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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明經》成立之背景為大乘佛教發達鼎盛的時期，作為佛教經典有其

宣揚大乘佛理的實用目的，如何以最有效的敘事策略呈現佛陀說法的真義並且

進而宣傳佛教的教理，此般熱切的宗教情懷必定影響著佛經的敘事方式。《金

光明經》運用全知的敘事視角，而經文大部分的篇幅幾乎是人物對話，即佛陀

與菩薩或天神的接談內容，由此形成豐富文本內容以及敘事方式，承載著深刻

的佛理意蘊。而敘事就是「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傳

給他人」
1
，因此，我們也可以將佛經視為一個「敘事文本」。 

然而，進行本章論述之前必須注意的是作為大乘佛典的《金光明經》，勢

必在某種程度上承襲著佛經固有的樣式，因此本章所進行的敘事形式分析，所

得出的敘事特性亦可能適用於其他形式相類的佛經，不過關於橫向比較或縱向

發展的敘事研究，則待日後更多相關研究以奠立佛經敘事文學的基礎，而本章

重點僅在於忠實指出《金光明經》的敘事特性。 

本章將運用敘事學觀點分析《金光明經》之文學形式，透過當代敘事學的

觀點有助於我們深入探究佛經文本所採用的敘事策略及其透露之深刻意涵。本

章第一節，首先由敘事視角切入，探討經文所運用的敘事觀點，以及此觀點所

形成經典文本特色。第二節從經典整體敘事觀之，筆者認為《金光明經》的敘

事情節近似於「序列劇式」的模式，最後則將分析整部經典展現的幻化多變的

敘事時間與空間。 

 

 

———————————— 
1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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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全知的敘事視角 

以往人們在閱讀或分析佛經時，多著重在其所表現之內涵或義理，而對於

佛經文本的敘述者很少在意，甚至意識不到敘述者的存在。但由於佛經和敘事

文同樣具有重新構造一個有別於經驗世界的陌生世界的特質，而這種重構首先

基於敘述者在某個特定位置上的觀察，也就是說「視角」是建構敘事文的基點

。
2
因此，確認佛經文本的視角位置，以及掌握視角的限制與位移，對研究佛經

文本敘事形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視角是敘事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它提供我們一條研究文本敘事形式的門徑

。視角指敘事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

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
3
換句話說，也就是研究文本中究竟是採用誰的眼

光在看，運用誰的角度在觀察故事。《金光明經》序品一開始即以「如是我聞

」展開一幅開闊的場景，雖然此處的「我」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點出敘述者的身

份，然敘述者僅在此處露面，之後就時隱時現在文本的敘述當中，僅能從敘述

性話語察覺其存在，經文則以「全知」的角度進行敘事，帶領讀者踏入莊嚴富

麗的經文情境之中。 

但是若要進一步釐清文本中的視角，則必須分辨敘事聲音
4
與敘事視角，才

不會產生混淆。簡言之，就是「看」與「說」的關係，看並不等於說，觀察角

度並不等於表現方式，它僅意味著表現所依據的視界
5
。《金光明經》以全知視

角的方式進行敘述，然而在敘述的過程中，大部分卻是採用聚焦人物（例如佛

———————————— 
2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大學出版社，1997，頁208。 
3 同上註，頁19。 
4 「視角」研究誰看的問題，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指敘述者傳達給讀

者語言。視角與聲音在有些敘事作品中基本一致，但在許多作品中並非完全一致。（同註2，

頁20-21。） 
5 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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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妙幢菩薩或是其他天神）的語言，使得敘述聲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聚焦人

物自己的聲音。所以，《金光明經》雖採用一個全知敘述者的眼光，但是敘述

的聲音卻是經文中人物的聲音，使得整部經典彷若戲劇般在讀者面前上演。這

點是在進行分析佛教經典敘事視角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特徵，因為這種區

別能夠構成敘述的層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經雖然以全知的敘事視角為

主，但是局部仍然藉由敘事焦點暫時的靈活改變、轉移觀察角度，混合視角的

運用使得敘事型態呈現變化進而加強其表現力。 

 

一、作者、敘述者與敘述接受者 

    首先，在論述敘事視角之前，有必要先釐清作者與敘述者
6
的區別，《金光

明經》是大乘佛教中期所集出的經典，結集者如今已不可考，然而直接進入文

本敘述當中可以確知的是，此經同於一般的佛經以「如是我聞」作為開頭，這

是佛經慣有且獨特的敘事模式，此處之「我」以第一人稱作為佛經的敘述者，

全經則由此敘述者的眼光展開敘事。依佛經的傳統，「我」指的是阿難，自《

阿含經》以來佛經多以「如時我聞，一時佛在」等語作為開端，傳統佛經結構

分析稱之為「證信序」，以作為證明經中所說為真確可信者。以阿難作為佛經

敘述者的模式，則是大乘經典通用的敘事策略，用意在於證明這部經確是由阿

難尊者從佛陀處聽聞而來的佛法。有學者賦予「如是我聞」積極的意義，認為

並非是對阿難誦經所說首句刻板的沿襲，而是經法傳授過程中，傳法經師對於

經法由來通行的表述。經師的復述既然具有其創造性，經首語因而也就沒有喪

———————————— 
6 參見劉世劍，《小說敘事藝術》，長春：吉林大學，1999，頁4。該書作者指出「敘述者」

指敘述行為的承擔者，有時敘述者只是偶爾進入情節，並以「我」的口吻講一些話，相當於「

隱含作者」；有時敘述者是明確承擔敘述職能的小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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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它的話語意義
7
。因此，在此我們將《金光明經》中的「我」視為經典文本中

的敘述者，而此敘述者在敘事文本中具有雙重之特性，他既是在場的參與者，

也是經典文本的敘述者，對此部經典有著見證的作用。為進一步呈現敘述者/

受述者之關係，筆者以圖示如下： 

 

《金光明經》 

 

經典結集者 →                                       → 讀  經  者  

（作者/隱含作者）                                                  (潛在讀者) 

（非一時一地之作）              

（敘事文本） 

 

由此圖可以清楚呈現作者、敘述者和接受敘述者之關係： 

1.作者/隱含作者：此部經的實際作者，即經典之集出者如今已不可考，從

本論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我們僅能確知的是此經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而是

經過長時間不同階段的演進方成為今日所見之風貌。因此，作者非本章探討重

點，但是值得重視的是「隱含作者」
8
的概念，即文本中所蘊涵的作者的立場、

觀點、態度，影響著此部經典的內涵、結構以及思想等等。從隱含作者的觀點

來看，這部經的整理或是編纂者，同時以表達者與接受者的雙重身份介入文本

意義的生成。本論文所探討的經文敘事形式基本上是由此隱含作者所設計和安

排而成的。 

———————————— 
7 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2001，頁328-336。 
8 所謂「隱含作者」，就是讀者從作品中推導建構出來的作者形象，是左者在具體文本中表現

出來的「第二自我」。這一概念是美國芝加哥修辭學派批評家韋恩布斯(W. C. Booth)在1961

年出版的《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一書中提出來的。（同註2，頁204-206） 

敘述者→ (佛→人天大眾) →(受述者) 

(如是我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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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敘述者的雙重性：《金光明經》的內容是佛陀對菩薩以及人天大眾宣說

之佛法，若是從經典的敘事角度來看，其內容之開展實際上涉及多個敘事層面

。「如是我聞」的「我」是第一層面的敘述者，由這一位敘述者將此部經內容

陳述出來，他交待了佛陀在某地的說法背景時空與緣由，而這位敘述者具有雙

重特性，他既是在場的參與者，也是佛陀說法內容的陳述者。他有時透視人物

內心，有時卻僅僅敘述人物言語與行動。 

3.受述者/潛在讀者：《金光明經》在接受敘述者的層面也具有雙重的特性

，除了在場實際聞法的聽眾之外，在婆娑世界中每個閱讀《金光明經》而進入

文本內容的讀經者，也都彷彿一起進入佛陀說法的盛會。 

由此可見，佛經文本在此交織成雙重的關係，事實上，佛經的文本涉及多

種敘述層面，多層面的講述可說是佛經講述文體最具特色的內涵
9
。首先，就敘

事層面（敘述者/受述者）觀察，「如是我聞」的「我」作為敘述者娓娓道出佛

陀說法始末，讓閱讀文本的讀者彷彿也成為在場的聽眾，更增添其臨場的感受

。其次，在文本內容（佛/聽法者）當中，宣說者是佛陀，接受者是聞法的人天

大眾，佛陀宣說法理要義或是譬喻、本生故事，例如長者子流水以及捨身飼虎

的故事，則是出自佛陀之口，因此佛陀顯然成為第二層的敘述者。在此釐清敘

述者的問題之後，則有助於接下進入佛經文本內容敘事視角的分析。 

 

二、全知敘事視角的特色 

綜觀《金光明經》的內容，大多是運用全知敘事視角展開敘述，文本中的

敘述者以全知全能角度鉅細靡遺地敘述佛陀說法的內容。然而敘述者在開頭的

「如是我聞」中露面後，隨即客觀地為我們呈現一幅幅精彩的佛陀說法圖。經

———————————— 
9  同註7，頁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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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開頭的「我」第一人稱造成文本的臨場感，敘述者以配角的身份及在場旁

觀的姿態進行全知敘述，這種敘述角度的特點是沒有固定的觀察位置，敘述者

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時空來敘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鳥瞰概貌，也可以看到在

其它地方同時發生的一切；對人物的過去、現在、未來均瞭如指掌，也可以任

意透視人物的內心
10
。從〈序品〉一開始，敘述者即以鳥瞰的方式為我們呈現

一幅開闊的場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峰山頂，於最清淨甚深法界，諸佛之

境如來所居。與大苾芻眾九萬八千人，皆是阿羅漢，能善調伏如大象王，

諸漏已除，無復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所作已畢，捨諸重擔，逮得

己利，盡諸有結，得大自在，住清淨戒，善巧方便，智慧莊嚴，證八解脫

，已到彼岸。其名曰：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阿說侍多、具壽婆濕波、具

壽摩訶那摩、具壽婆帝利迦、大迦攝波、優樓頻螺迦攝、伽耶迦攝、那提

迦攝、舍利子、大目乾連，惟阿難陀住於學地。如是等諸大聲聞，各於晡

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復有菩薩摩訶薩，百千萬億人俱⋯復有梨車毘童子五億八千⋯復有二萬八

千龍王⋯復有三萬六千諸藥叉⋯復有四萬九千揭路茶王，香象勢力王而為

上首。及餘健闥婆、阿蘇羅、緊那羅、莫呼洛伽等，山林河海一切神仙，

并諸大國所有王眾，中宮后妃淨信男女，人天大眾悉皆雲集，咸願擁護無

上大乘，讀誦受持書寫流布。各於晡時，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

，退坐一面。 

如是等聲聞菩薩，人天大眾龍神八部，既雲集已，各各至心合掌恭敬，瞻

仰尊容，目未曾捨，願樂欲聞殊勝妙法。爾時薄伽梵，於日晡時，從定而

———————————— 
10 同註2，頁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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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觀察大眾，而說頌曰⋯。
11

 

此段經文中敘述者即是以鳥瞰的全景描寫構築出萬眾雲集的壯闊場景，從阿羅

漢、菩薩、龍王、藥叉等，不僅神奇地一一點出雲集大眾的確切數目，並且對

於阿羅漢、菩薩等作出簡短的定義與描述，最末更寫出大眾「各各至心合掌恭

敬，瞻仰尊容，目未曾捨，願樂欲聞殊勝妙法」如此莊嚴之氛圍，若非全知視

角實難以細膩且全面地呈現如此壯闊嚴麗之場景。緊接著〈壽量品〉中全知的

視角又發揮其特長，就在王舍城鷲峰山頂大會雲集的同時，敘述者將觀察的角

度移至妙幢菩薩之處，經文云： 

爾時王舍大城，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妙幢，已於過去無量俱胝那庾多百

千佛所，承事供養殖諸善根。是時妙幢菩薩獨於靜處作是思惟：「以何因

緣釋迦牟尼如來壽命短促唯八十年？」
12

 

在全知的敘述脈絡之下，經文不僅同時開展出二處空間，在此還能夠指出妙幢

菩薩已於過去培植各種善根，甚至透視其內心指出其思惟佛陀壽量的問題。就

在妙幢菩薩有此念頭時，突然在他所處的空間出現種種神奇變化，此時全知的

敘述者又再次跳出來說明「以佛威力，其室忽然廣博嚴淨」
13
，從而點出這種

奇妙變化是由於佛陀的威力所顯現的奇蹟，全知敘述者在此適時的介，使敘事

脈絡一路清晰呈現，也同時烘托出佛陀的神通廣大。 

從〈序品〉到〈壽量品〉的敘事脈絡，全知敘述者從容把握了經文中各類

人物的作為與想法，並且可以任意地移動觀察的位置。這些特點也類似於「非

聚焦型」視角，非聚焦並非是沒有聚焦，其特點在於焦點的移動，胡亞敏《敘

事學》參照熱奈特的觀點將敘事視角分為三大類型：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外

———————————— 
11 卷一〈序品〉，T16,p.403a-404a. 
12 卷二〈如來壽量品〉，T16,p.404b-c. 
13 同上註，T16,p.4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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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型
14
。其中「非聚焦型」視角「是一種傳統的、無所不知的視角類型，敘

述者或人物可以從所有的角度觀察被敘述的故事，並且可以任意從一個位置移

向任何一個位置。它可以時而俯瞰紛繁複雜的群體生活，時而窺視各類人物隱

密的意識活動。」
15
這種視角的視野無限開闊，時空延展度大，又由於其敘事

脈絡清晰，所以閱讀起來較為輕鬆。這種全知且非聚焦的敘事視角，非常有利

於佛經具體而客觀的呈現出佛陀說法內容，敘述者彷彿為讀經者作出現場實況

轉播般的清楚展現一幕幕真實畫面，讓人感覺到似乎也身歷其境參與一場佛陀

說法盛會。 

敘述者除了以全知視角為讀者呈現佛陀說法實況外，敘述者直接進行敘述

的口吻也時隱時現。這項敘事特徵也常見於其他佛經當中，通常是出現在每一

品最初與結束之時，如〈序品〉之後的每一品皆以「爾時」作為起始，此類過

去現在時時態詞的存在，對佛經講述文體具有極強的提示性。講述者不斷重複

使用「爾時」等詞，在營造所敘之真實感的同時，實際上還隱現出講述者用心

宣講的聲氣口吻
16
。《金光明經》各品的開始與結束，不直接以人物行動或話

語來演示，而由敘述者進行概括性的敘述，尤其每當經文告一段落，多以「時

諸大眾聞是法已，咸皆歡喜信受奉行」一類套語結束，不以戲劇性的特寫鏡頭

，卻是遠距離的全鏡頭攝取全景式畫面，為經文造成一個小停頓。這一類的敘

述，使敘述者明朗現身於讀者面前，承擔故事情節分割與串連的重要角色，使

全經的發展保持連貫又顯出清晰的層次與階段。這亦是全知敘事者在此經中所

承擔的重要功能。 

———————————— 
14 參見註2，頁24-32。胡亞敏《敘事學》將視角區分為：(1)非聚焦型：傳統的、無所不知的視

角類型；(2)內聚焦型：每件事都嚴格地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3)外聚焦

型：敘述者嚴格地從外部呈現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行為、外表及客觀環境，而不告訴人物的

動機、目的、思維和情感。 
15 同上註，頁24。 
16 同註7，頁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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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角的變異 

    在經文中，全知的敘述者像全能的上帝般觀察事物，然後將所觀察到的事

物有選擇地敘述給讀者，這種超出凡人的中介眼光，雖然可以面面俱到，但是

有時稍嫌直露而不夠含蓄蘊藉，有時甚至有損於作品的戲劇性，因此，為了減

少這種弊病，全知的敘述者在進行敘事時，會將全知視角暫時轉換為人物的有

限視角，或是暫時限制全知視角的視野，留下文本空白之處，使經文敘述呈現

跌宕曲折的藝術魅力。 

 

（一）限制全知視角之視野 

    雖然全知敘述者具有透視故事中一切事物的萬能眼光，但有時也會藉由限

制其視野，為文本留下空白或是懸念。例如，經文從卷九〈授記品〉開始進入

全經文學性最強的部分，首先〈授記品〉可以視為這一系列故事的序曲，經文

描述佛陀為妙幢菩薩及其二子授記，當時有十千天子也來到此處聽佛說法，佛

陀見十千天子善根成熟，於是也為之授記。此時菩提樹神提出十千天子剛從三

十三天來聽法，為何佛陀便馬上為他們授記的問題。行文至此全知的敘述者並

未全盤托出佛為十千天子授記的原因或是馬上揭示問題的答案，僅以佛陀一語

： 

佛告樹神：「善女天，如汝所說，皆從勝妙善根因緣，勤苦修已方得授記

。此諸天子，於妙天宮，捨五欲樂，故來聽是金光明經，既聞法已於是經

中心生殷重，如淨琉璃，無諸瑕穢。復得聞此三大菩薩授記之事，亦由過

去久修正行誓願因緣，是故我今皆與授記，於未來世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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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時彼樹神，聞佛說已，歡喜信受。
17

 

簡短解釋十千天子授記的因緣之後這一品就在此結束。在〈授記品〉當中，全

知敘述者的視野是受到限制的，並非一貫發揮其全知全能的特點，為經文留下

短暫的懸念，直到在〈長者子流水品〉中以倒敘手法敘述長者子流以及十千隻

魚的故事，方將其間的因緣關係解開，填補〈授記品〉中留下的空白，由此造

成全知視角與限制視角交織的敘事文本，可避免全知視角一覽無遺的枯燥感，

為文本增添曲折之美。 

 

（二）視角的位移 

在《金光明經》中有幾個段落經文的敘事視角有轉移的情形，全知的敘事

者不再發揮超凡的中介能力，放棄自己的外部眼光，而將視角轉移至人物的觀

點來觀察事物。 

如〈夢見金鼓懺悔品〉中妙幢菩薩夢見一婆羅門擊金鼓並演說微妙之懺悔

法，經文云： 

爾時妙幢菩薩，親於佛前，聞妙法已，歡喜踊躍，一心思惟還至本處。於

夜夢中，見大金鼓，光明晃耀，猶如日輪，於此光中，得見十方無量諸佛

，於寶樹下坐琉璃座，無量百千大眾圍繞而為說法。見一婆羅門，桴擊金

鼓，出大音聲，聲中演說微妙伽他明懺悔法。妙幢聞已，皆悉憶持繫念而

住。
18

 

這段經文描述的內容為妙幢菩薩所夢之內容，雖然這段經文仍然是透過全知敘

述者所觀察到妙幢菩薩感知內容，但是視角已經發生微妙的轉換。對於這樣奇

———————————— 
17 卷九〈授記品〉，T16,p.447b. 
18 卷二〈夢見金鼓懺悔品〉，T16,p.4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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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夢境，相信可以勾起任何人的好奇心，何以經文行文至此卻要敘述妙幢菩

薩的神妙夢境呢？全知敘述者卻不再發揮如上帝般的角色為大家解開疑惑，而

將敘述的視角巧妙地轉移為妙幢菩薩的眼光，讓我們帶著謎團也跟著妙幢菩薩

進入一個夢幻的情境，醒來後隨著妙幢菩薩的腳步來到佛陀的處所，並聽著菩

薩訴說夢中所聞之偈頌。僅在全品最末由佛陀點出： 

爾時世尊聞此說已，讚妙幢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夢金

鼓出聲，讚歎如來真實功德，并懺悔法，若有聞者獲福甚多，廣利有情滅

除罪障。汝今應知此之勝業，皆是過去讚歎發願宿習因緣，及由諸佛威力

加護，此之因緣當為汝說。」時諸大眾聞是法已，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19

 

藉由佛陀的話語裡，我們隱約知道原來妙幢菩薩由於過去世宿昔因緣以及諸佛

威力加持之故而有此微妙之夢境。可見在這一段經文當中，全知敘述者並沒有

在最開頭即全盤托出此夢之因緣，僅是客觀描述出菩薩感知的現象以及所憶持

的偈頌，此時視角已由妙幢菩薩所取代，因為視角的限制而無法得知夢見金鼓

的因緣所在，而焦點則著重在妙幢所夢見的金鼓以及懺悔法內容。在此段經文

中可以得知，雖然《金光明經》的敘述者具有全知全能的能力，可以從容把握

各類人物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但是經文往往藉由焦點的轉移，從人物的角

度進行敘述，使得經文更富戲劇性。 

在《金光明經》中，每一品都有一個主旨，各自有形象特出的菩薩或是天

神等上場，其接談內容構成經文重要的內涵。〈夢見金鼓懺悔品〉的敘事視角

轉移到妙幢菩薩的身上，而敘述的主旨則是放在懺悔之上，由此呈現此品的重

要內涵。此處的敘事安排不但由此托出佛教懺悔的觀念，也透過特殊的敘事安

排帶給讀者短暫的懸念，而後經文脈絡一直進行到〈蓮華喻讚品〉才將焦點拉

———————————— 
19 卷二〈夢見金鼓懺悔品〉，T16,p.413b-c. 



《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 106 

到妙幢菩薩的前世－金龍主的故事，以倒敘的方式解開此因緣的來龍去脈。 

 

第二節  系列劇式的敘事情節 

在《金光明經》當中的每一品皆可視為一個完整的敘事單元，然後通過特

定的布局把一品一品的經文內容連接起來則成為一場諸神、菩薩與天神的聚會

。從敘事學角度來看，這種情節推演類似於「系列劇式」，包容一個又一個統

一於同一個內在主題的人物、故事，其優點是具有開放性與靈活性
20
。由於運

用序列劇式的敘事情節，使得《金光明經》可以在不同的階段增添豐富的內容

，包涵大乘佛教中重要的佛理、天神信仰、陀羅尼以及各種儀式，展現出多元

的信仰型態與內容。 

 

一、情節的組織原則 

《金光明經》每一品皆有主要的菩薩或天神出場，若是菩薩向佛陀提問，

則全品的中心主題則圍繞在對治該問題的佛理探討之上；若是天神或天女發願

恭敬供養並護持《金光明經》，其內容則以天神或天女為主角，提出實際的護

持方式，可見每一品內容不論是佛理的闡發，抑或現世利益信仰的提出，都各

自形成一個中心主題，且情節完整，然後透過彼此的關連交織成《金光明經》

的敘事脈絡，由此串起整體內容，一品一品的相續就猶如一幕幕上演的舞台劇

。 

（一）情節完整的敘事單元 

以〈最淨地陀羅尼品〉為例，由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提出「何者是菩提心

———————————— 
20
 同註6，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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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於是佛陀便開始為其說法，其中以十地之說占大部分篇幅，因此「

十地」可視為此品之中心主題，當佛陀說完十地之法時，經文云： 

爾時大眾，俱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若所在處講宣讀誦

此金光明最勝王經，我等大眾皆悉往彼為作聽眾。是說法師令得利益，安

樂無障，身意泰然，我等皆當盡心供養，亦令聽眾安隱快樂，所住國土無

諸怨賊恐怖、厄難飢饉之苦，人民熾盛。此說法處，道場之地，一切諸天

、人、非人等一切眾生不應履踐及以污穢。何以故？說法之處即是制底，

當以香花、繒綵、幡蓋而為供養。我等常為守護，令離衰損。」佛告大眾

：「善男子，汝等應當精勤修習此妙經典，是則正法久住於世。」
21 

可見經文最末又扣回弘揚《金光明經》的脈絡，強調此經的重要性，十地隱然

成為此品之主要內容。接著聞法大眾再次發願盡心供養此經，佛陀則勉勵大眾

精勤修習使正法常住於世，此品則到此結束。我們會發現這一品的敘述結構完

整，顯然可以視為一完整之敘事單元： 

            (起因)               （過程）           （結果） 

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提問 → 佛陀說十地之法 → 佛陀勉勵大眾作結 

可見〈最淨地陀羅尼品〉本身即自成一個完整的敘事單元，在《金光明經》中

每一品大致上都依循著這種模式形成完整的敘事單元。 

由第三章的分析內容可知《金光明經》將各具特色的主題的內容安排在整

部經當中，無可避免地要將各個主題串在一起，其所採用的敘事策略即是把每

個主題形成一個完整的敘事情節，每一品就自成一個完整的敘事單元，如此可

以保持結構的彈性，再透過外在形式與內在脈絡等組織原則統整成為一部內涵

豐富的經典。 

———————————— 
21 卷四〈最淨地陀羅尼品〉，T16,p.4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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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結各敘事單元的線索 

    由於《金光明經》每一品都各自形成情節完整的敘事單元，則品與品之間

的連結則格外顯得重要。前文固然曾提出全經以「崇敬光明佛陀」作為貫串全

經的主題，然而此處所要探討的是在每品之間穿針引線連結起每品的敘事線索

，因此前者是屬於主題的昇華，這裡所欲探討的則是敘事策略的範疇。 

（1）外在形式脈絡 

1.時間相續 

《金光明經》的時間是呈線性發展，以時間相續的形式連結各個敘事單元

。首先在〈序品〉以「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峰頂」為全經確立總

體時空背景，之後各品皆以「爾時」作為開頭以展開經文敘述，「爾時」一詞

雖然在表示時間方面依舊有其模糊性，但卻具有強調所說之事於彼時正在發生

進行的效果
22
，給予讀者時間正在持續進行中的印象，串連一幕幕佛陀說法的

場景，以「爾時」表達的時間形式也就成為連接每個敘事單元的外在形式。 

2.空間脈絡：位階層次 

再回到為本經揭開序幕的〈序品〉之中，除了前文曾提及此段經文以全知

視角開展出壯闊的背景空間，若從空間敘事的角度來觀察，我們亦可發現這一

段經文也透露著有層次的空間觀，首先以佛陀為中心，再從阿羅漢九萬八千人

、菩薩摩訶薩百千萬億人，梨車毘童子五億八千，天子四萬二千，龍王二萬八

千，揭路茶王四萬九千，及餘健婆闥婆、阿蘇羅、緊那羅、莫呼洛伽等，山林

河海一切神仙，并諸大國所有王眾，中宮后妃淨信男女，人天大眾等等，一層

層寫來，彷若攝影鏡頭逐次帶出與會的大眾，畫面由近而遠鋪展開，最後將焦

———————————— 
22 同註7，頁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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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收攝在佛陀一人身上。這樣的人物位階層次表現也貫串在全文的脈絡，《金

光明經》每一品由一位主角（通常為菩薩或天神）與佛陀對答構成主要內容，

每位人物的出場與退場作為一品的開始以及結束，可視為形成敘事單元的重要

因素。 

 

（2）內在組織原則 

1.經名：金光明 

探究連結各個敘事單元的組織原則時，由此部佛經的題名切入，似乎可以

找到一個有用的參照點，在這部經的表意策略中經題擔當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

。古昔的經師早已注意到這個特點，如《金光明經玄義》中所引真諦語：「（

金光明）三字譬三種法，一譬三身，二譬三德，三譬三位。」
23
吉藏大致承其

緒而言： 

金光明經者，乃是究竟大菩薩藏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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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然天台智顗大師則以為： 

金光明三字，遍譬一切橫法門，故言無量；遍譬一切豎法門，故言甚深。

乃稱法性之文，方合經王之旨。
25

 

他們都注意到《金光明經》的題名所隱含的訊息，似乎可以統攝全經之要義，

然而智者大師已將「金光明」三字意涵擴充至無限大，以強調此經無量甚深的

地位，我們若從真諦、吉藏較為平實的論點觀之，其中都透露著經題「金光明

———————————— 
23 智顗《金光明玄義》，T39,p2a. 
24 吉藏《金光明疏》，T39,p160b. 
25 同註23，T39,p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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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或隱或顯地指向經文的內涵—三身（法身、應身、化身）、三德（法身

、般若、解脫）與三位（正因、了因、緣因）。智顗更具體指出此經： 

始從序品終至讚佛品，品之中若不說金光明名，即說金光明事，⋯為此義

故依文立名也。
26
 

在此，我們發現題名本身就能成為作品旨意提升和蘊意生成的一個渠道，它與

作品全部的敘事要素所展示的客體化內容構成一種隱喻或映射關係，若有若無

，似斷實連，含蓄蘊藉
27
。也就是說，《金光明經》的經名可以為我們明白指

出此經的背景信息，並以一種參考的方式提供重要的敘事要素，各品則圍繞在

「金光明」的意象中得以連結起來。 

    首先，〈序品〉中佛陀開場時即說一段偈頌，最開頭的四句為： 

金光明妙法，最勝諸經王，甚深難得聞，諸佛之境界。
28

 

即提示出解開此經的密碼，彷彿為我們指引經文即將開展的是光明遍滿的妙法

。在《金光明經》每一品當中，幾乎都可尋出此一脈絡，首先，在〈如來壽量

品〉即指出佛陀「不久住世，速入涅槃」，其實是方便善巧，而佛陀的壽命應

是無量無邊，以形塑出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而且永恆存在、永恆光明的佛陀

，進而引出法身常在、法身不滅的信仰。因此接著出現〈分別三身品〉，經文

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云何為三？一者、化身，二者、應身，三者、法身

」
29
，強調法身之境界清淨，智慧清淨，「能顯如來種種智慧」，且「是身因

緣境界處所，果依於本難思議故。若了此義，是身即是大乘，是如來性，是如

———————————— 
26 同註23，T39,p6a。 
27 汪正龍《文學意義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81-82。 
28 卷一〈序品〉，T16,p404a. 
29 卷二〈分別三身品〉，T16,p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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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
30
，為永恆的佛身觀提供理論基礎。 

    而在〈夢見金鼓懺悔品〉中，不僅以充滿光明之莊嚴情境，並以金鼓之意

象作為背景，展開妙幢夢中所見懺悔法。〈滅業障品〉一開始即以佛陀「從身

毛孔放大光明」
31
，讓世間有情皆蒙此光而得安樂的神通變化，作為懺悔滅罪

說之開場，佛身所放出金光，似乎也隱喻著金光明經中懺悔滅罪所具有之威力

，故於〈蓮華喻讚品〉亦云：「以此金光懺悔力，常獲福德淨光明，既得清淨

妙光明，常以智光照一切」
32
，佛身的金光亦象徵著智慧(智光)，此正是金光明

懺的福德威力所在，清淨光明普照世間一切有情。 

    而在文本後半部所著重的天神天女信仰，亦是圍繞在《金光明經》的威力

的主題下，天神或天女一一登場發願供養此經，並擁護受持誦讀此經之人。其

內容大都以天神所允諾的現世利益為主，這些現世利益不僅符合世間眾生對於

幸福的祈願，儼然為此岸世界勾勒出一幅光明美麗的願景，可見即便是後半部

強調天神天女信仰的信仰內容，也總是呼應著這部的題名。 

 

2.真空妙有 

思想是觀察和描繪世界的原則，選擇和組織材料的原則，也是使作品的一

切因素保持思想觀點一致性的原則。木村泰賢於《大乘佛教思想論》一書曾指

出：「雖同樣說是大乘，但有種種的派別，其哲學觀也各不同。首先就一般而

言，也可名為根本觀念的，我以為可歸納於「真空妙有」四字。」
33
真空妙有

作為大乘佛教之根本觀念，的確是符合大乘佛教發展趨勢，以般若之「空」觀

———————————— 
30 卷二〈分別三身品〉，T16,p409c. 
31 卷三〈滅業障品〉，T16,p413c. 
32 卷五〈蓮華喻讚品〉，T16,p423b. 
33 演培法師 譯；木村泰賢 著《大乘佛教思想論》，台北：天華，1996(3刷)，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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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底，卻又不墮入虛無主義，翻轉過來又在空空的否定之下，體現出最大的

自由，「一切空的背後，肯定無礙自由的人格活動，而於現實生活中被實現的

」
34
，也就是說在真空的另一面，有著妙有的人格肯定，而實現於現實生活中

。真空和妙有二個觀念合一不離，成為大乘佛學的奧義。對照於《金光明經》

，我們發現「真空妙有」亦可作為整部經的潛在組織原則
35
，它使得這部經典

的各個敘事單元組成有意味的順序，值得深入探究。 

    首先，在〈如來壽量品〉、〈三身分別品〉二品中，標舉「法身是正覺，

法界即如來」，詳盡解釋清淨涅槃之真相以及法身之境界，開展「真空」之終

極意義與境界。再由〈夢見金鼓懺悔品〉與〈滅業障品〉二品闡明懺悔滅罪的

修行方式開始進入淨化的過程，在此二品道出如何經由懺悔以滅除曾經造作之

惡業之後，意味當修行者的心開始變為柔軟得以接受佛法，則踏上由〈最淨地

陀羅尼〉所開展的十地修行次序，以「最淨地」的意象勾勒出修行的進程達到

光明清淨之境界。至此經典前半部指出一條修行道路，透過懺悔滅罪淨化自身

，放空自身，消解往昔所造作惡業，從此開始邁向「十地」修行。 

而〈蓮華喻讚品〉扣回〈夢見金鼓懺悔品〉，敘述妙幢菩薩夢見金鼓之因

緣。在〈金勝陀羅尼品〉中佛說陀羅尼咒以及持咒之儀式，由此從真空進入妙

有，可是就在此品廣宣陀羅尼咒之效用時，卻又在下一品出現〈重顯空性品〉

，在此品中重明「空性」之義，突顯經文敘事結構安排「隨說隨掃」的消解作

用。又在闡明空性之後，卻緊接著安排〈依空滿願品〉一品，亦可見依真空而

出妙有之結構特徵，而這一品以「依空滿願」為名似乎宣告著經文以下所開展

出妙有之性格。 

———————————— 
34 同上註，頁184。 
35 以「真空妙有」作為詮釋佛經之框架，亦見於陳嘉璟《維摩斗室空間美感之研究》（台北：
法鼓，2002）。此文的研究重點在於以「真空妙有」觀點詮釋《維摩詰經》空間變化之美感，
可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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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空滿願品〉之後的〈四天王觀察人天品〉、〈四天王護國品〉、〈

無染著陀羅尼品〉、〈大辯才天女品〉、〈大吉祥天女品〉、〈監牢地神品〉

以及〈僧慎爾耶藥叉大將品〉都強調著天神天女對於人間的護持，他們對於恭

敬供養《金光明經》的人王、法師和平民百姓，都能隨其所願，符合眾生祈求

安樂的心理，如〈四天王護國品〉中毘沙門天王云：「隨汝所求皆令如願，或

隱林藪，或造寶珠，或欲眾人愛寵，或求金銀等物⋯或欲神通壽命長遠，及勝

妙樂無不稱心」
36
，由此開展出現世妙有利益的信仰，但其中〈無染著陀羅尼

品〉的「無染著」似乎隱喻著真空之意味，雖以陀羅尼妙有之姿呈現，卻又云

：「陀羅尼者，非方處，非非方處，非法，非非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

，非事，非非事，非緣，非非緣，非行，非非行，無有法生，亦無法滅，然為

利益諸菩薩故，作如是說」
37
，仍是以消解的方式詮釋陀羅尼，達到體現空義

之境界。〈如意寶珠品〉亦是數個陀羅尼組成之內容。從〈四天王觀察人天品

〉至〈僧慎爾耶藥叉大將品〉這部分可以說是「依空滿願」或是「真空妙有」

之展現。 

經典的脈絡由真空漸次進入妙有之後，於〈王法正論品〉說明世間王法正

論治國之要，除〈諸天藥叉護持品〉、〈授記品〉不論之外，〈善生王品〉、

〈除病品〉、〈長者子流水品〉、〈捨身品〉都可視為依空修行以及依空滿願

之例證。最後十方菩薩、妙幢菩薩、菩提樹神以及大辯才天女讚歎品的內容又

扣回最前面的〈壽量品〉中對佛之崇敬與禮讚。所以，從《金光明經》思想原

則－「真空妙有」著手，亦可發現這一條貫串敘事單元的線索，它將《金光明

經》各個敘事單元統一起來，成為有意義的順序組成。 

 

———————————— 
36 卷六〈四天王護國品〉，T16,p431c. 
37 卷七〈無染著陀羅尼〉，T16,p4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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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類型 

    若就情節內容來看，每個敘事單元皆有主角登場，除佛陀、四佛以及菩薩

，還有眾多天神逐一出現，整部《金光明經》就彷若一場諸佛、菩薩、與天神

的聚會。茲將此部經敘事內容以表格方式如下： 

敘事單元 
出場人物 

敘事單元之主要內容 
敘事單元之 
中心主題 

敘

事

時

間 《金光明經》 
a.提問後佛陀說法 
b.佛陀主動說法 
c.菩薩天神主動陳說 

a.提出之問題 
b.說法內容 

  

a.妙幢菩薩－四佛 
(提問)    (回答) 

以何因緣釋迦牟尼如來壽命

短促唯八十年？ 
如來壽量  

婆羅門－童子 童子，我欲供養無上世尊，今

從如來求請舍利如芥子許。 
舍利  

〈如來壽量品〉 

妙幢菩薩－佛陀 諸佛如來，不般涅槃，無舍利

者。云何經中，說有涅槃及佛

舍利，令諸人天恭敬供養？ 

涅槃  

〈分別三身品〉 虛空藏菩薩－佛陀 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諸如來甚

深祕密，如法修行？ 
三身  

〈夢見金鼓懺悔品〉 妙幢菩薩 妙幢菩薩說夢見金鼓懺悔法。 懺悔  
〈滅業障品〉 帝釋－佛陀 云何善男子善女人，願求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修行大乘，

攝受一切邪倒有情，曾所造作

業障罪者，云何懺悔，當得除

滅？ 

懺悔滅業障 
隨喜功德 
勸請功德 
迴向 

 

〈最淨地陀羅尼〉 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

－佛陀 
以幾因緣，得菩提心，何者是

菩提心？ 
十地  

〈蓮華喻讚品〉 b.佛陀→菩提樹神 
     (告) 

妙幢夜夢見妙金鼓出大音聲

，讚佛功德并懺悔法之因緣。 
妙幢夢見金

鼓之因緣 
倒

敘 
〈金勝陀羅尼〉 佛陀→善住菩薩摩訶

薩 
金勝陀羅尼。 陀羅尼  

〈重顯空性品〉 佛陀→菩薩人天大眾 為欲利益菩薩摩訶薩人天大

眾，令得悟解甚深真實第一義

故，重明空性而說頌。 

空  

如意寶光耀天女－佛

陀 
云何諸菩薩，行菩提正行，離

生死涅槃，饒益自他故？ 
  〈依空滿願品〉 

大梵天王－如意寶光

耀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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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金光明經》 
敘事單元 
出場人物 

敘事單元之主要內容 
敘事單元之 
中心主題 

敘

事

時

間 
〈四天王觀察人天品〉   
〈四天王護國品〉 

四天王、佛陀 四天王恭敬供養《金光明經》

，及能擁護諸持經者。   
〈無染著陀羅尼〉 佛陀－巨壽舍利子 無染著陀羅尼。 陀羅尼  
〈如意寶珠品〉 佛陀－阿難陀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執金剛祕密主菩薩 
索訶世界主梵天王 
帝釋天王 
四天王 
諸大龍王 

如意寶珠陀羅尼。 
 

陀羅尼  

〈大辯才天女品〉 大辯才天女、佛陀、

法師授記憍陳如婆羅

門 

大辯才天女恭敬供養《金光明

經》，及能擁護諸持經者。 
  

〈大吉祥天女品〉   
〈大吉祥天女增長財物

品〉 

大吉祥天女、佛陀 大吉祥天女恭敬供養《金光明

經》，及能擁護諸持經者。   

〈僧慎爾耶藥叉大將〉 僧慎爾耶藥叉大將 僧慎爾耶藥叉大將恭敬供養

《金光明經》，及能擁護諸持

經者。 

  

〈王法正論品〉 監牢女神－佛陀 惟願世尊，慈悲哀愍，當為我

說王法正論治國之要。 
 倒

敘 
〈善生王品〉 佛陀→大眾 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王法

正論已，復告大眾，汝等應聽

，我今為汝說其往昔奉法因緣

。 

  

〈諸天藥叉護持品〉 佛陀→吉祥天女 佛陀說明《金光明經》受諸 
天以及眾神護持之威力。 

  

〈授記品〉 佛陀→大眾、菩提樹
神 

佛陀為妙幢菩薩及其二子，十

千天子授記。 
 預

述 
〈除病品〉 佛陀→菩提樹神 長者子流水救護城中病苦之

故事。 
本生故事 倒

敘 
〈長者子流水品〉 佛陀→菩提樹神 長者子流水救護池中十千魚

之故事。 
本生故事 倒

敘 
〈捨身品〉 佛陀→菩提樹神 

及諸大眾 
王子捨身飼虎的故事。 本生故事 倒

敘 
〈十方菩薩讚歎品〉 
〈妙幢菩薩讚歎品〉 
〈菩提樹神讚歎品〉 
〈大辯才天女讚歎品〉 

十方菩薩 
妙幢菩薩 
菩提樹神 
大辯才天女 

   

〈付囑品〉 佛陀    

經文中人物登場的方式大致分為三種，（一）菩薩或天神提問，佛陀說法；（

二）佛陀主動說法，菩薩或天神作為接受敘述者；（三）菩薩或天神主動進行

陳說，或說陀羅尼咒，或讚歎佛陀或是發願護持此經，成為主要敘述者。若根

據人物在整部經典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可區分為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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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即為經典中的主角，此經以佛陀作為貫串全經的靈魂人物，而每

一品當中幾乎都有菩薩或天神出場作為主角，他們也是這部經的主要人物，以

下則依次分析此經的主要人物，以瞭解此經敘事情節如何建構出諸佛／菩薩／

天神的盛會。 

（1）諸佛 

佛陀是《金光明經》中的靈魂人物，他總是經文敘述的焦點所在，對於佛

陀的描述大多是運用肖像描述，即是前文曾分析之讚佛的內容，由菩薩和天神

的角度，以工筆細描的方式以形寫神，彷若電影特寫鏡頭般細細突出每個局部

和細節，讓人從外形感悟出佛陀智慧與慈悲的內在特徵。 

〈如來壽量品〉出現四佛為妙幢菩薩解說佛陀壽量無限，四佛為東方不動

、南方寶相、西方無量壽、北方天鼓音，分別位於東南西北四方不同世界之四

佛。四佛的出現，不僅擔任起陳述的功能，更是透露此經其對於佛陀壽命無限

這項命題的重視。 

（2）菩薩 

1.妙幢菩薩：〈如來壽量品〉由妙幢菩薩引出全經重要的問題，經文對於

妙幢菩薩僅以「已於過去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承事供養殖諸善根」一語

描述帶過，不過觀察妙幢菩薩於經中的位置，處處顯出這位菩薩在《金光明經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僅〈如來壽量品〉中妙幢菩薩為全經登場第一位人物

，〈夢見金鼓懺悔品〉亦是以妙幢菩薩作為主角，闡述他於夢中所見所聞之金

鼓懺悔法，〈蓮華喻讚品〉以金龍主的讚佛解開妙幢夢見金鼓懺悔的因緣，虔

誠讚佛並發願「夢中常見大金鼓，得聞顯說懺悔音」的國王金龍主，即是妙幢

菩薩之前生。換言之，此經關於佛壽無量與懺悔二項議題都是以妙幢菩薩作為

主要人物所開展的內容。此外，〈長者子流水品〉這則本生故事中最後指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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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子流水即是佛陀，而持水長者是妙幢菩薩，以及經文末段十方菩薩讚歎佛陀

之後，妙幢菩薩又獨自登場讚頌佛陀，在在都顯示他在《金光明經》中的重要

地位。 

2.其他菩薩： 

《金光明經》中亦出現具代表性的菩薩，如虛空藏菩薩，佛經云虛空藏菩

薩「智如虛空慧如恒沙」
38
，「虛空藏」即福、智二藏無量，等如虛空，廣大

無邊之意。〈分別三身品〉中虛空藏菩薩向佛陀提問：「世尊，云何菩薩摩訶

薩於諸如來甚深祕密如法修行」，佛陀為其解說三身－化身、應身、法身，可

見此品所說三身的甚深奧義。以智慧廣大的虛空藏菩薩作為提問者，而佛陀為

其解說此甚深法義，不僅彰顯出三身之深奧要義，自然也能突出虛空藏菩薩的

智慧無邊。 

〈如意寶珠品〉中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執金剛祕密主菩薩則分別登場各說

一陀羅尼咒，觀自在菩薩具有聞聲救苦的慈悲形象，符合其所說如意寶珠神咒

的特色，而執金剛祕密主菩薩則說「無勝陀羅尼咒」，這位菩薩則多出現在密

教經典，他們皆於陀羅尼咒之後陳說願此神咒能夠哀愍世間，擁護一切，有大

威力，令眾生所求如願。 

〈最淨地陀羅尼品〉中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向佛陀提問：「云何諸法甚深

之義而可得知」，佛陀言「以不可得故，於一切寂靜法中而得安住，此依一切

功德善根而得升起」，消融「得」與「不可得」之間的矛盾。而師子相無礙光

焰菩薩僅出現在這部經，尚未見於其他佛教經典。 

（3）天神 

    《金光明經》中最具特色的是眾多天神天女的登場，他們都是虔誠的護法

———————————— 
38
 《虛空藏菩薩經》卷一，T13,p6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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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且各自的特性相當鮮明。如帝釋常與梵王相偕出現，〈滅業障品〉中帝釋

向佛陀請教應如何懺悔以滅除曾經造作的業障，獲得佛陀讚歎：「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今修行，欲為令得清淨，解脫安樂，哀愍世間，福利一切」，並

為其說懺悔滅罪之法。當佛陀說法後，梵王與帝釋於說法處散花供養佛。〈如

意寶珠品〉中梵王亦出現為眾生說一陀羅尼微妙法門，緊接著帝釋亦說一陀羅

尼。還有〈依空滿願品〉中如意寶光耀天女轉女身作梵天身，經中大部分天神

都是承擔著現世利益信仰的角色，深具特色，例如四天王的護國信仰、辯才天

女能夠為眾生帶來智慧、吉祥天女帶來財寶、監牢地神讓大地豐饒，僧慎爾耶

藥叉大將擁護人間等等，這些主要人物在《金光明經》後半部逐次登場，承擔

起敘述此經現世利益信仰的部分。 

 

（二）次要人物 

    次要人物雖然僅居於配角的地位，敘事時往往僅是一筆帶過，但是對於《

金光明經》背景環境以及氛圍的營造，或是敘事情節發展，都有的一定的作用

。 

（1）佛：〈滅業障品〉中寶王大光照如來突然出現，讓與會大眾看見諸佛

神通展現，為佛陀說法過程增添宗教性奇異色彩，如此神來一筆也引起讀者驚

奇的情緒。 

（2）菩薩：〈金勝陀羅尼品〉中佛陀告訴善住菩薩有陀羅尼名為金勝，為

諸佛之母，若有人能持此咒，能常與金城山菩薩、慈氏菩薩、大海菩薩、觀自

在菩薩、妙吉祥菩薩、大氷伽羅菩薩等共同居止，能受到諸菩薩的保護。善住

菩薩在此作為配角，僅是被動接受佛陀所說教法，在此品中他未發一語，作為

敘述的接受者，僅是個陪襯的人物。 

又〈序品〉中即出現許多菩薩，如無障礙轉法輪菩薩、常發心轉法輪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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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觀自在菩薩、總持自在

王菩薩、大辯莊嚴王菩薩、妙高山王菩薩、大海深王菩薩以及一連串以雲為名

的菩薩，例如大雲淨光菩薩、大雲持法菩薩、大雲名稱喜樂菩薩⋯等許多菩薩

之名，其中也有相當著名的菩薩，如慈氏菩薩（彌勒）、妙吉祥菩薩（文殊）

、觀自在菩薩、虛空藏菩薩，但是除前文所述幾位擔任提問或敘述功能的菩薩

之外，大部分都是屬於次要人物，其作用在於創造一個眾多菩薩雲集的氛圍，

雖然敘述時僅一筆帶過，但是若沒有他們的存在，整部經便缺少莊嚴開闊的氣

息。 

（3）護法神： 

    《金光明經》中眾多護法神作為次要人物，如諸大龍王在〈如意寶珠品〉

說一如意寶珠陀羅尼，以此奉獻世尊，並發願「當令我等離此龍趣，永捨慳貪

」。如〈諸天藥叉護持品〉出現眾多藥叉，皆是有神通並常護持此經的護法神

。此外，恒河女神也常出現眾神的行列中，〈滅業障品〉中恒河女神與帝釋、

無量梵王、四大天王共同發願受持讀誦並為他人廣說《金光明經》。 

除此之外，還有佛陀的聲聞弟子，如〈無染住陀羅尼品〉佛陀為智慧第一

的舍利弗說無染著陀羅尼最妙法門，〈捨身品〉中阿難的侍者角色，以及問佛

陀為何頂禮捨身菩薩的舍利，引出佛陀為大眾說菩薩捨身飼虎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經中亦出現婆羅門的角色，〈如來壽量品〉有婆羅門祈求佛

舍利供養，〈夢見金鼓懺悔品〉妙幢菩薩於夢中見婆羅門擊金鼓並演說懺悔法

，其中以婆羅門作為擊金鼓者可說是相當特殊的人物。 

    《金光明經》中佛陀、四佛以及眾多菩薩、天神的出現，宛若一場諸佛／

菩薩／天神的聚會。而不論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他們的性格幾乎處於穩定、

靜止的狀態，不具有跌宕變化的功能。而經中的眾多人物的功能在於反映出整

部經的廣度，由於在每個敘事單元不斷變化人物，藉由眾多人物的鋪排使得敘

事情節不會流於單調。 



《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 120 

 

第三節  幻化多變的敘事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不可分割，它們統一起來成為經文背景存在的形式。研究時間

的設置，及研究敘事時間的定位與安排，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尋找時間延伸軌跡

與改變情況，進而瞭解它們所承載之內容
39
。基本上，《金光明經》的敘述時

間是呈直線性發展，但我們仍必須承認在整部經文當中，雖然給人某種時間統

一化的印象，然而並沒有一條非常明顯的時間行進的脈絡，僅以「爾時」作為

時間的提示語，嚴格來說，其時間背景是相當模糊的。由於隱含作者並沒有刻

意於為經文創造一種時間的連貫印象，其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營造連貫時間性

的藝術統一感，而在於運用一段段單元性的敘事內容，以保持結構的彈性。不

過，《金光明經》和其他大乘經典一樣具有的特點是，以佛說法為中軸，在經

文的幾個段落插上往昔的因緣故事或是授記的預言性敘述，使文本的敘述時間

則呈現為倒敘或是預敘的現象，造成時空暫時的轉換，一會是前世因緣，一會

是未來佛國，然後又回到娑婆世界，讓經典的敘事時空呈現多變性。 

 

一、交錯幻化的敘事時間 

敘事文是一個具有雙重時間序列的轉換系統，它內含兩種時間：被敘述的

故事的原始時間與文本中的敘述時間。敘事文的這種雙重時間性質賦予了敘事

文根據一種時間去變化乃至創造另一種時間的功能
40
。《金光明經》之〈序品

〉云：「如時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靈鷲山頂」
41
，其中「一時」標出時

間位置，而經文的敘述時間也於此開展，我們可稱為「現時敘述」，而把脫離

———————————— 
39 同註6，頁157。 
40 同註2，頁63。 
41 卷一〈序品〉，T16,p4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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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敘述層去追溯過去或預言未來的部分，稱為「逆時敘述」
42
。而文本中時

間倒錯常常是由敘事中的敘述當中的「倒敘」或「預敘」所引起的，所謂倒敘

是指對往事的追述；預敘則是指對未來事件的暗示或預期
43
。在《金光明經》

中佛陀為大眾宣說過去之事而插入的因緣或本生故事，即是屬於文本中倒敘的

部分；而為菩薩授記的敘述事件，則是屬於預敘的方式。如此所造成的敘事時

間變化，在情節結構的直線發展中，暫時的偏離原本敘述層，追溯過往的事蹟

，或是預言未來的事件，不僅可以填補經文的空白，具有交待與解釋的作用，

也能夠增添經文時空維度的豐富性。 

《金光明經》中〈蓮華喻讚品〉、〈善生王品〉、〈除病品〉、〈長者子

流水品〉、〈捨身品〉皆是以倒敘的手法，回溯著悠悠往事中的一個亮點，為

情節發展提供一個關鍵的訊息，然而在《金光明經》當中關於這一類的敘事，

多由第二層敘事者－佛陀進行敘述。以〈善生王品〉為例，佛陀以偈頌的方式

為大眾說出一段往昔因緣，追溯當佛陀前世曾是轉輪王名為善生，是屬於本生

故事，內容為善生王夢見一位法師名為寶積，在其演說金光明經。隔日醒來便

在城中尋找寶積法師，而當時寶積法師正在室中念誦金光明經，王見其「光明

妙相遍其身」，便禮敬法師並請求為其說「金光微妙法」，於是寶積法師接受

善生王的請求為其說法，經文描寫寶積法師昇座說法時情景為： 

王於廣博清淨處，奇妙珍寶而嚴飾，上妙香水灑遊塵，種種雜花皆散布。 

即於勝處敷高座，懸繒幡蓋以莊嚴，種種粖香及塗香，香氣芬馥皆周遍。 

天龍修羅緊那羅，莫呼洛伽及藥叉，諸天悉雨曼陀花，咸來供養彼高座。 

復有千萬億諸天，樂聞正法俱來集，法師初從本座起，咸悉供養以天花。
44 

———————————— 
42 同註2，頁65。 
43 同註5，頁135。 
44 卷九〈善生王品〉，T16,p4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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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細膩描述出國王的供養以及諸天以及鬼神皆來護持並聽法之盛況，而當善

生王聽聞法師說法時身心喜悅涕淚交流並發願眾生悉皆安樂。接著即說明過去

的善生王即是釋迦牟尼，而說法的寶積法師為東方不動佛。並以「以我曾聽此

經王，合掌一言稱隨喜，及施七寶諸功德，獲此最勝金剛身。⋯我昔聞此經隨

喜善，所有福聚量難知，由斯福故證菩提，獲得法身真妙智。」
45
不僅點出此

則本生故事主角因緣，也再次強調出《金光明經》之重要地位。綜觀這段佛陀

追溯其為善生王的往事，除了有烘托《金光明經》為經王的重要之外，更重要

的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本生故事的內容可以作為前面〈四天王觀察人天品〉乃至

〈王法正論品〉的例證與註腳，前幾品中諸天王或天女廣陳其供養護持《金光

明經》，尤其〈四天王護國品〉中強調人王供養此經的利益，而善生王的故事

正為人王供養《金光明經》做了最好的印證。 

預敘的敘述方式則出現在〈依空滿願品〉中如意寶光耀天女轉女身作梵王

，而後佛陀並為其授記未來當得作佛，以及〈授記品〉當中佛陀為妙幢菩薩及

其二子銀幢、銀光授記。這一類為菩薩授記的預敘普遍存在佛經當中，在古印

度人神通觀念中，佛陀與其他得道者能洞聽徹視，預知後事，是理所當然的事

，以神通觀念為依據，該敘述方式由此獲得它存在的權力，從而賦予佛經匪夷

所思的神秘性
46
。就宗教觀點而言，「授記」是屬於「佛」這一修行最高層次

者，由「彼岸」帶來的神秘訊息，成為一把解開聖界隱藏秘密的鑰匙
47
。因此

，「授記」不僅是造成「預敘」的敘事效果，也彷彿為我們捎來未來世界的訊

息，因此〈授記品〉中佛陀為妙幢菩薩授記，十千天子從三十三天來聽佛說法

，佛亦為之授記，這一段以預敘手法作為引子開展出〈除病品〉以及〈長者子

流水品〉的本生故事，除了是僅僅是宗教性話語的神秘設置，更具有提起後文

———————————— 
45 卷九〈善生王品〉T16,p444c. 
46 同註7，頁360-361。 
47 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台北：東初，1996，頁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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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未來訊息以及過去因緣交錯，使佛經文本有曲折跌宕之美。 

佛經文本對於敘事時間的掌握是相當靈活的，造成時間幻化交錯的美學效

果，也加深佛經表現的意薀，在《金光明經》中，對於時間幻化的表現，也相

當具有特色，如〈滅業障品〉描述佛陀說法之後，梵王以及天帝釋皆以曼陀羅

花散於佛上，此時三千大千世界皆為之震動，一切天鼓以及音樂皆不鼓自鳴，

且金色光芒遍滿世界，於是天帝釋說：「世尊，此等皆是金光明經威神之力，

慈悲普救種種利益，種種增長菩薩善根，滅諸業障。」
48
於是此時佛陀憶及過

往無量劫，有佛名寶王大光照如來，當時佛陀作女人身，名為福寶光明，於當

時親近世尊並受持讀誦《金光明經》，且獲得授記於未來世當得成佛，這段追

溯往事的插敘再次印證並加強《金光明經》的重要，不過就在佛陀回溯過去的

同時，經文云：「時會大眾忽然皆見寶王大光照如來，轉無上法輪說微妙法。

」
49
寶王大光照如來的忽然出現，帶給與會大眾以及讀者驚奇，不僅為佛陀說

法帶來印證，而諸佛能夠不受空間、時間限制，宇宙世界任意遨遊的魔幻神奇

表現手法，也頓時讓人感到無量劫這麼大跨度的時間，百千恒河沙廣大無垠世

界似乎就消融在此時此刻，而共同沈浸在寶王大光照如來的光明當中。這種宗

教性的時間思維，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對世界的特殊感覺，提供了一個具有陌

生感的另一世界的想像框架
50
。藉由時間跳躍的設置，為經典文本開拓出無限

的想像空間。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綜觀《金光明經》這類時間性的敘事，不管是

倒敘或預敘，都僅僅是造成時間上短暫的偏離現時敘述，以敘事功能來說只具

有插敘的效果，其架構並不足以構成經典的全面佈局，也就是說這一類的經文

———————————— 
48 卷三〈滅業障品〉，T16,p416c. 
49 同上註，T16,p417a. 
50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難華管理學院，1998，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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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描繪輪廓的裝飾手筆而已。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略時間序列

在佛經敘事中的重要性，也正由於這種自由出入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觀，

往往形成佛經多維且豐富的時空敘事。 

 

二、多重空間建構 

    《金光明經》中許多神異變化的奇蹟多是展現在空間的描寫上，以各種神

奇變化的想像，展現出瑰麗奇美的視覺饗宴。這些敘事空間建構表現在一/多空

間的互映，打破客觀空間限制，無限延展敘事空間的維度；也表現在獨特人/

天空間互動關係，其中的關鍵是藉由「香」作為媒介，將人間的祈願上達天宮

，乃至無數佛國剎土；另一具特色之敘事空間建構，則是夢作為開啟覺悟之門

，經文中數個關於夢的空間建構都別具深意。 

（一）一/多空間的相容互映 

在《金光明經》的空間變化，首先是超越客觀空間的表現，如〈如來壽

量品〉： 

時四如來欲說釋迦牟尼佛所有壽量，以佛威力，欲、色界天、諸龍、鬼神

、健闥婆、阿蘇羅、揭路茶、緊那羅、莫呼洛伽，及無量百千億那庾多菩

薩，悉來集會入妙幢菩薩淨妙室中。
51 

這種超越客觀的大小概念，以小容大而呈現出廣闊無礙的空間敘事，使得佛經

在空間敘事上得以展現幻化多變的想像空間。此項空間敘事特色亦可見於《維

摩詰經‧不思議品》：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

———————————— 
51 卷二〈如來壽量品〉，T16,p405a. 



第四章 《金光明經》之敘事形式  125 

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

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

故。
52 

此處和《金光明經》一樣，都展現出一個狹小空間竟能無限延展包容一切事物

，展現一/多空間相容的神變現象，這樣的空間敘事底層其實包含著佛教的思維

，由於「空」的思維，讓空間觀也呈現相對的概念，即使狹隘空間也可以無限

寬闊，無限包容，表現出佛家自由無礙的自由境地。 

 

（二）人/天空間互動關係：香在敘事中的空間建構 

    《金光明經》中天人互動關係是值得注意之處，經中多處突顯人與諸天密

切之關係，然又可從人/天空間之互動來觀察，如〈四天王護國品〉： 

世尊，時彼人王請說法者昇座之時，便為我等燒眾名香，供養是經。世尊

，時彼香煙於一念頃上昇虛空，即至我等諸天宮殿，於虛空中變成香蓋。

我等天眾聞彼妙香，香有金光照耀我等所居宮殿，乃至梵宮及以帝釋、大

辯才天、大吉祥天、監牢地神、正了知大將、二十八部諸藥叉神、大自在

天、金剛密主、寶賢大將、訶利底母五百眷屬、無熱惱池龍王、大海龍王

所居之處。世尊，如是等眾於自宮殿見彼香煙，一剎那頃變成香蓋，聞香

芬馥覩色光明，遍至一切諸天神宮。
53 

香煙的裊裊上昇，並在一剎那變成香蓋，遍及一切天神宮殿，當天神各自於宮

殿見「種種香煙雲蓋神變之時」，皆會隱蔽不現其身，至人間講法之處聽法。

可見「香」在此能夠產生種種神變，成為人間溝通諸天的媒介。從經文敘述中

———————————— 
52
《維摩詰所說經》卷二〈不思議品〉，T14,p.546b. 

53 卷六〈四天王護國品〉，T16,p4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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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這樣空間互動關係，是結合香煙變成香蓋的視覺描寫與香氣芬芳的嗅

覺描摩所呈現出來。又如： 

是諸人王手持香鑪供養經時，種種香氣非但遍此三千大千世界，於一念頃

亦遍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百千萬億諸佛國土，於諸佛上虛空中，變成香

蓋金色普照亦如是。
54 

可見世間國王以香供養《金光明經》之時，裊裊的香煙以及種種香氣，不僅能

夠開啟人/天空間互動，更能在剎那間遍及無數佛國淨土，也成為人間溝通諸佛

的方式。當諸佛「聞此妙香，覩斯雲蓋及金色」，皆異口同音稱讚說法法師以

及此經功德。《金光明經》相當強調人/天互動關係，從經文內容分析可知，大

致是透過陀羅尼和儀式操作來進行人天溝通，此節所分析空間互動亦是達成人/

天互動的關鍵之一，透過「香煙」裊裊上升與芬芳「香氣」，可以由人的空間

上達諸天的空間，成為開啟人/天互動的連結點。 

 

（三）開啟覺悟的空間：夢在敘事中的空間建構 

    《金光明經》中有多處關於夢的空間敘事，其虛擬空間的夢幻開啟另一個

空間，成為通往覺悟的門戶，如〈夢見金鼓懺悔品〉： 

爾時妙幢菩薩，親於佛前，聞妙法已，歡喜踊躍，一心思惟還至本處。於

夜夢中，見大金鼓，光明晃耀，猶如日輪，於此光中，得見十方無量諸佛

，於寶樹下坐琉璃座，無量百千大眾圍繞而為說法。見一婆羅門，桴擊金

鼓，出大音聲，聲中演說微妙伽他明懺悔法。
55
 

在全經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懺悔觀念，竟是由妙幢菩薩夢境所開展而出，此夢境

———————————— 
54 同上註，T16,p429b. 
55 卷二〈夢見金鼓懺悔品〉，T16,p4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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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光明之金鼓，且有無量諸佛坐在寶樹下的琉璃座，由一婆羅門在金鼓聲

中說出懺悔法，兼有視覺及聽覺的描摩，在此構築出相當耀眼而莊嚴的夢幻空

間。妙幢菩薩於佛前以偈頌描述其夢境云： 

我於昨夜中，夢見大金鼓，其形極姝妙，周遍有金光。 

猶如盛日輪，光明皆普耀，充滿十方界，咸見於諸佛。 

在於寶樹下，各處琉璃座，無量百千眾，恭敬而圍遶。 

有一婆羅門，以桴擊金鼓，於其鼓聲內，說此妙伽他。
56 

此段偈頌則重複以韻文方式描繪出其夢境。在〈蓮華喻讚品〉中我們可以得知

原來〈夢見金鼓懺悔品〉中妙幢菩薩的夢境之來由： 

彼王稱歎如來已，倍復深心發弘願，願我於未來世，生在無量無數劫。 

夢中常見大金鼓，得聞顯說懺悔音，讚佛功德喻蓮華，願證無生成正覺。 

諸佛出世時一現，於百千劫甚難逢，夜夢常聞妙鼓音，晝則隨應而懺悔。

57 

妙幢菩薩前世曾為國王，名為金龍主，在其發願之時即透露著以夢的方式作為

進入懺悔的津梁。在〈善生王品〉中亦見夢中空間建構，經文描述佛陀昔為轉

輪王，名為善生，有一天於夜夢中： 

夜夢聞說佛福智，見有法師名寶積，處座莊嚴如日輪，演說金光微妙典。
58 

善生王醒來後相當歡喜，並至僧伽處尋訪是否有寶積法師，果然尋得寶積法師

，「見在室中端身坐，光明妙相遍其身」，善生王即請其演說金光明微妙法，

———————————— 
56 卷二〈夢見金鼓懺悔品〉，T16,p411b. 
57 卷五〈蓮華喻讚品〉，T16,p423a. 
58 卷九〈善生王品〉，T16,p4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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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受其請而說法，此時「周遍千世界中，諸天大眾咸歡喜」。在此段經文中

善生王夢中所開展的空間，竟與醒來後之現實相符，虛幻之界線似乎模糊，夢

中的空間不僅為其打開覺悟的門戶，並且相應於現實而非單純之虛擬空間。不

僅意味著夢的空間成為開啟覺悟之通道，也讓經典文本蒙上一層夢幻而神秘的

美感色彩。 

    除此之外，在《金光明經》中還有另一類夢的敘事，〈序品〉云「睡眠見

惡夢，因此生煩惱」，此人應當澡浴並穿著乾淨衣服，專心讀誦金光明經。 

〈捨身品〉： 

爾時國大夫人寢高樓上，便於夢中見不祥相，被割二乳、牙齒墮落，得三

鴿鶵，一為鷹奪二被驚怖。
59 

印度古民相信親生母子相見時，母親的乳房會不由自主地流出乳汁。這種原始

神秘信仰實質上曲折反映母子間難以割捨的血肉親情。古民生子多哺以母乳，

幼兒與母乳有著異常密切的關係。將此種關係神秘化，便產生親子與母乳感應

的神話
60
。因此，夢見二乳被割似乎意味著親情的剝離。然不僅在夢裡空間呈

現不祥的異象，當天搖地動時夫人從夢中醒來便憂心如焚云：「如箭射心憂苦

逼，遍身戰掉不安穩，我之所夢不祥徵，必有非常災變事」，而此時「兩乳忽

然流出」，如此種種的徵兆中現實與夢中情境的雙重意象讓夫人深深憂惱，在

夫人尚未得知王子捨身前就已營造出驚恐憂戚之氣氛。 

 

 

小  結 

———————————— 
59 卷十〈捨身品〉，T16,p452b. 
60
 同註7，頁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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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文體之特殊，相信稍有涉獵藏經者皆有同感。但是同為佛經行列的《

金光明經》，其敘事特性實則反映大部分佛經的形式特色。由於目前對於佛典

進行文學取向的研究方興未艾，因此對佛經文學形式特徵的把握仍有許多值得

進一步研究的空間。縱然佛經有其共同的敘事特色，可是在不同經典當中各有

其獨特風貌的展現，本論文即以《金光明經》為例，嘗試以敘事學角度分析佛

經的敘事特性。 

首先，全知的敘事視角就為佛經文本展開一個寬闊而靈活的視野，這是大

部分佛經所採取的敘事策略，然文本敘述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地運用全知視角

，有時將視角轉換為經中人物的視角，或是限制全知角的視野，都可以為佛經

文本增添跌宕曲折的藝術魅力，這正是其文學筆法的展現。 

大部分佛經並不具有一般文學樣式的嚴謹情節架構，《金光明經》即為一

例，因此本文將之稱為序列劇式情節，這點也許可以呼應佛經用意在於宣教的

本質，而非有意創造一個文學藝術作品，卻是在敘述過程採取文學的筆法，讓

佛經更充滿動人的魅力。佛經中常見運用幻化多變的敘事時空，展現想像力馳

騁廣漠無垠的時間與空間當中，這般安排及其顯示的意義，在不同的經典當中

則各有其巧妙之處。尤其《金光明經》中以香作為人/天互動的溝通媒介的空間

敘事，以及大量婆羅門教天神天女的登場，則可見此經受婆羅門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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