民族對五臺山的崇敬相呼應，蒙古和漢地也都是文殊菩薩

的教化區。  

清朝入關前，滿洲民族對五臺山的認識情況我們尚不能完全了解。天

聰八年（ 1634），滿洲大軍第二次入關征明，攻克宣化、大同，至五臺山

而還。 16直至順治初年，山西一帶清廷仍未能有效控制，平亂之事仍頻。 17

清廷開始注意五臺山的聖山意義，並且有朝禮行為，應在山西亂事底定之

後，尤其與五世達賴於順治十年（ 1653）來訪北京之行尤其有關。  

清朝在順治十年（ 1653）三月底，五世達賴正式以「文殊菩薩聖主陛

下」敬稱順治皇帝，此後自順治十二年（ 1655）開始，順治皇帝開始遣大

臣及喇嘛到五臺山朝禮，亦即自順治十年五世達賴自京返藏後，清廷才開

始注意到五臺山。 18 

五世達賴來訪期間，五臺山的喇嘛聞知達賴喇嘛來到北京，紛紛前往

行禮拜見。順治十年，五臺山阿王老藏等僧即前往北京禮拜受戒。據阿王

老藏塔銘可知當年之事：  

順治癸巳，西天上士赴詔入都，老人與同壇五人攝齋受戒，上士忽

諦視曰：此中有一五臺主人。眾人皆惘然，莫測所謂。洎順治己亥，

老人果以兼通番漢，膺選乘傳，上主五臺，總理番漢事務，食俸臺

邑。洵哉上士先覺之言，非偶然也。 19 

                                                 
14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識形態研究》（臺北：商周出版社，

2003），〈導論〉，頁 26；〈武則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頁 224-274；〈唐代五臺文
殊信仰的奠基者－武則天〉，頁 378-424。 

15 （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頁 128。 
16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天聰八年冬十月戊申，頁 308。 
17 清軍一直到順治十二年夏天才平除山西南部一帶，自明末以來的盜匪勢力，參見：魏斐德著

（Frederic Wakeman, Jr.），陳蘇鎮等譯，《洪業》（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臺北：時英出版社，2003），下冊，頁 970-976。 

18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力的崛起》，頁 21、267-270。 
19 （清）蔣弘道，〈清涼山老人阿王老藏塔銘（節略）〉，《清涼山新志》，卷 7，頁 22，收入《故
宮珍本叢刊》，冊 248，頁 209。關於五臺山喇嘛前往拜見五世達賴的事跡還可見〈附娑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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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銘文所說的「老人」，即是阿王老藏，他得到五世達賴的預示，即將

成為「五臺主人」，其後果然於順治十六年（ 1659）受命總理五臺山，任

命為五臺山扎薩克大喇嘛，再於康熙二十二年（ 1683），御筆題賜為「清

涼老人」。自此阿王老藏以降的五臺山扎薩克大喇嘛，均駐錫於五臺山首

寺「菩薩頂」。 20 

清代皇帝曾十二次前往五臺山，並纂輯五臺山志書。康熙皇帝曾於康

熙二十二年（ 1683）二月和九月、三十七年（ 1698）三月、四十一年（ 1702）

二月、四十九年（ 1710）二月，前後共五次巡游五臺山，也曾於康熙四十

年（ 1701）刊刻滿、蒙、漢、藏四體《清涼山新志》。 21其中四十一年二

月，後來即位的雍正皇帝胤禛也以貝勒身分隨往。乾隆皇帝於乾隆十一年

（ 1746）九月、十五年（ 1750）二月、二十六年（ 1761）二月、四十六年

（ 1781）二月、五十一年（ 1786）二月、五十七（ 1792）二月，共六次西

巡。嘉慶皇帝曾於嘉慶十六年（ 1811）三月西巡。乾隆年間纂輯《欽定清

涼山志》，嘉慶年間則纂輯《西巡盛典》，為其巡游紀事。因為如此多次

的西巡，在《理藩院則例‧扈從事例》中，也特別增纂〈五臺山喇嘛事宜〉

八條，規範各項有關具體的接駕、演樂、念經等事宜。 22 

清代皇帝與藏傳佛教的重要宗教領袖有密切的互動，而五臺山也成為

他們活動場所。康熙三十六年（ 1697），康熙皇帝出邊親征回京時，喀爾

喀地區的第一世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奉詔，在張家口外的布爾噶蘇臺迎

駕，並隨隊回京；次年又隨皇帝西巡朝禮五臺山，與皇帝同駐於菩薩頂；

嘉慶十八年（ 1813），第四世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自北京返喀爾喀，途次

亦詣往五臺山。 23 

康熙年間，二世章嘉呼圖克圖的地位尤為突出，擁有「灌頂普善廣慈

大國師」的稱號，康熙皇帝曾肯定他而說道：「黃教之事，由藏而東，均

                                                                                                                                            
緣起〉，《清涼山新志》，頁 211。 

20 菩薩頂又有大文殊寺、真容院等名稱。關於以阿王老藏為五臺山扎薩克大喇嘛的任命權，就

前引銘文看來，似乎是清朝皇帝。而根據王璐，〈五臺山與西藏〉一文所示，此職是由達賴喇

嘛所任，順治十三年才將菩薩頂改為喇嘛教寺院，又令達賴喇嘛委派管理五臺山喇嘛教事務

的扎薩克大喇嘛；順治十九年（筆者按：應為十六年之誤），清世祖詔命阿旺老藏前往五臺山，

封為扎薩克大喇嘛等。但王璐之文所據資料出處不明確，過程有待進一步考察。參見王璐，〈五

臺山與西藏〉，《五臺山研究》，1995：4（太原：1995），頁 23。 
21 《清涼山新志》，序於康熙四十年五月初三日，四體本參見臺北國立北故宮博物院藏本。 
22 楊選第、金峰校注，《理藩院則例》（海拉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卷 20，扈從事例上，

頁 212-213。 
23 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第 5篇，頁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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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爾一人掌管」；雍正皇帝也說章嘉呼圖克圖「在達賴喇嘛、班禪額爾德

尼之上」。 24乾隆年間，三世章嘉呼圖克圖他也常年駐錫於五臺山，不僅

扮演朝廷與蒙古、五臺山、西藏聯繫的樞扭角色，也對文化融合卓有貢獻，

在清朝藏傳佛教的地位至為重要。康熙皇帝曾命二世章嘉呼圖克圖在五臺

山修建菩薩頂等十寺；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從乾隆十五年（ 1750）到五十一

年（ 1786）的三十六年之間，幾乎每年夏季四至八月都在五臺山修行傳法。

乾隆十五年，乾隆皇帝第二次西巡五臺山，即命請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同

行，這是他首次朝拜五臺山；乾隆四十六年（ 1781），亦隨同前往五臺山。
25三世章嘉呼圖克圖還曾選寫〈道歌〉贊頌五臺聖地，並曾撰寫藏文本《聖

地清涼山志》，均流傳至今。 26 

五臺山位於山西境內，從山西巡撫的奏報也可以反映朝廷對五臺山的

重視。康熙年間，山西巡撫噶禮曾多次具奏親赴五臺山誦經祝禱，為各寺

油漆彩繪。 27噶禮還以未經證實的傳聞，聽說皇帝即將巡幸五臺山，山西

省民眾將齊集迎接之事具奏，並一再具奏希望皇帝能來五臺山禮佛。 28乾

隆、嘉慶年間，朝廷也多次撥款修建五臺山寺廟及行宮，形成規模巨大、

                                                 
24 參見參見秦永章，〈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動述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9：6（北京，1999），頁 81-85。章嘉呼圖克圖佑寧寺「活佛」系統之一，佑寧寺原稱郭隆

寺，位於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五十鄉境內，一世章嘉扎巴沃色，於明代萬曆年間生於今青

海互助縣紅崖子溝張家村，遂稱此系統為「張家活佛」，雍正年間以後，因「張家」字樣不雅，

遂易寫為「章嘉」。乾隆年間的章嘉呼圖克圖（1717-86），又稱為章嘉若必多吉（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其名號因世輩算法不同而有差異，有學者視為「二世」，例

如：趙雲田，〈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政策〉，《西藏研究》，1987：2，頁 34-46；也有視為將
世輩接自其「先世源流」之後，視為「第十五世」，參見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第 5篇，
頁 77-123。關於章嘉若必多吉的重要性及其與乾隆皇帝的關係，可參考上述趙雲田之文，以

及Wiangyun Wang, “Tibetan Buddhism at the Court of Q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1717-86)”, Harvard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5; Wiangyun Wang, “The Qing 
Court’s Tibet Connection: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000: 1), pp.125-163.。 

25 參見馬連龍，〈三世章嘉國師駐錫五臺山事略〉，《五臺山研究》，20（1989：3），頁 35-38；蕭
寧，〈章嘉呼圖克圖與五臺山佛教〉，《五臺山研究》，25（1990：4），頁 11-15。 

26 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於五臺山的相關事跡，參見（清）土觀‧洛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連

龍譯，《章嘉國師若必多吉傳》（北京：民族出版社，1988），〈第十八章 在五臺山修習〉，頁
294-318；其傳記內載，〈道歌〉與《聖地清涼山志》寫於火猪年（1767，乾隆三十二年）夏天

以後。《聖地清涼山志》，於道光十一年刻印，可參見王璐的漢譯本，收入，《五臺山研究》，

23（1990：2），頁 8-48。 
27 參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頁 407，康熙四十五年正月二十六日；頁 415，康熙四十五年四月初十日；頁 569-570，
康熙四十七年三月二十四日，等等。 

28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562-563，康熙四十七年正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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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恢宏的寺廟和行宮建築群。 29 

雍正元年（ 1723）十一月二十一日，山西巡撫諾岷具摺奏報五臺山無

道喇嘛擾民滋事，並建議將不安分的喇嘛分調別處寺廟，五臺山之廟則予

尋找真心修道、忠厚賢良之和尚住寺。從雍正皇帝硃批，我們可看出處理

五臺山喇嘛問題牽涉到蒙古人心，據硃批所言：  

此奏甚是，殊屬可嘉。唯五臺山有眾多蒙古大廟，若給和尚，蒙古

人只要涉及喇嘛之事就全不顧身命，此事頗關係蒙古人心。先懲辦

惡者，從嚴立法，觀察看看。朕命爾辦理全省要務，此等小事，朕

不會讓人怨你，故派額倫岱、馬爾齊哈前去，與你一同清理此事。

不獨五台山喇嘛，即使天下喇嘛無賴能有幾何？不值一顧。唯蒙古

人芥蒂甚深，凡事涉及佛法，不論是非，何兵戈命案不起？此即是

如此一件無可奈何之糊塗事、不可改正之惡習。此情只爾知道，勿

語他人。 30 

在雍正皇帝的眼裡，不法喇嘛的存在是小事，事關蒙古人心才是大事！為

此還特地派員前往協同處理，也表露自己對蒙古信佛常不論是非的反感。

後來諾敏也坦誠自己沒有考慮到蒙古人心的魯莽思維，再次具奏，擬依諭

旨只懲辦罪大惡極者，其餘照常安置，以喇嘛、民人互不干犯為準則定例。

31在蒙古佛教徒的眼裡，五臺山神聖的地位堪與西藏相比，蒙古族的「朝

臺活動」盛況至少延繼到二十世紀初，尤其他們相信將親人骨骸埋於五臺

山便能得到最好的轉世。 32 

不只是蒙古佛教徒希望能安葬於五臺山，各地僧眾對五臺山重視的程

度 ， 也 從 願 意 將 死 後 骨 骸 送 到 五 臺 山 埋 葬 之 風 俗 來 理 解 。 雍 正 六 年

（ 1729），朝廷為此議准禁止，並列入《理藩院則例》之中：  

凡喇嘛、僧、道、旗、民、蒙古人等之骨殖，不准送往五臺山埋葬。

如蒙古達喇嘛等，有願將骨殖送往五臺山埋葬者，由院具奏，請旨

遵行。其本處喇嘛、僧、道尸骨，令其達離寺廟埋葬。 33 

據上述禁令，已經包括了旗人。朝廷只有對於「蒙古達喇嘛」等高僧稍有

                                                 
29 相關檔案史料參見〈乾嘉年間五臺山寺廟行宮修繕工程史料（上）、（下）〉，《歷史檔案》，83、

84（北京，2001：3、4），頁 31-44；25-35。 
3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上冊，頁

522-523，雍正元年十一月二十一日。 
31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563-564，雍正元年十二月十一日。 
32 閆天靈，《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北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120-121。 
33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9，喇嘛事例四，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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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融，但是也必須經由理藩院具奏，請旨覆准才可行。著名的第三世章嘉

呼圖克圖，即葬於其屬管的鎮海寺。  

理藩院對五臺山的管理，主要針對這裡的喇嘛、寺院，這可以從《理

藩院則例》略知概廓，例如：  

五臺山扎薩克喇嘛缺出，於由藏調京堪布內揀選，報院奏放。咨送

京城喇嘛印務處，由掌印胡圖克圖考驗，報院奏放。 34 

雖然在五臺山除了章嘉呼圖克圖所掌六寺之外，其於各藏傳佛寺均由達賴

喇嘛直轄， 35而由引文內容可以了解：朝廷對五臺山扎薩克喇嘛的任命確

實有一定的影響力。相關條例尚有：「其五臺山扎薩克喇嘛一缺，亦由唐

古忒喇嘛內揀選補授」；「五臺山掌印扎薩克喇嘛告病開缺者，准其隨帶

徒眾歸回西藏養病」等。 36  

由於五臺山在蒙古與漢地的交界，蒙古方面前來朝聖，必須通過邊

關，事涉邊防。對此《理藩院則例》也有所規範：  

內扎薩克王、貝勒、貝子、公、扎薩克等，有前赴五臺山進香者，

將所帶跟役人等數目并由何口行走、經過之處呈明該盟長，聲明報

院核辦，咨行兵部給與路引，統於年終匯奏。事畢回旗後，仍將原

領路引送院，咨送兵部查銷。至所帶跟役人等，親王、郡王不得過

八十名，貝勒、貝子、公等不得過六十名，并皆不准攜帶鳥槍。 37 

此例特別強調有品級的蒙古王公等，必須取得兵部核發的「路引」才能成

行，進香回旗之後「路引」仍需繳回，人數、鳥槍均有限制。  

清代五臺山香火極盛，在蒙古、漢地享有極大盛名，尤其受到朝廷奉

崇，所以五臺山與國家聖神化的傳說於焉產生。嘉慶年間，蒙古史家納塔

（Na-ta）著有《金鬘》一書，他追述清朝入關時的情況提到：順治元年（ 1644）

四月，睿親王多爾袞命令集結全部兵力，親自進入山海關，李自成敗走西

北，明朝文武眾多官員在五臺山迎接睿親王；五月時，進入京城。 38這些

                                                 
34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8，喇嘛事例三，頁 406。關於品秩坐次，請參見頁 405；
關於臺麓寺達喇嘛，見頁 409，此條下注：「道光本無此條」，或為道光年間以後才增訂。 

35 章嘉呼圖克圖所轄五臺山六寺為：鎮海寺、普樂寺、集福寺、慈福寺、文殊寺、廣化寺。達

賴喇嘛的直轄寺院及章嘉呼圖克圖的屬寺，參見王璐，〈五臺山與西藏〉，《五臺山研究》，1995：
4，頁 23-26。 

36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60，喇嘛事例五，頁 424、426。此二條下注：「道光本
無此條」，或為道光年間以後才增訂。 

37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34，邊禁，頁 296。 
38 （清）納塔，喬吉校注，《金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蒙文本，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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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並不合乎歷史事實，而且自順治十二年（ 1655）起，皇室才開始行布

施於五臺山；但是，納塔的這種理解卻使清室與五臺山的聯結，提早整整

十二年，尤其是清朝等於是在「聖山」取得政權！可見清朝入關以後，朝

廷與五臺山的密切關係也影響了蒙古民族對清朝、五臺山的理解。編纂於

道光年間的《番僧源流考》，記載了達賴、班禪等呼圖克圖的源流，其中

也反映了五臺山的地位：  

於崇禎十三年歲次庚辰年，十有四歲，在錯爾齊地方，能知盛京大

清國皇帝已經即位，特遣色欽曲結恭請大皇帝聖安納貢。彼時乃賴

皇帝鴻福，兼之因達賴喇嘛篤誠祝禱，在山西五臺山灣獲一篆文寶

印，實為祥兆，於是呈進，太宗皇帝不勝欣悅。 39 

引文所說的並不是清太宗時代的史實，道光年間的說法只是突顯清廷的強

勢以及滿、藏關係的友好，也把前章所提及的獲得歷代傳國玉璽的史實，

嫁接於五世達賴以及五臺山，這也是政權神聖化的另一詮釋。  

五臺山從順治年間已得到朝廷的重視，但是，新的宗教中心卻在康熙

年間以後熱河另外建立，「外八廟」與承德避暑山莊形成新的政教中心。

「外八廟」具有五臺山無可取代的功能，但也和五臺山有所聯繫。  

二、  承德外八廟  

清代熱河地區的地位十分重要，不但設立牧場，提供馬政之需，康熙

年間，進一步建立木蘭圍場，成為圍獵騎射的最佳場所。基於邊防戰略與

聯絡蒙古的重要性，就是塞外行宮與避暑山莊的建立的因素。 40清朝皇帝

頻繁出巡長城口外，各地建有行宮，而口外行宮眾多，有名號的行宮多見

於康熙四十一年（ 1702）以後。康熙四十一到四十三年（ 1702-1704），就

興建八處行宮，這時還不知康熙皇帝偏愛何處，其後八座行宮中的熱河上

營行宮，由於自然環境位置特殊，最後發展成避暑山莊。興建避暑山莊是

多重功能的，除了演兵習武、避開京城炎熱，以及會見俱怕內地痘症的藩

                                                 
39 崇禎十三年（1640），即崇德四年，引文見（清）鍾方編，《番僧源流考》，收入《西藏宗教源

流考、番僧源流考》（拉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頁 2。據吳豐培考察，《番僧源流考》

編入道光二十二年至二十四年任駐藏幫辦大臣，鍾方所編之《藏務類函》之中，此書當為鍾

方所編，現收入西藏研究叢刊之二。  
40 彭嘉楨，〈清代熱河地區之巡幸活動與區域發展關係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碩

士論文，2000，頁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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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王公喇嘛等目的，康熙皇帝探視遠嫁蒙古王公的公主也是原因。因此，

從康熙十六年至六十一年（ 1677-1722）的四十六年之間，巡幸口外四十八

次。 41雍正皇帝雖不曾出訪口外、舉行木蘭秋獼，但對皇子至口外行圍學

習十分關心；乾隆皇帝自乾隆六年（ 1741）開始首巡熱河，乾隆六年至六

十年（ 1741-1795）的五十五年之間，曾有四十八年共四十九次巡幸避暑山

莊，歷年巡幸時間最長達至一百六十七天，最短則有五十五天。 42而「外

八廟」則是圍繞著避暑山莊、地位突出的寺廟群，它們是清朝入關之後和

山莊同時發展成為新興的政教中心。  

圍繞避暑山莊的寺廟，以「外八廟」之名著稱，這主要是指包括有十

二座皇家寺廟，按照建造時間依次為：溥仁寺（康熙五十二年， 1713）、

溥善寺（康熙五十二年， 1713）、普寧寺（乾隆二十年， 1755）、普佑寺

（乾隆二十五年， 1760）、安遠廟（乾隆二十九年， 1764）、普樂寺（乾

隆三十一年，1766）、普陀宗乘之廟（乾隆三十二年，1767）、廣安寺（乾

隆三十七年， 1772）、殊像寺（乾隆三十九年， 1774）、羅漢堂（乾隆三

十九年， 1774）、須彌福壽之廟（乾隆四十五年， 1780）、廣緣寺（乾隆

四十五年， 1780）。 43按《熱河園庭現行則例》所載，其中包括溥仁等九

座寺廟歸理藩院所屬八個管理機構，由朝廷派駐喇嘛，按人員分月分撥發

錢糧，而羅漢堂、廣安寺和普樂寺三寺不駐喇嘛，由內務府管理。 44這也

使得外八廟的性質明顯地與一般開放信徒進香虔禱、預卜休咎，形成香火

繁盛區的佛寺有所不同。 45其隨著須彌福壽之廟、廣緣寺的竣工，避暑山

莊北側有五座寺廟連成一片， 46並且與山莊西部、武烈河以東的七座寺廟

                                                 
41 郭美蘭，〈康熙年間口外行宮的興建〉，《紀念避暑山莊 300周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承德，

2003.9），頁 1-17。 
42 關於康乾時期，北巡的次數、規模、經費情形，參見彭嘉楨，〈清代熱河地區之巡幸活動與區

域發展關係之研究〉，頁 55-78。 
43 須彌福壽之廟與廣緣寺同建於乾隆四十五年，兩者建竣之先後有待進一步考察。趙玲、牛伯

忱認為須彌福壽之廟是較後建成，參見趙玲、牛伯忱，《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西安：三秦

出版社，2003），頁 211；而杜江認為廣緣寺是最後建成、佔地最小的，參見杜江，《清帝承德

離宮》（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161-162，兩書也都只有標示乾隆四十五年，沒有修

竣日期。 
44 參見趙玲、牛伯忱，《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 214。「外八廟」之說，是指溥仁寺等九座寺

廟由理藩院管理，在北京喇嘛印務處註冊，設有辨事處（下處），其中普佑寺附屬於普寧寺，

兩廟合做一處。 
45 袁森坡，〈清代口外行宮的由來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清史論叢》，第二輯（北京：

中華書局，1980），頁 318。 
46 山莊北側從左到右有：羅漢堂、廣安寺、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廟、須彌福壽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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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聯綴成半圓形。 47雖然外八廟先後歷時六十餘年的經營，卻有如經過統

一的規劃，有相當完整的佈局與空間聯繫，其中清朝中後期所建七寺，其

正面山門均向著山莊，具有「向心式」佈局，強調向心統一的政治願景，

也符合佛教「萬法歸一」的基本教義。 48 

外八廟的建立和聯絡蒙古有密切關係。康熙五十年（ 1711），因與蒙

古各部會盟於多倫諾爾，後來從各部所請，於該地建彙宗寺；而建於康熙

五十二年（ 1713）的溥仁、溥善二寺，是純粹漢地佛寺風格，乃由蒙古各

部為祝賀康熙皇帝六十歲誕辰而獻建，成為蒙古情感的見證，也開啟了圍

繞山莊「外八廟」的建設。康熙皇帝賦予溥仁寺以十分突出的歷史象徵地

位。〈溥仁寺碑文〉有言：  

蒙古部落，三皇不治，五帝不服，今已中外無別矣。⋯⋯⋯今熱河

之地，為中外之交，朕駐蹕清暑，歲以為常，而諸藩來覲，瞻禮亦

便。⋯⋯歷觀往史，遹溯前朝，版籍有區，幅員未廣。茲熱河之奧

壤，乃紫塞之神皋，名號不掌於職方，形勝無聞遢地志。朕以涼德，

撫育萬方，邊壖之外，悉為畿甸。 49 

這表示了蒙古的歸順的歷史意義在於「中外無別」，同時也確定了熱河地

方成為中國疆域的歷史意義。同時興建的溥善寺，其規模雖非宏偉，但是

蒙古人相信這裡保存有「達賴喇嘛五世和六世呼畢勒罕的聖骸、六世達賴

的剩餐和用這位佛祖遺體火化的骨灰做成的三尊佛像」，因而受到佛教徒

極大的崇敬。 50 

而於乾隆年間所建各寺，從普寧寺開始乃仿建自其他地方寺廟，仿建

                                                 
47 山莊東側從北到南有：普寧寺及其右側廣緣寺，其南側之普佑寺、安遠廟、普樂寺、溥善寺、

溥仁寺。 
48 參見張斌翀，〈試論康乾盛世承德外八廟設計中對統一向心思想的含蓄表現〉，《山莊研究－紀

念承德避暑山莊建園 290週年論文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 133-142。山門沒有
面向山莊的寺廟有早期營建的溥仁寺、溥善寺、普寧寺以及乾隆四十五年由普寧寺堪布喇嘛，

察魯克斯，自己出資奉准之後建造的廣緣寺。另據「避暑山莊選址分析圖」，山莊外圍有八座

主要的山嶺，加上武烈河流貫其間，形成特異之山水地理；而藏式風格的取向，所謂「西藏

都綱法式」，以須彌福壽、普陀宗乘之廟最純粹，此建築上的都綱法式，即佛學上的「曼陀羅」。

參見王立平、張斌翀編著，《避暑山莊春秋》（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頁 46，圖版
61；頁 91-92。 

49 〈溥仁寺碑文〉，《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280-282；另有文義相近的〈溥仁寺碑記（文）〉，頁
282-284。 

50 關於溥善寺的傳說，參見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卷 2（呼和浩特：內蒙古
人民出版社，1983），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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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成為乾隆時代鮮明的特色。 51普寧寺仿自西藏桑耶寺，它是寺廟的

西藏祖寺，八世紀中葉，吐蕃贊普墀松德贊大興佛法，仿古印度歐丹達普

黎寺格局； 52其他如：安遠廟仿建伊犁固爾扎廟，廣安寺仿建藏式碉房，

羅漢堂仿建浙江海寧安國寺，殊像寺仿建香山寶相寺及五臺山殊像寺等

等，而規模宏大者首推普陀宗乘之廟仿建拉薩布達拉宮、須彌福壽之廟仿

建日喀則扎什倫布寺。 53這些複製仿建寺廟的基本意圖尤其在於拉近和西

藏、新疆等地方的距離。我們從殊像寺的仿建即可進一步了解乾隆朝所經

營造建的意圖。  

乾隆年間影響外八廟修建的重要人物，首推三世章嘉呼圖克圖，他所

掌管的寺廟，遍及京師、漠南蒙古、盛京、熱河、山西、青海等地，僅京

都、熱河、漠南蒙古就有八十一座之多。其重要的政治活動表現，例如：

雍正十二年（ 1734），偕同果親王允禮，前往泰寧迎送達賴七世；乾隆二

十一年（ 1756），於扈從木蘭圍場時，幫助清廷解決喀爾喀蒙古和托輝特

部郡王，青袞扎卜，所發動的變亂等。 54而與外八廟有關的具體情況，例

如：普寧寺「大乘之閣」南面之東西兩側，各有建築，東面的「妙嚴室」

是乾隆皇帝禮佛時休息之用，西面的「講經堂」，則是專供章嘉呼圖克圖

講經之所；乾隆二十八年（ 1763），哲布尊丹巴三世呼圖克圖呼畢勒罕，

行將五歲時，在赴庫倫坐床途中到承德覲見，乾隆皇帝命章嘉呼圖克圖於

此普寧寺講經堂為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受戒法。 55乾隆三十一年（ 1766），

為了反映新疆邊境戰事已歇，該地厄魯特杜爾伯特部、哈薩克、布魯特亦

前來承德覲見的盛事，故而在普寧寺、安遠廟建成之後，取「既寧且安，

其樂斯在」之意，配合佛教思想，再建此普樂寺。此寺的規劃即出自章嘉

                                                 
51 乾隆皇帝模仿另造的範圍十分廣泛，特別是佛教主題，包括：寺廟、羅漢堂、唐卡、園林等

等，這些仿建、仿古的手法、意涵均有待進一步研究，亦可參見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i’i 
press, 2003). 

52 參見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歷史文化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西薩人民出版社，

1998），頁 227-228。桑耶寺（bsam-yas-gtsug-lag-khang），現位於西藏自治區山南札囊縣雅魯

藏布江北斗扎瑪山麓，八世紀中葉，吐蕃贊普樨松德贊（755-797）始建的吐蕃第一座佛法僧
三寶齊全的佛寺，其時迎請寂護、蓮花生大師入藏傳法，仿古印度歐丹達普黎寺（o-tant-pu-ri，
即飛行寺）格局，並融合漢藏風格於一體。 

53 參見杜江，《清帝承德離宮》，頁 104、117、127、137、140、145、148。普樂寺「形似」北京

天壇祈年殿，但是否為仿建而來，文中沒有明說。 
54 趙雲田，〈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政策〉，《西藏研究》，1987：2（拉薩，1987），頁 38、44。 
55 參見陳振遠、李海濤，〈淺談章嘉活佛與“康乾盛世＂外八廟的關係〉，《山莊研究－紀念承德

避暑山莊建園 290週年論文集》（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 3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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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圖克圖的建言，據〈普樂寺碑文〉之記事：  

咨之章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樂王佛，乃持輪王佛化身，

居常東向，洪濟群品。若必外闢重闉，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闍

城，疊磴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峰對者，則人天咸遂皈依。 56 

這裡說明建築理念依據的，是持輪王佛的化身：「上樂王佛」，即「勝樂

王佛」、「勝樂金剛」，在須彌山說法時是面向東方的典故，認為此寺廟

一定要在最外面開闢幾道門，建立三條大道等，山門內正中的「宗印殿」，

及其兩邊各設「慧力殿」、「勝因殿」，後面又建有一座闍城，由石梯而

上，在闍城上建一與附近磐垂峰相對的佛龕，即「旭光閣」。「旭光閣」

之內，即有一巨大木製壇城（曼陀羅），供奉著「上樂王佛」。依此營建，

所有人都將歸皈佛法。 57無獨有偶，先前在乾隆二十七年（ 1762）所建的

香山寶相寺，則以「旭華之閣」以及文殊菩薩立體壇城之外方內圓、四面

設門的形式和名稱都相近。 58 

三、殊像寺的仿建與延伸：以印度為中心  

五臺山和承德的聯繫，就地理條件而言，兩者都位於蒙古與漢地的交

界；就奉崇對象而言是對文殊菩薩的信仰；就實際推動主導人物而言，則

以乾隆皇帝和三世章嘉呼圖克圖為核心。以下就殊像寺的仿建做具體探

討。  

乾隆皇帝與五臺山、文殊菩薩三者頗有關係，除了六次西巡五臺山之

外，還包括：聆聽梵唄與譯經等活動。根據乾隆四十六年（ 1781），第四

次上五臺山的詩作，他聆聽的「梵唄」則是「文殊菩薩本咒」。據詩作所

言：  

臺懷每幸必於春，恒住斯堂有宿因。六字真言聽梵唄，（文殊本咒

曰：「阿喇巴咱那底」，亦六字，與「南無阿彌陀佛」亦無異也）。

                                                 
56 〈普樂寺碑記〉，《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16-418。 
57 碑文釋義參見齊敬之，《外八廟碑文注釋》（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頁 42-50；此「上

樂王佛」擁抱明妃成結合狀，也稱「歡喜金剛」、「歡喜佛」，是密宗修法的象徵，普樂寺各殿、

閣的介紹參見杜江，《清帝承德離宮》，頁 123-125；詳細圖版、介紹參見趙玲、牛伯忱，《避

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 179-185。 
58 寶相寺照片參見王家鵬，〈乾隆與滿族喇嘛寺院－兼論滿族宗教信仰的演變〉，《故宮博物院院

刊》，1995：1，頁 59，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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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此年，還於五臺山抄寫《文殊師利讚》（《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

並在此譯成滿文。 60 

乾隆十五年（ 1750），乾隆皇帝第二次西巡，也是第一次奉母巡游五

臺山，返回北京後，於乾隆十六年（ 1751）模仿五臺山之「菩薩頂」，另

建香山寶諦寺。 61菩薩頂，也稱真容院、大文殊寺，供有明代成化年間所

造之「文殊乘獅行像」。 62而香山是北京西山諸山之一，西山又號稱「小

清涼山」。 63此後乾隆皇帝把焦點集中在殊像寺。  

五臺山殊像寺以主尊供奉「文殊跨狻猊像」著名，相傳該像為「神工

所造」。 64康熙皇帝於康熙三十七年（ 1698）重修，三十九年（ 1700）立

碑記事。碑文盛讚「殊像」之儀度莊嚴，以及此行目的乃「為慈闈祝釐」

盡孝道。 65康熙皇帝也曾留下詩作〈殊像寺法相最異〉， 66但是都沒有提到

將殊像寺於別處仿建，也沒有在其他地方特別建造專祀文殊菩薩的寺廟。

乾隆皇帝則不然，多次仿建該寺，這或許和皇太后有密切關係。乾隆皇帝

生母崇慶皇太后鈕祜祿氏，活到乾隆四十二年（ 1777），享壽八十有六。

乾隆皇帝曾二度奉母登五臺山。  

乾隆二十六年（ 1761），侍奉母親至五臺山。乾隆二十七年（ 1762），

仿五臺山殊像寺，於北京香山建寶相寺，乾隆三十二年（ 1767）完竣，寫

碑記事，寶相寺碑文：  

歲辛巳，值聖母皇太后七旬大慶，爰奉安輿詣五臺，所以祝釐也。

殊像寺在山之麓，為瞻禮文殊初地，妙相莊嚴，光耀香界，默識以

歸。即歸則心追手摹，係以讚而勒之碑。香山南麓，向所規菩薩頂

之寶諦寺在焉。迺於寺右度隙地，出內府金錢，飭具庀材，營構藍

                                                 
59 〈題恒春堂〉，《欽定清涼山志》，卷 5，天章 3，頁 5，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248，頁 296；
此志沒有任何序文，所收事蹟止於乾隆五十一年，即第五次西巡，故推測此志編纂於乾隆五

十一年以後。另見趙林恩編注，《五臺山詩歌總集》（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下冊，
頁 532。括號內為詩注。 

60 乾隆皇帝以滿文翻譯《文殊師利贊》，見第本章第四節。 
61 （清）英廉、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日下舊聞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03，頁 8。 
62 《欽定清涼山志》，卷 10，寺院上，頁 1，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248，頁 331。 
63 黃顥，《在北京的藏族文物》（北京：民族出版社，1993），頁 85。 
64 《清涼新志》，卷 1，頁 10，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248，頁 152。 
65 碑文見《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255-256。 
66 詩文見《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初集》，卷 37，引自趙林恩編注，《五臺山詩歌總集》，下冊，

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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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視碑摹而像設之。⋯⋯經始於乾隆壬午春，越今丁亥春蕆工。⋯⋯

因記之曰：文殊師利久住娑婆世界，而應現說法則獨在清涼山，固

《華嚴品》所謂東方世界中菩薩者也。夫清涼在畿輔之西，而香山

亦在京城之西。然以清涼視香山，則香山為東，若以竺乾視震旦，

則清涼、香山又皆東也。是二山者不可言同，何況云異？矧陸元暢

之答宣律師曰：文殊隨緣利見，應變不窮，是一是二，在文殊本不

生分別見，倘必執清涼為道場，而不知香山之亦可為道場，則何異

鑿井得泉而謂水專在是哉？而昔之詣五臺禮文殊，所以祝釐也，而

清涼距畿輔千餘里，掖輦行慶，向惟三至焉。若香山則去京城三十

里而進，歲可一再至。繼自今憶萬年延洪演乘，茲惟其恒，是則予

建寺香山之初志也。寺成，名之曰：寶相。 67 

由碑文可知，建寺的理論依據在於：文殊菩薩的道場不應只限於五臺山，

而移建香山則距京師較近，可以時常前往，方便為母親請祈福壽，盡人子

孝道。  

關於仿建的手法，乾隆二十六年（ 1761）在五臺山瞻禮文殊菩薩法相

時，乾隆皇帝即將五臺山殊像寺的文殊菩薩像默記於心，再摹圖塑像，當

時所繪為「御筆文殊像」，乃於保陽行宮所繪設色文殊坐青獅像，四足踏

蓮，並有題記曰：  

是像即非像，文殊特地殊，亳端寶王剎，鏡裡焰光珠，法雨滄桑潤，

梵雲朝暮圖，高山仰止近，屏氣步霄衢。謁殊像寺得句，因寫滿月

容，以紀其真，即書於右，行營促成，限於方幅，迴鑾餘暇，將放

展成大圖勒石，須彌棗葉，無異無同，五於此未免著相矣。辛已暮

春，保陽行宮並識。 68 

此行回京之後，乾隆皇帝再「摹寫為圖」，復即以稿本命宮廷畫師丁觀鵬

設色重繪此文殊像。 69此舉也有碑詩記錄：  

殊像寺瞻禮時，心識相好，於行營即摹為小圖，既歸，又廓成大圖，

                                                 
67 〈寶相寺碑文〉，《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09-411。 
68 〈御筆文殊像〉一軸，本幅：宣紙本，縱三尺五分，橫一尺四寸，設色。《欽定祕殿珠林續編》，

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88。 
69 〈丁觀鵬畫文殊像〉一軸，「本幅：宣德牋本，縱八尺六寸五分，橫四尺九寸五分，設色畫文

殊乘師子。自識：乾隆辛巳春，上以祝釐巡幸五臺，瞻禮曼殊寶相，圓光默識，如月印川，

回鑾後，摹寫為圖，水墨莊嚴，妙合清涼真面，復以稿本命小臣觀鵬設色⋯⋯。」《欽定祕殿

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6，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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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寶相寺於香山之南，命工依像裝塑，今始落成展謁云。 70 

乾隆二十六年（ 1761）是第三次，也是第二次奉母西巡五臺，而乾隆皇帝

再次西巡已是二十年後的乾隆四十六年（ 1781）二月，此時皇太后也已過

世四年。所以，香山寶相寺的建立確實方便皇室參拜，免去了前往五臺山

的路途。  

乾隆三十九年（ 1774），於承德建殊像寺，建寺緣由同於上述寶相寺，

建築形式也參考五臺山殊像寺與香山寶相寺，所謂的仿建，其重點仍是對

於文殊菩薩其形相、精神的崇敬，以及表達孝思的重現。 71建造進度頗順

利，一年之內即完竣，據乾隆四十年（ 1775），〈殊像寺落成瞻禮即事成

什（有序）〉所言：  

五臺山為文殊師利道場，梵語謂之曼殊師。山麓有寺曰：殊像。傳

是文殊示現處。妙相端嚴，瞻仰生敬。辛已春，奉聖母，幸五臺祝

釐，瓣香頂禮，默識其像以歸。既歸摹勒諸石，遂乃構香山肖碑模

而像設之，額曰：寶相。茲於山莊普陀宗乘廟西，營構蘭若，莊校

金容，一如香山之制；而殿堂樓閣，略仿五臺山，亦名殊像，從其

朔也。夫佛法無分，別見清涼。五峰固文殊初地，香山塞山，非彼

非此。矧以竺乾視之，固同為震旦中菩薩示現之境乎？是則闡宗風，

延曼壽，功德利益，又皆一合相之，推廣平等者也。 72 

上述仿建而成的香山寶諦寺、寶相寺與承德殊像寺，一方面是皇帝指示建

造，而且都闢為「滿洲寺廟」之用，專以「滿洲喇嘛」念滿文佛經。因此，

仿建這些奉祀文殊菩薩寺廟的目的，正與滿洲意識密不可分。  

然而「真正的中心」雖然是在佛教的起源－古印度！這是眾所皆知的

事實，但為什麼乾隆皇帝還要一再強調這點？因為以印度為中心的視角，

則五臺山、北京香山、承德等地，甚至包括蒙古、滿洲，都成為「東方」，

                                                 
70 此為「法光欽意蕊，寶相印心殊」二句的詩注。〈寶相寺落成瞻禮因用辛巳五臺殊像寺詩韻二

首〉，《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11。 
71 觀碑文所言，或許容易使人認為承德殊像寺是仿建於五臺山殊像寺，對此孟繁興比較兩者的

規模建制，指出兩者的相異頗大，尤其前者是大規模寺院園林形式的藏傳佛教風格，後者是

小規模的漢地「青廟」，看不出哪方面仿建。孟繁興，〈承德殊像寺與五臺山殊像寺〉，《避暑

山莊論叢》（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頁 450-454。然而，誠如本文所論，我們也應細讀

碑文以了解所謂「仿建」的精神。另有說法，認為承德殊像寺內文殊像，是仿乾隆皇帝的面

貌，見金啟琮，《清代蒙古史札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頁 75。金啟琮先

生未注明引據出處，且書中寫成「三十九年仿五臺山台麓寺建殊像寺」亦誤。 
72 〈殊像寺落成瞻禮即事成什（有序）〉，《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43-444；齊敬之，《外八廟碑
文注譯》，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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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文殊菩薩教化之區。既然是東方、是西方均以印度為中心而重新定

位，是故，所謂的「西藏」、「蒙古」又何嘗不是「東方」？既然都是「東

方」，清朝皇帝做為曼殊師利大皇帝，轉輪王之化身，統治著清朝的藏傳

佛教世界也就十分合理。正如〈普陀宗乘之廟碑記〉所做的譬諭：  

是則山莊之普陀，與西藏之普陀一如，與印度之普陀亦一如，與南

海之普陀亦何必不一如。然一推溯夫建廟所由來，而如不如又均可

毋論。即如如之本義，豈外是乎？ 73 

這裡意思是說，普陀宗廟之廟雖然仿自拉薩布達拉宮，「普陀」、「布達

拉」做為觀世音菩薩行教示現之地，然而各地的「普陀」都是「一樣」的，

並不只是「相像」而已！  

因此，此各地仿建之廟，蓋得相同或者不同都不再重要，可以不用討

論了。至於碑文裡的「如如之本義」，讀者恐不易理解字面意義，對照碑

文的滿文譯本，其義應是：像「如來」的原義。 74「如來」是佛號之一，

指已覺悟的人格、完成修行的人， 75因此，「如如之本義」是指：如果了

知「佛」的本義，就不會有「分別心」，這可謂是仿建工程的「理論依據」。

若以具體的佛教源流史來看，地理上的印度才是本源之地，乾隆皇帝第一

座仿建的寺廟，普寧寺，雖仿自西藏第一座三寶俱足的桑耶寺，而桑耶寺

又仿自古印度。這不知道是乾隆皇帝的計畫結果，或是只是巧合？總之，

普寧寺的建築格局與「精神」其實是取徑於古印度，其他仿建之寺也是本

此精神。  

至於印度又是什麼樣子的情況呢？「古五印度」才是佛法之源，俗謂

「大西天」之地，而乾隆時代對當時印度的認知是：佛教式微，外道轉盛。

76是故，「以印度為中心」，所謂的印度只是針對古印度而言。當時印度

對清朝的實際價值，恐怕還不及於來自於「痕都斯坦」以水磨技術製作的

                                                 
73 《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31 
74 滿文譯本〈普陀宗乘之廟碑文〉拓本，見《北京圖書館藏中國歷代石刻碑帖拓本匯編》，冊 73，
頁 56。「即如如之本義，豈外是乎」，滿文譯做：uthai ineku jihe adali sere da jurgan. ainahai ereci 
tucinembini.，其中 ineku jihe，即是「如來」，佛號之一種。齊敬之據漢文碑文將「即如如之本

義」以白話文譯做：「就像“如＂的本義一樣」，其理解即有偏差，見《外八廟碑文注釋》，頁

59。 
75 漢字「如如」、「如」，即真如、不變之意，指實相、或最高真理，參見吳汝鈞，《佛教大辭典》

（臺北：商務印書館，1992，1995 北京重印版），頁 226。梵語「如來」之意義，頁 227。如
來，梵語原文為 tathāgata，通常可將之拆分為 tathā與 āgata，前者是如、如此，後者是來，為

過去分詞。兩者合詞即成「如來」，但此字的釋義也因梵語原詞的不同拆分，而有不同解釋。 
76 《御製詩四集》，卷 85，頁 11，〈題大西天草書薩爾瓦莽噶拉穆漢，漢語譯為普吉祥玉印六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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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玉器。  

清朝將新疆回部納入版圖之後，才對痕都斯坦較有認識。痕都斯坦位

於天山南路蔥嶺之外，與拔達山、愛烏罕、巴勒提等諸部相鄰，其東境已

直達西藏之西。 77乾隆皇帝等人認為：古代五印度皆「天竺」、「厄訥特

珂克」之地，「痕都」、「溫都」均是「印度」之轉音，回部之人所謂出

產精緻玉器的痕都斯坦，屬於「回地」，位於「北印度交界」，而「北印

度實近我回部之葉爾羌」；又雖回人稱痕都斯坦有佛教遺跡，可是並不能

確認為古天竺之屬。 78總之，他們認為痕都斯坦是回地，而是否為佛教故

地尚不可知，雖然最近於印度，但不想使之與佛教相連繫。以印度為中心，

是指時間、空間上的「古印度」，這種以古印度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意義就

是「佛教同源論」的觀點，本文於第五章第三節繼續討論。  

第三節 曼殊師利大皇帝的作用 

一、清代曼殊師利大皇帝的出現  

曼殊師利大皇帝，來自「文殊師利菩薩」之號，也簡稱為文殊菩薩、

文殊。「曼殊師利」也有文殊師利、曼珠室利等同音異寫。所謂「梵言曼

殊師利，華言文殊師利」， 79經常出現在乾隆朝的各種文獻之中。根據乾

隆四十四年（ 1779）開始修纂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西藏總傳》

所載：  

崇德七年，達賴喇嘛、班禪喇嘛偕藏巴及厄魯特顧實汗遣使貢方物，

至盛京，表稱曼珠師利大皇帝，義取文殊佛號，且切音與滿洲近也，

今歲獻丹書克如之。 80 

類似的說明頗多，但似乎都是乾隆時代的言論，目前尚未見到乾隆年間以

                                                 
77 痕都斯坦相關地理，可見於《西域圖志》所載之圖、圖說以及藩屬部分，參見鍾興麒等校注，

《西域圖志校注》（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103-104、588。 
78 《御製詩四集》，卷 46，頁 3，〈痕都斯坦桃耳盂歌〉；《御製文二集》，卷 21，考，頁 2-5，〈天
竺五印度考證〉。 

79 〈寶相寺落成瞻禮因用辛巳五臺殊像寺韻二首〉，《清政府與喇嘛教》，頁 410。 
80 包文漢、奇‧朝克圖整理，《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頁 608；《清史稿》所載大致相同，見趙爾

巽等撰，《清史稿》，列傳 312，藩部 8，頁 1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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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檔案，也記載崇德七年（ 1642）這次進表活動所使用的「曼殊師利大

皇帝」敬稱。而在此「曼殊師利大皇帝」稱號之後，又進一步解釋西藏方

面此舉的意義與語音的背景，更是乾隆年間的標準化「格式」。  

據王俊中先生的考察，順治十年（ 1653）三月底，五世達賴自北京返

藏途中於代噶接到順治皇帝冊封金冊金印，復於致送清廷的「請安奏書」

內，對皇帝正式以「文殊菩薩聖主陛下」敬稱。此後「文殊菩薩」成為西

藏對清帝慣用的啟頭語，而清朝皇帝也才開始注意到五臺山。 81 

五世達賴對境外護持佛教君主的菩薩皇帝的敬稱，是源自於藏地的傳

統。簡言之，西藏方面在吐蕃分裂之後十世紀末，開始出現「政教合一」

政權特色，至十五世紀初，藏地已衍生出十餘個佛教教派，地方家族與教

派相互扶持；十三世紀中葉，外來的蒙古人將藏地再度統一，蒙元朝廷命

西藏薩迦派領袖八思巴總領全國教務及西藏行政事務，為西藏「政教合一」

立下制度化典範；又十四世紀時，自噶瑪噶舉派黑帽系開始「活佛轉世」

的傳統，以教派領導人選擇「轉世」做為教派繼承的方法，於教主寂滅之

後，尋找其「呼畢勒罕」，即「轉世靈童」，這樣就可以使得歷代住持皆

為「同一人」，避免教派勢力的發展因領導權問題而受挫的危機，此後活

佛轉世制度乃廣為蒙藏各界接受，尤其達賴喇嘛所屬的格魯派也採用此

制。五世達賴對政教形式也有創舉，他首先將其「達賴喇嘛世系」稱為觀

音菩薩之化身，更進一步，於順治十年（ 1643），對「東方」的文殊菩薩

教化之區最高統治者順治皇帝，以文殊的稱號敬之，這就與過去的習慣不

同，這確立了「當今外國弘佛領袖為佛菩薩」的模式。 82 

達賴喇嘛、班禪喇嘛、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也都有佛菩薩的地位，此

外，蒙藏高僧，也多有呼圖克圖的稱號，他們傳承世系的方法，都是轉世

制度。從明武宗開始有「活佛」的稱謂，而呼圖克圖，蒙古語意為「有福」，

自十六世紀末，蒙古土默特部阿勒坦汗以呼圖克圖為封號，此號乃指稱對

闡揚佛法做出貢獻而被朝廷或達賴、班禪喇嘛授予該職銜的活佛。而轉世

靈童，蒙古語則稱做「呼畢勒罕」，藏語稱做「珠古」，即漢語「化身」

之意，是被朝廷等認定為呼圖克圖、經過坐床儀式之前的階段。 83 

                                                 
81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力的崛起》，頁 213。所據資料為《一史館藏蒙古老檔》，漢文譯本

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北京：中國

藏學出版社，1994），冊 2，頁 235。 
82 關於五世達賴及西藏政權關係的發展階段，參見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力的崛起》，〈第五

章 「滿洲」與「文殊」的淵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領袖與佛菩薩〉，頁 207-276。 
83 關於「活佛」、「呼圖克圖」、「呼畢勒罕」的區別與意義，參見賀其葉勒圖，〈藏傳佛教呼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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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達賴給予清朝皇帝文殊菩薩的稱號，固然有其西藏政教傳統的背

景，強調「施主」與「福田」的施供關係，也和清朝統治蒙古、西藏的政

策有絕對關係；但是如果認為康熙、乾隆皇帝以文殊菩薩面世及轉輪王的

信仰，只是傳自西藏，而溯自元代，這就忽視了中國自南北朝《華嚴經》

的文殊師利佛王信仰，以衍自唐代武則天所奠立的五臺山朝山文化、臺山

朝拜的行為， 84尤其忽視了乾隆皇帝在五臺山的種種抄經、譯經的宗教生

活。此外，我們也必須理解，清朝前期包括西巡五臺山在內的南巡、東巡

以及頻頻舉行木蘭秋獮活動，這些活動都是反映了具有北亞傳統背景的滿

洲政治文化。  

順治十年（ 1653），清朝正式冊封達賴喇嘛，相關官書對此時間記載

有所不同。《清實錄》記為四月丁巳日，《內閣蒙文老檔》則記於三月初

三日。 85雖然正式冊文載以滿、藏、漢文三體，此就目前所見的兩種蒙文

冊文略作比較，可以發現重修《清實錄》改寫的若干痕跡。  

康熙本與乾隆本《清實錄》及兩種蒙文本的差異都集中在冊文首段：

「朕聞兼修獨善，開宗之義不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途亦異。然而明心見

性，淑世覺民，其歸一也。」對照乾隆本《清實錄》冊文的第一句「朕聞

兼善獨善」，有著「兼修」與「兼善」用詞不同，僅一字之差。 86蒙文冊

文則用字不同，《內閣蒙文老檔》：「 bi sonosbasu qamtudqan jasaγč i  γaγčaγar 

sayin boloγč i .」意即：「朕聞兼修者、獨善者」，與康熙本相互對應。蒙

文《清實錄》：「 bi sonosbasu.  qamtudqaju sayin bolγaqu ba.  γaγčaγar sayin 

bolqui anu.」87意即：「朕聞做為兼善以及做為獨善者」，同乾隆本漢文《清

實錄》。至於「其歸一也」之句，蒙文《清實錄》作「 tegün-ü tosburi  inu nigen 

udq-a-tu bolai.」意即：它的個性是一個意義的。《蒙文內閣老檔》作「 bügüd 

nigen udq-a-tu bolai .」意即：俱是一個意義的。兩者表現略不同。  

由此可見，康熙年間的漢文本所根據的，與順治朝的《內閣蒙文老檔》

所載相同。而乾隆本《清實錄》漢文的更動也連帶牽動滿、蒙文本的修改。

                                                                                                                                            
圖職銜考釋〉，《中國藏學》，1997：3，頁 37-44。 

84 關於清代皇帝的佛菩薩名號、形象的諸多表現，見王俊中，前引文；清帝往五臺朝山的解釋、

述評，見古正美，〈唐代五臺文殊信仰的奠基者－武則天〉，收入《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

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識形態研究》，頁 414-416。 
8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清宮珍藏歷世達賴喇嘛檔案薈萃》（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頁 10-11。 

86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 789。 
87 《清實錄‧世祖實錄（三）》（海拉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蒙文本，冊 6，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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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的康熙本《清實錄》及《內閣蒙文老檔》應是冊文較原始的面貌。冊

文的意義雖反映清藏關係的正式建立，而當時兩方的地位以及權利關係還

是模糊，冊文中並未具體說明， 88但是此後已發生變化，康熙、乾隆朝廷

已將五世達賴之行視為雙方關係穩固友好的表現。  

康熙二十九年（ 1690）五月，厄魯特準噶爾部蒙古首領噶爾丹，突襲

進攻喀爾喀蒙古，康熙皇帝親征；八月，福全率軍大敗噶爾丹於烏蘭布通；

次年五月，康熙皇帝於邊外會閱喀爾喀蒙古，舉行多倫會盟，喀爾喀正式

內附清朝。從喀爾喀蒙古所做的〈喀爾喀歸附天朝之歌〉，其中的文句用

辭即可以了解蒙古方面已把清朝皇帝視為文殊菩薩。例如：「生於宗喀巴

佛法之時代，各國咸俱歸附文殊師利阿穆呼郎汗」，「文殊師利之呼畢勒

罕皇帝」等。 89另外，喀爾喀地區流傳的詩歌中也有類似表達，成為蒙古

表現「忠順」的形式：「我們的聖主、皇帝，文殊師利的轉世，滿洲、蒙

古百姓極為愛戴。」 90 

蒙藏民族以佛教觀點認為清朝皇帝具有佛菩薩的地位，而由於皇帝制

度是由皇室世襲的，只要皇帝持續護持佛教，皇帝世系都是文殊菩薩的轉

世。清代中葉，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所著《蒙古佛教史》，其中〈歷代

王統的傳承〉雖然並沒有直接提到滿洲皇帝與文殊師利菩薩的淵源，然而

在該書敘述蒙古高僧事跡時，提到滿洲皇帝者，對順治、康熙、雍正、乾

隆三帝，則直接提到他們是文殊菩薩，種種佛號形形色色，非常多樣化。

順治皇帝是「大地梵天文殊皇帝」、「文殊菩薩化現的聖祖康熙皇帝」；

91「由文殊菩薩戲化為人主的世宗雍正皇帝」、「文殊菩薩化現的乾隆皇

帝」； 92乾隆皇帝又有「轉輪王大皇帝」、「文殊皇帝」的稱名。 93這些都

是蒙藏人士對清帝慣用的，乃至理所當然的稱號。  

                                                 
88 A. S.馬林諾夫，〈論五世達賴喇嘛的地位－其冊文和封號的淺釋〉，《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三輯（拉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 137-143。 
89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喀爾喀歸附天朝之歌〉，〈叩謝聖恩之歌〉，頁 1723。蒙古稱康
熙皇帝為：「阿穆呼郎汗」，「阿穆呼郎」是音譯蒙文 amuγulang，有：平安、太平、安寧、康

寧等意。「康熙」的蒙文寫做：engke amuγulang，與滿文 elhe taifin對應。 
90 蒙文轉寫：manu boγda ejen qan, manjusiri-yin qubilγan, manju mongγol irgen-den, masi yeke 

qayirtai.見於：符拉基米爾佐夫著，陳偉、陳鵬譯，《蒙古書面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語法》（西

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85；另見 Christopher P. Atwood, ““Worshiping Grace”: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Mongolia”, Late Imperial China, 21:2(2000.12), p. 88. 

91 （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頁 84。該譯本原寫
作「世祖康熙皇帝」，似為「聖祖」之誤，原文待查。 

92 （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頁 91。 
93 （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頁 101。 

註解: 梵天，應有特別的意

思，沿用？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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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做為佛菩薩的表現，除了稱號之外，乾隆皇帝的「佛裝像」唐卡，

以及六世班禪喇嘛進獻的「乾隆皇帝本生傳」，都可以說是空前絕後的表

現。 94 

二、曼殊師利大皇帝、滿洲源流與滿洲政治文化  

文殊菩薩、曼殊師利與「滿洲」的來源發生關係，雖不合歷史事實，

但卻是乾隆時代明顯可見的論述。「滿洲」一詞來源的解釋，可追溯自清

太宗改「諸申」為「滿洲」，而滿洲之名乃得於地名，以地名婆豬江之音，

漢字寫做滿洲。 95而乾隆朝以後則普遍與上述西藏所稱「曼殊師利大皇帝」

相結合。由於滿洲與「曼珠師利」的關係，也使不少人相信「滿洲即曼殊

師利之佛號」。  

根據乾隆朝所修纂的《欽定滿洲源流考》：滿洲乃「我朝光啟東土，

每歲西藏獻丹書皆稱曼珠師利大皇帝」之故，「當時源號肇稱，實本諸此」。

96也就是說，滿文 Manju 和 Manjusiri 有關，即是因為國初之時西藏獻「丹

書克」內，敬稱「曼珠（殊）師利大皇帝」（Ma. Manjusiri  amba hūwangdi），

並且引用佛教經典，「曼珠」是「曼珠師利」，取其「妙吉祥」的意思。

97選用漢字「滿洲」，「洲」表示地名，即可以表示發祥於東北地方。參

酌各民族的語音用字，這可說是清朝滿洲政治文化的特殊風格！  

上述多次提到的「丹書克」，音譯於藏文 brtan bshugs，有長壽、永

生、久住之意。在清代是西藏方面向皇帝呈遞的一種公文形式。用於向皇

上、皇太后祝壽，又與一併進獻的賀禮共同組成為一份慶賀之禮，是故「丹

書克」也當作賀禮來呈獻，數珠即是最常見的物件之一，因此，「丹書克」

也幾乎和賀禮相通；這種賀禮並且配合朝廷禮儀，發展成遞呈丹書克制

                                                 
94 關於「乾隆皇帝佛裝像」唐卡的研究，參見王俊中、古正美，前引文；石濱裕美子，〈乾隆帝

僧形図の終えて〉《満族史研究》，第四號（2005.6），頁 260-267；〈乾隆皇帝本生傳〉的藏文原

文及英文翻譯，見 Vladimir L. Uspensky, “The previous incarnations of Qianlong emperor 
according to the Panchen lama Blo bzang dpal ldan ye shes”, in Tibet, Past and Present: Tibetan 
Studies I, Ed. By Henk Blezer. Lleiden. etc., Brill. 2002. pp. 215-228.。 

95 關於滿洲族號來源的研究回顧，參見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力的崛起》，〈第五章 「滿洲」
與「文殊」的淵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領袖與佛菩薩〉，頁 207-212。 

96 （清）英廉、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滿洲源流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部族 1，
滿洲，頁 3。 

97 《欽定滿洲源流考》引用了《翻譯名義集》、《大教王經》。見（清）英廉、于敏中等奉敕編，

《欽定滿洲源流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部族 1，滿洲，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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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乾隆年間開始較規範使用「丹書」、「丹書克」之詞，在此之前，有

「達賴喇嘛唐古忒文謝恩摺子」、「達賴喇嘛所奏唐古忒文書」等等名目。

98另據《祕殿珠林》所著錄的「慶祝頌」、「慶祝頌摺子」一類，也可能

就是「丹書克」，包括：「達賴喇嘛進泥金黃箋西域字慶祝頌一本」、「果

親王進磁青箋泥金書西域蒙古字慶祝頌一本」、「澤卜尊丹巴胡土克圖進

磁青箋泥金書蒙古西域字慶祝頌各一本」等。 99 

光緒元年（ 1875），由東科爾呼圖克圖所進呈，素箋墨字貝葉、滿、

蒙、藏三體語文各一件，其經帶索有二簽記錄：「洞闊爾呼圖克圖呈進丹

書克經文」、「光緒元年三月二十四日收，楊長春交」；此「丹書克經文」

滿文經文封面題寫：Manjusiri  enduringge ejen i  umuhun akdun ojoro be 

jalbarire danšuk toktoho，據末頁題記亦載「光緒元年元月吉日進」。 100洞

闊爾呼圖克圖是清代駐京呼圖克圖之一，此「丹書克」應為第十八世洞闊

爾呼圖克圖所進，101此年至少還有十二世達賴喇嘛所進正紅色珊瑚數珠。102 

以下以出自滿漢文《皇清開國方略》，「曼殊帝出震東方」之詩句及

詩注來進一步說明：  

詩句：曼珠帝出震東方。  

滿文譯本的漢譯：迄今連藏地都仍跟隨著稱「東方的曼殊師利大皇

帝」。 103 

詩注：國號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於東，故西藏每歲獻

丹書，皆稱曼珠師利大皇帝，蓋曼珠音近滿珠也。  

                                                 
98 李鳳珍，〈試論清代西藏遞丹書克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69（咸陽，1997：

1），頁 39-48；桑丁才仁，〈略述清代西藏丹書克的有關問題〉，《中國藏學》，1997：1（北京，

1997），頁 76-82；蔡玫芬，〈丹舒克：故宮藏傳法器來源之一〉，《故宮文物月刊》，10：4（112：
1992.7），頁 4-25。 

99 其他如：「澤卜尊丹巴胡土克圖進素箋滿洲蒙古字慶祝頌摺子一件」、「果親王進紅摺滿洲字慶

祝頌一件」、「素箋滿洲字繙譯澤卜尊丹巴胡土克圖進慶祝頌摺子一件」。從果親王曾與章嘉呼

圖克圖陪同七世達賴返藏，這些應是雍正年間所進，反映乾隆朝以前的情況。《祕殿珠林》，

卷 24，〈供奉經典目錄〉，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43-245。 
100 北京故宮博物院圖書館藏，著錄做：《丹書克經》，亦見《全國滿文圖書資料聯合目錄》，頁

46。 
101 第十八世洞闊爾呼圖克圖之前後輩世系及事蹟，參見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第五篇，頁

139-142。 
102 十二世達賴喇嘛所進珊瑚數珠，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數珠所附二黃簽：「達賴喇嘛恭遞丹

書克，呈進珊瑚數珠一串」、「光緒元年四月十一日收，楊長春交珊瑚數珠一串」，見蔡玫芬，

〈丹舒克：故宮藏傳法器來源之一〉，頁 12-13；圖版四 A、B。 
103 《皇清開國方略》，滿文本，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滿文轉寫：tede dzang ni baci aname dergi 

ergi i manjusiri amaba hūwangdi seme dahanjiha. 

註解: 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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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譯本的漢譯：國家的名字稱做滿洲（Manju），是滿洲字（清字），

原來是稱為滿洲的字。我國定基業於東方之故，所以西藏之人每年

於所獻的丹書克裡，都舉稱曼殊師利大皇帝，這是特別與稱做滿洲

的字音相同之故。 104 

西藏方面以曼殊師利大皇帝稱清朝皇帝，是因為曼殊師利與滿洲的字音相

近。「曼珠」為「滿洲」之轉音， 105也就是說，Manjusiri 皇帝的稱號，因

為先有 Manju，而不是一般認為的 Manju 從 Manjusiri  而來！因為，乾隆

朝廷所認定的，正是布庫里雍順時代已使用滿洲國號！以上對滿洲、曼

殊、曼珠的解釋，不但在乾隆皇帝御製詩中一再表現，也在清代的筆記等

記錄流傳。  

我們從正藍旗蒙古松筠，於乾隆五十四年（ 1789）以滿文撰寫的旗人

生活藝文作品《百二十老人語錄》中， 106可以了解上述西藏所獻稱曼殊師

利大皇帝被用在清朝開國史的地位，該書首篇〈開國之事〉，內文依次提

到了太祖、太宗受得天命，撫有內扎薩克蒙古四十九旗，接著便敘述西藏

達賴喇嘛不遠萬里，遣使來獻「丹書克」，尊稱曼殊師利大皇帝；以下才

講述是清朝入關之後的史事。 107如此很明顯地，即把西藏來獻丹克書之舉

置於入關之前，欲顯示滿洲、蒙古、西藏的關係在入關前已經關係密切。

因此，我們考慮滿洲民族意識形成發展特徵時，除了共同的三仙女神話，

共同的滿洲國號之外，還有共同的曼殊師利大皇帝。  

可見乾隆朝廷如此解釋「滿洲」，確有其作用成效，除了「滿洲」作

為與族名、國號，讀音與漢字兼具吉祥與地名之意義。有西藏方面送來的

祝賀即是「吉祥之事」； 108而選用漢字「洲」，雖於語音有所勉強，但也

                                                 
104 滿文轉寫：gurun i gebu be manju sehebi. manju hergen oci. daci manju sere hergen obuha. musei 

gurun dergi de fukjin doro toktobuha turgunde. tuttu wargi dzang ni niyalma naiyadari alibuha 
danšuk bithede. gemu manjusiri amba hūwangdi seme tukiyembuhebi. ere cohome manju sere 
hergen i mudan de adališambi sere turgen. 

105 （清）陳康棋，《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北京：中華書局，1997，2刷），卷 5，〈曼珠
即滿洲之轉音〉，頁 95。 

106 《百二十老人語錄》，滿文題名：emu tanggū orin saksa i gisun sarkiyan，此書相關資料、版本、

價值參見神田信夫，〈《百二十老人語錄》を求めて〉、中見立夫，〈《百二十老人語錄》の諸問題〉，

收入《満族史研究通信》，第九號（2000.4），頁 17-20；21-43。 
107 《百二十老人語錄》，〈開國之事‧一條〉，滿文寫做：gurun neihe baita emu meyen，見：emu tanggū 

orin saksa i gisun sarkiyan（百二十老人語錄），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館藏本（limited edition 
reprint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pp. 15-16.；另見崔鶴根著，〈百二十老人話에 對해서〉，

《알타이語学論攷》（서올：玄文社，1980），頁 67-69。 
108 乾隆皇帝即把乾隆四十五年六世班禪出於自願，親至承德為他祝壽之舉，認為「今既出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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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選用漢字形、音、義互相配合的原則。 109更重要的，是要使人相信滿

洲民族由來甚早，同時也把滿洲和西藏的緊密關係提早到立國奠基之初的

「布庫里雍順時代」。  

曼殊師利大皇帝的說法，也表示滿洲是與蒙、藏的佛教世界並立的系

統之一， 110而解釋了清朝開國神話與文殊菩薩的關係，則使得清朝開國確

實承有天命，尤具有正統意義，也能使得滿洲世系與蒙古世系隱約相連，

這一點我們在第五章第二節討論。  

第四節 滿洲佛教之「御譯佛經」 

一、清代滿洲民族的佛教事業  

滿洲民族雖在入關前已接觸佛教，尤其統治者也採取保護黃教的態

度，對佛教事業的推廣亦不遺餘力。佛教事業的範圍十分廣泛，除了上述

承德、香山的仿建寺廟之外，全國各地奉敕興修的寺院、皇宮御苑裡的數

量龐大的佛寺、佛堂等等都在範圍之內。滿洲民族的佛教事業不是一開始

就以發展滿洲佛教做為主要目的，而是在對漢、藏、蒙古推廣佛教政策的

過程中，逐漸發展，於乾隆時代完成滿洲民族特色的佛教意涵。  

討論滿洲佛教，內容應包括：以滿洲民族為主體的佛教信仰，從皇室

貴族到旗人的宗教生活，佛教仰信特色的歷史性變化，以及和朝政之間的

互動，北京與和各地駐防旗人的信仰與生活，特別是滿洲寺院、滿洲喇嘛、

滿文佛經與其他民族之間的聯繫和互動網路等等。探討這個領域尚有待發

掘更多的檔案史料，以及更多的基礎研究成果，本文也只是以一部分的滿

文佛經為例做初步探討。  

                                                                                                                                            
願，實屬吉祥之事」。見《清實錄‧高宗純皇帝實錄》，卷 1072，頁 395，乾隆四十三年十二

月上乙丑。 
109 例如：殊像寺碑記、詩匾提到：「俗訛滿殊為滿洲」。這應是指漢字寫法，「洲」字的讀音畢竟

不如「殊」，後者讀音較接近滿語，是故還是強調以國語、本音為正的立場！ 
110 尤其指清朝皇帝、達賴喇嘛、哲布尊丹巴所代表的三位菩薩的意涵，參見王俊中，《五世達賴

教政權力的崛起》，頁 250-252，他引用 James Hevia, “Lama, Emperors, and Ritual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Qing Imperial Ceremon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6:2(1993), pp. 24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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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主要討論佛經的翻譯、刊布和編纂相關佛教典籍為主，從重視譯

經到後來出現數量頗多的滿文佛經，我們明顯發現：這也是從早期只有漢

文、藏文、蒙古文佛經到滿文譯本佛經出現的過程。  

（一）清初宮廷裡的滿文佛經  

滿洲民族將佛經譯成滿文的記錄，最早可始自清太宗時期。天聰年間

早逝的滿文大翻譯家，達海，曾留下未完成的譯作「大乘經」。 111但是「大

乘經」名字過於籠統，不知是何經典，只能做為滿洲皇帝對佛教事業甚感

興趣的佐證。其次，據清中葉蒙古族佛教史著作《蒙古佛教史》記載：康

熙皇帝曾將《般若八千頌》譯做滿文。 112這個記錄如果不是個錯誤，《般

若八千頌》可能就是最早的滿譯佛典，然而，所謂的滿文譯本《般若八千

頌》並沒有收入清初內廷《秘殿珠林‧供奉經典目錄》之中。該目錄只有

西域字（藏文）和蒙古字《八千般若經》！ 113 

《祕殿珠林》所著錄佛經目錄，其中貯於慈寧宮者，包含康熙年間以

前內府修造各種經、咒。慈寧宮正是孝莊太皇太后的居所，她虔信佛教，

由慈寧宮貯奉經典可知蒙文、藏文的佛教經、咒具有最重要的分量，而當

時滿文譯本尚未有明顯成績。慈寧宮供奉經典，首二部是：  

太皇太后欽命修造鑲嵌珠寶磁青箋泥金書西域字《龍藏經》一部，

共一百八本，內有釋迦牟尼佛口授口傳諸經。  

世祖章皇帝欽定修造鑲嵌珠寶磁青箋泥金書西域字《金剛經》五十

四本，蒙古字《金剛經》五十四本，係總彙般若經諸義。 114 

其後開列的應是康熙年間所造諸經，首部為：鑲嵌珠寶磁青箋泥金書蒙古

字《金光明經》一本，內有參禪等書，總共有數十種、本之多。 115總之，

慈寧宮所貯經典並沒有滿文譯本的佛經，但是蒙古字佛經卻數量不少。  

目前所知滿文譯本佛經可能以滿、蒙、漢、藏四體合璧《般若波蜜多

心經》為最早，該譯本譯於康熙年間，頒刻於雍正元年（ 1723）。 116另外

據《秘殿珠林‧供奉經典目錄》所載，年代不詳的滿文譯本佛經、咒語等

                                                 
111 《清實錄‧太宗文皇帝實錄》，卷 12，頁 10，天聰六年七月庚戌。 
112 （清）固始噶居巴‧洛桑澤培著，陳慶英、烏力吉譯注，《蒙古佛教史》，頁 29。 
113 《秘殿珠林》，卷 24，〈供奉經典目錄〉，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38。 
114 《秘殿珠林》，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38。 
115 《秘殿珠林》，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38-241。 
116 此《般若波羅蜜多心經》的情況參見林士鉉，〈清代滿文譯本《般若波羅蜜多心經》初探〉，《大

專學生佛學論文集》，第十二輯（臺北：華嚴蓮社，民 91（2002）），頁 51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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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磁青箋泥金書《滿洲蒙古西域字無量壽智經、斗母經、心經》，共

三本；《滿洲蒙古無量壽智咒》、素箋《滿洲西域字白輪救度佛母經》、

《白傘蓋經》、《綠衣求度佛母經》、《摧碎金剛咒摺子》、《尊勝咒摺

子》、《大悲咒摺子》、《白傘蓋咒摺子》、《釋迦牟尼等佛源流》等數

種。 117其中供奉數量最多的是西域字《無量壽經》，其次是蒙古文經咒，

並不是滿文譯本的經咒。 118 

康熙二十四年（ 1685）八月二十八日，太皇太后患中風，除了煎藥給

服之外，太皇太后傳懿旨，以乃寧呼圖克圖診治，並於花園內誦經祈福。

所誦經典有《玉木經》、《巴咱爾必達拉納》、《布木巴布提珠烏西雅爾

經》，這些都不是滿文佛經。 119又康熙四十七（ 1708）年「八月初一日前

七日後七日」，康熙皇帝諭令京城內諸多佛寺喇嘛盡力誦念《甘珠爾經》，

其中雅滿達嗄廟有喇嘛二十人，誦念「蒙古字《甘珠爾經》」。 120 

另據《理藩院則例》所載，京城裡的普度寺是「誦蒙古經」喇嘛。 121普

度寺原為睿親王多爾袞王府，於康熙三十三年（ 1694）建寺，又名瑪哈噶

喇廟，後於乾隆四十一年（ 1776）賜名普度寺。 122 

（二）校刊藏文《大藏經》與蒙文《大藏經》  

「大藏經」是佛教典籍匯集而成的總稱，以經律、論為主，也包括若

干印度、中國等國其他佛教撰述在內。「藏」意以概括全部佛典，義近於

「全書」，「大藏經」原指漢文佛典，現泛指一切語文種類的佛典總集。

蒙文、藏文大藏經，分為《甘珠爾》與《丹珠爾》二部分，《甘珠爾》包

含以論顯密教經、律，《丹珠爾》則收入論，即經律的闡明，以及注疏、

密教儀軌和五明雜著等。 123 

清代藏文《大藏經》的刻印已不限於內府收藏，康熙二十二年（ 1683），

據西藏夏魯寺寫本，在北京嵩祝寺刊刻，先完成《甘珠爾》；康熙六十年

                                                 
117 《秘殿珠林》，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42-244。 
118 據扎洛考證《大清會典》清宮每年有四百多人之在皇宮各處念經，為皇室消災祈福，所念最

多的是《無量壽經》。扎洛，《菩提樹下》，頁 271。 
119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7，康熙二十四年八月二十九日。「雅滿達嗄廟」所指為何

有待進一步考察。 
120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585-586，康熙四十七年七月十二日。 
121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8，喇嘛事例三，頁 405。 
122 參見黃顥，《在北京的藏族文物》，頁 49。 
123 參見杜繼文、黃明信主編，《佛教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頁 47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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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繼而以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家藏《丹珠爾》寫本校刻，於雍正

二年（ 1724）刻成， 124此版又稱「嵩祝寺版」、「康熙版」，成為現在有

名的「北京版《西藏大藏經》」。 125《甘珠爾》目錄有藏、蒙、滿、漢四

語題名，卷首內容包括：題為（康熙二十三年（ 1684）八月二十三日）〈御

製番藏經序〉、（康熙二十二年（ 1683）八月十六日）請序疏、（康熙二

十二年九月初一日）復請序疏、〈大藏經總目錄〉、職名等。《丹珠爾》

目錄亦為四種語文寫成，包括有雍正二年（ 1724）閏四月二十四日〈御製

序文〉、雍正二年四月十五日〈請序疏〉、首函目錄等。其中的蒙文目錄

卷另有〈新增百千法語序〉、〈黃教初祖百千法語總目〉、〈慈國師百千

法語總目〉，而漢文目錄增列雍正二年秋〈總目後序〉、〈番文原序〉。

126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現存藏文《大藏經》為康熙朝《龍藏經》、乾隆

朝《甘珠爾》藏文寫本、泥金寫本等，共一百二十二函。 127按藏文字母排

列，每函首一、二頁是各函目錄，康熙朝的目錄是以滿文、藏文對照，乾

隆朝的目錄則是藏、滿、蒙、漢四體對照。 128此康熙朝泥金寫本《甘珠爾》

是康熙八年（ 1669）內府所製，亦即上述北京版《西藏大藏經》之《甘珠

爾》部分的底本。 129 

蒙文《大藏經》，明朝萬曆三十到三十五年（ 1602-1607）間，土默特

部俺答汗（阿勒坦汗，1508-1582）政權已翻譯了蒙文《甘珠爾》一百零八

卷。 130在北元的察哈爾蒙古林丹汗時代，也於 1628-1629 年（明崇禎元年

                                                 
124 關於康熙年間刊刻《丹珠爾》情由，原寫本自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家請到，約於康熙六十年

校刊。參見《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672，無日期，奏文所引上諭為康熙六十年二月

初三日。 
125 北京故宮博物院典藏的藏文《甘珠爾》，於康熙二十二年議刊，至三十九年，完成全部雕版，

共一百零六卷（夾），相關資料參見李國強，〈康熙朱印藏文《甘珠爾》談略〉，《故宮博物院

院刊》86（1999：4），頁 68-73。李國強不同意學界所說此版本與嵩祝寺的關係，認為「嵩祝

寺版」的說法不確，因為嵩祝寺建於康熙五十一年，此時《甘珠爾》已全部刊印流佈。 
126 以上藏文《大藏經》情況可參見《蒙古文甘珠爾‧丹珠爾目錄》（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
下冊，〈附錄：佛教典籍目錄綜錄〉，頁 1933。 

127 乾隆內府泥金寫本，藏文《甘珠爾》經諸經存十二函，康熙年間內府泥金藏文寫本，《龍藏經》

戒律部、祕密部、般若部、諸經部、華嚴部、寶積部等，共一百零八函，另有康熙朝《諸品

經咒經》，泥金藏文朱字本，及墨刻本各一函。 
128 莊吉發，〈滿蒙藏文獻足徵〉，《故宮文物月刊》，3：9（臺北，36：1986.3），頁 43。 
129 胡進杉，〈阿彌陀經的藏文譯本－聖極樂世界莊嚴大乘經〉，《故宮文物月刊》，12：3（135：

1994.6），頁 44。 
130 珠榮嘎譯注，《阿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頁 176、177。另參見

烏蘭，《《蒙古源流》研究》（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2000），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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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年）間，完成《金字甘珠爾》。 131清代自康熙年間則始有官刻，康熙

五十六（ 1717）年到五十九年（ 1720）間，以元代早期佛典譯本和北元時

期 1602-1607（明萬曆三十年至三十五年）、 1628-1629 年間的《甘珠爾》

寫本為底本，參照康熙二十二年（ 1683）的北京版藏文《甘珠爾》譯作蒙

文《甘珠爾》，為現存最完整的蒙文《甘珠爾》。 132 

李保文根據北京一史館滿、蒙文檔案指出：康熙五十六年（ 1717）四

月初四日，拉錫等奉旨，以善綬家藏寫本蒙文《甘珠爾》藍本，再以經版

精細的「太皇太后之吐蕃特《甘珠爾》」兩者相對校，送至「多倫諾爾廟」

以近半年時間校勘完成，再交予妙應寺鑴刻完成。 133 

蒙文《甘珠爾》有蒙、滿、藏、漢四種目錄，漢文目錄題名為〈如來

大藏經總目錄〉，諸語目錄卷首有〈御製蒙文甘珠爾序〉，收錄蒙文典籍

1162 部。另外，蒙文《丹珠爾》在乾隆六年（ 1741）至十四年（ 1749）間，

以雍正二年（ 1724）北京版藏文《丹珠爾》為樣，完成翻譯、雕印工作。

目錄亦是四體語文對照，除了有雍正二年諸序外，尚有乾隆十四年（ 1749）

〈御製續藏經序〉。 134 

為使翻譯工作順利進行，蒙藏譯名對照的工具書乃不可或缺，章嘉國

師乃於蒙文《丹珠爾》翻譯之初，編訂《正字法－學者之源》。 135是故蒙

文《甘珠爾》漢文資料又稱《如來大藏經》或《番藏經》，蒙文《丹珠爾》

漢文資料又稱《續番藏經》或《續藏經》。自此，蒙文《大藏經》全藏完

備。 136 

                                                 
131 此蒙文《甘珠爾》的流傳、形式，參見《內蒙古社會科學》，72（1992：2），封面內頁，〈內
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館館藏蒙古學古籍文獻介紹（之一）：金泥寫本蒙文《甘珠爾》〉，此經原

作 113 函，清朝建立後，最後典藏於盛京實勝寺，大陸現存二十函原本，1957 年，轉內蒙古

歷史語文研究所（今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收藏；英國也存有幾頁。 
132 《蒙古文甘珠爾‧丹珠爾目錄》，下冊，〈附錄：佛教典籍目錄綜錄〉，頁 1942、1943。 
133 清廷於康熙五十六年校刊的蒙古文《甘珠爾》，其事由經過以及所需經費，參見李保文，〈關

於康熙版蒙古文《甘珠爾》經的刊刻〉，《故宮博物院院刊》，103（北京，2002：5），頁 79-88。
善綬其人，據李保文考證結果，他是努爾哈齊長子褚英的後人。而所謂的「太皇太后之吐蕃

特《甘珠爾》」是否就是議刊於康熙二十二年的藏文《甘珠爾》，李保文的文章沒有說明；而

藏文《丹珠爾》的工作接著蒙古文《甘珠爾》，始刻自康熙六十年，於雍正二年完竣。 
134 《蒙古文甘珠爾‧丹珠爾目錄》，下冊，〈附錄：佛教典籍目錄綜錄〉，頁 1942、1943。 
135 《蒙古佛教史》，頁 92。《正字法》內容有：前言、《阿毗達磨俱舍論》、戒律、教派、密法、

因明學、聲明學、工巧明、古今文字等章；《正字法》又稱做《智慧之鑒》，為乾隆六年至七

年，將《甘珠爾》、《丹珠爾》的內容提要編寫而成，參見《蒙古族通史》（北京：民族出版社，

2001），中卷，頁 385。 
136 《蒙古文甘珠爾、丹珠爾目錄‧前言》，上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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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文韻統》與《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乾隆時代不但持續完成父祖的佛教事業，而且規模更大，並有許多創

新之舉。《同文韻統》與《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即是重要項

目。  

《同文韻統》是乾隆朝第一部具有創新立意的對音字書，這是為了使

滿、蒙、漢、藏文字能更精確表達梵音咒語，即所謂的「天竺字母」，協

合聲韻而編纂的。漢文的梵音用字，長久以來並不準確，在完成《同文韻

統》之前，乾隆皇帝已經有處理漢字梵音的經驗，乾隆十年（ 1745），他

已經認為舊傳《楞嚴經》的漢字咒語十分不理想：  

卷中神咒，刻本音字，率多訛舛。蓋華音梵唄，隔越川嶽，非唇喉

所能同耳，譯釋既誤，魚魯因生，至誦習相沿，莫能究證。乾隆十

年，重定楞嚴法懺時，諮之普善廣慈大國師章嘉喇嘛，細加校勘，

用切音法，悉依西梵正傳，舌上蓮華，頓爾重開真面目也。 137 

乾隆十三年（ 1748），莊親王允祿等為譯做梵音字母，查閱漢文佛典

之後，發現「而所用漢字各有不同」。 138然而蒙、藏文均早有拼寫梵語經

咒的「阿禮嘎禮字」，即以該民族文字保留了梵音，故而成為滿洲民族學

習佛教經咒的依據。由於流傳已久，各方書寫有異，尤其滿洲阿禮嘎禮字

有待創製，而梵音漢字更得重新釐訂。 139 《同文韻統》的編纂概念如〈天

                                                 
137 〈御書楞嚴經〉，《欽定祕殿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73-274。這是自
乾隆皇帝自乾隆十九年（甲戌）四月二十七日起，於香山畫禪室書寫《楞嚴經》，其中「第

七冊，七十六葉末款，六月望日書起，至七月朔日書竟。」於此冊識語中提及乾隆十年處理

《楞嚴經》漢字梵音的往事。此次抄經共分十冊，第十冊於八月上弦日書竟。 
138 （清）允祿、傅恒等撰，《同文韻統》（臺北：新文豐出版社，民國 80（1991）），頁 9，乾隆

十三年九月十四日，莊親王允祿等奏文。漢文梵音字母共有五十字，允祿等所查經文為《文

殊問經》、《金剛頂經》、《師利問經》三部，三部經文內五十字各不相同。 
139 關於以滿文拼寫梵音咒語的理論與方法，滿學學界討論甚少，這種滿文字母的名稱，亦少有

討論。本文據《御製滿漢蒙西番合璧阿禮嘎禮》之名，以「滿洲阿禮嘎禮字」稱之，《御製滿

漢蒙西番合璧阿禮嘎禮》收錄於《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北京：中國民族攝影藝

術，1995），冊 1。胡進杉以「滿文經咒新字」稱之，見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

製的滿文經咒新字〉，《中國藏學》，1996：1，頁 105-131。羅文華編輯滿文《大藏經》佛像，

以「滿文阿禮嘎禮字」稱之，並擬定梵、藏、滿文阿禮嘎禮字轉寫體系表，參見北京故宮博

物院編，《乾隆滿文大藏經繪畫－藏傳佛教眾神》（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上冊，頁 1-7。
關於滿洲阿禮嘎禮字的羅馬拼音轉寫，目前也只有極少的討論，個人以為：滿洲阿禮嘎禮字

母和一般書寫滿文文字應視為二套完全不同的字母系統，即便字形有相同之處，代表的讀音

兩者也不一定相同，故宜用兩套羅馬拼音分別轉寫。另參見 Giovanni Stary, “An un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anchu writing: the “Indian letters”(tianzhu zi 天竺字 )”, CAJ 
48/2(2004).Stary 於該文比較《五體清文鑑釋解》以及羅文華、甘德星三者對滿洲阿禮嘎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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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音韻翻切配合字譜說〉所言：  

古者六書，諧聲居一，天竺、西番字母，義例各有不同，而其配合

成字，則皆諧聲之法也。夫語言文字，隨地不同，欲譯而通之，一

曰譯義，一曰譯音。譯義者，以此地之語譯彼地之語，其語則異，

其義則同，此之謂譯義者也；譯音者，以此地之字譯彼地之字，其

字則異，其音則同，此之謂譯音也。譯義之用，通乎經文，譯音之

用，宜於咒語。⋯⋯阿努所譯天竺字母，字雖唐古特之字，而音則

實悉天竺之音，然則欲得天竺字之本音，舍唐古特之字，其奚從歟。

今將唐古特所譯天竺音韻翻切，配合所生諸字，依其配合之法，用

中土之字對譯成譜。其字母五十字內，阿、阿阿等十六字，梵言為

阿禮，華言為音韻字；嘎、喀等三十四字，梵言為嘎禮，華言為翻

切字。 140 

由上可知，是重新以西藏字母拼寫的天竺之音，來協同滿、蒙、漢文字，

使後者也能拼寫天竺之音。而「阿禮」就是母音、音韻字，「嘎禮」就是

子音、翻切字。  

是故，在康熙、雍正朝的對漢字切音的研究與《音韻闡微》等韻法基

礎之上， 141以滿文十二字頭拼音的規則來協同漢字三合切音，編成滿蒙漢

藏各族文字對音並列的圖譜專著，用以拼寫梵音，「咒不譯」本義與傳統

乃得以發揚傳續。在此之後也才能有《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的編纂。 142 

既然在乾隆朝纂輯《同文韻統》以前，並沒有規範化的滿洲阿禮嘎禮

字，那麼在此之前又是如何以滿文表達咒音？據康熙朝校刊蒙文《甘珠爾》

的佛像名稱資料，可以了解當時是以滿洲字音寫蒙古語文的，也就是把現

成的蒙古語佛像名稱，直接以滿文字母音寫。 143 

《同文韻統》一書是滿、蒙、漢、藏的梵音對音字書，裡面並沒有特

別討論蒙文，或許是因為蒙古族早有以「蒙古阿禮嘎禮字」拼寫梵咒，滿

洲必須從蒙古汲取佛教經驗。蒙古民族以蒙古字拼寫梵音早於滿洲民族，

                                                                                                                                            
（天竺字）的羅馬拼音，表示不同意他們的滿文轉寫（transliteration），另提出五點基本規則。 

140 〈天竺音韻翻切配合字譜說〉，《同文韻統》，頁 77-83。 
141 《欽定音韻闡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雍正皇帝序於雍正四年五月十八日。 
142 《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製序〉的日期為：乾隆二十三年十一月十七日，收

入《滿蒙漢藏大藏全咒》，冊 1，共十五葉。 
143 《同文韻統》出現前後滿文咒語的差異，有待進一步比較研究。關於以滿洲字音寫蒙文語文，

參見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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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六世紀佛教再次盛行於蒙古地區時，由巴彥巴格什所創制。 144漢字拼

寫梵音的問題更多，而蒙、漢之間似乎沒有梵音拼寫原則的交流，反而是

處於後學地位的滿洲民族扮演了主動角色，持續地重視各族語言間的翻

譯，推動佛教文化，而及於各種字書的編纂及應用。蒙古阿禮嘎禮字也是

在乾隆十三年（ 1748）清廷編纂《欽定同文韻統》時，得到進一步的規範。

有了《同文韻統》的編纂經驗，乾隆三十三年（ 1768），又校訂流傳已久

的宋代普潤大師所編著《翻譯名義集》，以新訂譯音校正該書的漢字梵音，

將有誤詞條校正後編為《翻譯名義集正訛》。 145以《同文韻統》為準則的

考訂工作，更是不勝枚舉。 146 

至於更大規模的訂正工作是將《大藏經》裡的咒語仔細考察一番，從

乾隆二十三年（ 1758）開始，章嘉呼圖克圖、莊親王等就《大藏經》諸經

咒語加以審定，於乾隆三十八年（ 1773）完成《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

藏全咒》（以下簡稱「大藏全咒」）。此《大藏全咒》共八函，以四體合

璧的阿禮嘎禮字寫成。這是繼雍正皇帝審訂漢文《大藏經》之後，使得《大

藏經》更為精良完備的佛教文化工程。  

《大藏全咒》的編修原則以及各語言的關係，可見於《上諭檔》：「凡

一句一字，悉以西番本音為準，參之蒙古字，以諧其聲，證之國書以正其

韻，兼用漢字，期各通曉」。 147由此可了解：祕咒的審訂乃以藏文為據，

                                                 
144 「蒙古阿禮嘎禮字」，為巴彥巴格什（Bayan baγši），或稱巴格什阿尤希（Ayuši baγši）於萬曆

十五年（1587）十二月，陪同三世達賴喇嘛赴喀喇沁部之時，為了以蒙文準確對音於梵、藏

文，而創製蒙古阿禮嘎禮字拼音文字系統，並以此功受封「阿難答滿珠錫里固什」之號，並

於萬曆三十年翻譯蒙文《甘珠爾》。Ayuši baγši又有譯做：阿尤什經師、阿玉錫巴克什等，Ayuši 
baγši 意為長壽師、無量師。參見珠榮嘎譯注，《阿勒坦汗傳》，頁 121；烏蘭，《《蒙古源流》

研究》，頁 444。 
145 關於《翻譯名義集正訛》的編纂緣由，見第六章第三節。 
146 例如：《御製文初集》，卷 28，贊，頁 8-11，〈十六羅漢贊〉：「茲命丁觀鵬寫十六應真像成，

朕各為之贊，而應真法號一正以章嘉國師所定《同文韻統》『合音字』，并系『唐古忒梵字』

於前有學無學人可共證之云。」「合音字」是漢文，而「唐古忒梵字」是藏文阿禮嘎禮字；《御

製文三集》，卷 15，贊，頁 9-13，〈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丙子以來所作應真各贊，或題幀

軸或鐫玉石無不以是書之。今製西番古畫十八應真疑有訛舛，因諦觀圖中結相供具，並證以

番經、漢經，乃知以十七為降龍即彌勒，十八為伏虎即達摩，而阿哩噶哩字名號之切音漢字

亦有不合，為之詳晰訂正即依新定字書於幀端，並將丙子（乾隆二十一年，1756）以後所有
各贊於黃綾文本，及《御製文初、二集》刊本一律改正焉。至《秘殿珠林》所儲古人圖像原

本，與夫西湖所摹以及玉石所鐫刻、臣工所繕錄不下數百十本，難以一一易書，則命仍舊貫

而無事改泐。今所有胥當依此書之，並附識如右。」 
147 《乾隆朝上諭檔》，冊 7，頁 281，乾隆三十八年二月十日，同日奉旨。《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

璧大藏全咒》的第一函〈御製序〉之後也附有此上諭，日期為：乾隆三十八年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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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聲韻的考訂則參考蒙文、滿文，由此才能寫出漢字切音。編纂完成，為

使之流傳，「京城及直省寺院，向曾頒過藏經者，俱各給發一部，俾流人

眾，展卷了然。」但是也考慮到舊有習慣不易一時改變，「憚於改易字音

者，亦聽其便。」 148 

總之，各種語文互補相成，終能完成較為完善準確的咒語對音。乾隆

皇帝唯恐旁人不解此舉，還特諭軍機大臣等說明其意：  

即如喇嘛所唸之經傳自西竺，而內地僧人俱以漢音傳習，不無舛誤。

朕節次將大藏咒俱令照西番譯出，不過欲釐正偽舛，亦非有意崇尚

喇嘛而廢絀僧人也。 149 

《大藏全咒》的內容是把漢、藏、蒙古文咒語互相參校、補充，註明

重覆的咒句，以及增損的部分。例如《楞嚴經》裡面的《楞嚴咒》，註明

「以上一百二十七句，漢經俱係咒語，番經係取咒意譯文，今遵漢經仍作

咒語對音譯入」，「以上十四句，漢經缺，依番經咒語添入」等語， 150又

如《佛說大白傘蓋總持陀羅尼經》裡的《奉食咒》，則註明「以上一句，

番經缺，依漢經咒音入」， 151這些都反映了校對工作的仔細與確實，漢、

藏佛典可互補有無。  

在乾隆三十八年（ 1773）修纂完竣之前，已經利用新編咒語進行佛教

儀式。萬善殿在西苑中南海之中海東北岸，是重要的皇家佛堂之一。乾隆

三十五年（ 1770），萬善殿重修落成，於殿內大悲壇禮懺諸佛，所用的「懺

文陀羅尼乃新依梵音釐正者」；從乾隆皇帝的御製詩中所提到的：「初正

陀羅音禮懺，笑予者箇未全融」，我們也可以推定當時似乎有人對重定咒

音感到不以為然。 152無論如何，《大藏全咒》的編纂完成是乾隆朝最重要

的佛教文化成就之一。  

《大藏經》的滿文譯本是滿洲佛教的重要成就表現，與《大藏全咒》

同時編纂，由於滿文《大藏經》是清朝「佛教同源論」的重要表徵，是故

                                                 
148 《乾隆朝上諭檔》，冊 7，頁 281-282，乾隆三十八年二月十日。 
149 引自周叔迦編撰，《清代佛教史料輯稿》（臺北：新文豐出版社，2000），頁 65。此書中所註
明的出處為「（乾隆三十八年）冬十月甲戌」，「東華錄，乾隆一百十，第十五頁、第十六頁」，

似不見於王先謙所編著的《東華續錄》之內，待進一步了解。 
150 林光明編修，《大藏全咒新編》（臺北：嘉豐出版社，2001），冊 5，頁 85、88。 
151 《大藏全咒新編》，冊 9，頁 204。 
152 〈萬善殿瞻禮〉，《御製詩三集》，卷 91，頁 35-36。詩云；「液池南北一舟通，命棹蕉園為落

工（萬善殿在蕉園中，猶前明所建，閱欠剝落，今歲鼎新之茲，屆蕆工拈香瞻禮）；松戶百年

依舊綠，梅梁八架換新紅；金仙本自泯成壤，塵世誰為悟色空；初正陀羅音禮懺（工既落成

緇流於大悲壇禮懺，懺文陀羅尼乃新依梵音釐正者），笑予者箇未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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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第五章第三節綜合討論。  

二、滿洲喇嘛、滿洲寺廟  

（一）乾隆年間始設滿洲寺廟  

滿洲寺廟是指該寺專以滿洲喇嘛頌念滿洲經卷，而這是乾隆時代才建

立的特殊寺廟。根據《章嘉國師若必多吉傳》的記載，乾隆十四年（ 1749），

乾隆皇帝主動向章嘉國師提及在香山建滿洲寺廟，裡面全由新出家的滿洲

喇嘛的構想。 153《理藩院則例》記載了五座滿洲寺廟：  

東陵隆福寺、西陵永福寺、香山寶諦寺、圓明園正覺寺、功德寺等

五廟，誦滿洲經卷達喇嘛、副達喇嘛、蘇拉喇嘛，應於五廟德木齊

內，按年陳公同遴選升用。  

東陵隆福寺、西陵永福寺滿洲喇嘛俱由包衣人挑取。隆福寺、永福

寺額設喇嘛各二十缺。派滿洲達喇嘛一人，揀選德木齊、格斯貴各

一名，教習喇嘛三名，教訓管轄。遇有缺出，由京包衣佐領下人內

挑補。若陵寢居住之包衣人等有可挑取者，亦准揀補。 154 

這裡記錄了五座滿洲寺廟，分佈於東陵、西陵、香山、圓明園，及其內部

組織。「德木齊」是喇嘛職位名，負責督管之責； 155「格斯貴」是指掌堂

之師、執事喇嘛，俗稱鐵棒喇嘛。 156 

再據《內務府奏銷檔》所載，尚有位於香山的寶相寺、常齡寺、方圓

廟、梵香寺、實勝寺；位於清漪園的大報恩延壽寺，也是滿洲寺廟。 157而

承德地方的殊像寺，也是一座滿洲寺廟，該寺喇嘛「由妙應寺清字經喇嘛

                                                 
153 （清）土觀洛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連龍譯，《章嘉國師若必多吉傳》（北京：民族出版

社，1988），頁 205。傳記中提到此寺有如雍和宮的規模，黃顥先生認為是香山主寺：香界寺，
而此寺只有部分使用滿洲喇嘛，見黃顥，《在北京的藏族文物》（北京：民族出版社，1993），
頁 85。但是如果首座滿洲寺廟即不是全部用滿洲喇嘛似不太合理。 

154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8，喇嘛事例三，頁 409-410。東陵隆福寺、西陵永福

寺在則例中分作二條，條文內容相同。 
155 德木齊，蒙文拼做：demči。 
156 格斯貴，蒙文拼做：gesküi。 
157 引自王家鵬，〈乾隆與滿族喇嘛寺院－兼論滿族宗教信仰的演變〉，《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

1，頁 60。王家鵬所引《奏銷檔》內有各寺挑補喇嘛員額數目，也提及了《理藩院則例》所載

關於寶諦寺、正覺寺，但是都沒有出現「滿洲」字樣，所以此件檔案內的各寺是否確屬滿洲

寺廟，還是應進一步考察。 



第四章 曼殊師利                                                                137 

內揀選。」 158以上各寺以香山梵香寺、實勝寺建寺較早，同建於乾隆十四

年（ 1749）；寶諦寺、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建於乾隆十五年（ 1750）；寶

相寺、方圓廟建於乾隆二十七年（ 1762）；圓明園正覺寺建於乾隆三十八

年（ 1773）；承德殊像寺建於乾隆三十九年（ 1774）。 159 

盛京法輪寺是崇德八年（ 1643）所建盛京四寺之一，此寺也於乾隆四

十三年（ 1778）改建成滿洲喇嘛寺廟。 160是年，乾隆皇帝東巡時，留有〈題

法輪寺詩〉：「法輪演國語」一句，下注：「以國語所譯梵經，令喇嘛住

寺演誦，於此地為尤宜云。」 161這是自滿文《大藏經》開始翻譯之後才專

立的滿洲寺廟。具體過程見《滿文上諭檔》：  

乾隆四十三年四月初一日，諭曰：盛京乃滿洲根本之地，在彼處宮

殿俱在，且我「滿洲經」現亦即將修成，理應建立滿洲喇嘛寺一座，

以宏揚黃教。在盛京，喇嘛寺院甚多，著將此寄信與弘晌，於彼處

喇嘛寺內擇一略大者，做為滿洲喇嘛寺。將現住喇嘛寺等，計能容

納分住他寺，仍食錢糧，缺出即行裁汰。其空出之寺，彼處包衣牛

彔及八旗滿洲、錫伯內，若有願為喇嘛者，或選二、三十人，或四、

五十人做為喇嘛，照例得給錢糧。仍飭交章嘉呼圖克圖，於京師諸

喇嘛內挑選善於「滿洲經」者二名，從速派往盛京，做為彼處達喇

嘛，如同香山，教彼處滿洲喇嘛以「滿洲經」。 162 

盛京將軍弘晌隨即挑選寺院，於盛京六座喇嘛寺中，以北塔法輪寺較他寺

地勢為高且寬闊，並挑取喇嘛二十名，另選十人預備；在北京方面，章嘉

呼圖克圖也挑選達滿洲喇嘛二名、教習三名前往盛京法輪寺；軍機處則將

翻譯、刊印的滿文佛經送交達喇嘛查收，所念的經典至少有《時輪經》。

163 

                                                 
158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8，喇嘛事例三，頁 410。妙應寺應即北京的妙應白塔

寺。 
159 參見王家鵬，〈乾隆與滿族喇嘛寺院－兼論滿族宗教信仰的演變〉，《滿族研究》，24（1991：3）
頁 62，表一所列。 

160 趙志強，〈北塔法輪寺與蒙古族滿族錫伯族關係述論〉，《滿族研究》，24（1991：3），頁 84-86。 
161 《御製詩四詩》（北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卷 53，頁 22-23。乾隆四十八年，東巡時

又再題詩為記，見《御製詩四詩》，卷 99，頁 1-2。 
162 《滿文上諭檔》引自趙志強，〈北塔法輪寺與蒙古族滿族錫伯族關係述論〉，頁 83。 
163 《軍機處滿文奏摺錄副》引自趙志強，〈北塔法輪寺與蒙古族滿族錫伯族關係述論〉，《滿族研

究》，24（1991：3），頁 83。盛京六寺包括：東塔永光寺、南塔廣慈寺、西塔延壽寺、北塔法

輪寺，以及實勝寺、長寧寺。《時輪經》，趙志強先生文中滿文寫做：duiji gorlo nomun，也提
及念頌「滿洲經」：manju nomun，指出「滿洲經」不知為何經卷，對照「清字經館」滿文意

為：滿洲經館，manju nomun kuren，指出「滿洲經」也是佛經的一種。本文以為，對照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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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輪寺既已改為滿洲寺廟，選用滿洲喇嘛，而此寺的一個特色，是所

謂的滿洲喇嘛俱為盛京一帶的「錫伯族人」。 164錫伯也屬八旗滿洲，因通

曉滿洲語文，而可以成為滿洲喇嘛。 165  

東陵隆福寺於乾隆四十九年（ 1784）始建，五十一年（ 1786）秋竣事。

於陵寢建喇嘛寺是緣於乾隆四十八年（ 1783）秋，乾隆皇帝東巡盛京並瞻

仰福陵、昭陵時，有感而建。碑記曰：  

癸卯往盛京瞻謁福陵、昭陵，見實勝寺在前處以喇嘛，默思其義，

蓋以國家定制，中外蒙古諸王公，凡過陵者無不瞻拜，而蒙古敬佛

用以起敬延福，奠安洪基，意深遠矣。歸而命內府就此寺用盛京實

勝寺之例，拓而新之，以為昌瑞山前屏，而由喜峰口赴京諸蒙古視

若盛京之實勝寺，以之闡黃教、綏遠人，何一非勉繼繩卜，永基之

為哉。 166 

繼隆福寺之後，西陵也依例於乾隆五十二年（ 1787）春建造永福寺。 167由

上引文可知：東陵隆福寺是以「盛京實勝寺之例」，而這應是側重於皇陵、

喇嘛寺廟與蒙古歸心的關係，再次從盛京皇陵「複製」到北京皇陵。滿洲

寺廟形制屬於仿建之寺者還有：仿五臺山菩薩頂的香山寶諦寺、仿五臺山

殊像寺的香山寶相寺、仿香山寶相寺的承德殊像寺。  

總之，京城附近共有滿洲寺院十一座，承德一座，盛京一座。另外，

也有滿洲喇嘛而非專寺，至少有妙應寺、香界寺。  

（二）滿洲喇嘛的特徵  

上述已提及滿洲寺廟，其中承德的殊像寺滿洲喇嘛的來源除了由北京

                                                                                                                                            
《滿文上諭檔》所提到的「且我「滿洲經」現亦即將修成」，「滿洲經」應指滿文《大藏經》，

而當時送來的，可能是挑選滿文《大藏經》已經譯好的部分佛經。 
164 《軍機處滿文奏摺錄副》引自趙志強，〈北塔法輪寺與蒙古族滿族錫伯族關係述論〉，頁 85。
乾隆四十五年五月初五日，盛京將軍弘晌奏稱：「將應選之滿洲喇嘛，飭交滿洲八旗各牛彔、

包衣三牛彔，招得滿洲、包衣佐領下閑散、西丹內無人願為喇嘛。於是奴才為便於教習滿洲

經起見，於願為喇嘛之二十八歲以下，十八歲以上錫伯人內，挑取會滿洲話、滿洲字之人二

十名做為滿洲喇嘛，又選十六歲以下，十三歲以上會滿洲話、滿洲字之人十名預備。」 
165 錫伯族初居今呼倫貝爾海拉爾東南綽爾河流域，十七世紀中葉遷至墨爾根（今嫩江）、齊齊哈

爾、扶餘等地，繼遷至盛京一帶，十七世紀未，編入滿洲八旗。乾隆二十九年，朝廷調遣部

分錫伯官兵，同眷屬三千餘人至新疆戍守，居伊犁河南岸，開察布查爾渠等墾荒，他現為察

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他們的語文與滿洲類似，成為研究滿族文化的重要資源。參見陳永齡主

編，《民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頁 1145。 
166 〈重修葛山隆福寺碑記〉，《御製文三集》，卷 11，碑文，頁 4-6。 
167 〈敕建永福寺碑記〉，《御製文三集》，卷 11，碑文，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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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應寺挑選，也有來自當地八旗兵丁，據《理藩院則例》載：  

熱河滿洲兵丁子嗣挑補喇嘛。殊像寺喇嘛缺出，如熱河滿洲兵丁子

嗣內有願當喇嘛者，准其挑取學習清字經卷，其不願者毋庸勒令挑

取。 168 

另外，妙應寺也有「清字經喇嘛」，只是可能妙應寺內並不是全部選用滿

洲喇嘛，故不在滿洲寺廟之列。這種情況在香山也有，京都西郊的香山有

香界寺，形式與雍和宮相仿，為香山主寺，乾隆十四年（ 1749）建一滿洲

僧侶之扎倉（僧舍），而非全寺全用滿洲喇嘛。 169 

據《雍和宮志略》注文所載，清代的喇嘛可分為七種： 1.  駐京喇嘛；

2. 唐古忒喇嘛，又叫藏喇嘛； 3.  番喇嘛，又叫西番喇嘛； 4.  游牧喇嘛，

又叫蒙古喇嘛；5.  滿洲喇嘛，即西陵隆福寺、東陵永福寺等處，和各王公

府私人家廟內的旗籍喇嘛。6. 喇嘛太監，包括宮內各佛殿的喇嘛，全是河

北地區漢人。7.  漢喇嘛：蒙古喇嘛和滿洲喇嘛收錄漢人子弟為徒，因籍貫

為漢籍，社會俗例上稱以漢喇嘛；清代官書所載的「漢喇嘛」，乃指上述

滿洲喇嘛和喇嘛太監，以及漢喇嘛的總名稱。 170 

關於滿洲喇嘛的來源，《雍和宮志略》的說明值得討論：滿洲喇嘛不

是在八旗內挑選滿族的滿洲人，乃是由內務府包衣三旗，和各王公府所管

的包衣下五旗中挑選「奴才」。這些包衣八旗，包括內務府上三旗包衣、

王公府下五旗包衣，是由漢人和少數民族組成，由於已編入旗籍內，與滿

人同列，故以此身分出家者，雖然名為滿洲喇嘛，但是一個滿人也沒有，

是故把「滿洲喇嘛」、「喇嘛太監」又歸入「漢喇嘛」，而八旗制度也不

准「真正的滿族」出家為喇嘛。 171《雍和宮志略》強調滿洲喇嘛並不是滿

洲佐領之人。  

《雍和宮志略》尚記載滿洲喇嘛又可分三種：1. 廟喇嘛，專指北京西

黃寺中的喇嘛，西黃寺為順治朝時，達賴喇嘛來北京時所建，又稱達賴喇

嘛廟；當時調撥他寺的蒙古喇嘛，又從上三旗包衣兵中，選出二十四人，

                                                 
168 《理藩院則例》（楊選第校注本），卷 58，喇嘛事例三，頁 410。 
169 黃顥，《在北京的藏族文物》，頁 85。但是香界寺並不見於王家鵬先生所據檔案之中，此暫存

疑。 
170 此七種喇嘛的出身，詳見金梁編纂，牛力耕校訂（版權頁寫做：陳家璡校訂），《雍和宮志略》

（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25。內文提到「漢喇嘛」是第五種滿洲喇嘛、第六種喇

嘛太監、第七種漢喇嘛合併在一起的總名稱，是根據《清會典》、《會典事例》、《理藩院則例》。

具體出處待進一步查證。 
171 《雍和宮志略》，頁 25-26，「真正的滿族人」一詞引自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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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王公府內下五旗包衣兵，選出八十四人，共一百零八名包衣兵剃度。2.  第

二種為王府喇嘛，各王公府私人所有之家廟中的喇嘛，亦為包衣兵。3.  第

三種陵寢喇嘛，即東陵隆福寺，西陵永福寺，各有喇嘛二十名，由達喇嘛

一人率領。 172我們由前引《理藩院則例》亦可知，東陵、西陵等滿洲寺廟，

滿洲喇嘛的管理階層只有達喇嘛、副達喇嘛、蘇拉喇嘛、德木齊、格斯貴、

教習喇嘛等級，滿洲喇嘛的出身確實不高，只有包衣、熱河滿洲兵丁。但

是「滿洲兵丁」也可能是出身自滿洲佐領，是滿洲姓氏之人，不是如《雍

和宮志略》所載沒有「真正的滿族人」。再據前述盛京法輪寺所招員額來

自於「包衣牛彔及八旗滿洲、錫伯」，也證明《雍和宮志略》所載滿洲喇

嘛全是「漢人」並不是完全符合歷史事實。  

不過《雍和宮志略》的說法也可證明，所謂的滿洲喇嘛確實不是只出

身於滿洲氏族，漢人應是佔有多數，而這些漢人卻都可以念滿文佛經，反

映這些「漢喇嘛」，確實具有滿文能力。這也使我們對清代「滿洲」的意

涵有進一步的認識。  

關於滿洲佛教，或者說「滿族的信仰」問題，當代滿族耆老，愛新覺

羅‧瀛生的主張頗值得討論，他在討論老北京的滿漢全璧喪儀時，也提到

清代滿洲民族的信仰，主張滿洲、乾隆皇帝「不信佛教」：  

朝鮮和日本皆自中國得到佛教，但是女真地區則遠未接受佛教。研

究者對此尚未注意，其實這是很有意義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一點：

狩獵者無法接受來自靈魂不滅觀點的戒殺禁律。狩獵者體會不到今

生有什麼苦而必須修來世之福；因此佛教在漁獵者之間行不通。滿

族人始終崇奉薩瑪，並不信佛，而把佛菩薩納入薩瑪信仰中，與上

天之子、主子師傅等相提並列，歸根結底是強令佛菩薩服從於薩滿。

清高宗在《喇嘛說》一文中坦率地表明了滿人對佛教的知識和態度。

但是滿族群眾竟在不信佛教的條件下吸取了漢族喪禮中僧尼超度之

習，北京喪禮中的大部分構成是漢族。 173 

他引用的《喇嘛說》是乾隆皇帝為政經驗的自述，恐怕不宜做為個人信仰

傾向的唯一證據。滿族的薩滿信仰融入了佛教、道教的成分是事實， 174但

是，「佛菩薩」在宮廷薩滿祭祝能夠和「上天之子、主子師傅」等相提並

                                                 
172 《雍和宮志略》，頁 92。 
173 愛新覺羅‧瀛生，《老北京與滿族》（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89。 
174 莊吉發，〈從北亞草原族群薩滿信仰的變遷看佛道思想的普及化〉，《清史論集》，第六輯

（2000），頁 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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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應視為是融合的結果，而維持滿洲舊俗與傳統，未必就是要強行把佛

教納入薩滿信仰的結果。總之，愛新覺羅瀛生先生否定「滿洲信仰佛教」

的想法，認為女真文化不會接受佛教，朝廷也禁止滿族共同體成員信佛，

而乾隆皇帝重視密宗完全是政治目的。 175 

如果考慮乾隆皇帝推行滿洲佛教的目的，在於維謢佛教圈內的「一

體」，而這個一體性質的基本作法應是「做為佛教徒」，那麼關於滿洲不

能是佛教徒說法恐怕不正確。或許我們需要蒐集更多資料，檢討清代滿洲

各階層的宗教信仰情況，進而了解他們「做為佛教徒」的實踐有何特色。

此外，朝廷不但有推行佛教的「假神道以設教」理念，也有滿洲人念滿文

佛經的滿洲中心意識。愛新覺羅瀛生指出：滿族大戶人家辦喪事時，多請

番僧（喇嘛）誦經，是受「蒙古習俗」影響所致，而這一點這便和他堅持

滿族不信佛教的觀點有所矛盾。  

八旗旗人是不能任意改變身分的，不能任意剃度出家固然是受限於旗

人身分，但是，是否一定要形成出家的風氣、自由才是所謂提倡佛教，滿

洲人表現身為佛教徒的態度，是信仰與身分的調和，應該可當作是滿洲政

治文化之於佛教信仰的特殊表達方式。  

三、御譯佛典  

清代官書書名常冠以「御纂」、「欽定」等名目，是指皇帝指定親自

召集文臣學士編纂而成，此類書籍，皇帝本身參與程度不一。廣義言之，

還包括了：御注、御定、御編、御選、敕撰等。 176「御注」、「御批」者，

似乎表示皇帝個人的言論較多；至於「御製」者，親自寫作的程度則必須

視情況而論，若序文一類或可視為皇帝親作，並常存漢文書跡留存內府，

內容上也可能表示皇帝參與的成分頗高，例如：「清文鑑」系列圖書的纂

輯。至於本文所用「御譯」一詞，在清代文獻中並不多見，滿文的表現較

                                                 
175 愛新覺羅‧瀛生對滿洲、乾隆皇帝與佛教關係的看法在《滿語雜識》（北京：學苑出版社，2004），
頁 1007-1009，表達得更激烈，他認為：因以漁獵為業不信佛教，牧民則可以戒殺，食用乳制

品即可。滿族共同體以滿洲舊俗為準，依舊俗薩滿跳神祭祖，禁止皈依佛教。朝廷不許滿人

成為佛教徒；不提倡顯宗，對密宗的重視則完全是政治目的。「終清之世，滿族人自皇帝至於

官員兵士，始終崇信薩滿，拜神主，而未成為佛教徒。」 
176 明清時代「御纂」、「欽定」圖書的特色與編修情況，可參見向斯，《書香故宮－中國宮廷善本》

（臺北：實學社，2004），頁 14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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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乃從滿文： han i  ubaliyambuha，直譯而來的。  

在討論御譯佛典之前，我們不妨先重新檢討理解〈御製喇嘛說〉，因

為裡面提到了關於皇帝個人信仰與朝廷政策的關係。學界討論清朝治邊政

策以及對藏傳佛教策略，主要的參考文獻包括：乾隆皇帝晚年所撰寫的〈御

製十全記〉以及〈御製喇嘛說〉二篇。二篇文獻同時寫於乾隆五十七年

（ 1792）十月，可謂姐妹之作；前者以軍事策略為主，後者乃針對藏傳佛

教，可以說是他「統治邊疆民族地區的兩個相輔相成的重要方面的應對策

略的基本總結」。 177〈御製十全記〉之碑豎立於拉薩、北京、承德等多處，

〈御製喇嘛說〉碑刻可見於北京雍和宮，討論〈御製喇嘛說〉不應忽視寫

作〈御製十全記〉的歷史背景。〈御製喇嘛說〉的寫作目的，如陳慶英先

生指出：在於訓誡子孫、威攝蒙藏喇嘛，總結元朝曲庇喇嘛之弊害，並提

出整頓和改革活佛轉世制度。  

雖然，我們可以從〈御製喇嘛說〉了解治邊政策、宗教政策，碑文中

「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之句也確實反映清朝對黃教的態度，然而碑文

中也提到乾隆皇帝的為政經驗與心得，其基礎乃必須對佛學義理有所知

悉：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理，然後可。予若不習番

經，不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泥沙汰

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數十年，可得乎？ 178 

上述漢文碑文，如果從滿文譯本來理解可能更為清楚：  

大凡定事情之是非，必須學習其事，又明瞭其理才可。如果我不學

習唐古忒經典，就不能這樣說。初學之時，或有漢人議論過於崇敬

黃教，如果我只按照彼等之漢籍，僅拘泥地學習虛浮聲名，如今這

樣新舊諸蒙古懼於威勢、感激恩恤，數十年致於太平，能嗎？ 179 

                                                 
177 陳慶英，〈雍和宮雜論〉，《藏族歷史宗教研究》，第一輯（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頁

133 
178 〈御製十全記〉、〈御製喇嘛說〉均收入（清）松筠，《衛藏通志》（拉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卷首，頁 148-152。漢、滿、蒙、藏四體〈御製喇嘛說〉碑文拓片，可見於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179 此段碑文的滿文轉寫：yaya bitai uru waka be toktobure de urunakū tere baita be tacimbime. geli 

terei giyan be getukelere ohode. teni ombi. bi aika tanggūt nomun be tacirakū oci. uttu gisureme 
muterakū. tuktan tacire fonde. ememu nikasa suwayan šajin be dababume wesihulehe seme 
gisurerengge bi. bi aika damu ceni nikan bithei songkoi untuhun algin be teile memereme kicembihe 
bici. te i gese ice fe monggoso horon de geleme kesi be hukšeme. ududu juwan aniya otolo taifin 
necin de isibume mutembi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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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皇帝說自己熟悉「番經」，即是西藏方面的佛教經典，他於碑文中也

透露雖然在學習藏傳佛教之初曾招到「漢人」的批評，但有此學習背景才

能對宗教事務、政教關係的評斷有所定見，是故個人信仰與朝廷政策之

間，兩者關係並不能全然分割，上述各種佛典的翻譯，也是有信仰為條件，

推動而成。而關於熟知佛教經典的極致表現，除了抄寫，即是親自翻譯。

這也是滿洲佛教事業的一部分內容、同文之治的表現，並具有宗教意涵上

的「功德」意義。  

清代皇帝的信仰與生活，除了上述見於《祕殿珠林》，內廷所造辦、

翻譯、供奉的各種經、咒，以及寺廟儀式之外，也可從皇帝的「御筆寫經」

之習慣觀察。清代皇帝所寫的部分佛經、咒語目錄以及日期、原貯地點，

可見於《祕殿珠林》，目前北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仍收藏二千餘冊御筆寫

經，包括：《心經》、《金剛經》、《法華經》、《般若經》、《圓覺經》

等等。至少從康熙皇帝開始，已於宮中寫經，宮廷中每年的萬壽節、千秋

節和年節、沐佛節，以及為了表達孝思等目的，總以寫經祈福，也由於個

人信仰的需要，在萬幾餘暇，以寫經修養身心。 180 

乾隆十八年（ 1753），為了重修北京妙應寺及其白塔，除了立碑記事，

乾隆皇帝也於四月八日佛誕吉日，親寫漢文《般若波羅蜜多心經》、藏文

《佛頂尊勝陀羅尼經》（尊勝咒），連同漢文《龍藏》一部，供奉於白塔

之內。 181兩種御筆經咒均附寫題記，其中藏文《佛頂尊勝陀羅尼經》裡，

頗能說明其內心想法，尤其表達提倡佛教事業所具有的「無量功德」。此

據漢譯引述：  

在大寶博殿西方，有釋尊舍利之加持寶塔，歷代帝王常供且修復。

現計破舊復修爾。國師章嘉呼圖克圖，於朕年有十八之吉日，問我

其因如實告之後，朕樂並招集資造條件。復修妙塔莊嚴又美麗，佛

光加持不斷增吉祥，成為眾生造福資糧田，無比功德妙善普益源。

因而四月初八之吉日，釋迦能仁誕辰之吉日，朕親筆致題詞，《心

經》遍抄供奉塔內。這是人天諸眾積德根，三界珍寶供奉之寶塔，

                                                 
180 有關北京故宮博物院圖書館典藏，清帝的御筆寫經之具體特色分析，可參見向斯，《書香故宮

－中國宮廷善本》，頁 231-261。御筆寫經的經書，除了佛教經典之外，尚包括少量的道教經

典。 
181 黃春和，《白塔寺》（北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 146-152。白塔內之乾隆十八年奉置藏品

之發現，是由於 1976 年河北唐山大地震震損白塔，1978 年 8月，進行修繕，10月 1日，打
開銅塔剎時才發現的。參見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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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難良藥寶樹藤，亦乃普照吉祥佛光之太陽。 182 

御筆抄經是不示於外人的，而且這些封存於白塔頂層銅剎內的抄經題記，

也只為表述心跡，並非做為宣傳政策之用。  

御譯佛典，此類經典並不多見，著錄題名也未必清楚標示，故而為人

所忽視。目前所發現的是乾隆年間的御譯佛典，包括：《御譯金剛經》、

《御譯大雲輪請雨經》、《白傘蓋經》、《楞嚴經》、《大聖文殊師利菩

薩讚佛法身禮》等，見表 2-2。《金剛經》、《楞嚴經》在漢地流行已久，

十分受到重視，其餘乃屬於密教經典。這些經、咒被重視的原因以及翻譯、

流傳的過程，有待進一步發掘、探討。  

《楞嚴經》的翻譯過程因為有乾隆皇帝親自「詳閱更正」，故亦列入

「御譯」範圍。 183其他並不以「御譯」為名，而皇帝高度參與譯作過程者，

至少還有康熙皇帝校勘的《摩訶般若波羅蜜多心經》。184另外，《金剛經》，

185全稱為：《能斷金剛般若波羅蜜多經》，抄寫尤多，康熙皇帝從康熙十

九年至六十年（ 1680-1721），先後抄寫拓印此經達八十餘部，乾隆皇帝也

曾精抄了三部，包括一部滿漢合璧寫本。 186 

《白傘蓋經》， 187全稱為：《佛說大白傘蓋總持陀羅尼經》。根據石

濱裕美子的研究，乾隆皇帝的「白傘蓋佛信仰」十分明顯。 188乾隆十年

                                                 
182 黃春和，《白塔寺》，頁 152，藏文譯文是黃和春請藏學學者南拉扎西所譯。 
183 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將本書著錄做「御譯楞嚴經」。見 Nicholas Poppe, etc., Catalogue of the 

Manchu-Mongol Section of The Tokyo Bunko (Tokyo: The Toyo bunko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 295.。 

184 漢滿蒙藏合璧《摩訶般若波羅密多心經》，雍正年間刻本，北京大學圖書館藏品，收入林光明

編著，《心經集成》（臺北：嘉豐出版社，2000），附錄一，頁 475-495。 
185 《御譯金剛經》，滿文寫做：han i ubaliyambuha wacir nomun.；另有滿文刻本、寫本《金剛經》，

滿文經題寫做：wacir i lashalara sure i cargi dalin de akūnaha nomun，即據此經的全稱而譯。見

黃潤華、屈六生主編，《全國滿文圖書資料聯合目錄》（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頁 49。 
186 參見向斯，《皇帝的佛緣》（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135。書中附有乾隆年間黑筆寫

本《金剛經》版圖，似為滿漢文各一部。 
187 《白傘蓋經》，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藏本，共三十六經葉，左右兩側頁碼滿文寫有：（左）abkai 

wehiye i（右）han i ubaliyambuhangge。末頁附記：「1952 年 12月 20日瀋陽太平寺捐贈」，應
為此刻本原藏處。據該經內文，頁上二，滿文題名：enduringge ineku jihe fucihi i giyolo ci tucike 
šanggiyan saragga yaya de gaibušarakū ambarame bederebure wesihun mutebuhe sere gebungge 
toktobun tarni.。乾隆年間編纂的《大藏全咒》，亦收錄《佛說大白傘蓋總持陀羅尼經》，滿文

譯做：enduringge ineku jihe giyolo ci tucike yaya de gaisilaburakū amba šanyan sarangga sere 
toktobun tarni nomun.，與上述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藏本寫法略有不同。見《大藏全咒目錄》，卷

5，頁 18。 
188 石濱裕美子，〈北海闡福寺と乾隆帝の白傘蓋佛信仰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第三號

（2004.7），頁 91-111。她指出：過去各種著作中把頤和園佛香閣視為「白傘蓋寺」的說法是



第四章 曼殊師利                                                                145 

（ 1745），即在京城北海北岸五龍亭之北，建立了闡福寺做為白傘蓋信仰

中心，並於寺中建有「國家鎮護之寺的白傘蓋殿」。同時，也於雍和宮內

建有白傘蓋殿，並曾御筆抄寫《大白傘蓋儀軌經》、《藥師經》等。乾隆

四十五年（ 1780），六世班禪先後到達承德、北京，十月三日，他特別為

乾隆皇帝在北京西黃寺撰寫藏文本《薄伽梵白傘蓋佛母成就悉的甘露瓶儀

軌經》，此經後來又譯做滿、蒙、漢文，以四體文字； 189乾隆皇帝的裕陵

地宮也刻有七字白傘蓋真言。由此可見其宗教信仰的特色。  

《大雲輪請雨經》， 190也是一部密教經典。乾隆朝所重視的不只是這

部佛經的義理，還有依照該經所述的祈雨儀軌，設壇得雨。故以經文與儀

軌圖說，製成《大雲輪請雨經結壇儀軌圖說》一冊。 191此經圖說源於乾隆

四十三年（ 1778）所做的「請雨」儀式，乃由皇六子永瑢依「欽定圖說，

繪錄為冊」。四體經文之外，有圖說十幅，其中第十幅應為永瑢所寫的記

事跋文，可了解當時背景：  

乾隆四十有三年，春夏之交，畿輔時霪少稽，麰麥之種，未獲以時

秀碩。我皇父至仁為心，軫念民隱，先事而圖，詔恤刑獄，以冀仰

格天和，復出倉儲米麥，並徹尚膳歲需麥之半，減價設廠，分糶以

平市直而裕民食。又躬禱黑龍澤神祠，而命子臣等每日禮拜，復兮

祀於三壇，越數日，又遣大臣往禱於石匣龍潭，仰賴宵旰精誠感格，

並間叨靈澤，而皇父猶以未獲普霑周澍，既而命檢《大藏經》帙，

得《大雲輪請雨經》一卷，依其儀軌，設壇於覺生寺道場，邀僧誦

經。仰見我父皇省歲劭農，靡所不至之意。入壇將事者，均惕然有

所儆，顒然有所跂，潔治場幄，莊飾器具，以逮諷誦膜拜之儀。祇

                                                                                                                                            
個錯誤，祀奉白傘蓋佛的是北海的闡福寺。然而，她過於強調西藏佛教的影響力，而誤認為

乾隆皇帝將西藏《大藏經》譯做蒙古文、滿文，並忽略了蒙古、滿洲民族都有本民族的僧侶、

寺廟，不是全都借取西藏的事實。 
189 （北京）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圖 85，頁 184。
據圖版說明，紫檀本經盒面刻有「班禪額爾德尼所進白傘蓋經注」。又根據《全國滿文圖書資

料聯合目錄》，頁 33，著錄《白傘蓋儀軌經》，有滿、漢、蒙、藏文合璧刻本、泥金寫本二種，

滿文寫做：šanyan sarangga fucihi eme i mutebure nomun.。 
190 《大雲輪請雨經》滿文題名：han i ubaliyambuha amba tugi i mandal aga agabure nomun toktoho.；
另據《大藏全咒》所收《大雲輪請雨經》，滿文寫做：amba tugi i kurdun aga be baire nomun，
兩者略有不同。前者可能是《大雲輪請雨經結壇儀軌圖說》的經文譯名；後者參見林光明，《大

藏全咒新編》，冊 8，頁 410。 
191 《大雲輪請雨經結壇儀軌圖說》，著錄於《祕殿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6，
頁 155-159。收錄各幅說之內容，此圖說資料：「一冊，本幅：絹本，十幅，縱一尺一寸，橫

一尺八寸，右界畫圖，左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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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清潔，期勿違教誡科設之旨。用以默籲皇穹，上答聖念，而董司

其事，朝夕頂禮。子臣實被命焉。甫七日，甘澍應期，遍霑繼霈，

黎庶騰歡，皇心斯慰。既復念慈氏遺經軌範，靈應妙感，如是其神

且速也。則命以四體書譯之，為圖系說，刊布於遠邇。俾偏隅僻壤，

亦得以信奉受行，收甘霖應禱之益。《法華經》云：如來出世，如

大雲起雨，於一切卉木藥草，隨分受潤。則是經者，固亦如來全提

真實顯現之一證。⋯⋯子臣永瑢恭跋。 192 

由上可知，這個御譯佛經的真實動機乃是為了祈雨而作，反映了個人信仰

與宗教功能之關係頗為密切，而皇室成員與朝政的互動情況，由此亦能略

窺一二。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又名為《文殊師利贊》。 193這部

經受到重視，在乾隆四十六年（ 1781），即第四次巡訪五臺山時，想要抄

寫此經，奉獻於文殊菩薩。據此抄經的題記可知當下情由：  

因詣五臺瞻禮，欲書《文殊師利經》，以為香林供奉。章嘉國師於

《全藏》中，查得此函，皆佛祖心傳，不落空有，與《心經》同一

指南。既書一部，供奉五臺，復書此部，為「祕殿珠林」清玩也。

乾隆歲在辛丑（乾隆四十六年）仲春下澣，御筆並識。 194 

乾隆皇帝是在章嘉國師的指導下，認識了此經的價值，回京之後，又抄經

一次，載入《祕殿珠林續編》之中，因而留下此題記。此部經後來更被翻

譯成蒙、藏文，製以金泥寫本，敬奉於五臺山和香山寶相寺。據乾隆四十

七年（ 1782），乾隆皇帝〈寶相寺瞻禮〉詩注所載：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經》載漢經中而番藏中乃無。去歲

（乾隆四十六年）巡幸五臺，道中因以國語譯出，並令經館譯出西

                                                 
192 《大雲輪請雨經結壇儀軌圖說》，著錄於《祕殿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6，，
頁 157-159。 

193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滿文題名：amba enduringge nesuken horonggo fusa. fucihi i 
nomun i beye de doroloho maktacun.，此經的經名有幾種不同的著錄，有的是不太正確的。另

據《全國滿文圖書資料聯合目錄》，頁 36，著錄做《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體經》，把「禮」

誤做「體」，北京故宮博物院圖書館藏，泥金精寫本，滿漢蒙藏合璧，一冊，此北京故宮藏本

可參見向斯，《書香故宮》，圖版 100；《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圖 87，頁 186。另《全國滿文圖
書資料聯合目錄》，頁 53，尚有著錄做：《全佛讚》一種，內蒙古自治區圖書館藏，該書滿文

題名與前書相同，抄本，滿蒙合璧，一冊，本文即據此版本。 
194 《祕殿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5，頁 295。關於此抄寫經冊的資料：「《御筆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一冊，本幅：金粟牋本，摺裝，十一葉，縱八寸八分，橫七

寸九分，行楷書」；「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鑒藏寶璽：祕殿珠林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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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蒙古，以金書四體經供奉臺頂及此寺。 195 

由詩注可知此經的翻譯流程，乾隆皇帝在五臺山從漢文譯成滿文，回京之

後，再交清字館譯出藏文、蒙文，再以四體合璧形式做為完整版本。 196 

此經的流傳不限於宮廷、香山和五臺山，根據內蒙古圖書館藏滿文、

蒙文合璧抄寫本，也可知有滿文、蒙文本的流傳。此抄本之題記，所載翻

譯緣由與前引《御製詩》不同。改為乾隆五十八年（ 1793），高齡八十的

乾隆皇帝，第六次也是最後一次巡訪五臺山時所翻譯。這應該是流傳過程

中的誤記。此版本的滿文題記漢譯如下：  

此經本是唐朝名為廣智不空三藏和尚之尊者，自印度譯做漢文。乾

隆癸丑年（乾隆五十八年）春三月，皇上親臨五臺山時手譯，交付

御前額駙巴林王公德里克頒佈。咸豐甲寅年（咸豐四年）頒。 197 

從題記可知：譯出滿文之後，交由蒙古巴林部額駙王公處理，有咸豐四年

（ 1854）頒行的版本，雖記載有誤，卻還是可以反映此佛經的流傳。  

乾隆皇帝翻譯滿文佛教典籍的數量頗多，就所見資料製成表 2-2。有

的在漢文經名即有「御譯」字樣，有的則要從滿文經名才看出來，而且不

同版本標示情況也有不同。據表 2-2 所示，除了《讀咒法》、《御製重刻

心經全本序》、《御譯大藏經目錄》之外，其他包括佛經、咒語、讚、祈

禱文等等，共有三十四種之多。  

這些典籍的滿文題名大都冠上了「乾隆皇帝御譯」，滿文寫做：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進一步去發掘這些典籍裡是否有題記

說明，則當能夠進一步了解它的翻譯、流傳等訊息。我們可以質疑這些滿

文譯文是否都是乾隆皇帝一人獨立翻譯的，但從上述已掌握的《金剛經》、

《楞嚴經》、《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的翻譯過程，都顯示了乾

隆皇帝表現了高度的參與，並也留下了是自己翻譯的記錄。面對自己的「修

行功課」，可能無需要過分地流於誇張、誑語。另人驚訝的，是〈御譯大

藏經目錄〉，其實就是滿文《大藏經》的目錄，此目錄另亦可見於《衛藏

                                                 
195 《御製詩四集》，卷 89，頁 19。 
196 清宮裡的滿、蒙、漢、藏四體寫本《文殊師利贊》，參見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

（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圖 86，頁 185。 
197 滿文轉寫做：ere nomun be daci tang gurun i san dzang ša men da guwang jyi sere amog’a 

gebungge toin. enetkek ci nikarame ubaliyambuhabi. abkai wehiyehe i šahūn ihan aniya 
niyengniyeri ilan biyade. sunja cokcihiyan alin de han i beye enggeleneme genefi galai 
ubaliyambuhangge. dahalame yabure gocika efu barin i gung delik de afabufi sarkiyabuha. gubci 
elgiyengge i niowanggiyan tasha aniya sarkiy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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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新修大正藏》。 198若說一整部滿文《大藏經》都是乾隆皇帝翻

譯的確實不可思議，但是他對滿文《大藏經》的重視程度，並且不斷關心

此事、參與其中是十分明顯的。關於《楞嚴經》的滿文譯本，以及滿文《大

藏經》等滿文佛經的進一步討論，可見第五章第三節。  

表 4-1 乾隆皇帝御譯滿文佛教典籍一覽表  

經 題 滿 文 經 題 語 文 出 處、館 藏 

御譯金剛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ubaliyambuhangge wacir i
lashalara sure i  cargi dalin akūnaha nomun.；han i 
ubaliyambuha wacir nomun. 

滿文；滿蒙

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御製重譯金剛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han i araha 
dasame ubaliyambuha wacir i lashalara nomun i
šutucin. 

滿文 東方研究所 

催碎金剛經 abkai wehiyehe i ubaliyambuhangge umesi efulere 
wacir gebungge toktobun tarani. 滿文 東方研究所 

御譯大雲輪請雨經 han i ubaliyambuha amba tugi i mandal aga agabure 
nomun toktoho. 

滿蒙漢藏

文 
《全國滿文》；《祕殿珠林

續編》 

白傘蓋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以上左右
欄框內文）šanggiyan sarangga wesihun mutebuhe 
gebungge nomun toktoho. 

滿文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

館 

楞嚴經 

ineku jihe fucihe i  somishūn deribun. ten i jurgan be 
dasafi getukelehe. geren fusa i tumen yabun be ulhan. 
fucihe i giyolonggo. akdun yabungga sere gebungge 
amba nomun toktoho. 

滿 漢 文

序，經文為

滿文。 
東洋文庫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

讚佛法身禮 
amba enduringge nesuken horonggo fucihi fusa i 
nomun i beye de doroloho maktacun. 滿蒙文 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 

沐浴經 ebišen alibure nomun toktoho. 滿文 《全國滿文》 

普提要義 budi jugūn i jergi tangkan i šošohon jurgan toktoho. 滿文 《全國滿文》 

御譯衍教經 šajin badarara nomun. 
滿文；漢蒙

藏文 
《藏漢蒙佛教日頌》；《全

國滿文》；東方研究所 

讀咒法 abkai wehiyehe i han ubaliyambuhangg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tarni hūlara arga. 滿文 東方研究所 

普賢行願品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enduringge sain yabun i forobun i ha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宗喀吧祝文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suwayan 
šajin i da baksi dzunk’ba lama i  jalbarin adisatiwa 
hūdun bahabure gebungge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極樂世界願文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surgewadi 
bade banjire be mutebure wesihun gurun i duka be 
neihe forobun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大乘因緣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mbuhangge enduringge 
nikenjere holbogon gebungge amba kulge i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釋迦牟尼佛讚攝援

要律 

abkai wehiyehe i han ubaliymbuhangge šakiyamuni 
fucihi i maktacun endistit i oyonggo doron gebungge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釋迦佛讚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arga de 
mergen jilan maktac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真實名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mbaliyambuhangge nesuken 
horonggo fucihi i unenggi gebu be yargiyalame 
nomulaha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 

                                                 
198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 16，經典，頁 523-565。《昭和法寶總目錄》（原版發行：日本

東京大藏經刊行會，臺北：世樺印刷，1998），卷 1，頁 1027-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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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勒願文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aidari i
forobun.; maidari i forobun toktoho.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文殊讚 abkai wehiyehe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anjusiri 
i maktac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 

清淨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bolgomire 
juktehen i kooli durun ini cisui mutebuhe amba 
elhengge.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尊聖佛母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enduringge 
eiten ehe banjin be biretei geterembure giyolonggo 
umesi etehe eme gebungge toktobun tarani nomun.；
enduringge eiten ehe baita be biretei geterembure 
umesi etehe eme gebungge toktobun tarni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大乘持齋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amba 
kulge i targame bolgomire macihi jafara doro. 滿文 東方研究所 

三十五佛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bodisado 
yabun i entebuku calabun be sume aliyara jalbari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積光佛母經咒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eldengge 
gebungge enduringge eme i tarani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無量壽佛面前觀想

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ohon akū
jalafungga fucihi i juleri urebume gūnire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三世吉祥願文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ilan 
forogon i sain forobun nom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無量壽佛自身觀想

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ohon akū
jalafungga fucihi i beye de urebume gūnire nomun.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無量壽佛吉祥偈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ohon akū
jalafungga fucihi i hūturi fengšen i irgeb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無量壽經傳宗祈禱

文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ohon akū
jalafungga fucihi i abisik nomun i lamasai jalbari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功德三世祈禱文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gungge 
erdemungge ilan jalan sere jalbari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火供經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wa i
fulehun bure kooli.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無量壽佛迴向文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mohon akū
jalafungga fucihi forob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全國滿文》 

御製重刻心經全本

序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han i araha 
dasame foloho niyaman i nomun i šutucin. 滿文 東方研究所 

大方等大集經成語 
abkai wehiyehe i han i ubaliyambuhangge umesi 
badaraka aiman amba isan sere gebungge nomun ci 
šošohon gisun. 

滿文 東方研究所 

二十一種救度佛母

讚 
abkai wehiyehe i/ han i galai ubaliyambuhangge.（左
右欄框內文） 

滿蒙漢藏

文，末題

「子臣永

瑢敬書」

北京圖書館藏 

御譯大藏經（目錄） han i ubaliyambuha amba g’anjur nomun (i uheri 
šošohon). 

滿蒙漢藏

文 
滿文《大藏經》第一函卷

首 
資料說明：1.《全國滿文》為《全國滿文圖館資料聯合目錄》之縮寫；書中有註明典藏單位，本表不另注

明。2.「東方研究所」為「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之縮寫。3.《御譯金剛經》、

《尊勝佛母》有兩個滿文題名，表示不同版本的題名差異較大，而只有若干差異者，包括沒有

寫「御譯」、或者沒有以「toktoho」一字結尾者，不另行標出。4.《讀咒法》亦收入《大藏全咒》

之內，有滿、蒙、藏三體。5.「左右欄框內文」意即寫在經葉兩旁欄框的文字；《二十一種救度

佛母》滿文經名未識。 
資料來源：1. 「東方研究所」即：Pang, Tatjana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ssue 2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2. 黃潤華、屈六生主編，《全國滿文圖書資料聯合目錄》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3. 胡雪峰、嘉木揚‧凱朝，《藏漢蒙佛教日頌》（北京：民

族出版社，2000），頁 486-496。4.《祕殿珠林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436，頁 155-159。
5. 胡進杉，〈乾隆宏願，法寶明珠－《清文全藏經》〉，《故宮文物月刊》，22：9（261：2004.12），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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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丁觀鵬畫文殊像」北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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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香山滿洲寺廟示意圖  引自王家鵬，〈乾隆與滿族喇嘛寺院〉，頁 61。  

 

 

 

 

 

 

圖 4-3〈喇嘛說〉  滿文碑文拓片，局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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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大聖文殊師利菩薩讚佛法身禮》，滿蒙文合璧抄本，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