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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主題是梵語《八千頌般

若波羅蜜多經．塔供養品》前半部譯

注與研究，主要文獻以《八千頌般若

經．塔供養品》與漢譯七傳本為依

據，探討〈塔供養品〉中的思想內涵。

在研究主軸上，分成二方面進行：首

先，對梵語《八千頌般若經．塔供養

品》前半部進行中文翻譯，並比對所

有的傳本。其二，以梵漢原典對照譯

注為基礎，進而論述其《八千頌般若

經．塔供養品》中，供養佛塔與供養

經卷之間思想演變的相關討論。 

筆者欲藉由《八千頌般若波羅蜜

多經・第三供養波羅蜜多塔能持無量

功德品》（以下簡稱《八千頌般若經・

塔供養品》）說明大乘《般若經》的

教說，並非憑空而來，《般若經》是

承續早期《雜阿含經》的教說。以《雜

阿含經》理論教說為其基礎，並再加

以開展與延伸出菩薩道的修學。〈塔

供養品〉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到供養

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據的理論可能

是沿用早期《雜阿含經》三寶教說。

以三寶教說為其論述基礎開展出〈塔

供養品〉所欲闡述般若波羅蜜多的功

效就如同三寶功德，般若波羅蜜多有

種種功德，還指出「法重於佛」的思

想，並開啟佛化身的端倪。 

〈塔供養品〉整品內容思想意

涵，主要為：提出供養經卷背後的理

論依據是以延續早期三寶教說。從三

寶的法寶開展出經卷地位提高於佛

舍利之上，這也影響對於後來建立供

養佛舍利與供養經典所擺設位置的

先後次序的重要性。 

在「塔供養」興盛與禮儀鼎盛的

風氣下，《八千頌般若經》的編集者

提倡新的供養方式，以對般若波羅蜜

多經卷的供養取代對佛塔供養。從供

養佛塔與供養經卷的較量功德中，說

明供養經卷的地位是高於供養佛塔

的闡述，並且也為供養佛塔提出值得

供養的理論根據。對於書寫般若波羅

蜜多做成經卷來供養，將供養經卷地

位提高到供養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

據的理論可能是沿用早期三寶教

說，將《雜阿含經》憶念三寶來消除

恐怖的說法
1
轉變成修學、受持、讀誦

般若波羅蜜多能消除諸怖畏的說法。 

從早期經典教說佛弟子們要時

時憶念三寶的功德，隨著平時所養成

的習慣，即使遇到突發狀況或有危難

時，還是會自然而然地生起三寶的憶

念。
2
三寶的功德力對佛弟子們有著保

護的作用，能帶領佛弟子們朝向安樂

處。而般若波羅蜜多就有如與三寶同

樣性質的功德力。三寶是佛弟子們的

庇護所、避難所。皈依三寶就如同回

到母親的懷抱，那樣讓人感到安心、

安全。〈塔供養品〉依著這樣的概念

來闡明說有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的地

方就是眾生的庇護處、避難處。憶念

般若波羅蜜多對眾生而言有保護的

作用，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有大威德

力，它是大明咒、無上咒，是超越世

間的所有咒語。 

〈塔供養品〉以佛圓滿莊嚴色身

及佛入滅後的佛舍利做為佛寶；成為

佛寶顯現於世間是由於諸佛如來修

學般若波羅蜜多，證得一切智智來成

就佛道，此是依於般若波羅蜜多法寶

而來；如此殊勝的法寶是能引領人們

朝向解脫、成佛的契機，為了能讓般

若波羅蜜多法流傳世間，大乘佛法久

住於世，宣傳般若波羅蜜多者也就擔

任其法師的角色，代表僧寶。並以法

寶為導，貫穿於佛寶與僧寶中，佛寶

與僧寶的功德皆源於法寶而來，依此

理路開展出〈塔供養品〉的「法重於

佛」說。 

此外，〈塔供養品〉除了巧妙運

用三寶教說將佛圓滿相好身與佛舍

利做為是佛寶，般若波羅蜜多為其法

寶，以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的法師為僧

寶。還有將修學法行歸納為四預流支

的內容，最後從早期防蛇咒轉換為般

若波羅蜜多咒有消滅苦厄與證得智

慧的效用。這都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

核心貫穿整品，指出佛陀為般若波羅

蜜多的圓滿具體顯現者。佛是修學般

若波羅蜜多而證得一切智智，佛圓滿

相好身是為一切智智的依止，讓般若

波羅蜜多法顯現於世。這品所談的佛

不限於歷史上的佛陀而是說諸佛所



 

 

共通具有的內在功德性質的圓滿覺

悟者。諸佛如來成就的一切智身是在

般若波羅蜜多上修學，所獲得的無上

正等菩提及一切智智。 

從塔供養中發展出「法是重於

佛」的思想，主要是從「如來」不是

因為這個圓滿的相好身而被稱為「如

來」，他是因為證得一切智智而被稱

為「如來」。如來的一切智智是由般

若波羅蜜多所出生。如來獲得這個具

體的圓滿相好身，是因為般若波羅蜜

多的善巧方便。並且佛陀獲得的圓滿

相好身，是由於一切智智以般若波羅

蜜多為因，它的性質是以一切智智為

依止。佛陀圓滿相好身是所有眾生的

佛塔，是值得恭敬、禮拜、尊重、愛

敬、供養。所以，佛陀的圓滿色身受

到供養讚嘆，並且佛陀入滅後，他的

舍利也受到供養讚嘆。然而，供養般

若波羅蜜多經卷是比供養佛舍利

塔，獲得更多的功德。從這樣的說法

來看，〈塔供養品〉已經有故意分化

佛的肉體身與佛的內在智慧及他所

證悟的法的內在意涵。在〈舍利品〉

也有相關主題的論述。佛陀問帝釋

天：「若有滿閻浮提的佛舍利和般若

波羅蜜多經卷這二者，你要選那一

個？」帝釋天回答說：「當取般若波

羅蜜多經卷。」
3
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才

是如來的響導，為如來的真正身體。
4
從對塔供養轉化成對經卷供養的過

程中，連帶地影響後來對於佛身的觀

念，造成佛身的分化。 

再說，〈塔供養品〉敘述供養經

卷與供養佛塔比較的段落是為了指

出般若波羅蜜多法的內涵，由於有般

若波羅蜜多法寶的出現，才有做為佛

寶的具體圓滿顯現者與成為僧寶的

宣說者及流布者。循此這樣的脈絡理

解下，處在供養佛塔興盛時期的〈塔

供養品〉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其核心

主軸所開展出：將做為法寶的經卷是

比成為佛寶的舍利還要殊勝，功德更

為廣大。其原因是：三世諸佛皆是修

學般若波羅蜜多而圓滿成就。般若波

羅蜜多才是真正做為佛陀的本質，就

如母親一般，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出過

去、現在、未來的諸佛如來。這也是

般若波羅蜜多比佛舍利塔更讓人尊

重、恭敬、供養的理由。從這個物理

形態的佛發掘出背後真實的佛陀，而

這個超越物理形態的佛陀，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5
佛的圓滿功德是由般若波

羅蜜多而來，因為有般若波羅蜜多才

有證得一切智智的可能；因為一切智

智，才有圓滿覺悟的佛陀出現於世。

值得注意的是，〈塔供養品〉雖沒有

「法身」一詞，卻有法身所有的性

質：供養的法或智慧都是代表佛，而

且所指的又不限於歷史上的釋迦牟

尼佛。這些內容是真正能代表普遍佛

的內涵，也就是後來發展的法身說。 

從〈塔供養品〉內容的論述中理

解，〈塔供養品〉已經有故意分化佛

的肉體身與佛的內在智慧或他所證

悟的法的內在意涵。其目的可能藉由

這樣方式的敘說，開啟對佛色身與正

法的重新思考。探究其根本圓滿莊嚴

的佛身是源於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法

而來，若恭敬、供養佛寶，那麼成為

出生佛寶的母親，般若法寶更是值得

被重視。從〈塔供養品〉中，可看出

這樣的脈絡：從塔供養中發展出「法

是重於佛」的思想。透過隱晦未顯的

這樣說法成為後來佛色身與法身的

二身說的萌芽思想，開啟佛化身的端

倪。 

還有，〈塔供養品〉並非有貶抑

供養佛塔之說，反而更為供養佛塔提

出理論根據，說明佛塔值得被供養的

原因是佛陀的色身是做為一切智智

的依止。而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於供

養佛塔之上是由於諸佛如來圓滿莊

嚴色身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證得一

切智智而來。般若波羅蜜多為諸佛之

母，為佛陀的一切智智、圓滿證悟的

原因與本質。因此，對於重於法的《般

若經》是推崇對經卷的供養，將供養

佛塔轉化成供養經卷。 

此外，在〈塔供養品〉的僧寶教

說，是藉由「法師」的角色做為法身

的延續。《般若經》編輯者接續早期

三寶教說，將能受持、讀誦、教導、

教示、教授、宣揚般若波羅蜜多教法

的善男子、善女人做為「法師」，並

說為是三寶中的僧寶。在主流佛教

中，不分在家或出家，只要是有修有

證的聖者皆可堪為「僧寶」，而所謂

「法師」，原指精通佛法，傳授佛法

於人，能善為他人解說、教導佛法義

理的人，並還能引導、解決行者於修

行上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然而，從〈塔

供養品〉所示的「法師」，系指只要

說是能受持、讀誦、宣說般若經法的

善男子、善女人，就可擔任「法師」

這個角色。於〈塔供養品〉中，所要

強調的「法師」是做為法身的延續，

而僧寶則是擔任起正法久住，流傳佛

法的角色。在此，〈塔供養品〉將早

期教說的僧寶轉換成修學、受持、讀

誦、宣說、教授般若波羅蜜多的法

師，主要是這些法師能擔任起令般若

波羅蜜多經的流傳，讓般若波羅蜜多

法久住於世間而不消滅，由此理由說

為是僧寶。 

最後，對於〈塔供養品〉「功德」



 

 

思想概念，從最早期的讖本《道行》

中，並未出現「dṛṣṭadhārmika guṇa」

現世功德的詞語，或許讖本的底本只

是「guṇa」，雖說早期三傳本是經文

內容、結構較為相似。然從蜱本所譯

的「現在功德」來看，其蜱本的底本

可能已經有「dṛṣṭadhārmika guṇa」一

詞，而到了什本更將「現世功德」一

詞固定化，廣為沿用。 

其 guṇa、 puṇya、 anuśaṃsa、

dṛṣṭadhārmika guṇa 等詞在〈塔供養

品〉的使用情形：guṇa 是其本身所包

含的「德」，有著般若波羅蜜多內在

德的性質；puṇya 是修行者透過實踐

所產生而累積的「德」；anuśaṃsa 是

形容般若波羅蜜多有這樣的利益、功

能。然而，在〈塔供養品〉中， 

dṛṣṭadhārmika guṇa 跟 puṇya 一樣，為

修行者踐行所獲得的「德」。雖然，

puṇya 和 guṇa 通常在漢譯，都兼翻為

「功德」、「福德」、「福」、「德」。二

者用法非常相近而難以區分，但若要

勉強說明，puṇya 和 guṇa 還是有著微

細的差異，puṇya 所含蓋的範圍是比

guṇa 來得廣泛，但 guṇa 也有另外不

同的意思，如有特質的意思。 

對於「現世功德」一詞，梵語

「dṛṣṭadhārmika guṇa」，在〈塔供養

品〉中是常見又熟悉。然，在漢譯最

早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裡，卻找

不到「現世功德」的詞語。「現世功

德」的具體內容描述各個傳本都有，

但「現世功德」一詞是到鳩摩羅什的

《小品般若經》中才經常被使用而固

定下來，之後的傳本也採用並廣為流

傳「現世功德」的利益，或許是因應

當時時代人民所期待，並且能吸引他

們所興起的現世利益說，重於當下利

益的實現。 

總括而言，在「塔供養」興盛與

禮儀鼎盛時期，有別於先前的主流佛

教不允許造聖人像的規範。隨著佛像

的出現，弟子們對佛的懷念更加深

刻，透過禮拜佛像，供養佛塔來做為

佛弟子們對佛的思念與景仰。在這樣

的風氣下，《八千頌般若經》的編集

者提倡新的供養方式，以對般若波羅

蜜多的供養取代對佛塔供養。 

對於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做成經

卷來供養，將供養經卷地位提高到供

養佛塔之上，這背後所依據的理論是

延續早期三寶教說，其根據早期教說

的憶念三寶，三寶為避難處等說法轉

換成憶念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

多為避難處，進而開展〈塔供養品〉

的供養經卷思想教說。從〈塔供養品〉

的供養佛塔與供養經卷的教說理

路，以般若波羅蜜多法寶為其核心，

貫穿佛寶與僧寶。將經卷法寶提高於

佛舍利之上，這樣的觀點也影響了後

來建立供養佛舍利與供養經典的擺

設先後次序的重要性。 

                                                 

1 《雜阿含經》：「若比丘住於空閑、樹
下、空舍，有時恐怖，心驚毛竪者，
當念如來 事及法事、僧事……」如
前廣說。「念如來事、法事、僧事之
時，恐怖即除。「諸比丘！過去世時，
釋提桓因與阿修羅共戰。爾時，帝釋
語諸三十三天言：『諸仁者，諸天阿
修羅共鬪戰時，若生恐怖，心驚毛竪
者，汝當念我伏敵之幢。念彼幢時，
恐怖即除。』如是。比丘！若於空閑、
樹下、空舍而生恐怖，心驚毛竪者，
當念如來：『如來、應、等正覺，乃
至佛世尊。』彼當念時，恐怖即除。」
CBETA, T02,p255 a26-b13。 

2 《雜阿含．930 經》提到：「有天，摩
訶男來到佛所，向佛陀說：『世尊﹗
迦毘羅衛國是一個安隱豐樂、人口眾
多的國家，街道上充滿著人潮。我每
次走在路上常遇上奔狂的象和馬，在
這種危險恐怖的情況下，我常常會忘
失了對佛、法、僧的憶念。因此，我
內心這麼想：若我死後，我會投生到
哪裡呢？』佛告訴摩訶男說：『你不
用惶恐。就像大樹一樣，當大樹被砍
斷時，它是朝向平時所傾的方向倒
下。你也是如此的，你已經長時修習
憶念三寶，心意識久遠以來，為正信
所熏，為戒、施、聞、慧所熏，你必
能往向安樂處。』CBETA, T02, 

p237b22-c8。 

3 CBETA, T08,p545a04-26。 

4 梶山雄一，〈般若思想生成の生成〉，
《講座大乗仏教 2：般若思想》，頁 54。 

5 梶山雄一，〈般若思想生成の生成〉，
《講座大乗仏教 2：般若思想》，頁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