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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吳越國高僧永明延壽（904∼976）曾經力行實踐法華懺、方等懺

等懺法，除此之外，他的著作群中也出現了許多與懺悔有關的專門

性語詞。甚至在記錄他的修行生活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也詳

細載錄了他力行實踐的懺六根罪、五悔法等懺悔法門，再加上延壽

非常重視戒律，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延壽對於「罪」和懺悔的理解，

以及他的修行者自覺。 

在本稿中，筆者意圖以呈現在延壽的傳記資料及其著作群中的

「懺悔」用例為中心，而進行論述。但是，由於「懺悔」在中國並

不是僅只受到佛教體系的重視，而是在中國傳統裏也從相當早的時

期就與罪惡的意識、悔過、齋會等相連結，廣泛地受到重視，並付

諸實踐。所以筆者擬以三項內容，即（一）懺悔的語義、語源問題，

（二）懺悔的典據及儀式化的問題，（三）永明延壽的懺悔觀，作為

考察的線索。 

 

【關鍵詞】：懺悔、永明延壽、法華懺、六根罪、五悔法 

                                                 
1 本稿係以筆者博士論文中的〈懺悔觀〉為主而譯為中文，並作部分修改與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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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筆者曾在〈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2
一文中提及，根據記載吳越國

高僧永明延壽（904~976）傳記的古今各項資料而言，延壽曾經力行

實踐「法華懺」、「方等懺」
3
等懺法。除此之外，事實上，在延壽的

著作群中曾出現了許多與懺悔有關的專門性語詞。甚至在鉅細靡遺

地記錄他的宗教修行生活的《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自行錄》（收錄於

《卍續藏》第 111 冊，頁 153~168。以下略稱為《自行錄》）一書中，

也詳細載錄了他所身體力行的「懺六根罪」、「五悔」法等懺悔法門，

因此從上述諸多情況來看，可以理解延壽對於懺悔的心態，一則是

充滿修行者的自覺以及對於「罪」的罪惡感，再則是他非常重視戒

律。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延壽除了重視思想、理論之外，另一

方面也極留心於實踐、修行，毫不輕忽。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延

壽他那嚴格自我要求的出家人風範，透過他的身體力行懺悔法門而

充分展現在眼前。 

另外，一如筆者在拙稿〈永明延壽的戒律觀〉
4
中所論述的，永

明延壽的戒律思想是心戒、佛性戒、菩薩戒，而且喪失菩薩戒的因

                                                 
2 拙稿〈永明延壽傳記研究〉，刊載於《法光學壇》第 5 期，頁 59~82，2001 年

8 月。 

3 關於延壽曾實踐「法華懺」、「方等懺」等懺法的相關傳記之記載，見錄於拙

稿〈永明延壽傳記研究〉所附「表二．永明延壽各重要傳記的比較表」之〈懺

悔〉項（《法光學壇》第 5 期，頁 81）由該比較表可知，首先提及延壽實行

「方等懺」的是北宋．贊寧的《宋高僧傳》（988 年完稿），而率先記載延壽

實踐「法華懺」的則是宋．良渚宗鑑的《釋門正統》（1237 年成書）。 

4 拙稿〈永明延壽的戒律觀〉，刊載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9 卷第 2 號（頁

865~862，2001 年 3 月）。 

160   正觀雜誌第四十八期/二 ΟΟ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緣只存在於具足（1）捨菩薩願，（2）增上惡心，等兩大條件
5
。假

如這樣的話，依小乘具足戒的規定，有些罪過是即使懺悔也不容許

的，與此相較，大乘戒則重視戒的本質、意義而提出「觀心」、「觀

無生」等方法，因此即使違犯了，若能懺悔，則變成可以容忍。當

我們在考慮延壽的戒律思想時，雖然的確能確認他繼承大乘戒律的

思想，但是他的懺悔思想又如何呢？ 

在本篇文章中，筆者意圖以呈現在延壽的傳記資料及其著作群

中的「懺悔」用例作為中心，而進行論述。但是，由於「懺悔」在

中國並不是僅只受到佛教體系的重視，而是在中國傳統裏也從相當

早的時期就與罪惡的意識
6
、悔過

7
、齋會

8
等相連結，廣泛地受到重

                                                 
5 延壽在《受菩薩戒法并序》中引用曇無讖菩薩戒本，而說：「略有二事失菩

薩戒，一捨菩薩願，二增上惡心。除是二事，若捨此身，或終不失。」（《卍

續藏》105 冊，頁 20 上） 

6 所謂罪惡的意識，意指凡夫的自己對於內心深處所隱藏的根源性不安所持有

的內省。而懺悔正是以這種強烈的內省作為契機。例如經典在表達反省之意

時，云：「凡夫之人，舉足動步，無非是罪」（《佛名經》卷 1，《大正藏》14

卷，頁 189 上）。在這之後，《水懺》等也引用上述經文，並且將它組合於懺

文之中。 

7 關於「悔」、「悔過」，在中國祖師大德之中，智顗、義淨等人都將它們視為

中國自己的獨特用語。而當我們檢索日本的《大漢和辭典》、中國的《漢語

大詞典》等工具書時，可以發現早自先秦時代的《易經》、《詩經》、《孟子》、

《戰國策》等各家典籍中即可發現，當時它以「懊悔」、「後悔」之意呈現。

至於漢譯佛典，則我們可在羅什譯《法華經》卷 4、《舍利弗悔過經》等看到

使用「悔過」之語彙。 

8 談到「齋會」，中國古來即有「齋會」之語詞，以正史記載為例，如《後漢

書》卷 25〈魯恭傳〉中就已經有所記載（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A.D.）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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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並付諸實踐。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預估延壽的懺悔思想及其具

體實踐應是其來有自。經過綜合考量上述諸多因素的結果，筆者擬

以三項內容，即（一）懺悔的語義、語源問題，（二）懺悔的典據及

儀式化的問題，（三）永明延壽的懺悔觀，作為考察的線索。 

二、懺悔的語義、語源問題 
就「懺悔」而言，從原始佛教以來，已經可以在律藏等佛典中

見到它的蹤影，它原本的意義是向僧伽表明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藉以

獲得淨化的儀式，也就是說，它原本主要是與出家者的布薩、自恣
9

有關的行為（儀禮）。時代演化至大乘佛教之後，各式各樣的佛典都

談到懺悔，懺悔已然變成重要問題了。而關於這些佛典，日本學者

                                                                                                        
「飲酎，齋會章臺」），但是東漢時代的齋會意涵仍尚與印度佛教式的齋會大

相逕庭。所以真正符合佛教意義的「齋會」之語詞其實有待於時代較晚的《魏

書》、《南史》、《北史》等之記載。另外有關「齋會」的詳細論述，請參考拙

稿〈關於齋講──以中國佛教為中心──〉。 

9 關於布薩、自恣之義，前者的「布薩」（uposadha【巴利語】， upavasatha、posadha

【梵語】），意指居住在相同區域的比丘們召開集會、朗讀戒律的條文而後懺

悔所犯罪行的宗教儀式。布薩，它是印度傳統的宗教性活動，源自《吠陀》

的供養新滿月之舉。（參考：佐藤密雄：《原始佛教教團研究》頁 512~513，

東京：山喜房，1963 年）。其後在印度時即已逐步儀式化，而有「布薩儀軌」

(《T22》頁 214 上)；到了中國之後，更分為在家、出家的兩種布薩儀軌（參

考：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上(四)》，《T40》頁 34 中）。 

至於自恣（pravarana【梵語】），它意味的是安居終了而準備出發以進行

修行或弘法（參考：澤田謙照〔1976〕〈關於佛教的懺悔思想──其一〉，《佛

教文化研究》2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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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法道等人將它們特地分類為「懺悔經」，並予以介紹
10
。 

其次，先就「懺悔」的原語、語義問題而言，這是從古至今備

受重視、屢見論述的重大問題。例如： 

（一）、天台智顗（538~597）的見解。「懺名陳露先惡，悔名改

往修來」
11
、「懺悔二字乃雙舉二音，梵語懺摩，華言悔過」

12
。 

（二）、義淨（635~713）則說：「梵云痾鉢底提舍那。痾鉢底者，

                                                 
10 請參考：大野法道的著作《大乘戒經研究》（東京：山喜房，1963 年）。另外，

在釋舍幸紀〔1973〕〈有關滅罪研究的備忘錄（2）〉一文中也觸及「懺悔經」

（《三藏》81，頁 354 以下）。 

11 其原文見載於《摩訶止觀》卷 7 下，《大正藏》46，頁 98 上。 

12 其原文載錄於《金光明經文句》卷 3，《大正藏》39，頁 59 上。有人視「懺

悔」為音譯語的「懺摩」（ksama）和它的意譯語「悔」合併組成的用語，針

對這種見解，日本學者平川彰氏主張：「“懺悔”並非梵漢併舉之語詞，而

是既表現“懺”也表達“悔”之義的中文語詞，“懺”和“悔”同樣都是採

用“懊悔、後悔”之意，因此所謂的“懺悔”，我認為可以理解為“坦承自

己所犯下的罪過及惡業”。」（〈懺悔和 ksama──大乘經典和律藏的對比 

──〉，《淨土思想與大乘戒》頁 450 以下，東京：春秋社，1990 年。筆者中

譯）。 

此外，對於將 ksama 視為「懺悔」（或懺摩）的原文之見解，另一位日

本學者森章司氏則根據探究巴利聖典的結果，而說：「【我們】不得不說名詞

ksama 的意義是“懺悔”。」（參考：氏著〈關於原始佛教經典的“ksama（懺

悔）”〉，《東洋學論叢》51，頁 69，1998 年。筆者中譯）。而且，平川彰氏

又說：「【我們】嘗試探討漢譯大乘經典以及律藏裡所可見到的“懺悔”的原

文，但是，其中可以視為是以 ksama 作為原文的僅僅只能發現一個例子。」

（同上，頁 450。筆者中譯）。如果我們依據兩位學者所作的探討成果而論，

那麼向來的見解，也就是說，傳統上認為 ksama 是懺悔、懺摩的看法就應該

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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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過也。鉢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也。說己之非，冀令清淨。……

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

之字，追悔為目。悔之與忍，迥不相干。……以斯詳察，翻懺摩為

追悔，似罕由來」
13
。 

（三）現代學者之說： 

1、多田孝正氏如是敘述：「發露披陳過去的罪過，請求他人

的容忍。……懺悔是中國佛教色彩極為濃厚的術語」
14
。 

2、平川彰氏則說：「依我個人之見，很明確地，“懺”和“悔”

同樣都是中國的語彙，兩字合用則呈顯出“懺悔”之意。“懺悔”

它與隨喜以及勸請，都是表現初期大乘佛教的實踐的重要用語」
15
。 

綜合諸說來看，我們可以說，“懺悔”這一術語與中國佛教密

切相關，而且當它演化至後代時，又接受許許多多的影響而變形，

甚至也儀禮化而被編纂成各式各樣的懺悔法門，而在中國佛教徒的

                                                 
13 義淨的這段話載述於《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2，《大正藏》54，頁 217 下。另

外，我們若將上文與義淨所譯《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15 的行間小注（《大

正藏》23，頁 706 上）相互比較的話，義淨的理解是在作為坦承罪過而追悔

之意時，使用「懺悔」這一詞語並不適當。因此森章司氏說：「義淨在自己

所翻譯的佛典裡沒有運用過“懺悔”這一詞語。」（森章司〔1998〕頁 69。

筆者中譯）。但是，義淨針對“懺悔”這一詞語的原文所作的批判，我們可

以認為那是當時的文化環境所造就的（參考：山口益〔1969〕〈關於懺悔〉，

《佛教 seminar》9，頁 4）。總之，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義淨他翻譯了說一切

有部的戒律，而嚴格地為戒律的重點之一的「懺悔」下定義，並試圖確認其

原文。 

14 多田孝正氏之說，請參見：《佛教・印度思想辭典》頁 144~45。 

15 平川彰氏所說，收錄於《平川彰著作集》第七卷〈前言〉頁 iii（東京：春秋

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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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方面發揮巨大影響力。因此，懺悔就在以書面資料現身的

同時，它也擁有宗教儀節上的生命力，所以我們可以借用研究懺悔

的專家鹽入良道之說，權充結語。他說，我們可以將中國式的懺悔

法門視為：「佛教儀節的本身以及它的規則、規章」
16
。 

三、懺悔的典據及儀式化的問題 
論及懺悔的佛典

17
，除了原始經典、律藏和那些被分類為「懺悔

經」的經典之外，就連論典類也有所涉及
18
。而且即使連在被視為偽

經的《法王經》、《妙好寶車經》、《占察經》等典籍中也被提出
19
。而

在眾多經典中，特別受到青睞的恐怕應是劉宋、曇無蜜多所譯的《觀

普賢行法經》吧！這部經典自從受到天台智顗重視，將它導入《法

華三昧懺儀》之後，永明延壽也正視其重要性，而用為解釋上的重

要典據之一。 

                                                 
16 引用文參見：鹽入良道〈懺法的成立與智顗的立場〉，《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 7 卷第②號，頁 40。 

17 漢譯佛典裡提倡懺悔的經典，自從二世紀左右以來不間斷地被譯出，例如：

《阿闍世王經》（147~186 譯出）、《舍利弗悔過經》（148~170 譯出）。 

18 論典也有關心懺悔議題的，如：《十住毘婆沙論》〈除業品〉之中議論了「四

悔」等內容（《大正藏》26，頁 45 上以下）。另外，在《大乘莊嚴經論》卷

11 中也將懺悔、隨喜當作菩薩五種巧方便之一（《大正藏》31，頁 645 上）。 

19 在歷代以來被視為偽經的《法王經》、《妙好寶車經》、《占察經》等典籍中，

也有敘述懺悔自己的過咎的經文（《大正藏》85，頁 1334 中、1334 下等）。

其中，特別受到重視的是《占察經》的「塔懺法」。根據費長房《歷代三寶

紀》卷 12、智昇《開元釋教錄》卷 7 等經錄的記載，《占察經》在隋文帝開

皇年間（589~600）曾流行一時，但是由於它被視為偽經，所以塔懺法就受

到禁止了（《大正藏》49，頁 106 下。《大正藏》55，頁 5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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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文中已經論及的，“懺悔”原本的意義是向僧伽表明自

己所犯的罪行而藉以獲得淨化的行為，但是，當時代轉移至大乘佛

教時，正如同我們在諸多經典中所可見到的，它的意義卻變質為在

佛前懺悔了。筆者認為有必要探索這種轉變的意義何在
20
。也就是

說，我們應該考慮箇中因素或許包括了：佛教教團中僧侶的地位變

得低下的變化或是佛陀觀的微妙變形等等。進一步說來，據筆者推

測，或者也應該將佛教傳播到中國之後的新因素放入考量（例如「奉

請」的儀節等等）
21
。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本就有懺謝過非的思想

22
，

而且在儀式化方面也有道教的潔齋以及儒家的祭祀觀，這些與佛教

的懺悔思想有關連的可能性是無可否認的
23
。連帶提及，當談到中國

佛教儀禮的成立原因時，横超慧日氏認為是「對於固定教團生活型

式的必要性，佛教思想應用於實際生活的滲透，……」。在現階段，

雖然有上述形形色色的說法，終究只是推測之見。但是，包含懺儀、

懺法
24
的中國佛教儀式，與佛教的中國化問題密接相關，則應是無庸

                                                 
20 也有將懺悔的方法視為日常修行生活上的方便法門而予以活用的見解，例

如：印順〔1992〕〈大乘佛法的方便道〉（《諦觀》71，頁 2 以下）。 

21 參見：小林正美〔1991〕〈天台智顗懺法中的“奉請三寶”〉（《印度學佛教

學研究》第 40 卷第①號，頁 65 以下）。 

22 例如，後漢末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為了治療疾病，屢屢採用坦白說出自己

過去所造罪過的悔過、思過、首過的教法（土屋昌明〔1994〕〈後漢的思過、

首過〉，收錄於《道教文化的展望》頁 271~293，東京：平河。筆者中譯）。 

23 参照：山田利明〔1992〕〈靈寶齋的齋戒意義〉（酒井忠夫編《台灣的宗教與

中國文化》頁 283 以下）以及《道藏輯要》中所收錄的有關懺法的典籍（《道

教諸神懺法總集》三卷，台北：逸群，1991 年）。 

24 關於懺法，澤田瑞穂《地獄變》一書中，敘述如下：「將根據某部經典而舉

辦禮懺法會的腳本（詞章和順序表）稱為懺法、懺儀」（頁 160，東京：平河，

166   正觀雜誌第四十八期/二 ΟΟ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置疑的
25
。 

在中國發展並且儀式化的「懺悔」法門，透過種種懺法的編纂

而付諸實踐，演變到後世，竟然成為中國佛教的主要儀式，甚至於

變成支持寺院經濟的重要支柱
26
。而現代台灣佛教界頻繁舉行、實踐

的懺儀、懺法，可以列舉出《大悲懺法》
27
、《慈悲水懺法》

28
、《金

剛寶懺》、《藥師懺》、《梁皇寶懺》
29
等等。但是，依據中國佛教相關

                                                                                                        
1991 年。筆者中譯）。 

25 鹽入良道〔1984〕〈起源於並未論及懺悔的佛典的懺法〉，收錄於《中國的宗

教、思想、科學》頁 199，東京：國書刊行會）。 

26 懺儀演變至現代，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弊病，例如游祥洲氏所指出的包括：①

形式化，②商業化，③教條化，④迷信化，之說。（參考：游氏〈論中國佛

教懺悔理論的形成及其理念蘊涵〉，載錄於傅偉勳編《從傳統到現代》頁 134，

台北：東大，1990 年）。上述的第②商業化之弊病，意味著懺儀對於寺院的

收入而言，已經成為寺院經濟的重要來源，因此其中買賣、贖罪的性質遠較

淨化身心的手段更受重視。 

27 關於大悲懺的儀禮以及它的歷史變遷，請參考：鎌田茂雄〔1986〕《中國的

佛教儀禮》（頁 20 以下，東京：大藏出版社）。 

28 將水懺作概略介紹的日文研究資料有黄美〔1990〕〈台灣的水懺信仰〉（《印

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8 卷第①號，頁 65 以下）。而台灣方面的學位論文則

有吳藝苑〔1994〕《慈悲水懺與中國佛教懺悔思想》（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白金銑〔2003〕《〈慈悲水懺法〉研究》（台北：台灣師

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等等。 

29 據說是由梁武帝所製作的《慈悲道場懺法》，俗稱「梁皇懺」，流傳至今，其

舉行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多以七日為期。特別是在儀式終了時，必然舉行

「瑜伽焔口」，以布施餓鬼、普渡眾生。又，有關「梁皇懺」的研究成果，

如：鹽入良道〔1977〕〈慈悲道場懺法的成立〉（吉岡義豊編《道教研究論集：

道教的思想與文化》頁 501~21，東京：國書刊行會）、何俊泰〔1993〕〈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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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看這些懺儀、懺法的話，它們已經呈現出巨大的變化。也就

是說，這些懺儀、懺法大多是唐宋時代以後的作品
30
。然而，懺儀、

懺法在中國被定型化之前，卻早自南北朝以來，即有為數不少的僧

俗二眾撰寫懺文
31
、實踐懺悔之行。因此，筆者在此擬先依年代先後

簡略地回顧、提示與中國的禮懺有關的資料或人物，而以永明延壽

（904~976）為年代的下限。 

                                                                                                        
中國經懺起源和“梁皇懺”的一些看法〉（《大専學生佛學論文集④》頁

459~473，台北：華嚴蓮社）等。而且歷代以來，舉行梁皇懺的事例處處散

見，例：《山庵雑錄》、《六道集》等書所載。 

附帶一提，關於「瑜伽焔口」之相關研究，有千葉照觀〔1994〕〈瑜伽焔

口與水陸會〉等（《佛教文化的観展開》頁 351 以下，東京：山喜房）。 

30 在唐代，已經有懺儀、懺法類的著作見諸記載。敦煌文獻之外，例如《新唐

書》卷 59〈藝文志〉也載錄了「懺悔法一卷、……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捨懺儀一卷。」 

談到宋代的懺法，在入宋僧成尋（1011~1081）原撰的《刪補天台五台

山記》卷 6 之中，也在宋神宗煕寧 6 年（1073）正月的項目下記載了幾種懺

法（參見：《大日本佛教全書》116 冊，頁 46 下~47 上 9）。 

31 說到懺文，湯用彤氏認為釋道安（312~385）提倡的僧尼規範、佛法憲章三

例就是懺文的先聲（《漢魏兩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 154~156，台北：商

務，1962 年）。但是，加地哲定氏則以宋・錢易《南部新書》為典據，主張

始於齊・竟陵王蕭子良（《増補中國佛教文學研究》頁 44~45，京都：同朋舍，

1979 年増補一刷）。 

     順便一提，連敦煌文獻中也有禮懺文的文獻，至於它的相關研究大致有

汪娟氏《敦煌禮懺文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6 年）、井之

口泰淳〔1995〕〈敦煌本「禮懺文」〉（《中央亞細亞的語言與佛教》頁 352 以

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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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蕭齊．蕭子良（460~494）《淨住子淨行法門》
32 

（二）、《廣弘明集》所收錄的南北朝時期之懺文（例如陳文帝

〈妙法蓮華經懺文〉、梁武帝〈金剛般若懺文〉等等）
33
、 

（三）、隋．天台智顗（538~597）撰製的懺儀、懺法（例如《法

華三昧懺儀》、《方等懺法》等）、 

（四）、隋．三階教信行（540~594）《七階佛名》的禮懺儀
34
、 

（五）、唐．善導（613~681）《往生禮讚》、《法事讚》
35
、 

（六）、唐．智昇（生卒年不詳）《集諸經禮懺儀》
36
、 

（七）、唐．宗密（780~841）《圓覺經道場修證儀》
37
。 

當然，除了上述諸人之外，實際修行懺法的僧侶也並不少見。

例如：北魏．玄高（402~444）修金光明懺儀、劉宋．僧苞（生卒年

不詳）修普賢齋懺、釋法安（518~615）修方等懺、道綽（562~645）

                                                 
32 其相關研究有鹽入良道氏〈關於文宣王蕭子良的《淨住子淨行法門》〉（《大

正大學研究紀要》46，頁 43 以下，1961 年）。 

33 參考：《大正藏》52 卷，頁 332 中以下。 

34 井之口泰淳〔1995〕〈敦煌本《佛名經》的各種系統〉（《中央亞細亞的語言

和佛教》頁 319~320、頁 321 的注 、⑩ ⑩，京都：法藏館）。矢吹慶輝〔1973

年二刷〕《三階教之研究》（頁 512~536，東京：岩波）。 

35 《法事讚》所說的懺悔，據僧樸《法事讚甄解》的解說，它相當於「後行法

分」的一部分。而向來的看法都說這部《法事讚》儀禮的形式，是以天台宗

法華三昧行法為其典據而成的（參見：三枝樹隆善〔1979〕〈《法事讚》的儀

禮構造〉，收錄於《佛教論叢》23，頁 35）。 

36 參考：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第一部（頁 298 以下）。 

37 參考：池田魯参〈《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禮懺法〉、鎌田茂雄《宗密教學的

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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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方等懺及稱名懺悔
38
、釋曇榮（555~639）修方等懺法等等。概觀

上述資料，可以理解在永明延壽之前，懺儀、懺法已經在中國興盛、

風行。那麼，永明延壽到底受到這般風潮的哪些影響呢？而且對延

壽個人來說，他提出懺悔的原因何在？是為了滅罪嗎？或者是將它

當成受戒的前方便？抑或是把懺悔視為修行階段的一個環節而付諸

實踐呢？以下，我們將以上述的問題意識作為基礎，並採取透過研

讀永明延壽的主要著作之方式，而檢討他的懺悔觀。  

四、永明延壽的懺悔觀 
   （一）、延壽著作中的懺悔資料39

 

   《宗鏡錄》一百卷（收錄於《大正藏》48 卷，頁 415~957）有

延壽的主要著作之稱，在該書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懺悔」的語

例。例如： 

「阿難未見性前，自懺悔言：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卷

94，頁 925 下） 

這幾句話是取材自《首楞嚴經》的取意文，而且也重複出現在延壽

的另一部著作《心賦註》。 

其次，延壽也有引用天台智顗文句之處，具體而言，列舉如下： 

 引用《觀心論》偈文者，如：「諸來求法者，欲懺悔眾罪，不知

問觀心，罪終難得脫。」（卷 30，頁 589 下） 

 引用《法華玄義》者，如：「或以過去之罪，今悉懺悔。現造眾

罪，今亦懺悔」（卷 61，頁 766 上） 

                                                 
38 參照：《續高僧傳》卷 20、戒珠《淨土往生傳》卷中等文獻。 

39 參考〔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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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胎、取意自《摩訶止觀》的文句，例如：「台教據法華經分別

功德品，依圓教立五品位，……從初品須依靜處建立道場，於六時

中行四三昧，懺六根罪，修習五悔。」（卷 88，頁 896 上） 

引用《金光明經文句》的文句，有「六根所對，無非佛法。……

若能如是者，所觀之罪，非復是罪，罪即實相；所觀之福，福即非

福，福即實相。純是實相，是名大懺悔也。」（卷 30，頁 592 下）

等。 

 接著我們應注意看他所引用的經典。在眾多經典中，《觀普賢菩

薩行法經》（以下簡稱為《普賢觀經》）特別受到重視，例如常見引

用「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

悔」（卷 30，頁 592 下~593 上）的段落等等。 

除此之外，在延壽的其他著作，例如《萬善同歸集》（以下簡稱

為《萬善》。收錄於《大正藏》48 卷，頁 957 中~993 中）、《心賦註》、

《自行錄》、《永明壽禪師垂誡》以及《觀心玄樞》等作品中，也能

見到「懺悔」的用語。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萬善》的用例，

該書的用例共有六則。上述著作中所涉及的內容，包括五悔、事懺

（見《大正藏》48 卷，頁 965 中~下）、六根懺（見《大正藏》48 卷，

頁 966 上）、方等懺（見《大正藏》48 卷，頁 965 下）、法華懺（見

《大正藏》48 卷，頁 963 下、頁 965 下）、無生懺（見《心賦註》）

等。而引用的典據則有《彌勒所問本願經》、《大集經》、慧思《安樂

行義》、智顗《摩訶止觀》、《華嚴懺》等等
40
。 

                                                 
40 參見〔附表一〕，見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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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與延壽的懺悔思想有關的典籍一覧表 

  著 作 

 

典 籍 

宗鏡錄 

《大正藏》

48 

萬 善 

《大正藏》

48 

心賦註 

《卍續》111

備  考 

①普賢觀經 7（☆592 下） 2 1（☆134 上） ☆表示內容

相同。 

②最勝王經  1  業障 

③彌勒菩薩

所問本願經 

 1   

④大集經  1   

⑤十住毘婆

沙論 

 2   

⑥安樂行義  3（△963

下、 

△ 966

上） 

 △表示內容

相同。 

⑦四教義 1（＊544 上） 1（＊966

上） 

 ＊表示內容

相同。 

⑧金光明經

文句 

1    

⑨觀心論 1    

⑩法華玄義 2    

⑩摩訶止觀 2   三道與二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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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法苑珠林 1（＄942 上）  1（＄62 上） ＄表示內容

相同。 

⑬華嚴懺
41
  1  重點是行

道。 

合 計 15 12 2 29 

 

【注意】： 

一、上表中，由⑦到⑩的典籍都是智顗的著作。另外，關於①

的《普賢觀經》，它對智顗的懺悔法門影響非常大。僅以《摩訶止觀》

為例而言，其中引用這部經典的次數高達二十五次之多
42
。 

二、所引用的《華嚴懺》的內容，並不是懺悔，而是有關「行

道」的部分，它的原文如下：「行道歩步過於無邊世界，一一道場皆

見我身」（《大正藏》48，頁 964 中）。所以嚴格說來，這則引用並沒

                                                 
41 在中國華嚴宗之中，撰製、完成類似懺法著作的有賢首法藏的《華嚴佛名》

二卷、《華嚴菩薩名》一卷，但是以懺法之姿獨立成書的卻非得晚至圭峰宗

密（780~841）的時代不可（參考：大淵忍爾編《中國人的宗教儀禮》頁 49）。

法藏的《華嚴佛名》二卷、《華嚴菩薩名》一卷及《華嚴三寶禮一卷十首》、

《華嚴讚禮一卷十首》等篇名，各自見載於日僧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大

正藏》55，頁 1146 下）、圓超《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大正藏》55，頁 1153

下）。由這些書名予以推測，的確是頗類似於懺法的撰述，但是卻難以認定

它們是組織分明的嚴密性懺儀。至於宗密所撰製的與懺儀有關的著作，就是

著名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18 卷（收錄於《卍續藏》128 冊）。該書的卷 1

「道場七門」及卷 17 和卷 18 的「坐禪法八門」，與智顗《天台小止觀》內

容一致之處頗多（參考：鎌田茂雄〔1975〕《宗密教學的思想史方式的研究》

頁 499 以下，東京大學出版會）。 

42 《摩訶止觀引用典據總覧》頁 90，東京：中山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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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此列舉的必要。但是，由於「行道」
43
也經常作為懺儀的一環而

被實踐，所以筆者遂不厭其煩。例如《法華三昧懺儀》及〈請觀音

懺法〉都將「行道」當作組成懺法的一部分，而緊接在發願、禮三

寶之後施行（《大正藏》46，頁 795 下、953 中~下）。此外，又有根

據《華嚴經》編製懺儀者，如一行慧覺撰成《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

42 卷（收錄於《卍續藏》128 冊）
44
。 

〔附表二〕 延壽的懺悔思想之相關用語一覧表 

  著作 宗鏡錄 萬 善 心賦註 觀心玄樞 自行錄 備  考 

                                                 
43 所謂「行道」，「就是繞行堂塔或本尊的周圍，以表現恭敬尊重之意的儀式。

也有繞堂、繞塔或繞佛之稱。這種儀禮原本源自印度一般的風俗習慣，……

據說在中國，它當初所具有的意義也僅僅只是與印度的風俗習慣相同的宗教

性行動而已，然而它卻逐漸形式化，演變到南北朝時代，行道已經形成了一

種儀式，有時單獨舉行，有時也搭配其他的儀式而在法會時舉行。」（參考：

大谷光照〔1937〕《唐代的佛教儀禮》頁 79~80，東京：有光社）。 

44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有鹽入良道氏〔1976〕〈華嚴經禮懺儀的文章結構〉（《大

正大學研究紀要》62，頁 39~54）等的成果。 

45 就《觀心玄樞》文中的「懺悔」說而言，依照《卍續藏》114 冊所收錄的欠

缺文首的版本來看，可以找到四個用例，也就是①頁 859 下 2~4、②859 下

6 以下、③860 下 10 以下、④869 下的四者。四個用例中，①的內容旨在討

論觀心與懺悔之間的關係，它與《宗鏡錄》卷 30（頁 592 下）所言是相同的，

②的內容則主要是引用《普賢觀經》以表明對理懺與五悔的理解，③的內

容則和《心賦註》卷 1（頁 8 下）之說相重複，近似於悔過、謝罪之意，而

與懺儀、懺法毫無關聯，④的內容則是《萬善同歸集》的〈萬善同歸頌〉。

因此，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斷言《觀心玄樞》文中的懺悔說，基本上並沒有

超越《宗鏡錄》與《萬善同歸集》的懺悔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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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 

《大正

藏》48

卷 

《大正

藏》48

卷 

《卍

續》111

冊 

45《卍續》

114 冊 

46《卍

續》111

冊 

①懺悔 20 6 3 4 4 《受菩薩

戒法》3 回 

②懺法  1     

③懺滌    1 1  

④洗懺47  1     

⑤悔過  1     

⑥五悔 1 2   1  

⑦懺六根

罪 

1    3  

⑧懺三世

罪 

 2     

⑨事懺  3     

                                                                                                        
46 在《心賦註》文中可以發現四個「懺悔」的語例，然而其中的三個卻與《宗

鏡錄》相同（參見：《卍續藏》111，頁 134 上、62 上、66 下。對比：《大正

藏》48、頁 592 下、942 上、925 下），另外一個語例則與《觀心玄樞》相同

（對比：《卍續藏》111，頁 8 下。《大正藏》48、頁 860 下）。因此，《心賦註》

的懺悔說看起來與《宗鏡錄》等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47 唐．道世《法苑珠林》中編列有「洗懺部」（《大正藏》53，頁 917 中）。另

外，在著者不明的《受五戒八戒文》中也有「第二洗懺往業品」（《大正藏》

18，頁 941 下）。而且在唐代時已經可以在非僧侶的文章中看到「懺洗」的

用例，它的意義是悔改罪惡而淨化內心（參見：諸橋轍次《漢和大辭典》4，

頁 1229d〈符載．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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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理懺  1     

⑩觀一心

無生懺 

1＊  1 1（觀心與

懺悔）＊

1 ＊表示內

容相同。 

⑫方等懺  1     

⑬法華懺

48 

 3（著

作） 

1（法

門） 

  1  

⑭三障 3 2 1   未包括業

障、煩惱

障、報障之

各別用語。

⑮業障  1     

合 計 26 25 5 6 11  

 

  

   （二）、《宗鏡錄》、《萬善》之懺悔說 
出現在《宗鏡錄》與《萬善》二書中的延壽之懺悔說，有下列

的幾項特徵，以下將略作考察。 

   

                                                 
48 慧思的《法華經安樂行義》被延壽稱為《法華懺》（參考：〔附表二〕的⑬），

但是智顗卻稱之為「法華三昧」。智顗的原文如下：「別有一卷名《法華三昧》，

是天台師（筆者按：乃指慧思）所著，流傳於世」（《大正藏》46 卷，頁 14

上）。因此，對於延壽而言，「法華懺」和「法華三昧」同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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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應該懺悔的罪障 

   懺悔原本包含有對他人謝罪之意味，以及在內心深感慚愧而努

力改變行為之意。原本，中國並沒有「懺悔」、「懺」等語彙
49
，即使

搜尋可得「悔」、「悔過」、「謝過」、「謝罪」、「慚謝」等語詞
50
，然而

隨著佛教的東傳中國，其印度式的「懺悔」內涵也逐漸開始變化，

而以謝罪、悔過、慚謝之意加以運用了。與此同時，它也以淨化罪

障的儀式持續另一發展。 

   當我們檢討延壽的懺悔說時，「懺悔」之語單單止於用在表達謝

罪、悔過、慚謝之意的情況當然也看得到
51
，但是，概要說來，用於

指陳「懺悔法門」的情況卻更常見。而且，對延壽來說，所謂藉由

「懺悔法門」而得以滅除的罪障到底是哪些呢？概括而言，我們可

以認為應是三障、六根罪、三世過失等罪障。以下即就上述三類罪

障一一進行檢討。 

 

①三障 

延壽提出三障的次數雖有 6 次之多，但是並未具體敘述它的內

容
52
。然而，我們若將它與「三道」配合來看，並進一步檢討它的內

                                                 
49 參考：《漢語大詞典》第七冊，頁 795~796，及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第四

冊，頁 1229~1230。 

50 參照：《漢語大詞典》第十一冊，頁 379、頁 381，及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

第四冊，頁 1157。 

51 例如在引用《首楞嚴經》的「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之前，延壽說「阿難

自懺悔言」的「懺悔」即是表達謝罪、悔過、慚謝之意的例子（《大正藏》

48 卷，頁 925 下）。 

52 延壽除了使用「三障」的語詞之外，其餘的「業障」、「報障（或異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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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時，則可發現它能與三道、二懺、十二因緣、三佛性相互配合，

而獲得以下〔附表三〕的結果。 

 

〔附表三〕 延壽的三障說與天台教理 

 項         目    典        據 

①二懺 理 懺   事    懺 《摩訶止觀》2 上、 

《萬善》上、 

②三道 煩惱道 業道 

 

苦 道 

 

《國清百錄》1、《萬善》

上、《宗鏡錄》77 

③三障 煩惱障 業障 報 障 《法華玄義》9 上、《萬

善》上、《宗鏡錄》23、

④三德 般若德 解脫

德 

 

法身德 《法華玄義》3 上、維

蠲《澄唐決》、《宗鏡錄》

29、 

⑤三因

佛性 

了因佛

性 

緣因

佛性 

正因佛性

 

《國清百錄》1、《宗鏡

錄》77、 

⑥十二

因緣 

無明、

愛、取

行、有 

 

識、名

色、六

入、觸、

受、生、

老死 

《法界次第初門》中之

下、《維摩經文疏》25、

《法華玄義》2 下、《萬

善》上、《宗鏡錄》77、

90 

                                                                                                        
「煩惱障」也分別談論一次或數次。但是，除了二障（所知障、煩惱障）中

所說的煩惱障之外，他主要採用《法華玄義》〈十乘觀法〉之「七、善修對

治」的見解（《大正藏》33 卷，頁 789 下~79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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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三軌 觀照軌 資成

軌 

真性軌 

 

《法華玄義》5 下、《宗

鏡錄》21、90、 

 

【說明】： 

A、關於〔附表三〕的⑥十二因緣和②三道、④三德之間的關

係，請參考荊溪湛然《止觀義例》卷上（《大正藏》46 卷，頁 452

下）。 

B、至於②三道與⑦三軌之間的關係，則可參見《宗鏡錄》卷

90（頁 909 上）。 

C、談到⑥十二因緣與②三道之間的關係，請參考《六十華嚴》

卷 37〈十地品〉（《大正藏》10 卷，頁 194 中）。 

D、關於③三障與④三德之間的關係，請參照《摩訶止觀》卷 2

下、3 上、《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1 之 2、卷 2 之 2、卷 2 之 5（《大

正藏》46 卷，頁 21 上、23 下、152 中、195 上、216 上）。 

E、至於③三障與⑥十二因緣之間的關係，則請參見《止觀輔行

傳弘決》卷 2 之 2（頁 192 上）。 

F、②三道與⑤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請參考《宗鏡錄》卷 77

（頁 840 上）。 

G、綜合論述②三道、③三障、④三德、⑤三因佛性、⑥十二

因緣、⑦三軌等等的內容，則可參見《宗鏡錄》卷 90（頁 909 上）
53
。 

 

                                                 
53 另外，類似的歸納法在智顗《維摩經玄疏》卷 5 也可見到（《大正藏》38 卷，

頁 353 上以下），然而相對來說，智顗的解說較為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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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附表三〕的對比結果，我們可以推斷延壽的三障說確實

是繼承天台宗之教理。 

其次，將特別就②三道與③三障以及懺悔之間的關係進行討

論。 

 

第一項、三障與三道 

例如就①二懺與②三道之間的關係來看，在《萬善》卷上，延

壽如是敘述： 

「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

涙翹誠，感佛威加。……三障除而十二緣滅，眾罪消而五陰舍

空」
54
。 

這段敘述是採自《摩訶止觀》卷 2 上之意的文句
55
，由這段文句來看，

延壽將三道（煩惱、苦、業）與三障（煩惱、業、異熟）
56
等同看待

57
，並且進一步地認為：三道或三障有可能透過理（懺）與事（懺）

                                                 
54 《大正藏》48 卷，頁 965 中。 

55 《大正藏》46 卷，頁 13 下。另外，關於「三障除而十二緣滅云云」的解釋，

湛然在《傳弘決》卷 2 之 2 中，引用《婆沙論》的「過去二支為根，現在五

支為質，現在三支為華，未來二支為果」的說明，解釋云：「有華有果謂凡

夫，無華有果謂學人云云」（《大正藏》46 卷，頁 192 上）。 

56 出自《大毘婆沙論》卷 115，《大正藏》27 卷，頁 599 中。其原文如下：「如

說三障，謂煩惱障、業障、異熟障，……如是三種，能障聖道及聖道加行善

根，是故名障。」另外，在《涅槃經》裡也詳細解說三障（《大正藏》12 卷，

頁 670 上）。 

57 例如在《宗鏡錄》卷 77 中，延壽所解釋的三道的內容，就與他在《宗鏡錄》

卷 90 所引用的智顗《金光明經玄義》之三障說的內容相同。而且其他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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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予以滅除。另外，在上述引用文中，也主張假如能夠滅除三

障的話，連十二因緣也能夠滅除。箇中理由何在？簡單說來，這正

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延壽在《萬善》卷上裡引用《摩訶止觀》卷 2

上之說，明白表示「三障除而十二緣滅，眾罪消而苦陰舍空」
58
，不

僅如此，而且他也敘明其中的比配關係。不過，我們應該不難發現

這種比配關係早已出現在《華嚴經》〈十地品〉了
59
，所以，這並不

是延壽的特異之說。 

 

第二項、智顗的三障說 

智顗從他早期的著作《六妙法門》之〈四、對治六妙門〉開始，

就已經巧妙地運用數隨止觀還淨的六妙門，藉以對治三障，努力使

之不會成為坐禪的障礙
60
。而且，智顗又在《菩薩戒義疏》中，將消

除三障揭示出來，與「須信心，人法為緣」共同作為受戒時應具備

的因緣
61
。智顗進而又在他的晚年著作《摩訶止觀》中，把三障和四

魔善加組合，把它們當作實踐止觀時的觀境。依據上文所述，假如

將尚未被公認為智顗著作的《菩薩戒義疏》除外的話，我們應該可

以說，三障對於智顗而言，它一方面既是實踐止觀時所可能遭遇的

                                                                                                        
宗徒的情況，例如湛然，他就在《止觀輔行傳弘決》中說：「障之與道，及

以四倒，名異義同云云。」（《大正藏》46 卷，頁 223 上）。因此，所謂「三

道」與「三障」，對於延壽來說，應是同類的語詞，而且它的定義可以依據

《宗鏡錄》卷 77 之說。 

58 《大正藏》48 卷，頁 965 中。《大正藏》46 卷，頁 13 下。 

59 《大正藏》10 卷，頁 194 中。 

60 《大正藏》46 卷，頁 551 上。 

61 《大正藏》40 卷，頁 56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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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例如業病等）
62
，但在另一方面，它同時也是突破輪迴的著手

處。 

 

第三項、懺悔與三道 

關於懺悔與三道的關係，即使在荊溪湛然（711~782）的《止觀

輔行傳弘決》之中，也主張事懺與理懺兩者都實踐的話，才有可能

懺悔三道
63
。而我們透過〔附表三〕的「②三道」所列舉的典據，

早已能理解延壽的三道說是接受天台宗的影響。再者，尚有另一點

應該注意的，那就是《宗鏡錄》所引用的智顗《金光明經玄義》之

中的敘述。根據該敘述來看，所謂煩惱道，意指過去世的無明、現

在世的愛和取，所謂業道則意指過去世的行支和現在世的有支，至

於苦道，則意謂現在世的識、名色、六入、觸、受，以及未來世的

生死憂悲苦惱
64
。也就是說，將十二支緣起搭配三道

65
，進而將三道

排列為天台宗十種觀心法門的第一種
66
。 

此外，延壽在《宗鏡錄》中，也曾經對比提及三障與四魔
67
，這

                                                 
62 例如在《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 4 之中云：「若是業病，必須助以修福、

懺悔、轉讀」（《大正藏》46 卷，頁 506 中）。 

63 《大正藏》46 卷則說「具於事理，方懺三道」（頁 191 下）。 

64 《大正藏》48 卷，頁 906 下。 

65 將十二支緣起配合三道之說，早在《華嚴經》〈十地品〉之中已經可以發現。

也就是「此中無明愛取不斷，是煩惱道。行有不斷，是業道。餘分不斷，是

苦道。前後際分別滅，三道斷」的段落（《大正藏》10 卷，頁 194 中）。 

66 而延壽的天台宗十種觀心法門，乃指（一）觀心明三道，（二）觀心明三識，

（三）觀心三佛性……（十）觀心明三德等。其原文請參見《宗鏡錄》卷 90

（《大正藏》48 卷，頁 906 下~909 上）。 

67 《大正藏》48 卷中敘述「長沈三障，不出四魔。」（頁 611 下）。所謂「四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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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作法也已經出現在智顗《摩訶止觀》卷 5 上
68
，而上文也已提過在

延壽《萬善》一書中有採取《摩訶止觀》卷 2 上的文意之事，這兩

件事綜合考量的話，應該不難理解《摩訶止觀》對延壽的懺悔觀所

造成的影響力之大。換句話說，《宗鏡錄》中有關「三障」用語的典

據，幾乎都可以求諸天台法系的典籍。另外，談到「三障」的滅除

問題，早在《法華三昧懺儀》中就已明言
69
。 

附帶一提，關於「三障」的用語，若就延壽之前的懺儀、懺法

                                                                                                        
指的是引導眾生墮落惡道的四類惡魔，也就是指煩惱魔、陰魔（又名五眾

魔）、死魔、天子魔。《摩訶止觀》卷 5 上說：「四魔者，陰入正是陰魔；……

煩惱見慢是煩惱魔；病患是死因，名死魔；魔事是天子魔云云」（《大正藏》

46 卷，頁 50 中~下）。這種四魔之見解是智顗採用《大智度論》卷 68 之說（參

考：大野榮人〔1990〕〈佛教的“魔”的考察〉，《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

20，頁 419）。附帶一提，言及四魔的經典有《涅槃經》卷 2 等（《大正藏》

12，頁 373 下、頁 611 下）。 

   三障、四魔的表達方式，除了智顗的著作《四教義》、《四念處》之外，也

見載於天台宗祖師們的著作中，例如：荊溪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四明

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等。這件事實終究可以歸因於與天台宗的止觀行有

密切關聯之故。而且，若能好好地慚愧、懺悔的話，可以獲致「障而非障，……

初因於障，後致不障」的結果（《摩訶止觀》卷 8 下，《大正藏》46 卷，頁

113 中）。 

68 《大正藏》46 卷，頁 50 中。 

69 《大正藏》46 卷，頁 952 上。它的原文是「普為四恩三有及法界眾生，悉願

斷除三障，歸命懺悔」。而到了宋代，就一般而言，懺法中的「懺願法」演

變成多採取包含「斷除三障」這一用語的形式，其例有四明知禮（960~1028）

《大悲懺法》（《卍續藏》129 冊，頁 58 上）、慈雲遵式（964~1032）《往生淨

土懺願儀》（《大正藏》46 卷，頁 493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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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早已經可在善導的《法事讚》及《往生禮讚》，以及智昇《集

諸經禮懺儀》、圭峰宗密《圓覺經修證儀》等相關典籍中發現其蹤跡，

但是它們卻全都只單用「三障」的語詞，或是以「煩惱障、業障、

報障」的形態出現，而沒有加上任何說明
70
。雖然如此，由於智顗的

禮懺法門對於後世有極強烈的影響力
71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上

述諸典籍的三障說有可能是接受智顗的見解。 

 

②六根罪 

   談到懺悔六根罪的著作，就延壽而言，他在《宗鏡錄》
72
、《萬

善》
73
、《自行錄》

74
等書中有所談論。其中，特別明確地詳細敘述「六

根罪」內容的是《自行錄》的「第七十四件佛事」。 

提出六根罪、六根懺的典籍有《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以下，略

稱為《普賢觀經》）、《文殊悔過經》、《心地觀經》等佛典，其中特別

是《普賢觀經》極受重視，而且根據它的經文編纂成六根懺法的書

籍早在南北朝已經出現了，例如梁．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

                                                 
70 《卍續藏》128 冊，頁 19 下、頁 39 下。《卍續藏》128 冊，頁 45 上、頁 48

下等。《大正藏》47 卷，頁 459 下。《卍續藏》128 冊，頁 764 下、頁 772 下

等。 

71 例如七階禮懺的形式，顯然就是以智顗的規制作為範本（參考：井之口泰淳

〔1995〕頁 319 以下）。 

72 《大正藏》48 卷，頁 896 上。 

73 《大正藏》48 卷，頁 961 中、頁 966 上。 

74 《卍續藏》111 冊，頁 155 下、頁 161 下~163 上。此《自行錄》的「第七十

四件佛事」在文字上雖與智顗《法華三昧懺儀》有少許異同，但仍然可以明

確地說是引用智顗之說，其詳細對比，請參考《大正藏》46 卷，頁 95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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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2 中就記載「普賢六根懺悔法第九，出普賢觀經」
75
。其他，在

（甲）蕭子良（460~494）《淨住子淨行法門》和（乙）梁簡文帝蕭

綱（503~551）《六根懺文》、（丙）智顗（538~597）《法華三昧懺儀》、

（丁）慧沼（650~714）《勸發菩提心集》卷上等著述中，也都提及

六根懺
76
。當我們將（甲）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以下的三篇文

章中涉及六根懺的部分取出，而與《普賢觀經》的相關段落作對比

時，可以發現：（乙）梁簡文帝的文章全然是出自他個人的獨創性成

果，而（丙）智顗的《法華三昧懺儀》則是根據《普賢觀經》編製

所成
77
，至於（丁）慧沼在《勸發菩提心集》中的〈六根懺悔文〉則

是摘錄《普賢觀經》〈六根懺悔〉及〈自誓受戒法〉的部分，而沿襲

了經文中視懺悔為受菩薩戒、受六重法、受八重法的前方便的主張
78
。而（甲）蕭子良的著作雖然簡略，但是依然看得出來它的〈修理

六根門〉是源自《觀普賢行法經》
79
。進一步再將《自行錄》談論六

根的內容比較對照上述四篇文章的話，在文字異同方面較少見的是

                                                 
75 《大正藏》55 卷，頁 91 上。 

76（甲）文收錄於《廣弘明集》卷 27，（乙）文則收錄於同書卷 28，兩篇文章

的收錄頁數分別為《大正藏》52 卷，頁 306 中以下、頁 330 下以下。至於（丙）

文則收錄於《大正藏》46 卷，頁 952 上以下，而（丁）文係收錄於《大正藏》

45 卷，頁 382 下~383 下。 

77 《法華三昧懺儀》〈第七明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法〉的行間小注

說明如下：「下所說懺悔章句，多用普賢觀經意。若欲廣知懺悔方法，讀經

自見」（《大正藏》46 卷，頁 952 中）。 

78 慧沼之文，見《大正藏》45 卷，頁 382 下~383 下。《普賢觀經》之原文，則

見《大正藏》9 卷，頁 391 下~393 下。 

79 參考：鹽入良道〈文宣王蕭子良的《淨住子淨住法門》〉，《大正大學研究紀

要》46，頁 73~76，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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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三昧懺儀》，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延壽主要接受的是智顗之

說。 

那麼，話又說回來，到底天台宗為什麼提倡懺悔六根罪呢？談

到六根應該對治的是智顗《小止觀》〈第二明歷緣對境修止觀〉之「六

根門中修止觀」，其中已經詳細敘述智顗的見解
80
。而且，天台宗甚

至將它當作三昧法的一環而實地付諸實踐，並且把它組合於天台宗

的修行階位論之中
81
。對此，本稿無意深入論議，僅止於簡略說明天

台宗的結論。也就是說，天台宗六即位中的「四、相似即」乃相當

於五十二位說的「十信位」，若到達這一屬於內凡的最後境界的修行

者，就能夠斷絕塵沙惑、見思惑，而到達六根清淨位
82
。 

                                                 
80《大正藏》46 卷，頁 468 中~469 上。其原文的結論可以簡潔說明如下：「自上

依六根修止觀相，隨所意用而用之……行者若能於行住坐臥、見聞覺知等一

切處中修止觀者，當知是人真修摩訶衍道。」也就是說，智顗闡明了實踐具

五緣、訶五欲等二十五方便，進而敘述採用止觀的對治六根法，並視之為懺

悔所應具備的行法的一環（《大正藏》46 卷，頁 462 下以下）。這種主張一對

比智顗的《法華文句》等說法時，可以了解它終究是與源自六根的罪業、功

德密切相關。 

   另外，在宋．天台宗僧法真處咸《普賢觀經義疏》卷下中，他引用《首楞

嚴經》的見解，也就是：「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

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最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明確

了六根位居迷悟樞鍵的意義（《卍續藏》128 冊，頁 344 上~下）。 

81 例如在《摩訶止觀》卷 4 上敘述云：「六根清淨相似隣真，名近方便」。（《大

正藏》46 卷，頁 35 下）。而六根清淨在天台宗的修行階位論中，被列屬別教

十信位、圓教相似位。 

82 「得六根清淨，名相似即」的見解，也可見於《維摩玄疏》卷 2、《四教義》

卷 11（《大正藏》38 卷，頁 531 上~中；《大正藏》46 卷，頁 762 上~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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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一提，「六根清淨」之說屢屢可見於顯密諸多經論中，例如：

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卷 3（《大正藏》卷 3，頁 183 下~184 上）、

後秦．羅什譯《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及法師功德品〉（《大正藏》

9 卷，頁 51 上、頁 47 下）、唐．般若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6

（《大正藏》卷 3，頁 319 下~320 上）等等，而且智顗的師長慧思

（515~577）也實際證得「六根清淨位」的境界
83
，所以智顗之所以

重視淨化這「六根」之罪的原因，也可以由此略知一二吧！ 

而且，依據《自行錄》之說，因為六根所犯的罪業，可以藉由

念誦咒文、陀羅尼（例如：大悲咒、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等），以及

修行五悔法而得以滅除，但是這只是延壽自己的見解，筆者認為這

呈顯的是延壽與咒文、陀羅尼的關聯。詳情請參見後文「第三項、

誦咒」。 

 

③三世罪障 

   一如上述，懺悔原本主要是與出家者的布薩、自恣有關的儀式，

主要用於懺悔現在世的惡業。但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所

犯的罪障應該予以懺悔、滅除的「三世罪障」、「三世罪」之說，卻

早自南北朝以來，在《大涅槃經》等印度佛典以及早期的偽經、祖

                                                                                                        
外，在《法華文句》卷 10 上則敘述如下：「六根清淨人，初入十信位也」、「五

品即十信心，即是鐵輪六根清淨位也」（《大正藏》34 卷，頁 136 下）。 

83 慧思證得「十信鐵輪位」之說，參見：《續高僧傳》卷 17〈慧思傳〉（《大正

藏》50 卷，頁 563 中）、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7 之 4（《大正藏》46 卷，

頁 385 下）、士衡編《天台九祖傳》，《大正藏》51 卷，頁 99 上）等。據上述

諸書記載，慧思曾告訴弟子智顗或智斷，說他自己的修行境界僅只達到「十

信鐵輪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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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著作或注疏中都已經看得到，所以十世紀的延壽也在他的《宗

鏡錄》、《萬善》
84
中有所敘述。其中，《宗鏡錄》的相關段落如下： 

「又如無漏無集因，而能感佛也。故《智度論》云：譬如蓮華

在水，有已生、始生、未生者，若不得日光，翳死不疑。三世

善若不值佛，無由得成，惡亦如是。或以過去之罪今悉懺悔，

現造眾罪今亦懺悔，未來之罪，斷相續心，遮未來故，名之為

救。何者？過去造惡障，現善不得起，為除此惡，是故請佛；

又現在果苦報逼迫眾生，而求救護；又未來之惡與時相值，遮

令不起；故通用三世惡為機，應亦如是。或用過去慈悲為應，

故云：我本立誓願，欲令得此法。或用現在慈悲為應者，一切

天人阿脩羅皆應至此，為聽法故，未度令度也。」（《宗鏡錄》

卷 61，《大正藏》48 卷，頁 766 上） 

這段文字係引用智顗《法華玄義》卷 6 上之文（《大正藏》33 卷，

頁 747 下~748 上）。主要是用於回應具三世善惡的眾生之根機如何獲

得佛菩薩之感應的問題。而《萬善》之說則見於二處，主要的是該

書卷中敘述「懺三世罪」的部分，其原文為： 

「又菩薩晝夜六時常行三事，一、禮十方佛、懺三世罪，二、

隨喜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三、勸請諸佛初轉法輪及久住世

間。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若作諸善，悉皆迴向成

就菩提，免墜生滅。……」（《萬善》卷中，《大正藏》48 卷，

頁 979 下。下線為筆者所加） 

此段文字轉引自《大智度論》
85
，但是若對比二書，則不難發現其間

                                                 
84 《大正藏》48 卷，頁 979 下、頁 985 下。 

85 《大智度論》之原文如下：「復次，菩薩法，晝三時、夜三時常行三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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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差異，也就是說，《大智度論》之原文僅言懺「今世、過〔去〕

世」，然而延壽卻轉用「懺三世罪」表達，可見此說是延壽擴大解釋

的結果，並非原文之意
86
。而且文中始於禮佛的懺悔、隨喜、勸請等

項目，就是五悔法中的第一至三項內容，可以與延壽在《宗鏡錄》

卷 88（《大正藏》48 卷，頁 896 上）、《萬善》卷上（《大正藏》48

卷，頁 961 中）等處之說相比照。 

當然，延壽之後，在受戒的場合或舉行懺悔法會時，懺悔三世

罪障依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所以在此由現今中國佛教圈

所常用的經典中，擇取三則言及三世罪障的經文予以簡介。 

  第一則、《八十華嚴經》卷 40 中所載錄的著名的「略懺悔」文，

也就是「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一

切我今皆懺悔」之偈文
87
。文中的「無始」，就是從久遠的以前之意，

                                                                                                        
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禮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若過世，無量劫身

口意惡業罪，於十方現在佛前懺悔。願令滅除，不復更作。中暮夜三亦如是。

二者，念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及弟子眾所有功德，隨喜勸助。三者，勸請

現在十方諸佛初轉法輪。及請諸佛久住世間無量劫，度脫一切。菩薩行此三

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

第 13（卷第七），《大正藏》25 卷，頁 110 上。下線為筆者所加） 

另外，唐．澄觀撰《華嚴經疏》卷 27 則作「《智論》云：菩薩晝夜三時

各行三事，謂懺悔、勸請、隨喜。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大

正藏》35，頁 706 上~ 706 中）因此，若就文字之雷同程度來說，延壽之文

也有可能是間接引用澄觀《華嚴經疏》之說。 

86 另外，《萬善》卷下尚有一處提及「懺悔三世愆瑕」者，其主旨在於「若般

若未通，真心由昧，應須歸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愆瑕。」（《萬善》卷下，

《大正藏》48 卷，頁 985 下） 

87 《大正藏》10 卷，頁 84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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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僅包括「過去世」，就連「現在世」也涵攝在內。而且，這

則「略懺悔」文直到現在仍是華人僧侶所作晚課的一部分，也是安

排在「三歸依」之後必然念誦並藉以自省的短文
88
。 

  第二則、在三十卷本《佛名經》卷 2 中記載云： 

「弟子等從無始已來至于今日，積聚無明，障蔽心目。隨煩惱

性，造三世罪業。或耽染愛著，起於貪欲煩惱。或瞋恚忿怒，

懷害煩惱。……」（《大正藏》14 卷，頁 194 下）。 

這段《佛名經》的文句，其後被《慈悲水懺法》卷上吸收、活用，

組成其懺文的重要成分
89
。 

  第三則、是《決定毘尼經》卷 1 的文句： 

「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無始生死以來所作眾罪，若自作、

若教他作，……如是等處所作罪障，今皆懺悔。」（《大正藏》

12 卷，頁 39 上） 

這是組合成現今在中國佛教圈仍持續實踐的另一種晚課的《八十八

佛懺悔文》的一部分
90
。 

   上文第二則與第三則的「無始」之意，和第一則「略懺悔」的

相同。而且，就以懺悔儀式來看，智顗《法華三昧懺儀》中也以過

去及現在的二世所違犯的罪障為中心而進行懺悔
91
。另外，雖然不是

                                                 
88 《佛門必備課誦本》頁 59，台北：佛教出版社。 

89 參考：《大正藏》45 卷，頁 971 上。 

90 現今在中國佛教圈所實踐的晚課主要有二種，一種是持誦《阿彌陀經》，另

一種則是《八十八佛懺悔文》。 

91 如：《法華三昧懺儀》中云：「自憶此身已來及過去世所有惡業，生重慚愧，

禮佛懺悔。」《大正藏》46 卷，頁 9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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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儀，但是上文所介紹的《宗鏡錄》卷 61（《大正藏》48 卷，頁 766

上）所引用的《法華玄義》之文，在其中，智顗早已經出現了懺悔

三世罪障的說法
92
。但是，智顗本人其實卻另有「二世」之說，例如

他在《摩訶止觀》卷 4 上曾說：「若欲懺悔“二世”重障……當識順

流十心，明知過失；當運逆流十心，以為對治。此二十心通為諸懺

之本」
93
，可知智顗自己就主張有三世與二世兩說。而且，由於《法

華玄義》與《摩訶止觀》這兩部的講說時代幾乎相同
94
，所以若想藉

以解讀智顗見解上的變化，也就是說他的二世說、三世說之間的思

想發展或變化，是頗為困難的事。而我們也無法在延壽的著作中發

現談「二世」罪障之文，毋寧可說延壽所論述的懺悔的時間寬度確

實是著眼於「三世」。 

話又說回來，延壽之所以提倡懺悔的可能因素，除了是為滅除

上述的三世罪障之外，另外，把懺悔的實踐當作修行助力之一也應

該可以列舉在內，例如《宗鏡錄》卷 23 中說： 

「入等覺位，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煙，尚須懺悔。」
95
（《大

                                                 
92 《大正藏》33 卷，頁 747 下以下。 

93 《大正藏》46 卷，頁 39 下。 

94 佐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頁 58~59、頁 303~305。 

95 除了上述《宗鏡錄》卷 23 之說之外，也請參考《萬善》卷上（《大正藏》48

卷，頁 966 上）、隋．天台智顗說、門人灌頂錄《金光明經文句》卷 3，《大

正藏》39 卷，頁 60 中）。而智顗之見解如下：「十住已去乃至等覺已來，秖

如十四日月，非十五日月，匡郭未圓，光未頓足，闇未頓盡，應須懺悔，滅

除業障。」（《大正藏》39 卷，頁 60 中）。 

另外，所謂「正助兼懺」，它的解釋有二種可能性，一種是指普通的八

正道、三十七助道品以及懺悔法門，另一種則是見載於智顗《金光明經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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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藏》48 卷，頁 544 上） 

而《萬善》也說： 

「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
96
，正助兼懺，證此一心。」（《大正

藏》48 卷，頁 966 中） 

「須於淨處嚴建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

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盡智明。」（《大正藏》48 卷，

頁 966 上） 

上述諸說都和延壽的「唯佛一人持淨戒」之見解相關聯
97
。也就是說，

除了佛陀以外，任何人所持守的戒行都不能算是清淨的，所以眾生

全都應該懺悔。 

 進一步延壽又說： 

「法身菩薩尚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萬善》卷

上，《大正藏》48 卷，頁 966 上） 

「且登地入位，尚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談虚而拱手。」（《萬

                                                                                                        
的解釋。也就是正道懺悔及助道懺悔。《金光明經文句》的原文如下：「明懺

悔法者，法為二種：一正法，二助法。正法者，即是觀法性之慧也。……助

道懺悔者，若純用正懺，亦不須助。若正道闇昧不明了者，修助以助之。……

略言勤用身口意而為助也，身謂旋禮，口謂讀誦，心謂策觀，而助開門」（《大

正藏》39 卷，頁 59 下）。筆者推測延壽所說應當意在後者。也就是說，因為

筆者認為延壽遵循智顗見解的可能性相當高。 

96 所謂「二淨」，延壽意指體性淨、方便淨。請參考其《萬善同歸集》卷上，《大

正藏》48 卷，頁 966 中。 

97 連智顗《金光明經文句》中也可發現其蹤跡（同上，頁 9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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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卷上，《大正藏》48、頁 966 上） 

也就是說延壽認為充滿罪障的我們這些凡夫，若不懺悔的話，惡業

與無明煩惱將原封不動地殘存，難以獲得證悟，又怎能不學習法身

菩薩、登地入位的聖人勤求懺悔。因此，實踐懺悔法門就變成洗滌

身心垢障的修行助力之一。 

 

 

2、延壽的懺悔方法 

 若將延壽的懺悔方法大致區別的話，可以區分為①事懺，和②

理懺。其中，所謂①事懺，若以與延壽有關者而言，指的是第一項

法華懺，第二項修行五悔法，第三項誦咒。所謂②理懺，意謂實踐

無生懺。以下從①事懺開始探討。 

 

   ①關於事懺  

第一項、法華懺 

 提出法華懺的延壽之著作是《萬善》、《自行錄》
98
。另外，延

壽實踐法華懺法的記載，首先見於宋．王古《新修往生傳》，之後在

天台宗法系中傾向於淨土門的著作裡都有所觸及，例如；宗曉《法

華經顯應錄》、同《樂邦文類》、宗鑑《釋門正統》
99
等書，而宗派屬

                                                 
98 《大正藏》48 卷，頁 963 下、頁 964 上、頁 964 下、頁 965 下。《卍續藏》

111 冊，頁 154 下。 

99 森江俊孝〈關於延壽與天台德韶的相見〉說：「延壽似乎修行法華懺法，這

件事特別是在淨土系傳記中受到強調」（《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3 卷第②

號，頁 154）。但是森江氏所說的「淨土系傳記」，假如根據那些書的著者的

宗派加以分類的話，筆者認為還不如視為屬於天台宗要來得更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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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禪宗的曇秀《人天寶鑑》也有相同的記載。不過，最早為延壽作

傳的贊寧《宋高僧傳》卷 28（988A.D.成書）卻記載為「行方等懺」

（《大正藏》50 卷，頁 887 中），關於這二種懺法的異同問題，從結

果簡要來說，「這兩種懺法由全體構造來看的話，幾乎可以等同視

之」。其中論證，則請參考筆者另一篇文稿100。 

所謂法華懺法，指以《法華三昧懺儀》為根據的有關「法華三

昧」之懺法。它的實踐步驟是，前方便終了，入道場之後具足十法。

所謂十法，即（1）嚴淨道場、（2）淨身、（3）三業供養、（4）奉請

三寶、（5）讚歎三寶、（6）禮佛、（7）懺悔、（8）行道遶旋、（9）

誦《法華經》、（10）思惟一實境界
101
。 

上述十法當中，在延壽的著作群中特別提及的是入道場和懺

悔。重視「道場」的是《萬善》與《觀心玄樞》
102
，其相關語詞有

「懺堂」
103
。然而，對於十法當中的「嚴淨道場」（即莊飾莊嚴實際

修行場所的「道場」)，延壽並未論及其具體方法，這或許是因為並

無另創新說的必要。所以，延壽他主要的關心終究還是朝向「懺悔」，

                                                 
100 認為方等懺法和法華懺法可以等同看待的是日本學者小林正美（參考：氏著

〈智顗的懺法思想〉，收錄於氏著《六朝佛教思想研究》頁 360，東京：創文

社，1993 年），而經筆者對比、論證延壽諸說，亦能同意其說。請參考拙文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刊載於《法光學壇》第 5 期，頁 70 之腳註 23，2001

年）。 

101 《大正藏》46 卷，頁 950 上。 

102 《大正藏》48 卷，頁 961 中、頁 966 上、頁 989 下。《卍續藏》114 冊，頁

854 上~下。而且，關於「道場」之意，在智顗《摩訶止觀》中說「即清淨境

界也」（《大正藏》46 卷，頁 13 下）。 

103 《大正藏》48 卷，頁 9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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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懺六根」及「修行五悔」。 

關於「懺六根」，請參考上文四之（二）之 1 的②「關於六根

罪」。 

 

第二項、五悔法 

所謂五悔，指的是依照五種悔過的步驟而修行滅罪的法門，即

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這五悔法是懺儀中頗受重視的部

分。而若省略「發願」，則成為「四悔」法。談到五悔的漢譯經論，

有《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十住毘婆沙論》等典籍104。而且，就

中國而言，論述五悔之僧俗著述比談及四悔者更為豐富，例如在天

台宗智顗之前的有《菩薩五法懺悔文》105、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

門》
106
等，在智顗之後也有三論宗吉藏撰《法華玄論》（《大正藏》

34 卷，頁 445 上）、淨土宗善導《往生禮讚》、華嚴宗澄觀撰《華嚴

經疏》（《大正藏》35 卷，頁 706 上）等
107
，所以可說是跨越宗派藩

籬，廣受矚目。而見載於《宗鏡錄》、《萬善》卷上的延壽「五悔」

                                                 
104 關於涉及五悔的經典，請參考：大野法道《大乘戒經研究》。另外，關於五

悔思想的起源，在淨源《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及佐藤哲英〈有關西方懺

悔法的研究〉中各有見解。 

105 《菩薩五法懺悔文》一卷，是蕭梁時期中國人的著作，在懺悔的項目中談到

犯四重、六重、八重等問題，而在發願的項目中則談往生兜率的彌勒信仰。 

106 特別是在《淨住子淨行法門》一書中，呈現出重視五悔順序的體裁（鹽入良

道〈文宣王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頁 78 以下）。 

107 福原隆善氏敘述如下：「五悔思想，對於智顗而言，他把五悔作為闡明一心

三諦觀門的實踐法，相對於此，善導的五悔思想則是把五悔定位為為了歸依

阿彌陀佛的實踐法」（參見：〈五悔思想的開展〉、《天台學報》22，頁 121，

1980 年。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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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共有三個段落
108
，其原文如下： 

第一段落：「台教據《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依圓教立五品

位：第一品，初發一念信解心。第二品，加讀誦。第三品，

加說法。第四品，兼行六度。第五品，正行六度。從初品，

須依靜處建立道場，於六時中行四三昧，懺六根罪，修習五

悔。五悔者，一懺悔，破大惡業罪。二勸請，破謗法罪。三

隨喜，破嫉妒罪。四迴向，破諸有罪。五發願，順空無相願，

所得功德不可限量，譬算校計亦不能說。若能勤行五悔方

便，助開觀門，一心三諦，豁爾開明。如臨淨鏡，遍了諸色。

一念心中，圓解成就。不加功力，任運分明。正信堅固，無

能移動，此名深信隨喜心，即初品弟子位也。〈分別功德品〉

云：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義趣，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

能起如來無上之慧。乃至若聞是經而不毀呰，起隨喜心，當

知已為深信解相。即初品文也。 

以圓解觀心，修行五悔，更加讀誦，善言妙義與心相會，

如膏助火，是時心觀益明，名第二品也。《經》云：何況讀

誦受持之者，斯人則為頂戴如來。 

又以增品信心修行五悔，更加說法，轉其內解，導利前

人。以曠濟故，化功歸己，心更一轉，倍勝於前，名第三品

也。《經》云：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

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養眾僧。 

又以增進心修行五悔，兼修六度，福德力故，倍助觀心，

                                                 
108 參見：《宗鏡錄》（《大正藏》48 卷，頁 896 上）、《萬善》（《大正藏》48 卷，

頁 965 下、頁 992 下以下）、《自行錄》（《卍續藏》111 冊，頁 1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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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重深進，名第四品也。《經》云：況復有人能持是經，

兼行六度，其德最勝，無量無邊，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四維

上下無量無邊，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疾至一切種智。 

又以此心修行五悔，正修六度，自行化他，事理具足，

心觀無礙，轉勝於前，不可比喻，名第五品也。」（《宗鏡錄》

卷 88，《大正藏》48，頁 896 上~ 896 中） 

其中之段落，即「台教據《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依圓教立五品位：

第一品，初發一念信解心。第二品，加讀誦。第三品，加說法。第

四品，兼行六度。第五品，正行六度。從初品，須依靜處建立道場，

於六時中行四三昧，懺六根罪，修習五悔。」（《宗鏡錄》卷 88，《大

正藏》48 卷，頁 896 上 6~11）之文，雖非引用智顗《摩訶止觀》之

原文，但經對比，可判定應為取自《摩訶止觀》卷 7 下之意者（參

見《大正藏》46，頁 98 下~99 上）。 

又，上文中之另一段長文，即「順空無相願。所得功德不可限

量。譬算校計亦不能說。……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宗鏡錄》卷 88，《大正藏》48，頁 896 上 13~ 896 中 13）的

段落，雖然有文字上的些許異同，但是毫無疑問地的確是引用《摩

訶止觀》卷 7 下之文（《大正藏》46，頁 98 下 16~ 99 上 13）。 

第二段落：「《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

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悔，懺六根罪。入觀行即，

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加，真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

可階。」（《萬善》卷上，《大正藏》48，頁 961 中） 

此一段落之意，與上述《宗鏡錄》卷 88（《大正藏》48，頁 89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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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之意相近
109
，可互相參考。而且延壽也明言採自《止觀》之

說，因此毫無疑問地可說是受智顗的影響。 

第三段落：「《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為一

切眾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

（《萬善》卷上，《大正藏》48，頁 965 下） 

筆者按：此乃取意文，應出自《十住毘婆沙論》卷 5~卷 6（《大正藏》

26，頁 45 中~47 中）。 

由上述三段落來看，延壽談修行五悔的主要內容應是第一段

落，而第一段落幾乎可說是全盤引用《摩訶止觀》之說，因此我們

很明確地可以理解延壽對五悔的見解，主要是受到天台智顗的影響
110
。 

另外，延壽雖然在《自行錄》中並未明言「五悔」，但他在第七

十四件佛事至第七十九件佛事卻分別處理懺悔、勸請、隨喜、迴向、

發願（《卍續藏》111 冊，頁 160~162），這五項合起來就是「五悔」

的內容，而且其中所說極其類似《法華三昧懺儀》（參見《大正藏》

46，頁 953 中）。所以，綜合上述而言，我們可以判定延壽的「五悔」

說主要是受到智顗的影響。 

 

                                                 
109 筆者按：所指陳的是下述之文：「台教據《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依圓教立

五品位：第一品，初發一念信解心。第二品，加讀誦。第三品，加說法。第

四品，兼行六度。第五品，正行六度。從初品，須依靜處建立道場，於六時

中行四三昧，懺六根罪，修習五悔。」（《宗鏡錄》卷 88，《大正藏》48，頁

896 上 6~11） 

110 《大正藏》48 卷，頁 896 上。《大正藏》46 卷，頁 9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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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誦咒 

 談到延壽唱誦咒文而藉以懺悔之事，若依據《自行錄》中的記

載，可知付諸實踐的咒文是「大悲咒」和與「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
111
。 

 首先，大悲咒是以《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

陀羅尼經》為典據，而造立雕刻有這咒文的經幢在唐代時期已經很

盛行
112
。然而，將這咒文編入懺儀的是隋．天台智顗的《請觀音懺

法》
113
，但是智顗認為它的目的在於消除十惡業。也就是說，智顗

尚未把這咒文和「懺六根罪」相連結。時代推移至北宋時代，慈雲

遵式（964～1032）重編智顗的《請觀音懺法》，而編纂成《請觀世

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在這部儀軌的「第七誦三咒」的偈

文「願救我苦厄……云云」的行間小注中說「言苦厄者，六根患也」
114
。但是，慈雲遵式是比延壽（904 ｰ 976）的時代晚半世紀左右的人

物，所以筆者認為利用大悲咒以滅除「六根罪」的第一位修行者應

該是延壽
115
。 

其次，佛頂尊勝陀羅尼是《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記》所重

視的咒文
116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以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在唐代時期

                                                 
111 《卍續藏》111 冊，頁 155 下。 

112 《觀音經事典》頁 160 下，柏書房，1995 年一刷。 

113 《國清百錄》卷 1，《大正藏》46 卷，頁 795 中~下。 

114 《大正藏》46 卷，頁 971 上。 

115 經文中並未談到六根罪的滅除問題。其原文為「今誦大悲陀羅尼時，十方師

即來，為作證明，一切罪障悉皆消滅」（《大正藏》20 卷，頁 107 上）。 

116 《大正藏》19 卷，頁 387 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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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傳播，頗受尊信
117
，它的經幢銘文有許多殘存在金石文中。依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載，可知這部經與陀羅尼大約尚有 110 部

左右殘留在敦煌文獻中
118
。另外，在斯坦因的蒐集中，這部經典及

陀羅尼合計有 49 部
119
。由上述諸事可以看出唐代時期對這部經典及

陀羅尼的信仰之盛行情況。再說到即使在延壽所活躍的吳越國，也

興建了許多彫刻有這部經典的經幢
120
。但是，對於這部經典及陀羅

尼，延壽在《宗鏡錄》與《萬善》二書中，即連隻字片語也未提及。

另外，由於「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是補足佛陀波利（生卒年不詳）

所翻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中所脫漏的咒文，所以，被稱為「佛

頂尊勝陀羅尼加字具足本」
121
。延壽雖然在《自行錄》的第十件佛

事之中談到這部陀羅尼，然而他並沒有記載陀羅尼的全文。《自行錄》

第十件佛事的原文如下： 

「第十、常六時誦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普為法界一切眾生懺

六根所作一切罪。」（《卍續藏》111 冊，頁 155 下） 

在此，筆者僅列舉二件應該注意的事項。其中的第一件是延壽所相

信的是「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而非「佛頂尊勝陀羅尼」。另一件

                                                 
117 唐代天寶五年（746）以後，尊勝陀羅尼經幢屢屢興建。參考：下中彌三郎

《書道全集》第十卷〈年表〉的頁 209、頁 198、頁 192（東京：平凡社，1956

年初版）。 

118 三崎良周《台密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 年一刷。 

119 藤枝晃〔1957〕〈斯坦因蒐集品中的《佛頂尊勝陀羅尼》〉，《書誌學論集》頁

403，東京：平凡社。 

120 參考：阮元《兩浙金石志》卷 4。 

121 《大正藏》19 卷，頁 38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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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這首「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與「懺六根」之間的關聯，在前

後多達九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

記》之中絲毫未見蹤跡。 

總而言之，對這首「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的信仰是從唐代以

來已經極其興盛，所以甚至也有靈驗記的撰著，然而經典的原文並

未將這首陀羅尼與「懺六根」相連結，所以主張誦加句佛頂尊勝陀

羅尼可以懺六根罪的是始於延壽。 

 

②關於理懺 

 在延壽現存的著作群中，找不到「理懺」的語詞，而只有「無

生懺」的語例
122
。而且，所能見到的語例是，他在《宗鏡錄》中所

引用的《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的「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
123
，

以及「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

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
124
的段落。其中，《望月佛教

大辭典》把前者視為「理懺」（也稱為觀察實相懺悔）的好例子，而

把後者當作「無生懺」（也稱作觀無生懺悔）的實例，予以引用、說

明
125
。 

 但是，《萬善》之中說：「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

行事懺」
126
，這兩句話一如先前所言，正是採自《摩訶止觀》卷 2

                                                 
122 《大正藏》48 卷，頁 592 下（《宗鏡錄》）。《卍續藏》111 冊，頁 134 上（《心

賦註》），頁 157 下（《自行錄》）。 

123 《大正藏》9 卷，頁 393 中。 

124 《大正藏》9 卷，頁 392 下。《大正藏》48 卷，頁 592 下。 

125 《望月佛教大辭典》2 冊，頁 1494 下。 

126 《大正藏》48 卷，頁 96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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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取意文，其原文如下： 

「於三道而論懺悔，事懺懺苦道業道，理懺懺煩惱道。」
127

 

一對比兩段文句，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來，《萬善》中所提出的「理」

就是「理懺」的省略語。 

總而言之，基本上說來，我們可以說延壽有關「理懺」的主張是

承襲智顗以及《普賢觀經》的見解。  

 

五、結語 
 從上文所述來看，我們可以簡要地作出以下的結論： 

①在延壽的現存的著作群中，「懺悔」以及其相關用語的用例

僅只可見數十箇而已。而且，這些用例幾乎只是散見於各問答，並

沒有以一個主題專門處理。尤其《宗鏡錄》是以「心」作為論議中

心的著作，所以延壽可能因此而沒有意識到將懺悔的問題當作重要

主題也說不定。但是，不論如何，編纂《宗鏡錄》時期的延壽並未

將他的關心焦點朝向「懺悔」及「懺悔法門」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即使連在他唯一一部與戒法有關的著作──《受菩薩戒法》

之中，雖然三次提及「懺悔」，但是也並沒有特別強調「懺悔」的重

要性。 

 ②延壽對懺悔的見解，受到天台宗，尤其是智顗的懺悔說的強

烈影響。這件事以《宗鏡錄》為始，在《萬善》、《觀心玄樞》等著

作中表現得極明顯。而且，時代早於延壽的許多佛教學者們早就著

手編纂、實踐各式各樣的懺法、懺儀了，然而延壽情所獨鍾的仍是

                                                 
127 《大正藏》46 卷，頁 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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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系統的懺法、懺儀。 

 ③再就延壽所引用的典據來看，他最愛引用的是智顗的著作。

另外，若就漢譯經典而言，他引用的頻率最高的就是《觀普賢菩薩

行法經》。在該經經文中，延壽特別重視的段落是：「我心自空，罪

福無主，一切諸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大正藏》

48 卷，頁 593 下），以及「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名大懺悔」（《大

正藏》48 卷，頁 897 上）。這部《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所說的懺悔

法內容，是遵循普賢菩薩的教示，稱名禮拜釋迦牟尼佛、東方善德

佛等十方佛，再依空觀而祈願六根清淨等
128
。附帶一提，延壽所引

用的這部經典的段落，也經常是智顗所屢屢引用、所重視的，特別

是在智顗的《法華三昧懺儀》中常見引用
129
。而且，若將《宗鏡錄》

與《萬善》的引用狀況合併來看，從這部經典中，延壽至少也引用

了八次之多
130
。而且所引用的內容，例如「禮十方佛」、「觀察實相

懺悔」等等，毫無疑問地對延壽的懺悔說有強烈的影響力。 

   ④應該實踐懺悔的主體理所當然地是凡夫，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以天台宗的修行階位說而言，從圓教八位中的最初外凡之觀

行即──「五品弟子位」直到分證即的「等覺位」，全部都列入應該

實踐懺悔的人之中。例如即使達到等覺位，這是因為連等覺位也依

                                                 
128 大野法道《大乘戒經研究》頁 130。 

129 例如《摩訶止觀》卷 2 上（《大正藏》46 卷，頁 14 上)、《觀心論疏》（《大正

藏》46 卷，頁 603 上~中）等等。又，關於智顗引用《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的詳細情形，可以參考由木義文〔1974〕〈智顗與普賢觀經〉（《印度學佛教

學研究》第 23 卷第①號）。 

130 例如：《大正藏》48 卷，頁 476 中、頁 501 中、頁 547 下、頁 592 下 18~19、

頁 592 下 26~593 上、頁 648 中、頁 963 上、頁 96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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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殘留有少許的無明之故。而這一理解並不是延壽的獨創性見解，

而是他繼承智顗《四教義》之說。 

 ⑤關於懺悔的實踐方法，延壽提出事懺、理懺（無生懺）之說。

其中，延壽所說的實踐事懺的具體方法是在「道場」（或懺堂）進行

「懺六根罪」、「修行五悔」，而理懺（無生懺）則是觀罪福的本質，

這是源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的作法。另外，將誦咒當作懺六根

的方法，則始於延壽。 

最後，再提出應注意的一點。那就是，有將《三時繫念佛事》

與《三時繫念儀軌》這兩部書物誤認是延壽的著作，而有彌陀懺儀

是由延壽加以儀禮化的主張，這一主張應該修正
131
。 

                                                 
131 佐藤哲英〔1972〕〈俊芿律師帶回日本的天台文獻〉（石田充之《鎌倉佛教成

立の研究・俊芿律師》頁 140，京都：法藏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