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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佛教音樂與舞曲大悲咒  
 

陳碧燕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理教授 

  

  當前之音樂工業，由於其強烈分離與去在地性的媒介所積極創造的風格和意想，已大幅

地重新詮釋和塑形了「佛教音樂」此一音樂類別。今天，對許多閱聽者而言，「佛教音樂」

這個名詞敘述了一個矛盾地分歧又複合交織關聯的領域。儘管顯明的宗教指標，佛教音樂現

在是一個高度混成的音樂類目，並不必然顯示佛教團體的社群特性，或暗示它們的宗教或文

化實踐。事實上，愈來愈多所謂的佛教音樂的製作是來自寺院之外的在家人，其中有許多人

對傳統的寺院梵唄並不瞭解。並且，他們的音樂產品也明顯地受商品文化和技術所標記著，

而與寺院之宗教及音樂實踐無太大關係。  

  九○年代後期，一些台灣主要的佛教音樂唱片公司，發行了一系列革命式的佛曲創作，

包括最受爭議的舞曲大悲咒。舞曲大悲咒的發行引起亞洲一些佛教組織的強烈反彈。某些佛

教會甚至禁了這樣的音樂，新加坡和馬來西亞也曾禁止舞曲大悲咒傳入。然而，各式的舞曲

大悲咒仍然在台灣繼續生產，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舞曲大悲咒創作了異質的佛教文化和社

群，在如此的音樂商品中，「佛教」不僅連結了諸種宗教與文化傳統，而且是處於一個跨國

的結構中，其風格、意義和功能是混雜而重新被表達的。在當前音樂工業的語境中，佛教音

樂這個標籤，常常成為示意的策略，和感覺與異化的文法。  

  舞曲大悲咒自我突顯為一清楚的工業產品，及台灣的佛教文化生產。一些佛教唱片公司

的主持人本身即是佛教徒，用心於各種之傳統宗教實踐。持誦咒語（於大乘佛教多稱為陀羅

尼）被佛教徒視為神聖且強而有力的宗教修持。台灣錄音公司製作的舞曲佛樂中，主要使用

的佛教陀羅尼，即是大悲咒（或稱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羅尼）。大悲咒幾乎可說是中國佛

教徒最重要、最普遍的宗教修持。它也是大乘佛教與藏傳佛教最具影響的陀羅尼之一。事實

上，台灣舞曲大悲咒的咒語唱誦曲調，便是取自藏傳佛教的旋律。而舞曲大悲咒主要的音樂

架構，則使用近來西方流行之熱門舞曲的形式，包括 gamba club、reggae、dancefloor、high mix、
new age 和 rock 等等……使舞曲大悲咒具踰越傳統與規範之性格，主要是其強烈感官與重節

奏的舞曲，而不是其旋律、歌手或歌唱風格。事實上，同一個藏傳旋律的大悲咒梵唱，被使

用於不同版本的舞曲大悲咒，被不同的公司所發行。舞曲大悲咒的歌手及其演唱風格，並無

明顯區別於其他流行或商品佛教音樂的演唱。台灣商品佛教音樂的演唱者，經常是跨越公司

商號及佛教音樂類別的。舞曲大悲咒之強調極度感官與強烈節奏的音響，在台灣，不僅具社

會煽動性，對佛教團體而言，亦屬異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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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曲大悲咒之製作發行，多獨立於佛教寺院傳統與機制之外。佛教機制之附設錄音公司，

其音樂製作和指導亦多為佛教居士或非佛教徒。舞曲大悲咒之閱聽者並不限於佛教團體，或

佛教唱片公司的慣常聽眾。基本上，許多公司發行舞曲大悲咒以突破佛教音樂之傳統消費模

式。作為宗教商品，舞曲大悲咒總是無法和其意識與物質功能分離。在台灣，舞曲大悲咒的

創造，揭示了一個革新的宗教意識，宗教機制之消費經濟政策的開放，與新的生產技術。流

行佛教音樂的功能特質變得似乎強而有力，特別在今日的台灣社會，佛教已發展成一個符號

擁塞的環境。大眾傳媒的音樂主體（如：錄音帶、CD、數位音樂等） 已獲得一些寺院支持，

更重要地，它們吸引佛教信徒、非佛教徒、宗教知識分子、世俗社會的精英和資本家。  

  音樂、宗教和意識型態之要素，有選擇性地於舞曲大悲咒中呈現，這些要素所建構之主

題亦為本文所希望揭示的。雖然許多錄音公司被佛教徒譴責，而且並未因發行舞曲大悲咒而

獲利，這些公司仍必須嘗試。舞曲大悲咒是交通於一個複合的社會環境裡。在台灣，及在許

多地區，流行音樂已成為當代社會的主流。流行音樂可能是最具國際模式的交流。結合西方

流行舞曲音樂與佛教咒語印證了社會和宗教進程的一個交軌，清楚呈現台灣支配結構的意

涵，和霸權定義之文化價值。  

  這些新的社會價值與結構可否與佛教實踐相容？這是一個經常為當代佛教徒，及許多佛

教音樂製作人提出的問題。商品佛教音樂及舞曲大悲咒僅是意識型態交軌過程中的踏腳石。

然而，這龐然充斥的流行文化，並不能單純以其為「意義製作」來理解。一個音樂類別和其

詩論結構的敘述，重大地依據於環境和政策的因素。當全球性之市場帶入各類社群於不同形

式之接觸，「這些群體致力於決定他們當前的興趣或利益與未來的認同，藉由控制再現，範

圍由現場演出到多媒體之呈現」。（Hughes-Freeland,1998:1）  

  從她對儀式和媒體之研究，Felicia Hughes-Freeland 提醒我們，在我們眼前是由無數中介

機制所制定的議論，以各類形式的再現，同時是一個事件也是一種認同（1998:2）。流動於

工業商品與文化生產中，分離特性的中介機制，時常重塑並重新詮釋佛教音樂，有時是極端

地，而有時所指引之方向反而是促進排拒多過於認同。 

大悲咒在中國佛教之實踐 

  台灣佛教唱片公司所發行之舞曲佛樂系列中，以大悲咒為焦點咒語。此陀羅尼是中國佛

教徒最主要的修持之一。它為佛教徒們珍視和廣泛背誦著。而且，在寺院傳統中，此陀羅尼

存在於許多儀軌中，尤其是每日之早晚課誦，都包括大悲咒之誦持。大悲咒於中國佛教徒的

生活中，佔據著極重要的地位。  

  持誦陀羅尼在中國佛教為一個廣泛的宗教修持。陀羅尼，在中國的使用和理解，意為總

持、能持與能遮。陀羅尼指絕對地控制，能持一切善法，遮止一切惡法。因而菩薩可以陀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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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來引度眾生。陀羅尼這名詞，亦包含吸收和記憶，可幫助眾生以吸收、受持佛陀的教示。

「《大智度論》卷五、《佛地經論》卷五載，陀羅尼為一種記憶術，即於一切法中，持一切

法；於一文之中，持一切文；於一切義之中，持一切義；故由記憶此一法一文一義，而能聯

想一切之法，總持無量佛法而不散失。」[註 1]重要的大乘經典，如《般若經》、《法華經》、

《大寶積經》、《大集經》、《金光明經》及《楞伽經》等，皆有〈陀羅尼品〉。然而，在

後來的發展，陀羅尼的形式與實行變成和咒語類似或混合，而強調其神奇之力量。  

  大悲咒自唐以來，即為中國佛教中最普及的陀羅尼之一。在中國佛教之經典中，有超過

十部經典記載大悲咒。[註 2]伽梵達摩所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

尼經》，指出大悲咒為觀世音菩薩之法門。此經云，觀世音菩薩於過去無量億劫，有佛名千

光王靜住如來。彼佛世尊，憐念眾生故，說此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尼。並告訴觀世音菩

薩，「善男子，汝當持此心呪。普為未來惡世一切眾生，作大利樂」[註 3]。觀世音「於是時，

始住初地，一聞此呪，故超第八地」[註 4]。於是時，觀世音菩薩，即發誓言：若當來能利益

安樂一切眾生，便令其即時千手千眼具足。菩薩發誓願已，應時身上千手千眼皆悉具足。十

方大地，六種震動。十方千佛，放光照觸觀世音菩薩，及照十方無邊世界。從此之後，觀世

音菩薩於無量佛所，無量會中，重更得聞，受持此陀羅尼。復生歡喜，踴躍無量，便得超越

無數億劫微細生死。從是已來，常所誦持，未曾廢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處，恒在佛前，

蓮花化生。[註 5]  

  此經文指出觀世音菩薩宣揚持誦此陀羅尼之諸大功德，尤其是滅除罪障和往生西方極樂

淨土。觀世音菩薩發願，若諸眾生，誦持大悲咒，若墮三惡道者，不生諸佛國者，或不得無

量三昧辯才者，便不成正覺。又云，誦持大悲咒者，於現在生中一切所求，若不果遂者，不

得為大悲心陀羅尼也。唯除不善，除不至誠。[註 6]又云，誦持大悲咒者，可滅除一切惡重罪

障，唯除一事，於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輕業，亦不得滅。何況重罪。雖不即滅重罪，猶能遠

作菩提之因。[註 7]觀世音菩薩又說明，若諸人天誦持大悲咒者，得十五種善生，不受十五種

惡死。之後菩薩即宣說此陀羅尼。此咒說完，大地六變震動，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十方諸

佛，悉皆歡喜。天魔外道，恐怖毛豎。一切眾會，皆悉果證。[註 8]  

  於同一經文中，大梵天王聽聞觀世音菩薩宣說大悲咒，曾恭請菩薩為其說明此陀羅尼之

形貌狀相。觀世音菩薩回答，是大悲心、平等心、無為心、無染著心、空觀心、恭敬心、卑

下心、無雜亂心、無見取心、無上菩提心。此十心為此陀羅尼相貌，眾生應依此而修行。

[註 9]換言之，此陀羅尼實行大乘佛法之教義，和菩薩之道行：以發無上菩提之心，清淨、無

為、平等及利益一切眾生。  

  許多大乘經典宣說觀世音菩薩和娑婆世界之深厚因緣，較普及民間的經典包括：《地藏

菩薩本願經》、《楞嚴經》、《法華經》、《心經》、《華嚴經》和《無量壽經》等。如《地

藏本願經》云，觀世音菩薩與娑婆世界有大因緣。若有眾生見其形，念其名，或戀慕及讚歎

觀世音菩薩者，皆不退轉於菩提道，能常生於天上或人間，以享諸樂，終究得成佛果。《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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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云，觀世音菩薩之耳根圓通，為最適合娑婆眾生修行的法門。於《法華經》之〈普門

品〉，佛陀宣揚觀世音不可思議之神力，聞音聲以救度世間一切受苦眾生。同樣地，《心經》

闡明觀世音之廣大圓滿的智慧與慈悲。事實上，在中國，觀世音菩薩為最普遍的信仰與崇拜。

也因為與此菩薩的強大關聯，大悲咒已成為幾乎是中國佛教徒之必須之修持。  

  於寺院的核心儀軌，即早晚課誦中，大悲咒持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早課與晚課皆包

含了大悲咒。於早課，大悲咒是置於正文中，介於楞嚴咒和十小咒之間。晚課，大悲咒之念

誦是安排於正文和祝禱護神兩段儀軌中。早晚課為寺院之根本儀軌，以促進僧團之宗教修行，

這個目的也決定早晚課之儀軌內容和結構。於早課與晚課，雙重地使用大悲咒，更加增，並

顯示了此陀羅尼在中國佛教之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許多儀軌亦包括大悲咒。  

  中國佛教僧團之念誦大悲咒，採用自由念誦的技術。「自由」這個名詞在這裡的使用，

是一個相對性的分類。自由念誦指沒有既存旋律以供唱誦者仿效。唱誦者則以較個人、自發

的態度來詮釋、念誦經文。自由念誦是相對於既存旋律的贊、偈而命名。這些有旋律之歌贊，

含有固定的旋律架構，而細節及裝飾音仍因地方傳統和個人之興趣，可以調整（Chen, 
2001:34）。  

  佛教梵唄，尤其是大乘佛教，被視為入三摩地之前方便，為瞭解和經驗實相──存在之

無常──的方法。於自由念誦時，藉由觀照音聲、思惟和感覺的生滅，梵唄者直接體驗現象

之本質，與色、受、想、行、識五蘊之轉化。  

  中國佛教之僧侶，由參與寺院儀軌時學習自由念誦。由於如此之念誦並無既定之旋律，

僧伽學習梵唄，多由大眾多樣的念誦模式中發展出個人的風格。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學習過

程。念誦者調整其唱念，以觀照他人（特別是長者）的念誦，而加以運用。當念誦者培養了

經驗和技術，便能自在地運作於這個系統，融和音聲和當下的觀照（Chen, 2001:35）。  

  僧眾是應如何念誦經咒呢？興慈法師於《二課合解》有一段敘述：  

 

凡念誦者，身要端肅不懈，口要念誦貫徹，意要注心不移，則三業與三止相合。至若

身能恪恭不怠，口能出音明爽，意能隨文作觀，則三業與三觀相契。三止三觀，如鏡

鑑像，嘗無簡擇，然能纖毫不遺。此則我心與聖心感應道交，如水投水，以空合空，

可謂功溥法界，量等虛空矣（1989:26-27）。  

 

  諷誦經咒時，僧眾們注心於一處，如水灌注於一定點。如此之專注應無間隙。梵唄者可

由聽其念誦，每一個音聲，清清楚楚地，而達純然專一的功夫。由專注於人類最敏銳的感官

──耳根，梵唄者可令其他根塵免於散亂或昏沉。如此，漸能專一、純然，除卻妄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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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專注中，僧伽亦於念誦中體驗與認識耳根（或聽覺）的本質。即，當有聲時，

便聽到聲；無聲時，便是寂靜。然而我們的耳根卻不因音聲的出現或消失而增加或減損。我

們的耳根聽聞音聲，就如鏡子反射萬物一般，而究竟不被萬物所改變。不論所照之物為何，

鏡子仍然是鏡子。我們的自性亦是如此。不因我們所見、聞、覺、知而增減。然而，未悟之

眾生總是錯將五蘊之運作，即自性所照之物，作為本性，或自我。正如錯將鏡中花，水中月，

以為真花與真月。如此之眾生事實上是背覺合塵。因此，梵唄者瞭解了根塵之作用與關係時，

更重要的，便是能進而反聞聞自性（Chen, 2001:37）。  

  中國佛教寺院實踐中，自由念誦是唯一誦持大悲咒的音樂形式。這樣的音樂實踐，密切

地聯繫其宗教之本體論。早期台灣的一些佛教唱片公司，多曾發行這種傳統梵唄的大悲咒。

聆聽這種唱片根本上亦為一種宗教修為和陶冶。相反地，舞曲大悲咒的音樂，多缺乏神聖性

與傳統性。更且，其音樂風格和技巧並非來自宗教和社群的知識，而多來自大眾消費市場的

娛樂和技術。事實上，舞曲大悲咒的製作，在過程和技術上，並無異於大眾流行音樂。其製

作過程包括：作曲（定旋律）、找歌手及訓練歌手、錄音、編輯和混音。舞曲大悲咒之生產

亦需要包含設計、企畫、文宣、封面設計、廣告等步驟。  

  舞曲大悲咒中，二個文化（流行舞曲和佛教神聖的咒語）不自然地被音樂工業軛連起來，

以為新的文化商品，尋求更廣大的消費群眾。如此的文化產品並非由社群團體所啟發。舞曲

大悲咒並非由僧團所創作，亦幾乎不被任何僧團所使用。然而，舞曲大悲咒由唱片公司所製

作，以吸引較廣泛的聽眾，包括年輕族群和未來可能的佛教信眾。更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

文化商品，亦是一個複合的產品，具有整合及全球化的生產和市場結構。舞曲大悲咒中所具

如此之結構，反應了碎裂和相互聯繫的地方與跨國意涵。中國佛教音樂不僅包含了多重之文

化，更是次文化的多層組合，既是原鄉，同時又是異域。  

舞曲大悲咒與佛教音樂的分類 

  在台灣的媒體市場及國際音樂工業中，商品佛教音樂是處於十分邊陲的位置。然而，邊

陲可以成為力量正因為他的與眾不同，故而特別。台灣佛教音樂錄音公司一般都不大。老公

司多由地方流行音樂公司轉型，如亞洲、妙蓮華和愛華等。許多台灣新舊佛教音樂公司之設

立，多是為了爭取被大型唱片公司忽略的佛教音樂聽眾。新的錄音科技使得錄音室之音樂生

產更加便利。這些小的商號持續影響著佛教音樂的景象；而這景象則強力地由全球音樂工業

和支配文化之音樂意識塑型著。跨國流通的風格，意想、資金和技術已迫使台灣佛教音樂錄

音公司不斷地調整其策略以因應社會轉變。在快速轉化的文化語境中，不同傳統的音樂形式

和素材被大量採用，以創作和風格化佛教音樂。  

  唱片公司對佛教音樂的分類，強烈地顯示於如此語境中，佛教音樂的轉變、價值、奮爭、

策略、市場和社會資源之主題。台灣佛教唱片公司將其生產之佛教音樂分為傳統、現代和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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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三類。寺院儀式之讚唄及經文諷誦，被唱片公司歸為傳統一類。而現代類指加入非寺院法

器之樂器伴奏的佛教音樂，包括：加入中樂或西樂伴奏的傳統佛教梵唄、以寺院梵唄為旋律

的純器樂曲，根據佛教主題或文學而創作之交響樂佛曲、具有佛教意涵的西式音樂風格歌曲、

附加樂器伴奏的其他佛教傳統的佛曲，和以呈現佛教哲學或氣氛的「性靈音樂」等等。「流

行」佛教音樂，則多具騷動性、前衛性，甚至反傳統的特質。舞曲大悲咒便屬於這一類。  

  音樂風格與分類，敘述了植置於佛教音樂的宗教功能與概念的變化。音樂可成為宗教修

行者瞭解實相或佛陀教義的方法。妙蓮華的製作人楊耿明表示，以前佛教徒不聽複雜的音樂

來修行。[註 10]許多佛教徒認為器樂曲，或加入中西樂伴奏之佛曲太複雜且感官性太強，而不

適合性靈之修行。由於現代類的佛教音樂，明顯異於寺院梵唄及傳統的經文唸誦，此類音樂

於使用及概念上，實更接近世俗音樂。例如此類的佛樂時常在佛教文物中心或速食餐廳播放

著。漸漸地，越來越多現代類的佛教音樂於坊間出現，並提倡多樣的功能及服務之項目，如：

伴隨各式日常活動的性靈音樂，純為欣賞用之音樂，引介人們關於佛教與佛教文化之方式，

平和寧靜的音樂選擇等等。此類佛教音樂的聽眾因而不限於佛教徒，雖然實際上他們是主要

的消費群。傳統與現代類的佛教音樂各具不同的宗教和社會功能，特別是於神聖與世俗，及

宗教修行與娛樂之本體論的分界。  

  第三類的佛教音樂，其宗教意義與功能更顯矛盾與曖昧。流行佛教音樂，如舞曲大悲咒，

常表現與原始中國佛教梵唄傳統之強烈分裂，及傾向欲為佛教音樂開創一個新的，甚至是激

進的、論述環境的意圖。以其強烈感官及反傳統的特性，舞曲大悲咒干擾了佛教音樂的傳統

形式。製造且命名一個佛教咒語為「舞曲」，涉及了相當大的僭用與再定義的努力。相對於

諷誦經文所欲達到戒定之境界，舞曲大悲咒中之舞曲和身體欲樂之關連是強烈的。舞曲大悲

咒之旋律和舞曲形式所強制之意義，是顯著地激情與世俗。  

  關於錄音佛樂之宗教的功能預期，不少唱片製作人在決定發行舞曲大悲咒前，經歷了意

識上的強烈掙扎，但仍有一些人提倡舞曲大悲咒的構想。諷刺的是，一些舞曲大悲咒的製作

人，亦明白表達他們對這種音樂的厭惡。製作人如妙蓮華的楊耿明及亞洲的王俊雄皆表示，

宗教修行與知識，影響佛教音樂的製作與產生。「沒有宗教之修行，人們不可能真正創作佛

教音樂。他們所製作之音樂只會越來越流行」。[註 11]一些字號較老的錄音公司的製作人，如

亞洲的王俊雄，則以為這樣的音樂可以吸引更多年輕聽眾，因而是聯繫青少年與佛教的良好

管道。[註 12]原動力的製作人黃敏男，則認為音樂就是音樂，佛教音樂也是音樂。對他而言，

經由聆聽音樂而對佛教產生興趣的可能性是一種個人之因緣。[註 13]  

  對於錄音公司之製作生產舞曲大悲咒，及這類音樂所引起聽眾的佛教與佛教音樂之社會

論談，宗教功能實為一個焦點議題。然而，宗教功能顯然並非為構成錄音公司製作舞曲大悲

咒之主要力量。相對地──「潮流」──社會變遷及支配的文化實踐──才是製造生產舞曲大

悲咒的重要推手。愛華與妙蓮華的經營者表示，他們並不喜歡出版舞曲，但是不得不發行，

因為這是潮流。「如果你不生產這樣的音樂，你就是退流行」。[註 14]佛教音樂錄音公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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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出現於市場產品中。較具歷史的唱片公司，如愛華、妙蓮華和亞洲等，都擁有一些穩定

的佛教徒聽眾。這些公司的傳統和現代類佛教音樂，仍是主要的行銷項目。慣常聆聽這兩類

音樂的消費者，具有其較固定的文化和宗教符碼系統，並未如音樂工業中文化生產潮流的變

化的快速。多數老牌音樂公司虧損發行舞曲大悲咒，因許多老主顧拒絕了這種音樂。  

  在台灣較成功地銷售流行類的佛教音樂，為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原動力。該公司於一

九九八年由發行第一張專輯「財神咒」開始成立。原動力的音樂產品以結合佛教咒語和 New 
Age 音樂為特色。原動力於一九九九年所發行之「大悲咒」曾獲得金曲獎，此獎是專為台灣

流行音樂而設計成立的。這張專輯銷售頗佳，並實足擴展了佛教音樂的市場。原動力之產品

的消費群並不限於佛教徒。如上所述，此公司之製作人並不以為佛教音樂與其他音樂有何實

質的差異。對他而言，佛教音樂僅為音樂之一類。事實上，佛教音樂在現今之音樂工業中，

只是一個標籤，多用以行銷與包裝。  

  作為文化商品，佛教音樂廣泛的結合，同時也被浸透著支配文化的實踐與價值。音樂常

於其中被當作美學的技術，為排序的工具。猶有甚者，支配文化的實踐與價值，強力地塑形

音樂市場和品味構成。在台灣商品佛教音樂顯著地驗證一個持續的文化交流和替換的全球化

經濟，但於不對稱之中心與邊陲關係中進行著。這三類佛教商品音樂告訴我們許多故事：關

於全球化的過程，關於邊陲與中心的關係及關於現代化的認同。  

  舞曲大悲咒暴露了一個生動的全球化的在地音樂全景。在台灣，一方面美國流行文化的

氾濫巨大是露骨的，而另一方面，流行文化生產和品味成為跨國與在地商業的調味品。這樣

的複合性成為地方音樂製作的邏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已被再（或另）中心化。佛教

音樂逐漸變成不是「佛教的」，而是「流行的」。在商品佛教音樂中，「佛教」的感覺被削

減或重塑，基本上已成為一個不同文化的綜合體。於台灣近來的現代化佛樂中，許多錄音公

司（包括由佛教機構所成立的公司）甚至蓄意減弱佛教的資訊或感覺，以製作出更有包含性

和現代的錄音成品。雖然佛教並未全然在「佛教音樂」中消失，它已被風格稀釋，與意識轉

形了。商品中國佛教音樂，融和「全球文化」，其中差異、競爭權益和文化威望之角逐，便

於此一場域中發展演繹。  

  縱然許多人指稱我們的時代和當前的文化呈現為「後現代」，現代化的事業實際上到處

充斥著。不僅是一個實證的、技術中心的和理性主義的態度面對世界，現代常是一個「故事，

於其中人們告訴自己關於自己和他人的關係」（Rotel, 1997:160）。現代，為一意識的借喻，

如 Rotel 所建議，以蒙發富有意義的奮爭，因為人們對此名詞投入承諾（1997:160）。在台灣，

消費者與音樂製作者將佛教音樂概念繫於與現代化的關係上。「現代」反映於佛教音樂的結

構、形式、功能和意義，正如這些人已建立新的價值判斷。台灣佛教音樂工業對現代化的認

同，基本上是結合了進步與西化的概念。市面上的佛教音樂中，佛教寺院梵唄的旋律已被大

量地擴充，加入和聲、器樂伴奏或交響樂化。科技當然也構成工業社會的進步特質。西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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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作曲和樂器、數位音樂和全球的流行音樂聲響，皆為佛教音樂發展的焦點元素。這樣的發

展是定位於現代和進步的論述上的。  

  商品佛教音樂的製作是一件審慎設計與循環流動的事務。其風格、主題和標題設計，建

立了一個類目的定位架構，以成形音樂之接納與生產的論述實踐。現代和流行兩類的佛教音

樂，緊密地聯繫於當代台灣的兩大支配文化實踐。一是歐洲古典音樂，另一為英美流行音樂。

它們是全球音樂文化資本的中心。「佛教」與「亞洲」兩者皆為地方的，不是全球的。在台

灣，西方古典音樂和流行音樂皆被視為來自超級全球中心的產物。對那些邊陲者，此提供了

認同於有力者的心理裨益的可能性。例如，搖滾樂為美國式生活的象徵之一；尤其於跨國流

通的形象與意想正加速地塑形我們的現代生活的同時，搖滾樂亦變成聯繫於一些消費文化之

中心主題，如年輕、感官、流行和自由，等等……此中心／邊陲之關係亦反射於市場的運作：

核心、次邊緣與邊緣便於大眾傳媒的音樂產品的消費中生產。於全球之音樂工業中，佛教音

樂長久以來皆處於邊陲中的邊陲。然而，佛教音樂的錄音公司努力地挪用了支配文化的形式，

因為市場仍然是現實效應的競技場。  

佛教音樂 ── 文化的傳遞者：誰的文化？ 

  中國佛教音樂是一個現代文化，一個全球化的產品。它是一個排拒原來之宗教及文化實

踐的產品。此產品不僅涉及一個樂種概念的轉變，由寺院儀式之梵唄到流行音樂的形式，並

且涉及音樂產生的技術和哲學的改變，即從強調音樂之過程與人類身心狀況之整體聯繫，轉

變到強調音樂之結構為一完整之作品，可為展示人類智識與科技的成就。隨著大眾傳媒之音

樂產品的發展，佛教音樂的傳布增進了意義與再現的流動。商品佛教音樂重置且散布了寺院

及傳統的佛教實踐。音樂之聲響顯得越來越遙遠於在地者的耳朵，其哲學也越來越困惑了佛

教徒。但是，音樂工業卻從未減緩其快速的意想、影像、風格和人員的流動。舞曲大悲咒的

創作與生產是一個快速移動的全球資金的重要標記，於其中，音樂競取著市場和想像空間。

這些看似生存短暫的流行佛教音樂，其意義卻遠超過他們的商品角色。他們的表達例證了強

烈矛盾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勢力的全球結構。  

  舞曲大悲咒創新了佛教音樂的風格，也激進地轉化佛教的宗教與音樂的論述。本著特別

而顯著的音樂類別，舞曲大悲咒構成一個磋商的機制，而重置了流行佛教音樂在社會領域與

文化生活的角色。例如，包含咒語念誦的佛教音樂變成於舞廳中被使用與聆聽，然我們不能

確定現在年輕的世代可能會體驗哪一種入神的經驗。舞曲大悲咒嚴重地混淆了佛教音樂的傳

統和在地的使用界限和功能。佛教徒如何利用舞曲大悲咒來作為宗教修行？舞曲大悲咒如何

能如其他佛教音樂一般，構成了個人或集體佛教徒認同要素？事實上，舞曲大悲咒並未被多

數佛教徒所接受。許多錄音公司並未因發行大悲咒而獲利。二○○○年，馬來西亞佛教總會

和政府正式禁舞曲大悲咒，同時也禁舞廳使用，因為此音樂曾被當成搖頭音樂使用，引起大

馬佛教界的譴責。舞曲音樂的激烈身體與情緒的暗示，使其宗教功能大受質疑，然而舞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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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咒並非單純的對立於地方和全球，或傳統和現代，而是一複雜過程的族群與階級的轉接、

交換和挪用而產生的。另外，極多如此之過程同時被商業及佛教機制，被資本家及音樂專家

所傳遞。佛教音樂，一如其他商品，也大量地被製作成為特殊的、新潮的、有賣點的和可消

費的，而使其音樂實踐更加接近商業，而非宗教之功能。  

  台灣的第一家（也是全球第一家）的舞曲大悲咒的出版商，並不是傳統的佛教音樂錄音

公司，而是一家製作舞曲的公司──新點子。然而新點子的舞曲大悲咒在台灣行成了風潮，

許多佛教錄音公司紛紛效仿。雖然舞曲大悲咒乍看之下和「佛教」有所關聯，其對佛教之實

踐及團體的聯繫卻極為薄弱。縱然舞曲大悲咒並非全然被佛教徒或佛教團體所排斥，其主要

消費對象則是非佛教徒及年輕人。多數的佛教徒與佛教團體表示他們拒絕多於接納舞曲大悲

咒。除了少數之例外，許多唱片製作公司，尤其是擁有一些慣常性顧客的老商號，甚至賠本

發行舞曲大悲咒。然而，這些公司卻持續發行，直到這個流行消退為止。如前所述，舞曲大

悲咒的特點即是其強烈感官與重節奏的舞曲音樂，這是可以輕易由電腦所製作的，是目前成

本最低之音樂專輯製作方法之一，許多音樂公司因而樂意嘗試。  

  商品佛教音樂和大眾傳媒的佛教音樂的運作，實際上已變得愈來愈專業，而自主於寺院

傳統和機制的範圍。以台灣佛教音樂工業來看，許多為獨立的音樂公司，其中有一些是非佛

教徒，即使屬於佛教機制的錄音公司，音樂的製作人也是在家居士或非佛教徒，他們多為專

業的音樂製作者或企畫者。佛光山寺的附屬公司，如是我聞，便是一個典型的例子，雖然如

是我聞是由僧眾所監督，其音樂的運作和生產則由音樂和企畫專家所執行。法鼓山尚未設立

自己的音樂工作室，其音樂製作多和其他獨立音樂公司合作。雖然法鼓山音樂專輯製作的評

鑑團多為佛教徒，他們基本上是西方古典音樂的專家。這些人，多具正式學院的音樂教育，

被視為最具資格，最能判斷這些大眾傳媒佛教音樂產品的品質。  

  不同的價值和技術判斷常出現於這兩個傳統的音樂實踐上：中國佛教寺院梵唄和西方古

典音樂。僧團之傳統，鼓勵自發性的唱誦，而速度則是清楚規範，這個傳統的音樂實踐是建

立於此宗教之音樂和哲學上。[註 15]例如，於自由念誦時強調變化和調整以避免一成不變的音

調；「咬死韻」便是一個不理想的念誦方式。如此的音響不同於精確的齊唱或整齊的合聲，

這些為當前普遍於現代音樂教育中之西方教會音樂和古典音樂之演唱形式。不少人，包括僧

院寺眾，誤解傳統寺院梵唄的音效是不好的，或較差的合唱形式，尤其是以西方合唱音樂的

標準來判斷（如釋昭慧，一九八八年）。法鼓山之音樂指導李俊賢，則曾努力地在法鼓山為

梵唄固定音調。[註 16]除了僧團的傳統儀軌錄音外，中國佛教音樂在媒體市場中，多以齊唱或

合唱的形式呈現。  

  近來，流行類的佛教音樂進入媒體市場以吸引年輕消費群。這樣的音樂，不同於古典的

品味，是強烈地受全球流行音樂的模式和跨國資金與技術而定型。因為台灣錄音公司和佛教

音樂工作室的「專家」，各別來自不同的領域及不同音樂製作的類型，他們為大眾傳媒的佛

教音樂帶入不同的知識和品味。現在佛教音樂在台灣是極為多樣的，音樂製作人可能以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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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相互評論個人產品的風格、內容和品質。然而，他們的辯論和他們個人的專業領域，有

多少是聯繫了佛教、佛教團體和佛教僧團之宗教運行，更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一個清楚

的狀況是，無論這些製作人的宗教意識有多強、多好，商品佛教音樂無法避免地同時又將佛

教教義及音樂實踐分離、隔閡和變形。  

  中國佛教梵唄是由其團體的權威所建立，依據佛教歷代高僧大德的智慧和教示而實行。

在這個傳統，梵唄不是個人即興產生的作品。寺院梵唄和世俗音樂的專家，各據不同音樂創

作的知識和邏輯。坊間的商品佛教音樂和寺院梵唄實為相異的樂種，尤其於功能性和社會性

的差異。儘管與佛教相關，當前的流行佛教音樂，如舞曲大悲咒，實提供了管道或場合，以

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可以聯繫於現代、技術成就及甚至一些我們可以稱為風格、舒適、有

趣或愉悅的事物。藉著音樂工業和媒體的傳布，商品佛教音樂可作為文化的傳遞者和社會化

的媒介。因為音樂是青少年媒體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這是錄音公司希望製作舞曲大悲咒的重

要考量，即使它具有矛盾的宗教特性。  

  但是，究竟商品佛教音樂傳載了什麼文化呢？在三類佛教音樂當中，唯有傳統類包含了

傳統之寺院梵唄。然而嚴格說來，即使錄音的儀式唱誦，對許多佛教徒或佛教團體而言，仍

然不同於實際儀軌的教義與音樂目標。相對於梵唄廣大的音樂詮釋空間，由音樂工業所製作，

呈現之固定的佛教念誦錄音，可能變成閱聽者的標準模式。錄音和商品的佛教梵唄，其意義

和功能複雜了寺院傳統的再現，也混淆了寺院規約和音樂實踐的關係（Chen, 2002: 245）。商

品佛教念誦同時展現宗教與非宗教之意圖，結合寺院和唱片公司的複合再現。尤有甚者，佛

教寺院梵唄的真實性，可被非寺院或非佛教的文化中心（如音樂工業或學術機制）所建構，

以僭用寺院音樂素材作為溝通及商品的驅動要素。  

  現代類的佛教音樂，併存了多種文化再現，此類的佛教音樂顯示了適應和妥協的態度。

而流行類的佛教音樂則是呈現一個與中國佛教梵唄，既相關又斷裂的姿態。雖然每一類的商

品佛教音樂傳載著不同的文化特性，台灣大眾傳媒佛教音樂的發展明顯地表現了一個趨勢，

即是此音樂類種傳載愈來愈少中國佛教之寺院文化，而愈來愈多的西方和資本主義文化。佛

教總是出現於商品佛教音樂的論述中，儘管這些論述可能明顯地促成諷刺與矛盾。由風潮唱

片公司發行，般若海製作的舞曲大悲咒封面，有著模稜兩可、矛盾曖昧的敘述：  

 

誰說不可以！人世間已經有太多的磨難與考驗了！ 

你我之間，常需要為了生存，利害關係…… 

而帶上一層厚厚的面具！ …… 

我們無意冒犯佛經，…… 

只看你用什麼角度去思考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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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閉上眼睛，做一刻真正的「自己」， 

隨著節奏的帶領，去享受反省， 

我們無意冒犯。真的！ ……。[註 17]  

 

  雖然唱片公司試著宣稱它們的清白與中立，舞曲大悲咒引起的宗教倫理的困境則清楚顯

明。是否我們可以對媒體內容作價值的判斷，的確是一個難題，因其超乎我們個人品味的表

達。一些學者也觀察到我們面對的問題為：是否這些判斷可以為超越一個堅固的、歷史性建

構的特殊生活形式的表達？媒體化廣泛地成為當代生活的特色。在歷史上第一次，多數關於

人們之生活、宗教修行和價值觀的故事和知識，不是來自父母、學校、宗教機制或社會其他

成員的敘述，而是來自遠方跨國企業集團所販售的商品的廣告。當代社會中，大眾消費娛樂

是意想和符號的通路。團體與文化的力量堆砌的節目，飽和了這時代的生活，給予一個感覺

的承諾。舞曲大悲咒所傳達的訊息，不論佛教與非佛教，終究是含糊，無確定性的。中國佛

教音樂在媒體市場中可能具多重、多變的特質，但是這些文化產品和立場，卻是無法互換的

選擇和機會。  

 

【註釋】 

[註 1]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佛光大辭典》（三重：佛光文化事業，一九八八年）第三六○七頁。 

[註 2] 如唐朝伽梵摩達所譯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尼經》，北魏‧菩提流志譯的《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羅尼身經》，唐‧智通譯之《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羅尼神咒經》，唐‧金剛智

之《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尼咒本》，金剛智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身咒本》，

唐‧不空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羅尼》，不空之《金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行儀軌

經》，不空之《大悲心陀羅尼修行念誦略儀》，唐‧善無畏譯之《千手觀音造次第法儀軌》，唐‧金剛

智之《金剛頂瑜珈青頸大悲王觀自在念誦儀軌》，和不空之《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羅尼經》等等。當代

最普遍使用的大悲咒版本，以唐代伽梵達摩之譯本最為通行。中國佛教大藏經中，蓋有十四種大悲咒譯

本，其中最短的版本含四十句，最長的含一百四十三句。目前最為普通的大悲咒為八十四句，即依據伽

梵摩達版之八十二句，而以其第八十一句分為三小句而成。 

[註 3]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羅尼經》，《大正藏》第二十冊，第一○六頁下。 

[註 4] 同 [註 3] 。 

[註 5] 參見同 [註 3] 。 

[註 6] 同 [註 3] ，第一○七頁上。 

[註 7] 同 [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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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 同 [註 3] ，第一○七頁下。 

[註 9] 參見同 [註 3] ，第一○八頁上。 

[註 10] 林美君，訪談妙蓮華唱片公司，二○○○年十二月。 

[註 11] 同 [註 10] 。 

[註 12] 林美君，訪談亞洲唱片公司，二○○一年八月。 

[註 13] 林美君，訪談原動力唱片公司，二○○○年十二月。 

[註 14] 林美君，訪談妙達華唱片公司，二○○○年十二月。 

[註 15] 更詳細的討論，可參見 Pi-yen Chens "Sound and Emptiness: Music, Philosophy, and the Monastic Practice of 

Buddhist Doctrine," History of Religion, 41 (1): 24-48. 

[註 16] 林美君，訪談法鼓山林俊賢先生，二○○一年三月。 

[註 17] 〈亂世駭客：大悲咒〉（台北：風潮唱片，一九九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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