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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內涵來分析，《金光明經》的本質是宗教的，而表現形式卻常運用文

學的手法，運用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文學形式去掌握和解釋世界，讓人們可以藉

此接受和領悟佛理。《金光明經》的文學價值在於透過經文的敘事結構、敘事形

式和敘事話語，將單純直覺的悟性思維和趨吉避凶的信仰思維二種不同的思維和

諧地融合在一起，這對於佛教傳播過程中，適應信徒的不同文化層次有著莫大的

幫助。若考察《金光明經》在中國的流傳，我們會發現這二種思維的天秤明顯是

傾向懺悔滅罪儀式與趨吉避凶的天神護國信仰這一方。因此，本章將論文的研究

成果，並於最末討論《金光明經》對中國佛教與文學的影響。 

 

 

第一節 《金光明經》的文學意義 

 

嚴格講起來，佛教經典與文學作品是具有明顯界線的，前者不論用什麼方式

表現，從根本上是為了表現宗教教義，是為宗教宣傳服務的；後者則是一種獨立

的意識型態，但具體到佛典上，確實表現出宗教與文學的某種融合與交叉，對於

宗教宣傳來說，這是加強它的影響的因素；而其實際作用則遠在此以外，那些具

有豐富文學性的佛典，不僅在文學上有了一定的價值，而且對整個文化的發展起

了非常深遠的作用
1
。可見，宗教與文學的融合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佛教與文

學的研究早已逐漸受到重視，至今仍是方興未艾的領域。浩瀚的漢譯佛經即是一

———————————— 
1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刷)，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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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文學寶庫，值得深入探究，讓佛經文學能夠在中國文學的園地裡中占有一席之

地。 

本論文則實際進行佛經文學特質的探究，因為唯有直接進入佛經文本分析，

方能釐清其中的文學價值及其審美意蘊。《金光明經》是一部兼具義理與信仰的

經典，其普會的特質展現多元的內涵，經中所運用的文學筆法與技巧發揮很大作

用，非常適合作為研究材料，本論文以敘事學角度切入，將所獲得的研究結果論

述如下： 

 

一、 別具匠心的藝術結構：「一鼎三足」的敘事結構 

－開展理（宗教理論）/事（信仰/儀式）圓融的信仰內涵 

 

結構是一種手段，通過設置與安排，才能使內容和形式完美統一起來，成為

和諧且富有審美意味的作品。《金光明經》以「一鼎三足」的敘事結構，開展出

豐富而多元的信仰內涵，成為一部光明圓滿之經典。 

首先，《金光明經》是奠基在對永恆佛陀的崇拜信仰基礎之上，開展出讚佛

的思想以及舍利崇拜。而由此永恆光明且普照世間的佛，為世間有情指引一條修

行道路，這條修行之路從懺悔滅罪開始進行自身的淨化，進而修習清淨「十地」

，以達到涅槃的解脫目標。這一條脈絡是始終貫串在整部《金光明經》當中，即

便是天神天女的信仰內涵，也都是天神虔誠地在佛前發願恭敬供養《金光明經》

，所提出利益一切眾生的福利。 

在思想要義的論述上，不論是佛壽無量、佛身觀以及涅槃的定義，乃至懺悔

滅罪思想中勸請、隨喜、迴向功德，以及空性的論述上，都顯示出此經欲融會貫

通當時流行的佛教思想要義，兼容大小乘佛教思想，濃縮佛教經典重要觀念，從

其「普會」的內涵可見佛教主流觀念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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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天神天女信仰更是《金光明經》最鮮明的特色，四天王護國信仰、辯才

天女帶來智慧、吉祥天女帶來財富，監牢地神讓土地肥沃，更有許多藥叉大將隱

形守護人間。透過供養《金光明經》可以得到眾多天神的擁護，使得眾生飲食衣

服、金銀財寶、智慧辯才皆能具足，在現世中即能實現幸福美滿的理想樂土。 

此經始終強調世間（現世信仰利益）／出世間（解脫）的雙重利益，現世信

仰利益呼應天神天女信仰，出世間的解脫利益亦正好呼應光明佛陀所指引的修行

道路，二者結合成為《金光明經》「最勝」的特質所在。因此，在永恆光明佛陀

的光輝中，這部經無所不包地撫慰信仰者現世安樂與出世解脫的雙重需要，不僅

肯定此生幸福的追求，亦保證最終的解脫。 

可見，《金光明經》的敘事架構正可以顯現此經充分兼顧此岸/彼岸、世間/

解脫、理/事圓融的信仰內涵，並由永恆光明的佛陀、散發光明的佛理智慧、光

明圓滿的天神信仰，相互交織輝映出經名「金光明」的意象。 

 

二、靈活彈性的佛經文學形式：富有彈性的敘事形式 

－承載深刻佛理奧義和多元的天神信仰內容 

 

    分析《金光明經》的敘事形式，有助於我們釐清佛經以何種體裁來承載深刻

佛理意蘊，以及在宗教宣傳目的指引下所用的敘事策略。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

探尋出佛經文本有別於其他文學形式（例如小說）的特色，我們發現《金光明經

》獨特的敘事形式，得以保持結構的彈性與完整，並將佛教哲理（理論）與現世

信仰（實踐）二種不同思維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這種敘獨特的敘事形式表現在以

下個方面： 

    （一）全知敘事與限知視角交互使用：《金光明經》有效運用全知視角展開

敘述，和其他大部分佛經一樣以「如是我聞」的第一人稱開展，敘述者（我）以

配角的身份及在場旁觀的姿態進行全知的敘述，這種敘述角度的特點是沒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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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位置，敘述者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時空來敘事，能夠清晰客觀呈現佛陀

說法的所有內容。並適度在行文中限制全知的視角或是轉換為人物視角，留下空

白與懸念的空間，使文本增添曲折跌宕之美，可見其靈活轉換敘事以避免全知視

角一覽無遺的枯燥感。 

    （二）「系列劇式」－獨幕與多幕：仔細閱讀每一品內容，會發現往往最後

會以「大眾聞已，歡喜受持」的話語為一品作短暫的結束，宛如樂曲的休止符，

可以造成暫時停頓以形成一個段落。「系列劇式」的敘事情節，使得此經每品既

可以單獨呈現小品的獨幕短劇，又可聯合起來成為一場大型的多幕劇，這是此經

得以讓敘事情節具彈性的敘事策略。 

（三）幻化多變敘事時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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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中許多神

異變化的的奇蹟，則是展現在空間敘事的描寫上，如一／多空間相容互映、「香

」和「夢」在敘事中的空間建構，都是在關鍵之處所插入的空間敘事，讓文本產

生多維且豐富的時空敘事。幻化多變的時空敘事都是運用插敘的方式，靈活地使

敘事時間或空間暫時產生變形，不僅具有文學效果，讓所欲表達之佛理更顯意味

深長。 

    綜觀《金光明經》的敘事視角、情節模式、敘事時空，都可見其採用文學形

式所保持的彈性而形成獨特的敘事形式，這種具彈性敘事形式的優勢在於能夠適

應此經「普會」的性質，得以在其獨特的敘事模式下承載如此豐富多元的信仰內

涵。 

 

三、創造性模擬的藝術語言：優美生動的敘事話語 

－展現佛經特有的話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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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話語是建立在對原始話語世界進行虛擬、誇張、變化、提煉乃至注入佛

教觀點所完成的一個讓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話語世界，因此它屬於一種創造性模擬

的藝術語言
2
。換言之，佛經敘事語言是從生活的話語世界中所蛻變而出的宗教

性敘事話語，《金光明經》中生動優美的敘事話語，展現佛經特有的語言魅力。 

《金光明經》處處閃現優美生動的敘事話語，首先，在語言的表達策略上，

透過對話體、偈頌以及套語的運用，展現此經敘事話語的外部姿態。對話體的運

用，透過直接引語和提挈語的方式，有助於閱讀佛經文本過程中，將視覺轉化為

聽覺效果，營造在場聆聽的語言策略。偈頌的運用則展現佛經文本韻散結合的文

體風格，在《金光明經》中多處可見偈頌躍居主體的地位，以韻文的方式能夠簡

潔有效傳達佛理，所形成整齊的節奏感更具有抒情效果。套語的運用展現此經對

於其他經典的承襲，可見佛經中某些敘事話語的傳統。 

其次，《金光明經》靈活運用的修辭技巧更能展現此經敘事話語的內部格調

與韻味，譬喻、排比、映襯、示現等修辭的運用，讓佛經的敘事話語更富有個性

，頗具傳達力與感染力。《金光明經》中譬喻、示現的運用，前者以語言移位顯

像的效果，讓抽象佛理奧義貼近生活經驗；後者則用形象化語言勾勒修行的層次

，所以譬喻與示現的修辭運用著重在傳達佛理。排比則運用語言復沓節奏渲染宗

教氛圍，映襯以並列正反二面的方式，激起宗教勸誘的效果，二者首重語言的感

染力。這些修辭技巧的運用，更能突顯《金光明經》的不同語言策略，所指向不

———————————— 
2
 劉世劍於《小說敘事藝術》一書提出敘事話語受題材的限制，即它所面對的話語世界的制約，

他認為小說的敘事話語屬於一種創造性模擬，而非機械地複製、模仿某種原始型態的話語世界，

他說：「創造性模擬則要求控制在似與不似之間，因而需要對原始話語世界進行虛擬、誇張、變

化、提純乃至注入個人主觀因素」，而敘事話語的概念正可以援引到佛教語言的研究，給予我們

新的啟發，佛經文本有特定的語境，其話語世界亦是對原始話語世界的創造性模擬所形成的語言

特色。（參見劉世劍《小說敘事藝術》，長春：吉林大學，1999，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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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宗教內涵以及審美意趣。 

最後，《金光明經》中幾個特殊意象則是展現文學語言的意義表現力，本論

文所探討的「光明」、「金鼓」以及「如意寶珠」三個意象，各自具有特殊意涵

，並且構成一定程度的意義張力。「光明」意象為全經最主要之意象，呼應著此

經題名，在文本中有許多展現。「金鼓」意象亦相當獨特，透過視覺與聽覺摩寫

，並與懺悔結合，深化金鼓的意象內涵，也使懺悔具象化成為一只警醒人心的寶

貴金鼓。「如意寶珠」意象在佛經中屬於世俗取向，在此經的運用則反映出此經

弘揚現世利益的趨向。 

     

總而言之，《金光明經》以諸佛／菩薩／眾天神、山林河海一切神仙以及人

間所有國王后妃、淨信男女齊聚一堂，共同譜出一段金光明盛會，本論文發現此

經在結構、形式、語言三方面都以文學筆法的方式，具體呈現出這場盛會，深具

文學意義與價值。而此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亦相當深遠，尤其經中四天王「護國

」的信仰以及所發展出「金光明懺」在唐宋時代都相當流行，風行皇室貴族以及

平民百姓，這點是《金光明經》本身豐富的信仰內涵所致，而從文學特質觀之，

此經亦深具意義。而本論文僅從敘事學角度出發探究一經的文學特質，而環繞著

這部經典及其相關著作、感應記，尚有許多面向皆值得再進一步研究，以求更全

面而深入掌握此經。 

 

 

第二節 《金光明經》的影響 

自曇無讖將《金光明經》傳入中國，這部經便對中國佛教產生莫大影響，考

察此經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經中「護國」與「懺悔滅罪護國」二個主題發揮很大

的作用，於是此經屢次作為鎮護國家的經典，而受皇室重視；另一方面，它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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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滅罪的盛典，而廣為世人接受
3
。它不僅受王室尊重，也能廣泛流傳於下層

民眾，可見此經豐富的內涵，並且使其價值功用世俗化的過程，突破佛教經典的

藩籬，進一步面向世俗，在更大程度上發揮經典的作用，的確能滿足不同信仰者

的需求。 

而在文學方面，則產生與《金光明經》有關的感應故事，其曲折動人的情節

，更能於民間流傳不已。因為對於大多數崇信佛教的世俗老百姓而言，他們的宗

教情感是源於對佛陀的皈依而非對教義的理解，他們感興趣的更是展現神異奇蹟

的故事，於是感應故事對於《金光明經》的流傳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又由於

此經的廣泛流傳使得經中四天王護國形象也間接影響到中國小說《封神演義》與

《西遊記》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宗教方面 

    自北涼曇無讖傳入此經，南北朝即有金光明懺的流行，這是《金光明經》對

中國佛教最大的影響。而經中四天王護國的信仰也曾引起王室的注意，不僅修懺

祈求國泰民安，更出現此經能退敵的傳說故事，形成中國城門以及寺院置四天王

像的傳統，此皆直接或間接地與《金光明經》中四天王或是其他諸神誓言護持世

間的內容有關。 

 

（一）四天王護國信仰的流行 

雖說四天王護世的思想早已零星出現在《阿含經》當中，但是《金光明經》

中有〈四天王護國品〉專說四天王護持人王和護佑國土之利益，可以說是對四天

———————————— 
3
 李賀敏、張琳 譯；茲野井恬 著 〈金光明經感應說話考〉，《佛學研究》第7期（北京：中國

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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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護國形象探討最為細膩成熟的經典，因此也使得此經成為「護國」的象徵符碼

，在相關的傳說或感應故事中可以證明此經護國的特色如何被突出：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

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

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

。
4
 

這則摩騰(?-73)講《金光明經》而使該國免於刀兵之禍的故事，應是為提高此經

的地位而附會的傳說故事，傳說雖然不可信，但是其中強調此經護國的特徵，可

見此時信仰者已意識到《金光明經》護國的功能。只不過這裡擔任護衛國家角色

並非四天王，而是監牢地神，可能是受此經〈監牢地神品〉的影響。在《三寶感

應要略錄》中記有四則《金光明經》的感應故事，其中二則與護國思想有關，一

即為上述攝摩騰的傳說，另一則為： 

中印度有國，名奔那代彈那，如來滅後八百年中，國芒蕪五穀不登，王臣土

民飢餓，疾疫流行，妖死滿路。王問臣曰：何方便將救此苦？智臣白王言：

除國妖 ，不如佛經，王將修行佛教。王曰：何經典？臣曰：昔摩揭陀國，

救責難依講金光明最勝帝王典，王將講聽彼典。王即請法師，一夏講經得五

返。時夢諸童子，執竹杖追打惡鬼驅出國，即時疾疫頓息。又夢有大力鬼神

掘地，甘水涌出滿一切田，即稼苗殷盛，五穀豐稔，未出一年國民富，以為

年式矣。
5
 

故事描述中印度有一個國家，國內飢饉、疾病流行，因請法師請《金光明經》而

五穀豐收、人民安樂。由上述二則感應故事可知，護國的內涵大約有二：（1）

國家外部而言，使國家免遭怨敵侵擾；（2）國家內部而言，土地豐饒，人民安

———————————— 
4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T50,p322c. 

5
 宋�非濁 集《三寶感應要略錄》卷二，T51,p8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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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就這二則故事而言，護持國家的角色尚未正式設定於四天王，而是《金光明

經》這部經成為護國的象徵。 

然《金光明經》中四天王護國的思想，卻是曲折展現在其他方面。在中國四

天王的護世形象為人所熟知，歸功於唐代不空提倡毘沙門信仰不遺餘力，不僅讓

毘沙門地位凌駕其他三位天王，其護世的特質亦被突顯。其翻譯的《毘沙門天王

儀軌》記載天寶元年，安西為蕃兵所困，不空誦仁王護國經陀羅尼為皇帝召請毘

沙門天王應援，最終蕃軍潰敗，天王並於城樓上現身
6
。玄宗因此「敕諸道節度

，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部從供養，至於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7
這

是城門或是寺院設置四天王像的由來，所以《僧史略》云：「凡城門置天王者，

為護世也」
8
，可見四天王儼然成為護世者的形象，是鎮護國家或是寺院的守護

神。在這則記載中，不空所誦為仁王護國經陀羅尼，但仔細考察《仁王護國般若

蜜多經》內容，並未明顯提到四天王護國之說，而不空所譯關於毘沙門的密部經

典，如〈北方毘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北方毘沙門天王隨軍護法真言〉、

〈毘沙門儀軌〉等毘沙門天王護國形象都非常強烈，筆者推測此當間接受《金光

明經》的影響。 

 

（二）金光明懺的盛行 

《金光明經》特有〈夢見金鼓懺悔品〉以及〈滅業障品〉二品，廣陳懺悔滅

罪的觀念，使得此經的懺悔觀受人矚目，而逐漸形成金光明懺法。金光明懺更受

〈四天王護國品〉、〈大辯才天女品〉、〈大吉祥天女品〉等內容所載之儀式影

響，發展出獨特的懺悔法與儀式。 

———————————— 
6
 唐�不空 譯《毘沙門儀軌》卷一，T21,p228b. 

7
 宋�贊寧 撰《大宋僧史略》卷三，T54,p254a. 

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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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光明懺與消災祈福 

根據學者考據，西元414-427年曇無讖譯《金光明經》之後，於北魏�太武帝

太延年（西元439年）釋玄高曾據之行懺為太子消災除怨
9
，可見《金光明經》在

中國譯出十餘年後，即有懺法的修持
10
，不過目前沒有文獻顯示當時懺法的內容

。之後，南朝亦有王室依此經行金光明懺，如陳文帝因此而作〈金光明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

有常住之相，白鶴林應，本無變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

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

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

法音，是曰法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諸天宮殿，

能與眾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卻

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

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又，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

空，護念眾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眾至

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

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為衣止所

，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11
 

此懺文內容已點出《金光明經》的〈壽量品〉、〈懺悔品〉之經義，並希望由此

———————————— 
9
 見《高僧傳》卷十一：「太子拓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抂苦

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抂疑

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

蓋高誠感之力也。」(T50,p397c.) 
10
  釋大睿《天台懺法之研究》，台北：法鼓，2000，頁216。 

11
 《廣弘明集》卷二十八，T52,p33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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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法獲得諸天護持，消除變異惡星、飢饉、怖畏、憂惱、怨敵、疾病等，可見金

光明懺在當時應是相當流行的懺法。 

隋代智者大師相當重視《金光明經》，不僅有《金光明經文句》、《金光明

經玄義》等著作，更制作〈金光明懺法〉
12
，但是據前所述，金光明懺應該已有

相當程度的流行，智者制儀時可能參考當時儀軌，再融合成為具天台特色的懺法

。不過《國清百錄》所載〈金光明懺〉僅是簡略敘述，並無具體儀軌，依文列出

其十科組織如下：（1）莊嚴道場；（2）頂禮三寶；（2）香花供養；（3）召請

；（4）懺悔；（5）稱名；（6）灑食諸方；（7）誦咒；（8）旋遶；（9）誦經

。《續高僧傳》即曾記載智者大師為蕭妃行金光明懺，並因此消除她的疾病
13
。

南北朝至隋代智顗所行金光明懺，大多是為個人消災祈福，雖陳文帝的懺文中已

約略有「護念眾生扶助國土」的觀念，不過護國的目的尚未完全融入金光明懺之

中。 

 

2.金光明懺與護國 

    歷經唐朝的發展，《金光明經》護國的特色被充分突顯出來，因此到了宋代

天台宗雖仍相當重視金光明懺，知禮制〈金光明最勝懺儀〉、遵式著〈金光明經

補助儀〉的提倡而受到皇室的注意，由於與皇室關係密切，此時懺悔的內涵已有

所轉變，金光明懺逐漸與護國目的連結起來，例如宋真宗時遵式法師曾應章懿太

后之請為國行金光明懺
14
。 

———————————— 
12
〈金光明懺法〉，收於《國清百錄》卷一，T,p796a-b. 

13
 《續高僧傳》卷十七：「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

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

豕吟之聲，眾並同矚，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至于翌日，患果遂瘳。」（T50,567a.） 
14
 《佛祖統紀》卷四十四：「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母李氏)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式法師，

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T49,p4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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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高宗曾經到金鼇山寺，看見有老僧在佛前祈求，「皆憂時保國之語」，

問人老僧念誦的內容為何，答曰「護國金光明懺」，因此每年賞賜諸巨剎寺金帛

，以修舉此法
15
。由以上所舉例子可知，宋代所修金光明懺已逐漸和護國思想相

結合。《大明高僧傳》亦曾載高宗向釋若納法師問金光明懺其意為何： 

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禮大士，訥迎。…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意為

何？訥曰：昔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

法，令僧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次年四月八日召訥

，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

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號

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此日入內。
16
 

由此可見，當時法師已從《金光明經》中諸天護世護國的內涵與懺法結合，形成

每年歲旦修懺為國祈福的傳統。 

到了元代仍有僧人在歲旦修金光明懺，《釋鑑稽古略續集》載慧光法師於每

年皆率眾修金光明懺： 

師每歲元旦，率眾修金光明懺，祝釐聖壽，說法之外，力禮懺摩，與諸眾生

掃除塵翳，攝入善根。
17
 

———————————— 
15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次台州章安鎮，入金鼇山寺，有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

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於寺，後駐蹕臨安，歲賜輦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

」（T49,p424a）；又見於《釋氏稽古略》卷四：「冬十月，帝狩台州至金鰲山寺，寂然空靜，

唯廣殿香清，有白髮僧老甚，禱諸天於佛前，憂時保國語意誠篤。帝悅而問之，對曰：護國金

光明三昧懺也。是後駐蹕杭州，輦下諸巨剎，歲賜金帛，修金光明期懺，實本於此。」（T49,p

889a.） 
16
 明�如惺《大明高僧傳》，T50,p902a. 

17
 明�幻輪 編《釋鑑稽古略續集》卷一：「（元文宗）慧光 釋融照，字慧光，受業華藏修習

天台教觀，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然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

臻。⋯師每歲元旦，率眾修金光明懺，祝釐聖壽，說法之外力禮懺摩，與諸眾生掃除塵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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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宋元時代盛行於歲旦修金光明懺為國祈福，而金光明懺與王室產生密切關係

，應該是與《金光明經》中四天王及其他諸天神發願護持供養此經之人王的內容

有關，亦即懺悔與天神信仰崇拜產生連結，若仔細比對智者大師所制〈金光明懺

法〉與《金光明經》之關係，發現其儀軌大部分根據〈四天王品〉、〈功德天品

〉以及〈大辯天品〉等內容而來，因此形成以諸天為中心的懺法特色
18
，使懺悔

具有護國的內涵，也影響後來的齋天儀式。 

 

3.金光明懺與齋天 

據《金光明經》中所記諸天神天女，如四天王、辯才天女、吉祥天女、監牢

地神、僧慎爾耶藥叉大將及諸藥叉等，皆在佛前發願護持人間國土，給予供養虔

誠《金光明經》的人王及信仰者各種利益，於是世人乃進行供佛齋天之法會，誦

經禮懺，施設淨食，以供養十方三寶、護世諸天及其眷屬。 

齋天是後起的一種儀式，當天台宗智者大師依《金光明經》制定《金光明懺

法》云：「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座，四天王座在左」
19
，其

莊嚴道場是要依《金光明經》設大辯才天、大功德天和四天王座位。而懺文中不

僅奉請諸佛菩薩，亦奉請大梵尊天、帝釋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跡、散脂大將、

大辯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一天眾，此皆《金光明經》中曾登場的重要鬼

神。 

到了宋代修金光明懺，設諸天供，就隨意依據經文而增加之，諸天座次的排

列也引起爭論。南宋�神煥感於「凡列天位，失尊卑之序，無昭穆之儀」
20
，因

———————————— 
入善根。」（T49,p913c.） 
18
 同註8，頁231。 

19 同註10，T46,p796a. 
20 宋�行霆《諸天傳》，《卍續藏》150冊，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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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撰寫《諸天列傳》，後來行霆改訂之撰成《重編諸天傳》
21
，記述天台宗伽藍

所安置諸神之由來，並依金光明懺法定其道場列次。 

    到了元代，便由金光明懺法略出供天一節，作為寺院中每年歲朝佛事。元�

省悟所著《律苑事規》卷十中說：「正旦元宵，各寺祈禱規式不同，修光明、觀

音等懺，或誦經文，或只課咒」
22
，又說：「正月旦、上元節，諸寺殿堂多修懺

法，或供佛天，宜各專誠，祈一年之福也」
23
，而前述《釋鑑稽古略續集》中載

元文宗時，天台宗的慧光法師即是於每歲元旦率眾修金光懺
24
，則可見元代佛教

有於歲旦修金光明懺的傳統。據清�弘贊所集《供諸天科儀》：「供天一法本出

金光明經修懺時，設供三寶、諸天」
25
，可見齋天的儀式確是源自金光明經修懺

時設供諸天，禮敬諸天。 

 

《金光明經》裡的懺悔滅罪觀、諸天護國思想對中國佛教影響甚深，二者彼

此交互影響，不僅形成以諸天為中心的懺悔法，和諸天護國思想相呼應，金光明

懺悔也漸與護國結合，並形成寺院每年於歲旦修金光明懺的齋天儀式，並為國家

祈福。由於金光明懺的流行及其護國的思想符合皇室利益，使得此經的流傳自南

北朝至宋元都相當廣泛。 

 

二、文學方面 

    《金光明經》在中國廣泛流傳之後，隨著適應世俗大眾佛教信仰的需求，於

———————————— 
21 同上註。 
22 元�省悟《律苑事規》卷十，《卍續藏》106冊，頁98。 
23 同上註，頁102。 
24 同註15。 
25 清�弘贊 集《供諸天科儀》，《卍續藏》129冊，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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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生許多流傳於民間的感應故事，這些感應故事體裁和內容都具有神怪小說的

特性，用以宣揚佛教靈驗，以誘導大眾的信仰受持。此外，小說中四天王護世的

形象不僅影響宗教信仰，也間接滲透到《封神演義》、《西遊記》等章回小說中

，不僅為人物塑造增添色彩，亦可呈現天神形象中國化的傾向。 

 

（一）感應故事 

    與《金光明經》有關的感應故事以《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最為著名，這則

故事出現在敦煌寫卷中，可見是當時流行的佛教感應故事。此外，明代受汰更集

有《金光明經感應記》收集與金光明經有關的感應故事，有其他則收錄在佛教靈

驗故事集《三寶感應要略錄》。而在《太平廣記》中也可見數則與《金光明經》

有關的感應故事。這類感應故事比起深奧的經論而言，更能為一般庶民所接受，

其故事情節曲折動人具有感染力，可以在民間廣為流傳。 

 

1.《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大批寫卷，其中保存許多佛教的感應故事，其中抄《

金光明經》卷首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
26
目前所見記有二十五件，為今所知

見敦煌寫本佛經感應故事中數量最多，篇幅最長的一種，也是當時最為流行的佛

教冥報故事之一。詳審其內容，旨在宣揚懺悔戒殺的佛教思想，而故事內容頗似

———————————— 
26
 除了敦煌寫卷之外，這則故事尚可見於（1）唐刻石經〈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2）宋�非

濁 集《三寶感應要略錄》中〈第二十九 溫州張居道冥陸中發造金光明經四卷願感應〉；（3）

明�受汰 集《金光明經感應記》中〈冤家自釋〉、〈冤化為人〉；（4）《大正藏》曇無讖譯《

金光明經》後附〈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5）北平圖書館收藏西夏文〈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

〉；（6）日本《今昔物語集》卷六「震旦付佛法」下，有〈張居道書寫四卷經得活語〉。（轉

引自何慧俐《敦煌佛經感應記研究》，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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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之押座文與後世宋元話本之入話，其旨在勸誘世人持誦抄造《金光明經

》
27
。而抄寫《金光明經》應和曇無讖譯《金光明經》之〈囑累品〉提到的經文

有關： 

若未來世中，有受持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我等與二十八部諸鬼神等，

常當隨侍擁護，隱蔽其身，是說法者，皆悉消滅諸惡，令得安穩。
28
 

抄寫經典的功德在一般大乘經典中非常普遍，然而《金光明經》中抄寫經典消除

惡業的方式，與經中懺悔滅罪的思想有相當密切關係，由此可見《金光明經》在

唐代民間宗教信仰中普及的現象。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的內容描述張居道嫁女而殺生宴客，因宰殺牲畜，

被冤家狀告陰司，因此入冥三日。抓拿張居道的陰吏知道他陽壽未盡，且有悔改

之心，因此告訴他：「汝但為所殺眾生發薪，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

」，於是居道承教連聲再唱：「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身供養，願怨家解釋

」，當來到閻王廳前時，冤家因其發願的功德隨業化生，於是居道得以回到人間

。他向鄰里朋友說此因緣，使一百餘人發心造經，更有許多人自此斷肉止殺。後

因縣丞妻得病一年，張居道告知當造《金光明經》，縣丞雇人抄經，其妻果然病

癒。這則感應故事以小說手法記敘靈驗事跡，內容豐富有趣，情節曲折動人，實

可視為一篇專為宣揚戒殺懺悔滅罪，勸誘世人抄造誦讀《金光明經》而相當動人

的唐人小說
29
。 

 

2.受汰 集《金光明經感應記》 

———————————— 
27
 鄭阿財〈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研究〉，收於《敦煌文藪（下）》，台北：新文

豐，1999，頁69。 
28
 《金光明經》卷四，T16,p358a. 

29
 同註25，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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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受汰集有《金光明經科註》，為解釋經文的內容，於後附有《金光明經

感應記》，收有二十六則感應故事，並云： 

余自崇禛辛未冬日，既集科注，以疏解經王矣。茲癸酉夏復念義理淵玄，解

入匪易，倘其就一事，而即能使人怖果修因，遷善改惡，則亦惟感應之說，

為得其要已。於是即見聞所及，聊錄數則，附之卷末，並垂流布云。
30
 

由此可見受汰集此感應記的動機是為無法理解艱深教義的信眾開啟方便之門，藉

由感應故事激發佛教信仰並遷善改惡。其內容約可分為：(1)奇瑞之相；(2)滅罪利

益；(3)放生之德；(4)護國作用；(5)西方往生。若以人物身份來看，會發現出家

僧人靈驗的類型多為奇瑞之相，而在家人則大多為行善懺悔滅罪的感應故事，可

見僧人與在家人的感應類型有所不同
31
。所集故事大多敘述簡略，例如前述《金

光明經懺悔滅罪經傳》所載張居道與縣丞妻的故事，在《金光明經感應記》中則

分為〈冤家自釋〉、〈冤化為人〉二則，情節大多相同，但情節敘述較為簡單，

且更改州郡（溫州改為滄州）及朝代（由唐改為宋代）之名，這是由於感應故事

常會根據不同的故事編錄者的意志，把有關人物或故事改頭換面的現象。 

 

3.《太平廣記》中相關感應故事 

中國志怪小說與宣揚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合流，出現許多藉由發願抄寫經典

而得以還魂的故事，其中很多是屬於《法華經》、《金剛經》、《涅槃經》等經

的感應故事，由此可見當時所流行的經典。宋�李昉所編《太平廣記》中收有幾

則關於《金光明經》的感應故事，例如卷三百二「皇甫恂」、卷三八一「裴齡」

、卷三七九「王掄」等篇，其故事內容結構大致與《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相似

———————————— 
30
《金光明經感應記》，收於《卍續藏》第92冊，頁137-145。 

31
 同註1，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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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角死亡後進入冥間，皆因生前殺生食肉而必須在陰司遭受審判，後皆發

願抄寫《金光明經》，於是死而復活的還魂故事。 

 

（二）四天王護國形象滲透到中國神魔小說 

四天王在中國寺廟裡，不但形象被徹底漢化，皆為古代武將打扮。當其形象

進入中國小說時，而且將四位天神賦予中國式寓意，在《封神演義》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敘述魔家四將領兵鎮守商朝佳夢關，奉命抵抗周武王大軍，與

姜子牙、楊戩、哪吒等人對陣廝殺，子牙欲以打神鞭攻之，卻發現四天王乃釋門

中人而打不得，但最終仍被黃天化打敗。然而小說在描述兩軍大戰過程中曾插入

「四天王忠心佐成湯，諸戰赤膽扶聖主」一語，似乎已暗示的魔家四將的忠心赤

膽已開啟其由惡轉善的契機，乃至最後封神之時，姜子牙奉太上元始之命，敕封

魔家四兄弟： 

今特敕封爾為四大天王之職，輔弼四方教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

掌雨調風順之權，永修厥職，毋添新綸！ 

增長天王 魔禮青 掌青光寶劍一口，職風 

廣目天王 魔禮紅 掌碧玉琵琶一面，職調 

多聞天王 魔禮海 掌管混元珍珠傘，職雨 

持國天王 魔禮壽 掌紫金龍花狐貂，職風
32
 

雖然魔家四將因助紂為虐，最終都送命，但是死後仍被姜子牙奉命封為「四大天

王」，最後其在人間姓氏的「魔」所象徵惡的屬性已然消失，正式成為護佑國土

執掌風調雨順的四大天王，由此可見，在小說裡四大天王已經被徹底漢化。 

在《西遊記》裡，四大天王是護衛玉皇居城四大門的天神，第五十一回即曾

———————————— 
32
 明�許仲琳 著《封神演義》，台北：桂冠，1990，頁89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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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孫悟空來到天宮，在南天門遇見廣目天王巡視南天門
33
。《西遊記》裡有四

天王之外，亦有托塔李天王，第五回描述玉帝差四大天王抓拿攪亂天宮的孫悟空

： 

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

共十萬天兵，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

出師來鬥。…大捍刀、飛雲掣電，楮白槍，度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麻

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鏟，密樹排陣。彎弓硬弩鵰翎箭，短棍蛇矛挾了魂。

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
34
 

玉帝命令四天王幫助托塔李天王及其子哪吒，共同率領天兵捉拿大鬧天宮的孫悟

空。此外，在第三十六回寫到唐三藏一行人來到一間寺院： 

正歎息處，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多聞、增

長、廣目，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裡，又見有喬松四樹，一

樹樹翠蓋蓬蓬，卻如傘狀，忽抬頭看，乃是大雄寶殿。
35
 

可見這裡的四天王也已有「風調雨順」之意。從明代小說看來，四天王已徹底漢

化，具有「風調雨順」的象徵符碼。並且可以發現唐代對於毘沙門的狂熱信仰已

成過去，毘沙門漸與另外三位天王平等，反而是從他身上所演化出托塔李天王的

地位與形象都比四天王更為鮮明，這可能反映著四天王與毘沙門信仰到元明時已

逐漸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由毘沙門天王形象中國化的托塔天王
36
。 

———————————— 
33
 明�吳承恩《西遊記》，台北：三民，頁451。 

34
 同上註，頁40-41。 

35
 同上註，頁314。 

36
 參見臺靜農〈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收錄於《佛教與中國文學》（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

學術叢刊」第18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頁109。以及白化文〈中國佛教四大天王

〉，收於《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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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方面：金光明經變相 

唐宋時期的敦煌，佛經文本傳播並非傳播佛教的唯一方式，他們打破佛經文

本型式的限制，將流行的佛經故事改編成彩繪壁畫的藝術品，將佛經文本轉化為

優美動人的畫面，讓人透過視覺直接進入佛經的意境當中，不論識字或是不識字

的信徒都能藉由賞心悅目的經變壁畫貼近佛教。 

    金光明經變相目前僅見於莫高窟，其中包含隋代、中唐、晚唐、宋代等時期

之作品，共有十鋪： 

417窟窟頂（隋） 

158窟東壁北側（中唐） 

133窟北壁東端（中唐） 

154窟東壁南側（晚唐） 

196窟南壁東端（晚唐） 

85窟東壁南側及門頂（晚唐） 

138窟北壁西端（晚唐） 

156主室東壁（晚唐） 

55窟東壁南側（宋） 

金光明經變相幾無定式，因為十鋪壁畫中，只有154與55窟、156與159窟形式相同

，其餘均不同
37
。內容以繪製長者子流水品以及捨身品的故事為最多，從世俗信

仰來說，這二品故事性較強，較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 

———————————— 
37
 引自〈金光明經變研究〉一文，此文為首次有系統探討敦煌壁畫中金光明經變之論文。（收

於《1987敦煌學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頁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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