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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佛教自印度東傳，在中土經歷了漫長的歲月，從衝突到融和，終至形成中國化的佛教。

其中對孝道思想的闡揚詮釋及孝行的倡導鼓吹，無疑是佛教中國化推動的主要力量與表現。 

  在眾多佛教經典中，署名晉‧竺法護翻譯的《盂蘭盆經》對佛教中國化有著承先啟後的

重要地位。隨著此經的流傳，更有《淨土盂蘭盆經》的出現，標示著隋唐淨土宗對孝道思想

的關注與鼓吹。其後有初唐‧慧淨的《盂蘭盆經贊述》，中唐‧圭峰大師宗密的《盂蘭盆經

疏》。特別是宗密的《盂蘭盆經疏》援引儒家《孝經》以疏釋《盂蘭盆經》，糅合中國孝道

故事於註疏中，在教理上整理出一套融和儒家思想的行孝方法，透過宗密的疏，將佛教強調

孝道的精神推展到極致。此外，唐五代釋門的俗講，及「盂蘭盆節」等民間齋會活動也在在

呈現了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軌跡。 

  透過本文對《盂蘭盆經》系及其疏這些佛教中國化重要文獻的考察，我們可以明顯地看

出中、印文化透過宗教的接觸，從碰撞到交融的發展軌跡，與佛教中國化、人間化的歷程。

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等方面，實在具有相當的研究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佛教 盂蘭盆經 宗密 講經文 孝道思想 

 

一、前言 

  宗教是文化的一個層面，佛教東傳中土，使兩個不同背景的文化經由宗教的接觸，產生

了碰撞與衝突，為了適應中土的文化環境，以利教義的推廣，佛教勢必要作出調整，在不斷

修正的過程中，從原始樣貌中逐漸脫胎蛻變，而成為中國化的佛教。誠如任繼愈在《智顗評

傳》序中所言：中國佛教包含有佛教外來的文化因素，又有中國文化特色，能稱為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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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佛教在中國」，而是「中國化的佛教」，已不同於古印度佛教的精神面貌。[註 1]佛教

的中國化，最重要的是在不違背佛教的基本立場、觀點和方法下，吸收融和中國傳統思想文

化的內容和方法，以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有所發展、創新，並通過中國化的語言和方式表

達出來，這種既不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又有別於印度宗教文化的佛教，就是中國化的佛教。 

  佛教東傳進入中國弘法，所面臨的最大障礙，主要在於與中國固有的孝道思想相牴觸。 

  孝是中國古代以宗法血緣關係為本，而形成的最基本的道德倫理規範，是中國文化不可

動搖的核心。佛教僧侶削髮為僧、離家出世，悖離中國傳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

「父母在，不遠遊」的要求，造成嚴重的衝突，佛教的有識之徒為消弭弘法障礙，乃極力倡

孝道，順應民情，以求弘法之暢達。其中所採用的手段有：翻譯有關孝道的經典，諸如晉‧

竺法護譯的《佛昇忉利天為母說法經》[註 2]、《盂蘭盆經》[註 3]等，以證明孝道也是佛教重

視的德目，孝養父母中印皆然；有另行撰造經典，如《淨土盂蘭盆經》、《父母恩重經》[註 4]，

這類經典的形成有抄錄佛典加以發揮者，有據己意創造者，主要也是基於消弭佛教與中土孝

道倫理之隔閡，以求傳教弘法能暢達無礙；更有根據佛經撰作註疏，以進行孝道思想之闡釋，

如：《盂蘭盆經贊述》[註 5]、《盂蘭盆經疏》[註 6]，透過中國本有的思想、語彙對經文進行

註疏，使其能受到中國民眾的普遍受持。釋徒藉由這些辦法，將印度東來的佛教與中國孝道

加以調和，終於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在眾多佛教經典中，署名晉‧竺法護翻譯的《盂蘭盆經》對佛教中國化有著承先啟後的

重要地位。隨著此經的流傳，更有《淨土盂蘭盆經》的出現，標示著隋唐淨土宗對孝道思想

的關注與鼓吹。其後有初唐‧慧淨的《盂蘭盆經贊述》，中唐‧圭峰大師宗密的《盂蘭盆經

疏》。其中，特別是宗密的《盂蘭盆經疏》援引儒家《詩經‧蓼莪》以疏釋《盂蘭盆經》，

糅合中國孝道故事於註疏中，在教理上整理出一套融和儒家思想的行孝方法，透過宗密的疏，

將佛教強調孝道的精神推展到極致。此外，唐五代釋門的俗講，及「盂蘭盆節」等民間齋會

活動也在在呈現了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軌跡。因此本文特就《盂蘭盆經》系及其註疏來考察其

在佛教中國化過程的意義與地位。 

二、佛教提倡孝道的方法與努力 

  「孝」根植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佛教的教義，視世間一切山河大

地為唯識所變現，故說苦說空，執世間為無常，所以遺世獨立，精進修行，以期達究竟涅槃

之境。若要出家修行，勢必離家棄子，剃除鬚髮，又教團的戒律規範，無論容貌舉止、生活

習慣皆和中土相異，初入中土之初，便深為時人所不容，遂有反對的聲浪出現。因此劉勰《滅

惑論》[註 7]、牟融《理惑論》[註 8]、孫綽《喻道論》[註 9]皆挺身而出為佛家辯解，其中從孫

綽《喻道論》雖為佛家辯護，但透過《喻道論》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對佛教抨擊的嚴苛，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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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父母，不敢夷毀，是以樂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離所生，棄親即

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行路，背理傷情，

莫此之甚。……  
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行之本，本立道生，通于神明，故子之事親，生

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 

  

佛教之所以受到反對，第一是因為剃髮毀傷身體；第二是離家出家，造成對父母生時不能盡

孝養，死時不能服其喪；第三，佛門禁慾，則使家族有斷嗣之可能；第四，若子先出家，父

母後出家，父母反須向子行禮，逆壞倫常。此四點皆與中國傳統孝道倫理相牴觸，因此如何

與孝道思想調和則是佛教東傳所面臨的最大挑戰。 

  當外來的宗教與中國本來的倫理道德產生衝突，特別是涉及到中國文化核心的孝道問題

時，往往使佛教在傳播上受到阻礙。而佛教是適應力極強的宗教，大乘佛教的基本宗旨是超

越民族與社會階級的區別來普度眾生，但是各個接受佛教的民族都各自根據自己的思惟方法

的特點去對佛教進行某些修正，然後才容納這種經過修整的佛教。[註 10]佛教徒深明孝道在中

國有著不可動搖的地位，唯有利用翻譯佛典、撰造佛典及經典註疏等方法，以發揚佛教的孝

道精神，方能使弘法佈道得以順遂。 

  佛教的教義與信仰要在中國社會滲透、紮根，翻譯經典是必然的途徑。而外國僧人來到

中國，往往積極投入經典的翻譯工作，如：最初譯經的安世高（生卒年不詳，約當漢恒帝時）、

譯經質精量多的鳩摩羅什（三四四－四一三，一說三五○－四○九）、譯經詳實的竺法護（生

卒年不詳，約當西晉懷、愍帝間）等，這些譯經高僧，將佛典漢譯，以便佛教教義的流通，

促使國人廣泛的受持。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透過翻譯將佛教原有的孝道思想加以宣揚，如

《盂蘭盆經》即是明顯的一例。署名竺法護翻譯的《盂蘭盆經》，由於有著濃厚的孝道思想，

所以深受中國民間的奉持。 

  此外，將散在各經中有關孝道的思想內容加以鋪陳，創造出具有中國孝道思想觀念的經

典，讓世人注意到佛教經典也存有大量與孝道相關的記載，這種中國撰造的經典（一般稱之

為「偽經」），在兩晉時已相當流行，例如《父母恩重經》。而隋唐宗派林立，各宗派往往

透過撰造經典，來建立宗派的學說，或者因應宗派思想，將經典加以改造，例如：《淨土盂

蘭盆經》，便是受到隋唐時期淨土宗發展影響的經典。 

  另外，中國高僧大德也有透過經典的註疏，將佛典與中國思想進行整合，加以闡釋，並

大肆延伸比附。佛教初傳的格義時期，是藉由道家的「道」、「無」，以解說佛家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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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中國原有的學說，講解佛經，讓佛教義理易於為民眾所接受、吸收。隋唐時期，已有大

量的僧侶投入經典翻譯，卷帙繁多的大部經典紛紛譯出，但高深的教理使人望而卻步，於是

又有僧侶開始對佛經註疏，利用中國固有的觀念來解釋佛經，圭峰大師宗密的《盂蘭盆經疏》

即是重要的典型。 

  透過翻譯《盂蘭盆經》、撰造《淨土盂蘭盆經》與《盂蘭盆經贊述》、《盂蘭盆經疏》

的註疏，在教理上突顯出佛教的孝道倫理，成為深具中國特色的佛教。至於教法的民間推廣，

為使佛教人間化，則更採用俗講、歌詠及齋會[註 11]等方式來大力推動。 

  俗講是佛教徒變化講經的方法，用淺顯易懂的文辭來解經，使信徒聽眾得以心生信解。

敦煌石室所發現的《盂蘭盆經講經文》即為唐五代化俗僧俗講時所使用的底本，由於俗講的

聽眾為一般庶民百姓，所以內容不談高深的佛理，而只講父母深恩以鼓吹行孝，深獲時人青

睞。歌詠，則是將孝道思想，編成琅琅上口的歌曲，傳唱於道場、法會之間，其感染民眾的

力量，更是深入而普及。而齋會活動與民俗節日結合，尤其深入社會各階層，由《盂蘭盆經》

發展出來的「盂蘭盆會」，六朝已流行，梁‧宗懍（四九八－五六一）《荊楚歲時記》便有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的記載。唐五代時，每年七月十五日設齋供僧，

由宮廷到民間，無不效法遵行。圓仁《入唐求法巡禮行記》也有如下的記載： 

  

城中諸寺七月十五日供養。諸寺作花：蠟花餅、假花果樹等，各競奇妙。常例皆於佛

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年諸寺鋪設供養，勝於常年。[註 12]  

  

盂蘭盆供，本意在於供養十方諸佛，救拔慈親，宣揚孝道。而唐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盂

蘭盆節開始大規模地與城市生活相結合，節日風俗遂趨向世俗和娛樂化，成為民間真正的「佳

節良辰」。晚唐‧宗密《盂蘭盆經疏》對佛教孝道的融和與推廣，更助長唐宋時期此風的盛

行不替。 

  這些佛教宣揚傳播的方法都是同步進行的，在教理上，運用譯經、造經與註經，使得佛

教教理得以中國化；在傳布上，透過俗講、歌詠、齋會，使得佛教信仰進一步世俗化，更促

成為理與儀式兼具的中國佛教。《盂蘭盆經》系及其註疏呈現完整的佛教中國化歷程，宗密

的《盂蘭盆經疏》，更突顯了以儒家孝道觀點註疏佛經，成為後世《盂蘭盆經》註疏的圭臬。

至於俗講經文《盂蘭盆經講經文》的出現，也使我們得以清晰地考察佛教在下階層中國化的

手法與積極作為。 

三、《盂蘭盆經》、《淨土盂蘭盆經》及其孝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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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盂蘭盆經》及其孝道思想  

  《盂蘭盆經》一卷，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十六冊，經集部三，全文七百餘字。據

宗密《盂蘭盆經疏》言，此經共有三譯：一為西晉武帝時竺法護所譯《盂蘭盆經》，二為西

晉惠帝時，法矩所譯，名為《灌臘經》；另外一篇為譯者不明，名為《報恩經》。按：《灌

臘經》今已亡佚；而《報恩經》當即《報恩奉盆經》之省稱，今收入《大正藏》第十六冊，

約五百餘字，經文簡短；《盂蘭盆經》則是有關此經現存最完整的譯本。 

  《盂蘭盆經》一卷，最早著錄於梁‧僧祐（四四五－五一八）《出三藏記集》[註 13]，其

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錄〉，著錄為「失譯」，其後隋‧費長房（五六一－五九七）《歷

代三寶記》卷六著錄此經，則署為竺法護譯。至於《灌臘經》、《報恩奉盆經》則是《盂蘭

盆經》「同本異譯」的「失譯」經典。唐以後的經錄，如《大唐內典錄》、《開元釋教錄》

皆承費長房之說，以《盂蘭盆經》為竺法護所譯。 

  究竟《盂蘭盆經》是西晉‧竺法護所譯，抑或中國所撰造的疑偽經，自來爭論不休，推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現存梵文佛典及南傳巴利文佛典都不見任何有關《盂蘭盆經》的原本。

其次，《盂蘭盆經》為竺法護所譯的說法，首見於隋‧費長房《歷代三寶記》，然較早成立

的僧祐《出三藏記集》卻著錄為「失譯」。固然後出者未必非真，然所依據為何？實不足以

令人信服。衡之以中國典籍史，後代往往出現託名的情況[註 14]，造成後世學者的質疑，實無

可避免。費長房未嘗說明其立論依據，使其真實性受到質疑。再加上法顯（三四○－四二三？）

《佛國記》[註 15]、唐‧玄奘（六○二？－六六四）《大唐西域記》[註 16]、義淨（六三五－

七一三）《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註 17]等求法僧的記錄中，皆未曾提及印度有行盂蘭盆會的

習俗，致使學者對《盂蘭盆經》的真偽提出質疑。 

  詳審這些爭論焦點，首先，假若《盂蘭盆經》沒有非漢文的原本，則應當只會有一種漢

文原本流通，經錄中不當出現所謂「同本異譯」的著錄。再者，求法僧雖未見有印度「盂蘭

盆會」習俗之相關記載，但在印度古老的婆羅門祭儀中，有一種「祖靈祭」的祭儀，是佛教

超度儀式的原型。婆羅門法典中的祖靈祭儀除了祭祀時間外，在輪迴觀念、供物、供奉對象

和供祭目的等主要方面都與盂蘭盆會有相通之處。[註 18]就以上幾點論據，我們相信《盂蘭盆

經》應是自西域傳入中國，而非中國本土所撰造的經典。 

  目前所見敦煌寫卷《盂蘭盆經》，計有：S.2540、S.3171、S.4264、S.5959、S.6163、P.2055、

北字七五等七件，其中 P.2055 號卷子有詳細的跋文及紙背題記。這些抄本的出現，標誌著《盂

蘭盆經》在唐、五代受大眾歡迎的程度。 

  在經文內容上，《盂蘭盆經》敘述佛弟子大目乾連修行而有神通，希望能超度父母，以

報答父母的乳哺之恩，卻見亡母生餓鬼道中，即盛鉢飯前往奉養母親。母親因慳貪的業力使

飯未入口便化作火炭。目連悲嚎啼泣，哀痛欲絕，急往問佛陀是何緣故？佛陀言目連的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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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天下有目共睹，卻無法度脫母親，目連唯有於七月十五僧自恣時施食十方僧眾，以此功

德方能救目連母脫離餓鬼道。目連在度脫母親後，遂為天下孝子請問佛陀，天下孝子可否供

奉盂蘭盆使親人得道度脫。佛陀遂言世人上至王公百官下至庶人，行孝慈者，皆應為所生現

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奉盂蘭盆齋會，乞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年無病，無一切苦惱之患，乃

至七世父母離餓鬼苦，得生天人中福樂無極。最後佛陀則告諸弟子信徒：「是佛弟子修孝順

者。應念念中常憶父母供養乃至七世父母。年年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順慈憶所生父母。乃至

七世父母為作盂蘭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盂蘭盆經》記載了具體行孝的方法是舉辦盂蘭盆齋會，藉由齋會活動不僅可以度脫已

亡逝的父母，做到死後祭祀，更能祈願在世父母延壽無病，使孝子能盡其孝養。而佛弟子都

要能常常憶念孝順父母，每逢七月十五則須作盂蘭盆以報答父母的長養慈愛之恩。《盂蘭盆

經》為佛弟子提供了一套行孝的方法，即使是父母親去世，都能夠以盂蘭盆會供養父母，並

兼及祖先，也符合中國祭祖敬祖的傳統習俗。 

(二)《淨土盂蘭盆經》及其孝道思想  

  同屬《盂蘭盆經》系的經典，尚有《淨土盂蘭盆經》，今見存於敦煌石室遺書中，現庋

藏於法國巴黎國家圖書館，編號 P.2185，為卷子本。首題《佛說淨土盂蘭盆經》，共百十一

行，約一千餘字，首尾俱完。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錄》[註 19]中著錄有「《盂蘭盆

經》一卷，三紙，又別本五紙，云《淨土盂蘭盆經》，未知所出」。初唐‧道世（？－六八

三）編的佛教百科全書《法苑珠林》卷六十二引《大盆淨土經》數段，其中如： 

  

十六國王聞佛說目連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見。時瓶沙王即敕藏臣，

為吾造盆。藏臣奉敕，即以五百金盆、五百銀盆、五百琉璃盆、五百硨璖盆、五百瑪

瑙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將來獻佛及僧。[註 20]  

  

將此引文試加按覈，顯與《淨土盂蘭盆經》中「爾時十六國王聞佛世尊說目連生身見母脫三

劫餓鬼之罪，生人道中，母子相見，實得未曾有，希有希有。實摩竭提國瓶沙王即敕藏臣為

吾造盆，臣奉敕即以五百金盆、五百銀盆、五百琉璃盆、五百硨磲璖盆、五百瑪瑙盆、五百

珊瑚盆、五百虎魄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內容相同，唯在用字上略有差異

而已，故知《大盆淨土經》實為《淨土盂蘭盆經》異稱。《淨土盂蘭盆經》內容主要說十六

國王及一切信眾等聞佛說目連救母脫苦之事，各造種種寶盆以盛飲食，獻佛及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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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日人岡部和雄的研究，《淨土盂蘭盆經》的成立年代當約為《歷代三寶記》及《法

苑珠林》的七十一年間[註 21]，因《歷代三寶記》著者費長房所處的時代佛道論諍便已開始，

所以經錄的寫作會有擴大收錄的情形，若在費長房寫作的年代，《淨土盂蘭盆經》便已出現，

則《歷代三寶記》中當有《淨土盂蘭盆經》相關著錄的出現。另一方面，道世《法苑珠林》

引用的《大盆淨土經》，經核對後，知為《淨土盂蘭盆經》，則《淨土盂蘭盆經》的成立當

早於《法苑珠林》。按：《歷代三寶記》成書於五九七年，《法苑珠林》成書於六六八年，

則《淨土盂蘭盆經》當成立於五九七－六六八年間。就特質內容來考察，《淨土盂蘭盆經》

當是受到中國佛教淨土宗興起影響而成立的經典，是依據《盂蘭盆經》所撰造的中國佛教經

典。 

  《盂蘭盆經》中藉供養十方僧眾的功德，而得生天人的思想為《淨土盂蘭盆經》所繼承。

《淨土盂蘭盆經》是隋唐之際淨土宗興起後，宗派利用造經的方式來證明其教理所產生，經

文中屢屢言及目連母因目連施食的功德而生人道，母子相見，而聞見目連事蹟者，如瓶沙王、

須達長者、波斯匿王等亦仿目連設盂蘭盆供，以期布施功德果報，能得福無量，使七世父母

超脫七十二劫生死之罪。經中還有佛陀為大眾說目連過去世因緣，說目連字羅卜，目連母字

清提。晚唐‧宗密《盂蘭盆經疏》及敦煌寫卷《盂蘭盆經講經文》、《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

文》等有關目連故事中出現目連母子姓名，恐是受到此經的影響。 

四、宗密《盂蘭盆經疏》及其孝道思想 

  《盂蘭盆經》與「盂蘭盆會」在唐代普遍的流傳與的風行，遂有佛門高僧大德針對《盂

蘭盆經》進行註疏，如：慧淨的《盂蘭盆經贊述》、宗密的《盂蘭盆經疏》，其中宗密疏影

響最鉅，不但被後世佛教學者奉為圭臬，而且還直接影響到《盂蘭盆講經文》。 

  初唐‧慧淨（五七八－約六四五）所註《盂蘭盆經贊述》一卷，是現存最早的《盂蘭盆

經》註疏，今見存於敦煌石室所出，現庋藏於法國巴黎國家圖書館，編號 P.2269，《大正藏》

第八十五冊「古逸部」有錄文。此贊述成立的時間約在六三六－六三九年間。註經者慧淨是

長安紀國寺的上座，並在普光寺兼職，由於這些職務，使慧淨熟諳於經辦「盂蘭盆會」一類

的重大節慶，並常代表佛教參與三教論壇，因此慧淨注意到佛教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衝突，

乃有《盂蘭盆經贊述》的撰作，藉以宣說盂蘭盆「拔苦孝行」的意義。《贊述》援引《涅槃

經》、《阿含經》、《觀無量壽經》等為佛教的孝親觀念提供旁證。《贊述》的體例，蓋為

略釋標題含意，即隨句註疏，其註釋說解則不離佛經，而堅定佛教立場，未見有透過儒家思

想釋經的情形出現。這與後來宗密的《盂蘭盆經疏》，大量使用中國文獻與思想，以註疏詮

釋佛教孝道思想，可說大異其趣。慧淨《贊述》在其生前已經流通，八世紀中葉，此一抄本

更流傳日本[註 22]，後世則湮沒無聞，幸賴敦煌石室遺書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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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密《盂蘭盆經疏》二卷是佛教中國化最為重要的佛教註疏之一。此疏今見錄於《大正

藏》第三十九冊，經集部三。宗密是華嚴五祖，號圭峰大師。青年時代的宗密，主要是接受

正統的儒家教育，但儒家經典並不能契合他的心靈，所以他便向佛教教義尋求答案。宗密後

來在遂州遇到道圓和尚，兩人相談甚歡，加以宗密承受科舉考試的壓力，以及對儒家教育的

不滿，致使宗密出家修行，脫離塵世名利。而宗密早年所受完整的儒家教育，使得宗密對於

深諳嫻熟儒家典籍的學養與背景，對他註疏《盂蘭盆經》有著相當的影響與幫助。 

  《盂蘭盆經疏》中提及宗密為《盂蘭盆經》作疏是因「宗密罪釁，早年喪親。每履雪霜

之悲，永懷風樹之恨」，早年喪親，使他對父母的孺慕之情轉而為希望求得一套能追薦父母

的具體實踐方法，根據《盂蘭盆經》，宗密發展出一套行孝法門，疏中有言： 

  

宗密依之修崇，已歷多載，兼講其誥，用是未聞。今因歸鄉，依日開設道俗耆艾，悲

喜遵行，異口同音，請製新疏。心在松柏，豈慢鄉閭，式允來情，發揮要道。 

  

這裡清楚地記載了宗密回鄉追祭他去世的雙親時，從《盂蘭盆經》中體會到孝道在儀式的表

現，深受故鄉父老的歡迎，於是在鄉親「異口同音」的請求下，宗密遂將自己多次修崇佛教

表達孝道的方法，編寫成《盂蘭盆經疏》，以流傳天下。此疏一出，對於佛教的孝道觀具有

很大的促進與凝聚作用。[註 23]  

  《盂蘭盆經疏》成書於八三六－八四一年間，宗密由內道場回到終南山以後所作[註 24]。

宋‧普觀《蘭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序》中，曾對此疏在唐宋之際的流傳，作了概括的評述。

他說： 

  

吾祖圭峰禪師之疏《蘭盆》也，邃古作者莫之與京。講授流通，為日固久。石壁尊者，

刱為之記；孤山法師，因循其說；芝園律師，繼有斯述。[註 25]  

  

足見《盂蘭盆經疏》在佛教經疏的地位，特別被尊為歷來《盂蘭盆經》註疏的圭臬。 

  詳審《盂蘭盆經疏》的內容，可大別為兩大部分：一是闡述佛家孝道內容，另外一部分

就是對經文進行註疏。宗密疏開宗明義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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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混沌，塞乎天地，通人神，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 

  

他強調孝道是儒、釋兩家所推崇的概念，由此開展，論及「孝」在儒、佛二家所代表的意義。

疏中提到「悉達太子，不紹王位，捨親去國，本為修行得道報父母恩」。悉達太子在宗密的

塑造下有了孝子的形象；而目連出家為僧，也有著相同的動機，所以疏中說：「大目犍連因

心之孝，欲度父母，報乳哺之恩故，出家修行，神通第一。」[註 26] 

  宗密此篇旨在：「一通明孝為二教之宗本。二別明二教行孝之同異。」儒家「以孝為本

者，謂始自天子，至於士人，家國相傳，皆立宗廟，……章中標為至德要道，道德以之為體」，

說明孝道是一切道德之本。佛家「戒雖萬行，以孝為宗」，說明孝道是先於律詮戒行，為一

切價值的根源。 

  在行孝上，宗密認為儒釋二家相同有「存歿同」與「罪福同」二者，茲將其要義表列說

明如表一： 

表一 

一居則致其敬者 儒則別於犬馬 釋則舉身七多 

二養則致其樂者
儒則怡聲下氣溫清定省等故，有扇床溫

席之流 
釋則節量信毀分減衣鉢等故，有割肉

充饑之類 
三病則致其憂者 儒中如文帝先嘗湯藥，武王不脫冠帶 釋中如太子以肉為藥，高僧以身而擔

四喪則致其哀者 儒有武丁不言，子臯泣血 釋有目連大叫調御舁棺 

存 
 

歿 
 

同 
五祭則致其嚴者 儒有薦筍之流 釋有餉飯之類 
罪同者 儒則條越五刑，犯當五摘而恩赦不該 釋則名標七逆，戒黜七遮而阿鼻定入罪 

福 
同 福同者 儒則旌於門閭上天之報 釋則瑩於戒德淨土之因 

儒釋二者，雖然在具體行動上有所差別，但是其孝心則無二致。  

  宗密首先強調重視孝道是儒釋兩家的共同點，而儒釋二家在落實孝道表現在生前侍養與

歿後追思則有所不同，其差異如表二： 

表二 

生 前

侍養 侍養異者 儒宗則慎護髮膚，揚名後代。故樂春不

出，曾子開衾。 
釋教則祝髮壞衣，法資現世。故優陀通

信，淨藏回邪 
一居喪異 儒則棺槨宅兆安墓留形 釋則念誦追齋薦其去識 
二齋忌異 儒則內齋，外定想其聲容 釋則設供講經資其業報 

歿 後

追思 
三終身異 儒則四時殺命，春夏秋冬 釋則三節放生施戒盆會，良繇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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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歿後追思處，儒家春夏秋冬莫不殺生以祭祀，而佛家則倡導放生施戒盆會，宗密

對此有段文字說明：「生是釋梵之本因，類天地之大德。今殺彼祭此，豈近仁心，是若可忍，

孰不可忍，雖云祈福，實是立讎，自徇虛名，殃於神道。問父母生於餘趣，則可改祭為齋。」

佛家戒殺生，儒家祭祀必用牲禮，在佛家看來實際上是在樹立敵讎，殺生並不能為父母洗刷

罪業，而殺害生命，豈是仁心的表現？ 

  其次，宗密更以為人當「以悲心敬心孝心為種子，以衣食財帛身命為牛犁，以貧病三寶

父母為田地」。然後，「須運悲敬孝心，將衣食財帛身命，給濟敬養於貧病三寶父母，名為

種福。不種即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他以理論來說明孝敬父母的重要，即所謂「此經

以孝順設供，拔苦報恩為宗」，強調盂蘭盆法會可拔除七世父母的痛苦、並且上報長養的恩

德。 

  最後宗密針對「孝順」二字概括定義，認為有「孝而非順」、「順而非孝」、「孝亦順」、

「非孝非順」四方面加以說明，然後又就「以孝順設供」、「以孝順對拔苦」、「以孝順對

報恩」鼓吹最高最好的供養、報恩方式就是施行功德無可校量的「盂蘭盆會」。更在註疏中

列舉中國孝道故事，如董永、董黯、王祥等，透過這些民眾所熟知的人物來印證宗密的孝道

主張，拉近了印度佛教與中國的距離，可說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推手。 

  第二部分為註疏經文的部分。此部分宗密針對《盂蘭盆經》的經文逐字解經，主要說明

佛教盂蘭盆會的施行與起源，所以用釋尊及目連救母的故事來說明佛教界中的聖人如此，更

何況是一般民眾，更應效法他們的精神。而在解「欲度父母報乳哺之恩」句時更引用中國儒

家經典《詩經‧蓼莪》的詩句，明顯可以看到這是用儒家的觀念在解佛經，足見其儒釋合流

的特色。 

  宗密之後，有關《盂蘭盆經》的註疏陸續出現，宋‧孤山法師智圓（九七六－一○二二）

的《盂蘭盆經疏摭華鈔》，宋‧芝園律師元照（一○四八－一一一六）的《盂蘭盆經新疏記》

二卷，普觀《盂蘭盆經疏會古通今記》二卷，宋‧遇榮《盂蘭盆經疏孝衡鈔》二卷附科式一

卷，明‧智旭《佛說盂蘭盆經新疏》一卷，清‧靈耀《盂蘭盆經折中疏》一卷等篇卷繁多，

然均深受宗密《盂蘭盆經疏》的影響。[註 27]  

  高僧大德的註疏內容係為教理的詮解與闡揚，屬於上層社會的教理佛教，至於化俗僧勸

導庶民的俗講經文，則是屬於下階層的通俗化的宗教宣揚，其影響庶民信仰至為深遠。《盂

蘭盆經》的講唱實際也就是通俗的口語註疏，在今所得見敦煌寫本中便保存有《盂蘭盆經講

經文》三件，分別是：台北國立國家圖書館藏，編號三十二《盂蘭盆經講經文》此件是卷子

本，白紙，存八紙，首有殘缺，中間有多處校改，尾題作「《盂蘭盆經》」。潘重規先生《敦

煌變文集新書》據尾題《盂蘭盆經》及引經文後加以講唱，又有催唱經文吟詞，均為講經儀

式，故擬題為《盂蘭盆經講經文》[註 28]。鄭阿財考察俄藏敦煌文獻，發現俄羅斯科學院東方

研究所聖彼得堡（原列寧格勒）分所藏，編號 Д x.10734 及 Дx.11862 兩殘卷，其殘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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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盂蘭盆經講經文》，並論證此三件敦煌寫卷《盂蘭盆經講經文》係根據宗密《盂蘭盆

經疏》加以敷演鋪陳的。[註 29]  

  佛教在取得上層社會的信奉後，為求進一步積極發展，乃轉向廣大群眾展開弘法佈道，

以爭取下層社會廣大信眾的普遍奉行的方便法門，俗講則是為了「濟俗」、「化俗」，在傳

布方式與手法因應庶民所作的調整，《盂蘭盆經講經文》以鄙俚文辭宣說父母深恩及勸說人

子行孝，意旨淺顯、感人至深，其中引用《父母恩重經》「十恩德」稱揚讚歎父母，尤其對

於慈母十月懷胎之辛苦，撫養子女之艱難，望子成龍之關切，刻畫細膩，詠歎再三，奉勸世

人行孝報恩，其效甚鉅。[註 30] 此外，更進一步運用當時社會下階層的思想以為講經，如： 

  

恰似世間慈母身，養得子時登官位。威勢人間皆總怕，自出分憂佐大唐。忽然憶著我

耶孃，取向本州丞（承）侍奉。所得財物買珠瑱，將來奉獻我慈親。百味珍饈皆恭（供）

給，朝朝將心親侍奉，若也悶來交合曲，音聲歌麞不曾休。朝朝甘脆父母前，日夜尋

常居左右。所要之徒皆與人，意徒孝行遣人傳。今此目連亦復然，得道恰似為官位。 

  

  《孝經》說：「立身行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在儒家影響下，能以

科舉考試榮登科榜，在朝為官，是天下父母最大的盼望，作官能榮顯父母祖先，在中國被視

為孝順的表現。講經文中則宣說這些為官之人孝順父母，物質上不虞匱乏，又日夜尋常皆伴

陪父母，所圖只是能夠名流青史，博得世間美名。但目連出家為僧，修行得道就像俗人為官

般，出家也是種孝行，而目連上窮碧落下黃泉的尋覓父母，希望能度脫父母脫離三塗之苦，

較之俗人孝順求名來得高明。講經文中言：「假使碎身於萬劫，不能報答一毫恩。將知恩德

大難酬，我佛如來再三說，奉勸座下佛弟子，大須孝順莫因循。」極力強調人生在世必得報

答父母深恩，在萬劫中粉身碎骨亦不能報答父母恩於萬一，而佛陀說法特重孝道，時刻奉勸

弟子行孝順。在最末了，有「將知世界逆眾生，罪過愚庸不可說，不報其恩不孝順，墮向三

塗惡道中。奉勸門徒諸信心，莫作如斯不孝人，學取目連心裡事，命中必定見慈尊」，殷殷

勸誘世人若不行孝道將受報應墮入三塗惡道；若行孝道，將來必能往生天堂。這樣的果報思

想是前述幾項《盂蘭盆經》系經疏所未見的，《盂蘭盆經講經文》之所以有這樣的說法，大

致上是因為講經乃是對一般民眾說法，以這樣獎善懲惡思想勸諭教化百姓，遠較深奧的教義

易為庶民所接受。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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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印度東傳，在中土經歷了漫長的歲月，從衝突到融和，終至形成中國化的佛教。

其中對孝道思想的闡揚詮釋及孝行的倡導鼓吹，無疑是佛教中國化推動的主要力量與表現。 

  兩晉以來至隋唐，佛教高僧大德或化俗僧們對孝道的積極提倡，不論在方法與作為上，

均有著突出的表現。他們透過譯經、造經、註經、法會、歌詠、俗講等方法，從教理到儀式，

由上層到民間，實可謂雅俗並蓄，不一而足。 

  其中，特別以《盂蘭盆經》為中心，從署名晉‧竺法護譯的《盂蘭盆經》，鼓吹「盂蘭

盆齋會」以薦亡，因與中國祭祖敬親的孝道思想相契合，而得以相沿成風。隨著《盂蘭盆經》

的流傳與「盂蘭盆齋會」的風行，隋唐之際淨土宗興起，更有撰造《淨土盂蘭盆經》的出現，

從此經的內容更可窺淨土宗鼓吹孝道的努力。 

  其後，為使《盂蘭盆經》系經典旨意能得到充分的闡揚，高僧大德們乃陸續進展開此經

的註疏工作。其中初唐‧慧淨的《盂蘭盆經贊述》，採佛教傳統解經之法，援引諸經，以宣

說盂蘭盆「拔苦孝行」之義。疏中尚未見有以儒典解經之情形。 

  中晚唐‧圭峰大師宗密的《盂蘭盆經疏》，是歷代有關《盂蘭盆經》註疏中最具影響力

的一部。宗密疏糅合中國孝道故事於註疏中，並多方援引《孝經》等儒家典籍，將佛教強調

孝道的精神推展到極致。實是透過佛經註疏進行佛教中國化的成功範例。對後代其他佛經及

有關《盂蘭盆經》的註疏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近世敦煌藏經洞發現寶貴的《盂蘭盆經講經文》寫本，是唐五代化俗僧對庶民百姓進行

通俗講經的底本。以淺近口語疏釋經文，直陳孝行以宣說父母深恩，勸誘世人行孝，感人至

深，效果亦著，更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方便法門。 

  透過本文對《盂蘭盆經》系及其疏這些佛教中國化重要文獻的考察，我們可以明顯地看

出中、印文化透過宗教的接觸，從碰撞到交融的發展軌跡，與佛教中國化、人間化的歷程。

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等方面，實在具有相當的研究意義與價值。 

  

【註釋】 

[註 1]   見潘桂明，《智顗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註 2] 《大正藏》，第十七冊。 

[註 3] 《大正藏》，第十六冊。 

[註 4] 《大藏經》，第八十五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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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大正藏》，第八十五冊。 

[註 6] 《大正藏》，第三十九冊。 

[註 7] 見《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二冊。 

[註 8] 見《弘明集》卷一，同 [註 9] 。 

[註 9] 見《弘明集》卷三，同 [註 9] 。 

[註 10] 見中村元，《東方人的思維方法》（台北，淑馨出版社，一九九○年）第二十三頁。 

[註 11] 見潘重規，〈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華岡文科學報》第十二期（一九八○年三月）第一九七

－二六八頁。 

[註 12] 見圓仁，《入唐求法巡禮行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六年）第一七七頁。 

[註 13]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註 14] 這是中國古籍辨偽學的主要規律之一。梁啟超〈古書真偽及其年代〉提出辨偽方法，其中「從傳授統緒

上辨別」中有一條云：「從舊志無著者姓名，而定後人隨便附上去的姓名是偽」，見《梁啟超學術論叢‧

通論類(二)》（台北：南嶽出版社）第一一五一頁，不著年月。 

[註 15] 《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註 16] 同 [註 15] 。 

[註 17] 《大正藏》，第五十四冊。 

[註 18] 陳洪，〈盂蘭盆會起源及其有關問題新探〉，《佛學研究》（一九九九年）第二四○頁。 

[註 19]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註 20] 《大正藏》，第五十三冊，第七五一頁。 

[註 21] 岡部和雄，〈淨土盂蘭盆經　成立　背景〉，《鈴木學術財團研究年報》一九六五：二，第六十三頁。 

[註 22] 參考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著，侯旭東譯，《幽靈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仰與生活》一書對義

淨《盂蘭盆經贊述》成書與傳布的考察云：「據經錄及其他出自日本天平時期（七二九－七四九年）的

資料，慧淨的著作很好地保存在奈良的正倉院，見石田茂作《寫經所見奈良朝佛教的研究》，東洋文庫

論叢，十一（東京：東洋文庫，一九三一年），索引第一九九六、二○二○、二○二一、二○五○、二

○六四、二○六五、二一一一、二一一二、二一一三、二二○○、二二○一、二二二○和二五○○號。」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年，第五十六頁） 

[註 23] 見冉雲華，《宗密》（台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八年）第三十九頁。 

[註 24] 宗密於八二八年受唐文宗「徵賜紫方袍，為大德」，而開始居住於內道場。至八三五年受李訓「甘露之

變」的牽連入獄，經歷「遣人縛（宗密）入左軍，責以不告之罪，將殺之」的驚險後，晦跡歸隱終南山。 

[註 25] 同 [註 26] ，第二四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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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6] 見陳觀勝著，許章真譯，〈中國佛教中之孝道〉，《中華文化復興月刊》（一五：一○，一九八二年十

月）第三十六頁。 

[註 27] 見鄭阿財，〈《盂蘭盆經疏》與《盂蘭盆經講經文》〉，《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二○○

三年三月）。 

[註 28]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北：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年）第四八七－四九六頁。 

[註 29] 同 [註 30] 。 

[註 30] 見鄭阿財，〈孝道文學敦  煌寫卷「十恩德讚」初探〉，《華岡文科學報》第十三期（一九八一年六月）

第二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