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門學報》第 18 期 / 2003 年 11 月                                               第 1 頁，共 25 頁 

論文 / 明代佛教孝道觀──以《目連救母勸善戲文》為例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論明代佛教孝道觀  
──以《目連救母勸善戲文》為例  

 

王月秀  

輔仁大學中研所碩士生  

   

提要：印度佛教傳入中土，始與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矛盾、衝突，爾後隨著佛教積極變身的入

境隨俗，兩種異質的文化甫開展交流、調和的局面。至宋明之際，儒、釋、道三教已從「共

容」提昇至「共融」的階段，三教互為補益之說，漸為世人所接受。若欲瞭解明代佛教孝道

觀，則可品讀參閱明‧鄭之珍所編的《目連救母勸善戲文》。此劇本，雖是坊間藝人依為演

唱發揮的憑據，其中所蘊涵的微言大義，卻可堪稱是一面反映明代佛教孝道觀、以及濃縮當

時三教融和特點的鏡子。因此，本文擇以鄭本《戲文》為例，希冀闡明箇中所欲彰顯的孝道

觀，進而檢視、釐測佛教孝道觀「中國化」至明代，歷經糅雜中國文化的元素後，其質的與

相貌蛻變的程度。 

關鍵詞：佛教  中國化  儒家  孝道  倫理  《目連救母勸善戲文》 

 

一、 前言 

  有關中國佛教孝道觀，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原因在於中國佛教原屬於外來的印度文化，

其教義思想、儀軌制度、戒律規範……等，皆與中國傳統思想、傳統禮教有別，會產生矛盾、

衝突，有其必然性。然而，當佛教被冠以「中國」二字的稱銜時，即表示與中國文化有所交

會、融和，有著「中國化」的傾向與活動。想當然地，其「化」的程度與內容，隨著時代的

變遷與主流思潮的替換而有不同。若要從中加以釐測、分析其「變」與「不變」的成分，恐

是一椿艱難的任務。 

  是故，當論及明代佛教孝道觀，即意謂在探討佛教孝道觀「中國化」至明代的程度及樣

貌。這又得牽涉到明代佛教孝道觀「中國化」的內容是什麼？由於「化」的問題，常抽象的

難以言說，因此本文選取明代萬曆年間鄭之珍（約一五一八－一五九五年）所編的《目連救

母勸善戲文》[註 1]為例，較具象的闡明明代佛教孝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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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許多典籍與管道，皆可藉以闡明明代佛教孝道觀，為何本文要以屬於劇本性質

的鄭本《戲文》為題例呢？理由有三： 

  其一，戲曲反映時代人生。民間戲曲舉凡通俗詼諧而贏得民心，或迴腸盪氣得牽動世人

的情感世界，其劇情內容為了與觀賞者產生共鳴，往往真實反映人生百態、社會文化、民俗

風情，以及整個大時代的思潮。 

  其二，鄭本《戲文》於民間表演藝術中佔有一定的份量。鄭之珍是一位在中國戲曲史上

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劇作家，其《戲文》係以流行於民間的原《目連傳》演出本基礎上刪節改

編而成[註 2]，可謂為目前唯一僅見的最古老的目連戲劇本[註 3]。鄭本《戲文》在民間舞台上

歷久不衰，扣緊並聯繫明代以來中、下層社會的人心，不僅影響許多大劇種，並且被專家學

者們公認是確立《目連戲》劇種的一塊重要基石。[註 4]因此，鄭本《戲文》有一定的時代價

值，不可輕忽。 

  其三，鄭本《戲文》恰切可作為闡明明代佛教孝道觀的題例。鄭本《戲文》雖是坊間藝

人依為演唱發揮的憑據，其中所蘊涵的微言大義，卻可堪稱是一面反映明代佛教孝道觀，以

及濃縮當時三教融和特點的鏡子。此外，鄭本《戲文》雖以目連救母孝道故事為骨架，然而

若取之與中國初期佛教所流傳的目連故事雛形相較，則可明顯覺察明代佛教孝道觀中國化的

程度與內涵。 

  由上述三點可知，若能剖析鄭本《戲文》中所彰顯的孝道倫理，則可印證明代佛教孝道

觀的要義，以致能進而檢視、釐測那歷經中國化、糅雜著中國文化元素的明代佛教孝道觀，

其質地與相貌蛻變的程度。 

二、明代佛教孝道觀「變」與「不變」的溯源 

  明代佛教孝道觀，從某一角度而言，是由「變」與「不變」的成分組合而成。所謂「變」，

即指佛教孝道觀中國化的部分；所謂「不變」，即指歷經時代思潮的淘鍊，卻恒久留存、屬

於佛教孝道觀精髓本色的部分。若要考察「變」與「不變」，以知明代佛教孝道觀的全貌，

則必須溯源，對中、印孝道觀有一基本的認知，才能明瞭佛教孝道觀為應機說法而「中國化」

的來龍去脈。 

(一)中國孝道觀  

  主要指儒家孝道觀。儒家積極入世，是中國文化的主流思想，其道德倫理的核心即是孝

道。儒家孝道貫穿家庭與國家，不僅影響中國家庭倫理，甚至國家的盛衰更替亦與之有關係。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儒家孝道觀的內涵亦不盡相同。本文為較精準釐測儒家孝道觀對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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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觀影響的成份，於是將儒家孝道觀依位於不同時代所蘊涵的的不同特質，而區分為三個

階段。從中，可見儒家孝道觀的演變內涵。 

  1.先秦儒家孝道觀 先秦儒家孝道觀，如實反映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之中。其孝道的內涵，

很單純地活動在家庭倫理的血緣關係裡，重視孝養父母為其特色。如《詩經‧谷風之什‧蓼

莪》： 

  

蓼蓼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勞。……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顧我復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註 5] 

  

又如《論語‧學而》云：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 6] 

  

這兩段引文，皆在歌頌父母養育恩德的偉大，身為子女切要懂得報答父母恩。《孝經‧三才

章》卷三第七並言：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行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註 7] 

  

由上可知，先秦儒家所強調的孝道，除了宣揚勿忘父母恩之外，更強調孝道是天經地義的行

為準則，世人應當從之。此外，關於行法，儒家認為父母生前，要恭敬奉養之；父母逝後，

要厚葬以報父母恩。這皆顯現儒家孝道觀。  

  2.「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 先秦儒家孝道觀會演變至「忠」、「孝」結合的

倫理關係，關鍵人物在於漢代輔佐君王的董仲舒，依其天的哲學[註 8]而提出「三綱五常」

[註 9]之說，正式將子對父的孝，移位至臣對君的必忠必孝，並對忠、孝注入絕對服從的義涵，

意謂「君要臣死，臣不死不忠；父要子亡，子不亡不孝」。董仲舒之見，為漢代及之後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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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服而加以採用，成為治國的方策。因此，這即表示，自董仲舒起，孝道的對象已從家庭

的單純血緣關係，擴展至國家，而其孝道的內涵，亦由天經地義、子女孝養父母的家庭倫理

道德，延伸至「臣必忠君」的絕對君臣關係，致使「忠」、「孝」成為家庭和社會道德的兩

大支柱。要之，「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強化子女對父母必須絕對服從，具有上下

尊卑的倫理關係。例如在發現父母有「不義」之舉時，就先秦儒家孝道觀而言，將會予以諍

諫，並認為若盲目服從父母的命令，非屬孝行，然而就「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而

言，身為子女則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父母，儘管父母有過，身為子女亦不得勸諫與違背命令，

甚至不能告知他人。 

  3.「忠」、「孝」、「節」、「義」結合的儒家孝道觀 這是漢代「忠」、「孝」結合

的儒家孝道觀，演變至宋代以後的情形，尤盛於明代之際。意謂儒家孝道觀除了結合臣必忠

君、子必孝父的絕對倫理道德之外，還蘊涵烈女不事二夫、忠臣不事二主的「節」，以及講

究恩怨分明的「義」。考察儒家孝道觀會如此隨著時代思潮，而更與綱常名教緊密靠攏的原

因，在於宋代以後，上位君王及官方為了更加鞏固民心，以穩定龐大國家的社會秩序，於是

將「節」、「義」等倫理道德加諸予「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並藉由民間文學的

傳播、教育的薰陶來上下風行。這可從宋話本、元雜劇、明傳奇等民間文學，身負曉以大義、

教化載道功能的職責中明顯可見。 

  要之，中國孝道觀，主以儒家孝道觀為代表。而儒家孝道觀隨著時代思潮，而有不同層

次的道德內涵。舉凡結合「忠」、結合「節」、結合「義」後的儒家孝道觀，其「忠」、「節」、

「義」的義涵，皆與先秦儒家思惟所認知的不同。諸如先秦儒家的「忠」，是曾參「為人謀

而不忠乎」的「忠」，也是孔子一以貫之「忠恕之道」的「忠」，然而「忠」演變至後來，

卻成上下絕對從屬的倫理觀念。又如先秦儒家的「義」，原指側隱之心的合理行為，演變至

後來，卻成了朋黨之間的義氣……因此，吾人在釐測明代佛教孝道觀「中國化」的程度與內

涵時，應先對於以「中國化」的儒家孝道觀那隨時代而層層改變的道德內涵有基本認知。亦

即儒家孝道觀演變至後來，已非像先秦儒家孝道觀那單純指涉人與人之間的相對深淺關係，

而是轉化為上下尊卑的絕對從屬關係，成為與政治結合、具有載道意義的工具。 

(二)印度佛教孝道觀  

  孝道於印度佛教，並未提出來特別強調。在甫傳入頗重視孝道的中土時，為了應機施教，

避免矛盾、衝突，中國初期佛教約在孝道觀上作了三點補強：其一，大量翻譯談論有關孝道

的佛經，諸如《佛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註 10]、《佛說善生子經》[註 11]、《佛說孝子經》

[註 12]等；其二，著寫有關孝道的佛經；其三，從理論上對佛教孝道觀進行辯護。[註 13]然而

佛教基於異質異域的文化關係，諸如對「孝」本身的理解、「孝」的具體內容、「孝」的實

踐等等，皆與中國儒家孝道觀有顯著的不同。而印度佛教倫理道德雖有談及忠、孝、節、義，

卻與儒家後來結合「忠」、「孝」、「節」、「義」的孝道觀的內涵不同。茲舉三部佛經譯

文以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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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失譯《佛滅度後棺斂葬送經》云： 

  

夫酒者，令君不仁，臣不忠，親不義，子不孝，婦人奢婬，厥失三十有六。亡國破家。

靡不由茲。[註 14] 

  

  其二，不載譯人附東晉譯《般泥洹經》云： 

  

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良，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 [註 15] 

  

  其三，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云： 

  

王夢見……欲使萬民改行，守善持戒，畏懼天地，不入惡道，貞廉自守，一妻一婦，

慈心不怒。……邊國當忠孝，尊敬長老，信樂佛道，給施明經道士，念報反復。[註 16] 

  

以上三段譯文，皆證明佛教道德倫理本有忠、孝、節、義的思想，然而若加以考察，則可知

其義涵與先秦儒家孝道觀相似，而與後來成為官僚政治手段的儒家孝道觀的「忠」、「孝」、

「節」、「義」的內涵不同。  

  究其儒、佛孝道觀差異原因，在於佛教結合輪迴、解脫的思想，認為三界猶如火宅，須

得念茲在茲的精進修行，以脫離苦海淵藪，因此佛教極欲勸人要解脫煩惱，出「小家」入「大

家」。而對於孝道觀，佛教亦提倡要將孝養父母的「小孝」，轉化為要救度父母及一切有情

眾生的「大孝」。諸如父母在世時，不僅要有供養父母的行法，尚須以佛法化導，讓父母行

善去惡，奉持三寶，修行佛道，從而獲得徹底解脫，永不受六道輪迴之苦，而在父母過逝後，

身為子女還須為當世、甚至普及七世的父母超度。此外，身為子女，於日常中可多誦讀佛經，

而將功德迴向給父母，甚至若能步上出家一路，則更能福慧自己累世累劫的父母及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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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可知，中、印孝道觀的宗旨，雖皆可用「報恩」二字概括之，然而二者重視孝道的

程度、對於「報恩」所側重的內容與行法皆有很大的差距。茲舉例說明儒家對佛教不認同之

處，以明佛教孝道觀積極走上「中國化」的原因： 

  《孝經‧開宗明義章》認為：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孝之始也。[註 17] 

  

  《呂氏春秋‧孝行覽》亦云：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殺。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

而不游，道而不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註 18] 

  

儒家極其重視身體髮膚的完整，一根一毛，絲毫不敢毀傷，這是「孝之始」。然而佛弟子在

出家修行時，必須剃除鬚髮，以期「調伏心意，永離塵垢，慈育群生，無所侵嬈，虛心靜寞，

唯道是務」[註 19]。關於佛教出家剃髮是為斷除煩惱與習障的用意，儒家並非很瞭解，因此自

始以來並不能認同佛教剃髮之事。  

  再者，如佛教僧人出家修行，勇於放下現世的雙親眷屬，這意謂子女將不再有晨昏事養

父母的孝行，並將斷絕後嗣。儒家對此大力反對。因為誠如《孟子‧離婁》所言：「不孝有

三，無後為大。」[註 20]行孝的要務，在於延續家族的香火，因此子女若有辭親出家的行為，

對儒家而言，將難脫不孝之名。 

  綜上可知，儒、釋二家孝道觀，有著異質文化的懸殊，這是導致矛盾、衝突的必然原因，

而「中國化」、甚至「儒學化」，是佛教為解決文化衝突，進而與中國文化融和的必修課題

之一。 

三、就鄭本《戲文》論明代佛教孝道觀的中國化 

(一)呼應並融和先秦儒家孝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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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可知，印度佛教孝道觀與先秦儒家孝道觀在道德義涵上有某個層面的相似，然而關

於日常生活尊親敬孝的孝行部分，其實二者也有某個程度的雷同。檢視鄭本《戲文》，將可

見尊親敬孝佔有極其重要的份量。這除了佛教孝道觀本來便強調之外，鄭本《戲文》中關於

文句的闡述與義涵，應也基於文化環境的地緣關係，而多少呼應並融和先秦儒家孝道觀。如，

在〈元旦上壽〉一齣，傅羅卜在［新水令］中，開宗明義唱出： 

  

少年養正事修行，論修行，善為根。至心皈萬法，竭力奉雙親。菽水晨昏，身外事吾

何論？[註 21] 

  

  羅卜自道，要以恭敬的心，竭力奉養父母，晨昏定省，這與《論語》「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註 22]相互呼應。 

  在〈遣子經商〉一齣，當劉氏誆騙其子羅卜外出經商，羅卜有言： 

  

休言我父語多迂，娘，兒一路承遺囑，父有嘉謨。自古道三年無改於其父。[註 23] 

  

  羅卜告訴母親，自己雖遠行，卻將不違背父令行事，父在父歿，始終如一。這思想，正

呼應《論語》所言：「三年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 24] 

  在〈母子團圓〉一齣，鄰人告訴經商回家的羅卜，其母背子開葷的惡行，並勸羅卜云： 

  

（外）今勸你謾傷悲，轉庭幃，拜謁尊堂，從容諫取，母子同心，自有箇相依處，不

用忙辯是非。[註 25]  

  

印度佛教孝道觀認為，若父母不明事理，「凶虐殘戾，濫竊非理」，「耽緬荒亂」，則子女

當「極諫以啟悟之」。若「極諫」不行，則必通過引喻說理以進行「義化」。若「義化」不

行，則應「吟泣啼嗷」，苦苦哀求，以親子之情感化其母。而此段引文，鄰人要羅卜「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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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取」[註 26]，藉由母子同心，以使其母「改過遷善」的建議，恰恰證明印度佛教孝道觀與先

秦儒家孝道觀皆非屬於絕對上下從屬的倫理關係，彼此可相為呼應。  

  在〈過寒冰池〉一齣，羅卜云： 

  

（生）想王祥臥河水，孝名不缺，我今水上遭顛蹶，只為娘親志不衰。[註 27] 

  

為救母而歷盡千辛萬苦的羅卜，以「王祥臥冰」的中國孝道故事惕勵自己。於〈目連坐禪〉

一齣，目連仍不忘為「阿母超生」。向世尊求問「救母之方」時，世尊竟示儒家之孝：「百

行莫先於孝，五倫何重於親。」[註 28]世尊此語，可見儒、釋已臻相融的地步。  

  在〈一殿尋母〉中，押到第一名鬼犯，是打罵爹娘的不孝子趙甲，押到的第二名鬼犯，

是打罵公婆的乙秀，第三名才是開葷違願的劉氏。就劇本巧思排列的罪犯次序，暗示著不孝

父母，其罪最大惡極，此點，鄭本《戲文》與以孝道至上的先秦儒家相同。[註 29] 

  在〈打獵見犬〉中，鄭公子有言： 

  

你（目連）能超度你的令堂，又能超度我的老母，使人各親其親，然後不獨親其親，

你的慈悲念滿乾坤。[註 30] 

 

  鄭公子以「使人各親其親，然後不獨親其親」，來讚譽目連能擴大孝行，不僅超度己母，

並能救度他人。審察目連的孝行，恰恰彰顯佛教不為己利而慈悲度眾的情操，並呼應儒家「老

吾老，以及人之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註 31]的親親、仁民、愛物的仁德。 

(二)融和「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  

  關於明代佛教孝道觀，融和「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在鄭本《戲文》中是常

見的[註 32]。如〈羅卜辭官〉一齣，皇帝詔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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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臣子之道，忠孝一理；天人之際，感應一機。為子而孝可格天，為臣必忠能報主，

此古人之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徵人事於天道之應也。[註 33] 

  

《戲文》藉著皇帝詔書，說明天人感應，「臣子之道，忠孝一理」， 臣子必忠必孝以格天、

以報主，這明顯受到「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的影響。[註 34]  

  繼上，縣官與羅卜接著展開對話：  

  

［曉行序］（生）父母劬勞，等天高地厚，寸草心牽，難報。感公相過加賞識旌褒……

（外）為君行孝，感通天地神明，古今稀少。 

  

［□寶蟾］（生）……獨念仁親為寶，縱身榮，怎解得憂心悄……（外）評較人子臣

僚，報效君親一道。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 [註 35] 

  

羅卜辭官，主要是為了報答父母劬勞的恩情，這是在上位者所能認可讚許。其讚許之因，在

於上位者認同「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孝者所以事君」。此點，恰恰呼應「忠」、「孝」

結合的儒家孝道觀。又〈七殿見佛〉一齣云：  

  

（外）人生俯仰間，君父恩何極？臣子報君親，當盡心和力。[註 36] 

  

此段引文，說明君臣倫是父子倫的衍伸，因此身為臣子報君親，應當盡心盡力。  

  由上可見，明代佛教孝道觀對儒家孝道盡「孝」盡「忠」的宣揚，展之無遺。 

(三)融和「忠」、「孝」、「節」、「義」結合的儒家孝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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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以後的儒家孝道觀，除了「忠」、「孝」結合，並擴充加以「節」、「義」等倫理

道德，意謂中國社會人際的關係皆是父子倫的延伸、衍化，因此不論君臣、夫妻、或是主僕

之間的一切道德倫理，皆可用「孝」的模式解釋。 

  如〈齋僧齋道〉一齣云：  

 

感傅相之登假，則勸於施布矣；……感益利之報主，則勸於忠勤矣；感曹娥之潔身，

則勸於烈節矣；感羅卜之終慕，則勸於孝思矣。[註 37] 

 

鄭本《戲文》劇首，藉由刻劃主傅相、僕益利、妻曹娥、子羅卜「登假」、「報主」、「潔

身」、「終慕」的德操，開宗明義地勸諫世人要有忠、孝、節、義的品格。此後，鄭本《戲

文》中，處處可見道德倫理與「孝」相互比附的情況。諸如上等人為忠臣、孝子、節婦，即

以「忠」、「孝」、「節」三德並舉，立「臣盡忠，子盡孝，妻當盡節」三綱（〈曹公見女〉）

[註 38]。又如〈求婚逼嫁〉一齣中，曹氏云：  

  

忠臣不事二君，烈女豈嫁二夫？蓋君猶天也，夫亦天也，二之則不是矣。卻不道一天

自誓，方是個烈女忠臣。[註 39] 

  

曹氏以「忠臣不事二君」來比喻自己豈可嫁二夫，並以「君猶天」比作「夫亦天」，這正是

倫理道德「忠」與「節」結合的表現。而〈過奈河橋〉一齣中更云：  

  

為臣的死忠，為子的死孝，為妻的死節。[註 40] 

  

鄭本《戲文》勸臣必「死忠」、子必「死孝」、妻必「死節」，要人不要只顧自己生死利益，

而要去圓滿成就「忠」、「孝」、「節」、「義」的德行。這即意謂明代佛教孝道觀「忠」、

「孝」、「節」、「義」的道德義涵，已非是印度佛教或中國初期佛教所原存的道德義涵，

而是融和著中國孝道觀演變至後來的倫理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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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鄭本《戲文》的佛教孝道觀，已糅雜儒家強化三綱的思想，有絕對服從的觀

念，亦即兼備忠、孝、節、義。 

(四)道教文化滲入民間信仰的佛教  

  佛教初傳中國時，「佛老並祠」的現象即十分普遍，及至明代，民間佛教的孝道觀更多

多少少因為三教合一混同，而滲入一些道教的文化。諸如道教清靜無為的思想、或道教神明、

或祭祀內容等，皆在佛教孝道觀中國化之時，給予某個程度的影響。 

  鄭本《戲文》即是一例證。在劇本中，出現許多道教神明的人物，如：玉帝、王母、龍

王、王師、太白金星、城煌……等等，並且宅中不但設有佛教的「觀音堂」、儒家的「樂善

堂」，並有道教的「三官堂」，處處皆舖陳「三教合一」的情節，可知道教已深入民心。又

如：〈傅相囑子〉一齣云：  

  

［一封書］謹記吾言不可違（欺），齋僧道，廣布施，敬重三官似我在時。[註 41] 

  

  傅相臨終時，仍不忘囑咐兒子羅卜，要「敬重三官似我在時」。在〈請醫救母〉一齣云： 

  

［徵胡兵］丹崖雲歛水輪上，青天鑒臨，只因母病沈、憂心耿耿，心香滿斗焚天，願

以身代母災危，望天垂應。天地拜告已了，不免拜告三官則爾（行介）。[註 42] 

  

羅卜請醫救母，心中憂焚，不但拜告天地，並且還拜告三官。此外，在〈主僕分別〉一齣云：  

  

［下山虎］（生）三官聖帝，聽臣拜稟，為因救母修行，暫違明聖，仰望相憐憫，仰

望垂靈廕。[註 43] 

  

羅卜為救母而修行，向三官聖帝拜稟，祈求相憐憫、垂靈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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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二引文可知，羅卜孝子，在祭祀時，或內心無助祈求時，其宗教信仰的對象，除

了佛祖，亦含道教的三官神明。而在〈目連掛燈〉一齣中，目連為救其母，決心「以掛燈破

地獄」，云： 

  

［生查子］身掛佛前燈，先啟諸神聖，仗此大光明，普照無遮境。[註 44] 

  

其中，目連掛燈救母，須「先啟諸神聖」，可見同禮佛、道聖賢在當時也很盛行。  

  另外，考察鄭本《戲文》可知，在宗教信仰上，《戲文》主以佛教教理為孝道的依據，

並納入儒家對天神地祇的崇敬，此外更大量滲進道教的神明與祭拜方式。諸如〈三殿尋母〉

劉氏困於血湖池中，唱十月懷胎歌，哭訴女人三大苦，說明婦人為撫養子女，歷盡千辛萬苦，

身為子女切記要報慈母恩；目連用世尊所贈錫杖，打破重重獄門救拔亡魂[註 45]……，這固然

與《地藏王菩薩本願經》中，地藏菩薩受佛囑咐，願「以神力方便救拔」，「為碎地獄」的

經文相符，也與道士超度亡魂儀式裡的破血湖、破地獄等科儀有關。 

  由上可知，《戲文》之佛教孝道觀，不僅儒學化，並且某方面少部分受道教的影響。 

(五)融和三教合一的思想  

  鄭本《戲文》，主以目連救母故事為基本架構。然因時代的改變，情節內容與中國初期

佛教的漢譯本《盂蘭盆經》[註 46]、以及隋唐時代的《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註 47]有著顯

著差異。原因在於鄭本《戲文》，更加突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可為反映明代

佛教孝道觀的典型作品。如〈齋僧齋道〉一齣，云： 

  

［閱金經］（淨）釋家人要在華嚴一經，大抵教人明此心，心明時見性靈。（小）心

和性，釋同儒濕成……老君大要在道德一經。大抵教人脩此心。心脩時煉性真。（淨）

心和性，道同儒濕成……聖人遺下四書五經。大抵教人存此心。心存時在性明。（淨

小）儒釋道須知通濕成。[註 48] 

  

［孝順歌］（外）儒釋道本一流，名並三光誠不偶。[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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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本《戲文》大力宣揚儒、釋、道三教，分別以「心存時在性明」、「心明時見性靈」，

及「心脩時煉性真」，來表示儒、釋、道三教的要義皆可在「心」上「混成」，皆是勸人為

善，因此三教可並行不悖。 

四、就目連救母故事的演變論鄭本《戲文》「中國化」的程度 

  目連救母的故事，古往今來盛傳於民間，世人尤是耳濡目染，是一則欲勸人盡孝道、為

善行、含藏著佛教孝道觀的教化故事。關於目連救母的故事情節，由古至今，隨著人、事、

時、地、物，以及隨著宣說方式的不同，而不斷蛻變化身，並由單純趨至複雜豐富。因此，

若將《戲文》與記載目連救母故事的典籍相較，亦可釐測鄭本《戲文》中所反映的明代佛教

孝道觀「中國化」的程度。 

  考察目連救母故事的起源，概是印度佛教初傳入中土的漢譯作品。支謙（約三世紀）譯

《目連因緣功德經》，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譯《目連上淨居天經》等，皆言目連的神

通。《報恩奉盆經》[註 50]，則出現完整的目連，述說目連以神通入地獄救母，和其母受業報

的故事。而竺法護譯的《盂蘭盆經》（《佛說盂蘭盆經》）[註 51]，則可說是鄭本《戲文》故

事最根源性的影響者。此經篇幅極短，全文僅七百多字，故事內容亦簡短，重點敘述目連其

母，罪根深結，死後入地獄轉為餓鬼，目連僧竭盡自身法力卻救不得其母，於是請教於佛，

佛告之以百味五果供養十方自恣僧，則目連其母及七世父母，必將得以解脫超度。 

  爾後，目連救母故事發展至隋、唐、五代，有了很大改變。現存敦煌變文中，如《目連

緣起》、《目連變文》，及《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註 52]等，均涉目連救母的故事，尤其

《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全卷不下兩萬餘言，目連救母故事已俱完整。 

  若就佛教初傳中土時的佛教典籍《盂蘭盆經》，與隋唐有著講唱文學形式的《大目乾連

冥間救母變文》相較，可見《盂蘭盆經》的故事，僅為通過目連下地獄查找其母此一貫穿線，

來突出因果報應，情節較簡單，而《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則更強調「救母」的過程，

更具有濃厚的儒家色彩，情節越來越充實、生動，有著越來越世俗化的表現內容，並且加入

不少中國固有的傳統意識和風俗習慣。因此，目連故事發展至《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

宣揚佛教的守戒行善與佛法無邊，雖仍是其進行傳唱的主要思想內涵，但從中可見中國佛教

已更加中土化。若取民間《目連傳》改編而成的鄭本《戲文》，與《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

相較，可知雖一是戲文，一是變文，然就教義思想內容比較，將可發現鄭本《戲文》更加傾

向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 

  在末齣〈盂蘭盆會〉中的末段，［永團圓］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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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一家今日皆仙眷，喜骨肉共團圓，感得天、相憐念，願已遂，緣非淺，這隆恩

盛典，感激情何限！我而今奉勸：人間須是大家為善，皆如大目連。父母劬勞也，須

是追薦，共登僊，不枉了平生願。[註 53] 

  

眾人在慶賀傅相闔家團圓之餘，並不忘宣揚父母劬勞，子女必須行孝超度追薦。這是佛教本

有的孝道觀。然而鄭本《戲文》中，其超度的對象，著重於當世父母，而未能普及七世，這

與中國初期佛教孝道觀不太相同。原因在中國初期佛教作品《盂蘭盆經》中，雖然目連「為

作盂蘭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註 54]，但是救度的對象除了在世父母，還包括

七世父母。而包括七世父母之因，在於佛教認為，世間之孝，僅止於一世，是小孝。可見初

期佛教孝道觀，並非僅限於現實生活中的親屬關係，而是還包含出世間的孝，其孝道的對象

不僅惠及現世父母，並且上至七世遠祖。其恩澤綿長、慈悲救濟的胸懷可說普及眾生。然而

這種悲憫眾生的宗教情懷，在鄭本《戲文》中卻減至微乎其微，反而再三強調家族倫理的觀

念，可見鄭本《戲文》中國化的程度。  

  由上可知，若就所含藏的教義部分，比較鄭本《戲文》與早期陳述目連救母故事的經典

比較，明顯可見，目連故事隨順時代的脈動，愈加中土化，尤其是目連故事所宣揚的孝道觀，

能漸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祖先崇拜思想緊密結合一起，形成崇善重孝的思想內涵，並且更

加適應中國社會廣大民眾生活的需要。此外，目連救母故事隨著時代的潮流，逐步吸收身為

中國傳統思想軸心的儒家孝道觀，使有一相契相融之處。而這些，皆在鄭本《戲文》中表現

得更為鮮明。 

五、就鄭本《戲文》論明代佛教孝道觀保存「本色」的因應之道 

  印度佛教傳入中土後，明瞭要在中國有良好發展的重要關鍵，即須解決與中國傳統文化

所產生的矛盾、衝突。宏觀中國佛教史，可知歷來佛教概有兩種應對方式，一是積極入境隨

俗的中國化，二是深知積極的中國化，並不意謂即表示要全盤捨棄自己的教義，而淪於失根

的浮萍，反倒是應有一套善巧的因應之道。 

  在明代，出世的佛教與入世的儒家，雖在孝道觀上彼此漸能相容、相融，然而在究竟本

質上仍不盡相同，致使明代佛教孝道觀雖積極中土化、儒學化、道教化，及世俗化，對於教

義的本色精髓，則有其善巧融通的保存之道。而明代佛教孝道觀的「變」與「不變」，成因

即在此。茲舉例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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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誦經念佛與報恩的結合 鄭本《戲文》〈壽母勸善〉一齣，第一闋［瑞鶴仙］羅卜有

聞：  

  

百行孝為先，（嘆）椿府淒涼，（幸）萱堂康健，更春光明媚，（須）對景承歡，及

時修善，人事周全，在天理自然發見，且自看經念佛，敢將分外責報於天。[註 55] 

  

佛教孝道觀「看經念佛」的實踐方法，與儒家孝道觀不同。於此，《戲文》則強調「百行孝

為先」，要及時修善，看經念佛是為了報天恩。這即是自圓之說。  

(二)強調出家是為報親恩 在〈議婚辭婚〉一齣云： 

  

［古輪台］（淨）論人生不孝有三椿，不孝有三，無後為大，不聚妻房絕先嗣，最為

謬妄，況悅浮屠，卻悔婚盟，翻成虛謊，莫不是前生燒了斷頭香，那相府堂、恁樣風

光卻無福享。（生）悲傷念萱親，養子淒涼，懷胎十月，乳哺三年，劬勞萬狀，我未

報親恩，焉敢受妻兒奉養，況欲往西方救度萱堂，脫離地網。……我真心救母無他向。

[註 56] 

  

此段顯見儒、釋二家對「出家」看法的歧義。儒家認為「不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

離婁》（上））[註 57]，批評目連不該剃除鬚髮、投佛出家，及斷絕後嗣。然而目連卻言甫往

生的母親在世時劬勞萬分，而自己未能盡報親恩，豈敢結婚生子，唯有出家投佛，救度母親，

才是要事。可見，佛教透過目連的回應，來對儒家的不滿，提出應對之道。亦即明代佛教孝

道觀，為了保存出家是要事的本色精髓，而強調人倫是一切道德之要，出家修道雖違倫常、

雖妨害家族香火的傳承，然其出家目的，若是為救度父母以脫離苦厄淵藪，是為報父母養育

之恩，即是盡孝。因此出家本是佛教出世的修為，本與儒家入世倫理互為衝突牴觸，諸如剃

除鬚髮與投佛出家，本是儒家所不容，卻因佛教，如《戲文》「出家是為救母」的權宜，而

巧妙連結儒、釋二種相互矛盾的道德觀，並漸為中土所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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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戲文》中，不僅目連為了超度其母而出家，連目連未婚妻曹氏亦為超度婆婆出家，

以求能與目連「僧尼兩下相幫襯，成善果，超度了慈魂」（〈求婚逼嫁〉）[註 58]。此中，亦

可見明代佛教孝道觀為維護出家非惡事，而所作出的努力。 

(三)救度與救母的結合 「救度」思想，可謂是儒、釋孝道觀顯著的區別之一。〈齋僧濟

貧〉一齣云： 

  

［梧葉兒犯］痛恨娘親。不幸愧無能措辦棺槨衣衾，仰天束手渾無策，只得賣了吾身

殯老親。款待賣身羞作忍，顧不得羞來怕不得恥。……（小）只因親喪無錢殯，賣取

吾身也，報答生身罔極恩。……葬之事不成，祭之禮不行，報不得慈母恩，盡不得人

子情，吾乃是天地之間一箇大罪人。[註 59] 

  

《戲文》藉一賣身葬母之人的心聲，說明儒家在父母死後，要「葬之以禮，祭之以禮」（《論

語．為政》）[註 60]，要「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註 61]，不論父母是生是死，皆要以禮

待之，如此才算報雙親恩，盡人子情。可知，儒家孝道觀主張「事死如事生」，注重即時性，

視父母在世為行孝的最主要時機，而所謂「子欲養而親不在，樹欲靜而風不止」[註 62]，乃是

為人子的最大遺憾。  

  反過來，吾人再檢視目連下地獄救度亡母的行法，則知儒、釋二家對父母死後的行法全

然異趣。如〈見佛團圓〉一齣云： 

  

孝莫大於救母，行必先於正名，我今取爾法名謂之大目犍連，庶爾日後大有所就也……

佛法無量謂之大，佛光普照謂之目，佛力至剛謂之犍，佛功不息謂之連，以此定名，

爾當顧名而思義也。[註 63] 

  

鄭本《戲文》藉由佛陀為羅卜解釋提取法名的一段話，彰顯佛教孝道觀的殊勝處，在於有「孝

莫大於救母」的思想。此種「救度」的思想，是儒家孝道觀所沒有的。因此目連救度亡母的

大孝，對儒家而言，實已超出現世孝行的領域，而難以「孝」名之。然有六道輪迴、因果報

應之說的佛教，則認為中土所奉行不渝的厚葬孝行，對亡者的救度無益，若要為往生父母盡

孝，便應由出家的法師及在家子女，為往生父母誦經，度化之使超生佛國淨土，此乃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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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佛教巧妙地將「救度」與「救母」連結起來，使儒家及世人明瞭「救度」是「救母」的

最好方式。  

又如〈請醫救母〉一齣云： 

  

［玉交枝］……（末）百年母子，霎時間頓成拋棄。今當廣召僧尼，大設度亡齋七，

使他脫離地網莫相羈，超升天府逍遙內。[註 64] 

  

此段敘述佛教認為父母往生後，應廣召僧尼，大設度亡齋七，使父母超生。又〈劉氏回煞〉

一齣云：  

  

［山坡羊］叮嚀我嬌兒牢記，兒你正好看經念佛，你正好齋僧布施，你須是保重你的

身體，你須是為老娘做箇超生計。[註 65] 

  

此段藉由劉氏回煞，叮嚀羅卜之話，亦點出佛教孝道觀，在於看經念佛，齋僧布施，保重身

體，以及為往生父母作超生計。  

  審言之，關於「孝道」，約可分為世間與出世間等兩種類型。世間的孝，即是先秦儒家

或是佛家也提及的「孝養」、「孝敬」，亦即要侍養父母，及時供給父母衣食，或是恭敬父

母。這種孝行，對持有輪迴報應之說的佛教而言，僅視為「小孝」，因此並非是佛教孝道觀

所要強調的重心。佛教認為，唯有以佛法開導父母，令父母接受佛法，去惡從善而齊修行，

成就無上智慧，最後獲得解脫，才是「大孝」，才是孝道的根本。佛教為什麼會如此認為呢？

因為世間的孝，僅能使父母得一時的歡愉，而佛教出世間的孝，不但能使父母「處世常安」，

並且能讓父母壽終之後，往生佛國淨土，從根本上解脫煩惱，徹底離苦得樂。因此，儒家的

孝道，僅是「世間法」，其所構築的孝道，僅限於人間與父母在世的範圍，對於死後的安頓

與行孝方法，終究不如具有「出世間法」的佛教來得深刻。 

  由上可知，鄭本《戲文》所反映的明代佛教孝道觀雖極力與儒、道合一混同，然而在究

竟內涵層面，卻仍承繼中國佛教屬於精髓本色的孝道觀。若有矛盾、衝突時，則善巧方便地

提出辯解理論以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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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就鄭本《戲文》論明代佛教孝道觀的特色 

  明代佛教孝道觀的特色，若據鄭本《戲文》所反映的，概是持戒與孝行的統一；孝順與

念佛的統一。[註 66] 

(一)戒與孝行的統一  

〈益利見驢〉一齣云：  

  

我勸人須孝二親，順親先在自修身，又在遵四戒，酒色財氣問根因……酒色財氣四堵

牆，世人圍住在中央。若還有個睡得出，便是神仙不老方。[註 67] 

  

此段，奉勸身為人子要孝順父母，並要修養自身，戒除「酒、色、財、氣」，恰切將佛教倫

理的守戒、與世俗倫理的盡孝聯繫起來，表明戒孝一致的佛教孝道觀的特色。 

(二)孝順與念佛的統一  

  宋明之後，中土佛教視孝養父母為念佛法門的重要內容[註 68]，以致有「孝順與念佛統一」

的孝道思想，此即意謂聲聲念佛號即是孝順父母。在《戲文》中，此一特色的具體表現是在

〈挑經挑母〉一齣中： 

  

［二犯江兒水］……我行一步來，念一聲佛阿彌陀佛。我念一聲佛來，叫一聲母。……

哀、父母生我劬勞，昊天恩罔極，銀海汨流枯。[註 69] 

  

［清江引］只聽得雷音寺禮鳴鐘鼓，救苦難慈悲主，靈感觀世音，南無隬陀佛，救我

母脫地嶽，往天堂，不枉了兒心一念苦。[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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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連前往西天求佛救母的過程中，「行一步來，念一聲佛」，「念一聲佛來叫一聲母」，

求諸佛慈悲，救母以得究竟解脫。此中，行步、念佛、喚母是一致的行動，恰切描寫孝順與

念佛統一的特色。而在〈過黑松林〉一齣中：  

  

（生）煉性澄心，火不能燃，水不冰，五蘊都修淨，六根皆除盡……口口聲聲念佛經……

我乃行孝念佛人也……。[註 71] 

  

［觀音詞］（占念）……羅卜本是行孝子，只因母喪在幽冥，魂靈陷在地獄裡，渺、

茫、無處尋，孝子一心思報母，拋家棄業去修行，一聲娘來一聲佛，一頭母也一頭經，……

見佛前往地獄裡，救你娘親劉四真，一起成佛登天界，方表孩兒報母情。[註 72] 

  

羅卜孝子，「一聲娘來一聲佛，一頭母也一頭經」，只為見佛救度娘親，明白點出「行孝念

佛」的法門。  

  從以上二點可知，念佛與持戒，雖屬佛門的修行實踐，然而在明代時，則與孝行結合，

成為明代佛教孝道觀的特色。 

七、結論 

  明代佛教孝道觀，是佛教孝道觀「中國化」至明代的產物。從某個角度而言，可謂以「變」

與「不變」組合而成。所謂「變」的部分，即指佛教孝道觀隨著時代思潮而「中國化」至明

代，所糅雜的「忠」、「孝」結合、或是「忠」、「孝」、「節」、「義」結合的儒家孝道

觀的倫理內涵，以及融和道教化、三教合一的思想。所謂「不變」的部分，即指明代佛教孝

道觀透過善巧方便的為自己教義理論辯說，而猶能保存的、屬於佛教孝道觀精髓的倫理內涵。 

  中、印孝道觀，其實皆可稱為「報恩」的孝道觀，然而二者對孝道的認知、定位、評價，

以及實踐路徑等，皆有不同的看法。此外，對「忠」、「孝」、「節」、「義」亦有不同的

認知。基本上，佛教孝道觀重在救度父母，在父母生前，鼓勵奉持三寶，以解脫苦海，在父

母逝後，則對當世、甚至普及七世、或累世的父母等有情眾生，進行超度的儀式。儒家的孝

道觀雖隨時代而有不同內涵，大體上則以孝養為能事，以致對佛教的出家棄家、剃除鬚髮，

以及斷絕後嗣極有意見。關於儒家對佛教出家等行為的不認同，明代佛教孝道觀則表示出家

是為了救度父母，此說使出家成為孝行的實踐，而漸被儒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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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皆可從鄭本《戲文》中應證。亦即，鄭本《戲文》能適切闡明明代佛道觀，

並能藉以檢視、釐測佛教孝道觀「中國化」至明代，歷經糅雜中國文化的元素後，其性質與

相貌蛻變的程度。基於才疏學淺，對於明代佛教孝道觀論述至此，不盡之處，懇請方家教之。 

  

【註釋】  

[註 1] 為方便行文，以下將鄭之珍所編的《目連救母勸善戲文》簡稱為「鄭本《戲文》」。此外，鄭本《戲文》

的劇情，主以目連此一人物貫串全劇。故事自元旦節日傅羅卜為父母祝壽賀節始，表明全家敬佛、吃齋、

行善。其父傅相早逝，其母劉青提信佛動搖，違誓、背子開葷，甚至發誓若開葷，將墜地獄受苦，後來

果真被捉入地獄。羅卜決心救母，至誠感動觀音。觀音指點羅卜至西天見佛。佛賜羅卜法名目連，賜寶

讓他去地獄救母。目連遵佛旨意設盂蘭會，供養十方眾僧，拯救一切孤魂，劉青提脫離地獄，目連全家

升天庭。 

[註 2] 參陸小秋，〈目連戲五題〉，收錄於王秋桂主編《浙江省目連戲資料匯編》（台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

俗文化基金會，一九九四年十一月，初版）第四五八頁。  

[註 3] 參凌翼雲，《目連戲與佛教》（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八月）第一三○頁。 

[註 4] 參倪國華，〈鄭之珍籍貫及生卒年考〉，收錄於《民俗曲藝》第七十七期（一九九二年五月）第二四一

頁。  

[註 5] 王靜芝，《詩經通釋》（台北：輔仁大學文學院，一九九五年三月，十四版）第四三七－四三八頁。  

[註 6]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讀本‧論語》（台北：啟明書局）第二－三頁。  

[註 7] 清‧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孝經》（台北：大化書局）第五五四○頁。  

[註 8] 所謂董仲舒天的哲學，是董氏依天而建構的一套哲學，說明天與人是同類，因而可以相合，可以互相感

應。董氏並就天、人可感應，說明天尊地卑，陽尊陰卑的觀念，要君、臣及百姓皆必依尋天道行事。亦

即董氏將天地、陰陽和五行，給道德化、倫理化，使君臣、父子、夫婦的倫常關係，配入天地、陰陽、

五行等觀念，而建立陽尊陰卑、君尊臣卑、夫尊婦卑、父尊子卑的絕對從屬關係。參董仲舒，《春秋繁

露》（台北：中華書局，一九八四年五月，台四版） 

[註 9] 所謂「三綱」，即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具體條文，首見於西漢末年成書的《禮緯‧

含文嘉》「禮者，履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爾後，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雖

未正式說出「三綱」的具體條文，然而「三綱」的立名與內容，皆由他起。這些觀念，後來又被東漢成

書的《白虎通義》採用：「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三綱六紀〉）自班固提出「三綱六紀」之說，便成為後儒奉行不悖的準則，影響後世深遠，儒家「三

綱」的觀念就此完全定型。參雷學華，《忠──忠君思想的歷史考察》（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十二月）第十七－二十二頁。  

[註 10] 後漢‧安世高譯，《佛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大正藏》第一冊，第二五○頁下－二五二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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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 西晉‧支法度譯，《佛說善生子經》，《大正藏》第一冊，第二五二頁中－二五五頁上。  

[註 12] 參失譯人名今附西晉錄，《佛說孝子經》，《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八○頁中－七八一頁上。 

[註 13] 業露華《中國佛教倫理思想》提及，為融和儒、佛的孝道觀，中國佛教學者們曾作出巨大努力：一、盡

力譯出佛教中有關講父母之恩及孝道之經典，以說明佛教並非不講孝道之宗教，如《阿含經》、《四十

二章經》、《父母恩難報經》、《盂蘭盆經》等；二、托名佛說而編造一些經典，用以調和儒佛之間在

孝道觀方面不一致之處。此乃「疑偽經」。而這些經典真實反映當時社會思潮和社會需要，以及當時社

會政治、經濟和文化狀況，如《父母恩重經》。三、援儒入佛：以中國傳統思想概念來比附解釋佛教教

義，並盡力彌合二者，如「格義」；四、直接闡述佛教之倫理思想和佛教之孝道觀，以世間法和出世間

法之區別，說明佛教之孝道觀與儒家孝道觀之間並無矛盾，並認為佛教之出世間之孝比儒家倫理之世間

之孝層次更高，如東晉．慧遠〈三報論〉、〈明報應論〉、〈沙門不敬王者論〉；宋‧契嵩〈孝論〉。

參業露華《中國佛教倫理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年六月）第一六一－一六二頁。王

月清《中國佛教倫理思想》亦提及，中國佛教倫理在日常踐履中還特別強調奉行「孝道」。佛教進入中

土後，面對中土深厚的孝親文化傳統，主要通過三種路徑來尋求與中土孝道倫理的契合：一、尋找佛經

中的「孝」論，以證明佛家本來就講孝；二、撰造《佛說父母恩重經》等「疑偽經」，對「孝」進行重

墨渲染；三、從理論上直接辯護和宣傳。（台北：雲龍出版社，二○○一年六月）筆者皆從之。 

[註 14] 《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一一一五頁上。  

[註 15] 《大正藏》第一冊，第一七六頁中。  

[註 16] 《大正藏》第二冊，第八三○頁中。  

[註 17] 清‧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孝經》（台北：大化書局）第五五二三頁。   

[註 18] 陳奇猷校釋，《呂氏春秋校釋》（上）（上海：學林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月）第七三二頁。 

[註 19] 後秦‧竺法念譯，《長阿含經》卷一，《大正藏》第一冊，第七頁上。  

[註 20] 清‧焦循撰，沈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上）（北京：中華書局）第五三二頁。  

[註 21] 鄭本《戲文》卷上（台北：天一出版社）第三頁。 

[註 22] 《論語‧為政》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不敬，何以別乎？」宋‧朱熹集註、

蔣伯潛廣解，《四書讀本‧論語》（台北：啟明出版社）第十七頁。 

[註 23] 同 [註 21] ，第五十頁。  

[註 24] 《論語‧學而》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行。三年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宋‧朱熹集註、蔣

伯潛廣解，《四書讀本．論語》（台北：啟明書局）第八—九頁  

[註 25] 同 [註 21] ，第八十六頁。  

[註 26] 參失譯人名今附西晉錄，《佛說孝子經》，《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八○頁中。 

[註 27] 同 [註 21] ，卷中，第八十三頁。 

[註 28] 同 [註 21] ，卷下，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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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9] 同 [註 21] ，卷下，第十三－十五頁。 

[註 30] 同 [註 21] ，卷下，第九十二頁。 

[註 31] 清‧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下）（台北：大化書局）第五八○四頁。 

[註 32] 亦即，意謂佛教倫理本有的「忠」、「孝」義涵，至明代已有轉變。  

[註 33] 同 [註 21] ，卷下，第四十八頁。 

[註 34] 董仲舒《春秋繁露》云：「忠臣之義，孝子之行，取之土。」〈五行對〉第三十八又云：「孝子之行，

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陽尊陰卑〉第四十三董氏巧妙的將「孝子之行，

忠臣之義」，取法於地道及土德。而子事父，臣事君等「下事上」的行為，都猶如地事天。參董仲舒，

《春秋繁露》（台北：中華書局，一九八四年五月，台四版）。因此此段皇帝藉由詔書來表示，臣子之

孝與忠是「一理」，要能「格天」能「報主」，明顯受漢代以後「忠」、「孝」結合的儒家孝道觀的影

響。  

[註 35] 同 [註 21] ，卷中，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註 36] 同 [註 21] ，卷下，第六十六頁。 

[註 37] 同 [註 21] ，卷上，第三頁。 

[註 38] 同 [註 21] ，卷下，第五十二頁。 

[註 39] 同 [註 21] ，卷下，第三十三頁。 

[註 40] 同 [註 21] ，卷中，第六十六頁。 

[註 41] 同 [註 21] ，卷上，第三十一頁。  

[註 42] 同 [註 21] ，卷中，第二十八頁。 

[註 43] 同 [註 21] ，卷中，第五十六頁。 

[註 44] 同 [註 21] ，卷中，第七十二頁。 

[註 45] 同 [註 21] ，卷下，第三十一頁。 

[註 46] 西晉‧竺法護譯，《盂蘭盆經》（《佛說盂蘭盆經》）《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七九頁上－下。  

[註 47] 楊家駱主編，《敦煌變文（下）》（台北：世界書局，一九六一年二月）第七五六－七六○頁。 

[註 48] 同 [註 21] ，卷上，第七頁。 

[註 49] 同 [註 48] 。 

[註 50] 闕譯附東晉錄，《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八○頁上。 

[註 51] 《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七九頁上－下。  

[註 52] 以上三部經文，可見楊家駱主編，《敦煌變文》（下）（台北：世界書局，一九六一年二月）第七○一

－七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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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3] 同 [註 21] ，卷下，第一○二頁。 

[註 54] 《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七九頁下。  

[註 55] 同 [註 21] ，卷中，第一頁。 

[註 56] 同 [註 21] ，卷中，第五十四頁。 

[註 57] 清‧焦循撰，沈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上）（北京：中華書局）第五三二頁。  

[註 58] 同 [註 21] ，卷下，第三十四頁。 

[註 59] 同 [註 21] ，卷中，第十一－十二頁。 

[註 60] 《論語．為政》：「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禮；

死，葬之以禮，祭之以禮。』」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讀本‧論語》（台北：啟明書局）

第十六頁。 

[註 61] 《四書讀本‧學庸‧中庸新解》，「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踐其位，行其禮，奏其樂，敬

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者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台北：啟明書局）第二十一頁；孫

希旦撰，沈校寰、王星賢點校，《禮記集解》卷四十六〈祭義第二十四〉：「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

生，思死者如不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見親，祀之忠也。如見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年八月）第一二一一頁。  

[註 62] 屈守元簽疏，《韓詩外傳簽疏》卷九云：「皋魚曰：……樹欲靜而風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待也。」（四

川：巴蜀書社，一九九六年三月）第七五八頁；「曾子曰：往而不可還者……是故孝子欲養而親不待也。」

（同上，卷七，第六○八頁）  

[註 63] 同 [註 21] ，卷中，第九十三頁。 

[註 64] 同 [註 21] ，卷中，第二十八頁。  

[註 65] 同 [註 21] ，卷中，第三十三頁。  

[註 66] 王月清，《中國佛教倫理思想》說：「宋元以後，中國化佛教更為注重現實，注重學解與實踐相結合。

在孝親問題上，倡導持戒與孝行的統一，倡導孝順與念佛的統一，成為此一時期孝親觀的重要特徵，而

有關戒孝關係的主張和孝順念佛的觀點，進一步推進了中國佛教倫理的實踐風格和世俗化特徵的形成。」

（台北：雲龍出版社，二○○一年六月）第二五九頁，筆者從之。 

[註 67] 同 [註 21] ，卷下，第八十一頁。 

[註 68] 孝順與念佛統一的典籍，主要根據淨土三經之一《觀無量壽經》。說明著中土淨土宗認為孝順父母、奉

事師長、慈心不殺、修十善業，是往生淨土的正因。在此正因中，特別注重孝親與念佛並舉。參王月清，

《中國佛教倫理思想》（台北：雲龍出版社，二○○一年六月）第二五九頁；《大正藏》第十二冊，第

三四○頁中－三四六中頁 

[註 69] 見鄭本《戲文》卷中，第六十三－六十四頁。 

[註 70] 同 [註 69] ，第六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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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1] 同 [註 69] ，第七十二－七十三頁。  

[註 72] 同 [註 69] ，第七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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