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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華嚴經》無論其所蘊含廣大精微的思想，乃至於經文本身，皆在漢傳佛教

中廣泛流行。由信仰《華嚴經》而作的法儀、偈讚，也形成重要之文化現象。本

文整理分析基於《華嚴經》卷末結讚而作之〈華嚴會〉曲，在《佛門必備誦本》

以及坊間流行經懺讀誦本之中的運用方式、表現和內容，提出供養、誦德、結讚

三種類形。作為佛教誦經法儀研究之先行準備。 

《華嚴經》卷末結讚作為〈華嚴會〉曲而流行於曲牌、戲文之中，其名首先

見於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雙調，見〈華嚴讚〉名。明・朱權《太和正音譜》

錄〈華嚴讚〉一首，作者楊文奎。內容與《華嚴經》無關。清・王奕清，《御定

曲譜》同引此曲。至於《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除此首外更錄其他「南戲傳

奇」中之唱詞，且出現南、北兩種雙調曲，謂〈華嚴海會〉及〈華嚴讚〉。而明

成祖《諸尊名稱歌曲》亦用之作〈華嚴海會之曲〉五十四首。 

以此大致定其曲式，考察《佛門必備誦本》所錄三十五首「六句讚」，分析

在句式、格律表現上有較明顯差異之第四、五、六句。其格律規範較不嚴格，偈

讚句式較整齊，曲文似乎按聲度詞，多呈異例。 

除佛事偈讚之外，在經文之卷末結讚則更為常用，廣泛見於坊間刊行流通之

種種經文和懺儀之讀誦本中。《華嚴經》之卷末結讚按「七處九會」已佈置，共

得十三首，皆諳合經文。雖不能斷定其與原初樣貌相句若何？但就文獻考察，最

遲至元、明之間，《華嚴經》之卷末結讚業已創作，且頗見流行。有關的文例豐

富，仍具相當之嚴就空間。 

關鍵詞：《華嚴經》結讚、聲音佛事、誦經法儀、華嚴海會之曲、六句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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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夫樂著菩提者，名菩提薩埵。求菩提故，於已證究竟者生大欣羨，恆不暫捨

而念慕佛陀，繫念佛而隨佛學。學如佛故，得知法向法法隨順，遠離取捨分別緣

想，如實見法，名摩訶薩。「見法者，即是見佛」1。既得見佛，則雖不能周顯如

來法身之量，賅通諸佛功德之聚，猶可以如實如量以全形容。形容佛德，則佛身

斯見，佛法現前，於是顯示菩提莊嚴之道，大人所行清淨因果，妙不思議中大權

方便。種種善巧因緣，譬喻言詞，多寄諸偈頌伽陀以作旋陀羅尼門。 

是故大樹緊那羅王以「善解因緣」歎辯才無礙，摩訶莊嚴菩薩用「實相非相」

顯三身具足，寶積大長者子於「無受亦不亡」入不思議解脫。如是舉唱偈頌、讚

佛德、示達道、演妙法，一經大旨且略盡於其門。是故，於諸經中之「讚佛偈頌」，

不可不多多著眼。而讚法亦猶讚佛，蓋道藉人弘，經云：「我法妙難思。」2因過

量人說難思法故。又法是佛所說，佛亦隨法行，法如如佛故。 

《華嚴經》者，所謂雜華莊嚴，眾妙同資，成辦廣大淵淼果海也。萬行頓成，

門門遍到而無方；十佛一音，身身普現而莫形。無量慈悲，運載一切，心心迴入

薩婆若海；不可思議智慧方便，乘波羅蜜多，趣入法界平等行處。過塵點劫數，

不可籌計，是大慈佛陀無邊願海，影顯漩澓。而以無礙神力自在，加持無量菩薩

摩訶薩，今能如實敷演開示，舉揚讚嘆諸佛名稱、事業、功德，教菩薩法。如是，

《華嚴經》中種種微妙伽陀章句，是菩薩藏，廣大甚深法門之聚。其網節科目，

條理分疏，皆表現佛法之境、行、果。 

若以敷演「三賢位」因果之序分為例，諸菩薩眾會聚天宮，說偈讚佛。如來

放光表法，菩薩說偈表法。十住從足指，所謂：「爾時，世尊從兩足指放百千億

妙色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3《大疏》云：「足指拒地，得住有力，成位不

退，而行有恆。」4指者向其所至，信向有至，的確不疑，安住決定，從此起行

也。十行從足上《大疏云》：「足上謂趺背，行必動故，背依輪指得有用故，表行

依言、解而成用故。」5舉足指先揚，落足指後捺，由信解趣行，因行成信解。

                                                      
1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四十二，《大正藏》冊 36，第 1736號，頁 325，

下 5。 

2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乘妙法蓮華經》卷一，《大正藏》冊 9，第 0262號，頁 6，下 20。 

3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大正藏》冊 10，第 0279號，頁 81，中 11。 

4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十七，《大正藏》冊 35，第 1735號，頁 629，中 12-13。 

5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十一，頁 655，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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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來足底千輻輪相，不可得見，若舉足下足，眾人皆見如來遊行。諸佛自證自

住境界，秘密難測，不可得見，而行必有徵，成辦利益，菩薩於此心心趣入。十

迴向從膝輪，《大疏》云：「言膝輪者，位漸高故。又表迴因向果等，有屈、申進

趣之相故。又悲、智相導，屈、申無住故。」6提膝高邁，速疾入道，屈伸者猶

善巧也。菩薩依信解起行，悲智相持故增上轉利，精勤不息，以知寶所去此不遙

故，安住所趣而無疲厭。 

說此三賢位品以前，菩薩眾等承佛威力，向諸海會，宣偈讚佛德，開顯所行

道。此以歌詠表法明徵也。 

而《華嚴經》之歌詠表法，運用於佛事法儀者，須特別注意〈華嚴會〉曲。 

二、〈華嚴海會之曲〉 

〈華嚴會〉曲亦名〈華嚴海會〉，南雙調，《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錄三闋，

7附識曰： 

第二闋、第三闋與《華嚴經》結尾讚同，惟第五句減一字作三字疊句。北

雙角曲〈華嚴讚〉亦即此調。8 

首闋則作七言四句，絕不相類。又錄北雙調〈華嚴讚〉曲兩闋，9曰：「首闋即《華

                                                      
6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十五，頁 691，中 7-9。 

7 清・周祥鈺、鄒金生，《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三，頁 44-47，原書掃描本，北京大

學圖書館藏，檔案 40，檢索頁碼：143-145。〈華嚴海會〉三闋如下： 

(一)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裡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出自《香囊記》) 

(二)軒轅黃帝，道德登仙，鼎湖龍去幾千年，湖水染紅蓮，染紅蓮，仙家好洞天。(出自《放

羊記》 

(三)青牛老子，道法無邊，筆端曾著五千言，元元又元元，又元元，函關紫氣連。(出自《放

羊記》 

8 周祥鈺、鄒金生，《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三，頁 47，檢索頁碼：145。 

9 周祥鈺、鄒金生，《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六，頁 58-59，檢索頁碼：145。〈華嚴讚〉

兩闋如下： 

(一)花迎劍佩，柳拂旌旗，扇開雉委五雲飛，香散染朝衣，仰光輝，願皇帝萬萬歲。(散曲) 

(二)你既是紅絲繫卻，況為俺繁衍椒聊，俺和你白頭共保莫相拋，怎忍說離別自今朝，這海

樣恩情如何撇得了。(月令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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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卷末尾讚，故以為名。」10但《御定曲譜》與《太和正音譜》則署為楊文

奎作。11明成祖《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依此調編北詞〈華嚴海會之

曲〉共五十四首，12格律基本不規範，且似乎不見流行，但應多少可資參照。 

〈華嚴會〉曲在讚偈中為相當常見之六句讚，即〈爐香讚〉調，《佛門必備

課誦本》共錄同調讚偈三十五首。13以下分析各種形制〈華嚴會〉曲、讚之格律，

聲調依《中原音韻》，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為例，蓋此三句異體較複雜。

而歌曲固有通押之例，在此討論平仄時不考慮韻腳。 

第五句為四言，押韻，《名稱歌曲》所編錄者亦皆然。調式分析如下： 

仄平平平：〈旃檀海岸〉、〈藥師教主〉、〈甚深智慧〉。三首。 

仄仄仄平：〈珍香乍爇〉、〈權實教典〉。二首。 

平仄平平：〈爐香讚〉、〈心香五分〉、〈九龍吐水〉、〈伽藍讚〉、〈韋馱讚〉、〈位

居補處〉、〈普賢菩薩〉、〈地藏大士〉、〈玄覺聖會〉。九首。 

仄仄平平：〈心然五分〉、〈佛慈廣大〉、〈佛歸靈鷲〉、〈楊枝淨水〉、〈蓮池讚〉、

〈某某寶懺〉、〈斷疑生信〉、〈佛光祝照〉、〈樂邦教主〉、〈第一大願〉、〈焦面大士〉、

〈釋迦文佛〉、〈八十八佛〉、〈阿彌陀佛〉、〈觀音大士〉、〈圓光百二〉、〈大哉佛母〉、

〈雲散空淨〉、〈監齋使者〉、〈瑤天玉露〉。二十首。 

                                                      
10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六，頁 59，檢索頁碼：145。然首闋文字與今見《華嚴經》

卷末結讚絕不相同，不知所指是何意思？或者指格律一致。 

11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下，頁 55。原書掃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檔案 2，檢索頁碼：

109。清・王奕清，《御定曲譜》卷三，《欽定四庫全書本》集部十詞曲類五，頁 18。原書掃描

本，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檔案 2，檢索頁碼：111。 

12 明・朱棣，《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卷一、卷十一、卷四十六，《永樂北藏》冊 179、

180，第 1612號，頁 355上 2至 361上 4、頁 261中 2至 632中 1、頁 737上 5至 738上 7。 

13 《佛門必備課誦本》(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21 年)。本節引用諸偈讚，在《佛

門必備課誦本》中位置如次： 

〈韋馱讚〉，頁 33。〈伽藍讚〉，頁 73。〈爐香讚〉，頁 104。〈佛光祝照〉，頁 105。〈斷疑生信〉，

頁 106。〈天廚妙供〉，頁 109〈心香五分〉、〈心然五分〉、〈珍香乍爇〉，頁 124。〈釋迦文佛〉、

〈八十八佛〉、〈藥師教主〉、〈阿彌陀佛〉、〈位居補處〉，頁 133。〈甚深智慧〉、〈普賢菩薩〉、〈觀

音大士〉、〈圓光百二〉、〈地藏大士〉，頁 134。〈大哉佛母〉、〈玄覺聖會〉、〈權實教典〉、〈雲散

空淨〉、〈監齋使者〉，頁 135。〈瑤天玉露〉，頁 136。〈九龍吐水〉，頁 142。〈佛慈廣大〉、〈佛

歸靈鷲〉，頁 145。〈楊枝淨水〉，頁 148。〈旃檀海岸〉，頁 151。〈某某寶懺〉，頁 157。〈樂邦

教主〉、〈第一大願〉，頁 170。〈蓮池讚〉，頁 171。〈焦面大士〉，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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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廚妙供〉之「怛你也他」為擬聲姑不論。 

仄仄平平最常見，當屬正格，而首字平聲者九次。收尾有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三種，以仄平平出現二十九次為最多。經整理可見，中仄平平（韻），當

即是〈華嚴會〉讚偈第五句之通例。 

歌曲則第五句皆作三言。不同者，南曲〈華嚴海會〉為前句之複沓，如「潮

水染紅蓮，染紅蓮」，與「元元又元元，又元元」者是；北曲〈華嚴讚〉則三字

與前後不必相聯屬。本句調式見錄譜律者，皆作仄平平（韻）。《九宮大成南北詞

宮譜》稱〈華嚴海會〉曲第二闋、第三闋與《華嚴經》結讚同，「惟第五句減一

字。」14今所見讚偈第五句確為四言，平仄亦相近。 

第四句皆五言，北曲〈華嚴讚〉為平仄仄平平，南曲〈華嚴海會〉據《九宮

大成南北詞宮譜》所錄，第二闋為平仄仄平平，第三闋為平平仄平平。兩相對照，

當以「平仄仄平平」為正。 

讚偈第四句亦為五言，押韻，調式分析如下： 

平仄仄平平：〈爐香讚〉、〈斷疑生信〉、〈蓮池讚〉、〈心香五分〉、〈釋迦文佛〉、

〈普賢菩薩〉、〈地藏大士〉、〈監齋使者〉、〈瑤天玉露〉、〈佛慈廣大〉。十首。 

平平仄平平：〈心然五分〉、〈珍香乍爇〉、〈藥師教主〉。三首。 

平仄平仄平：〈八十八佛〉。一首。 

仄仄仄平平：〈韋馱讚〉、〈佛光祝照〉、〈伽藍讚〉、〈阿彌陀佛〉、〈甚深智慧〉、

〈觀音大士〉、〈大哉佛母〉、〈玄覺聖會〉、〈權實教典〉、〈雲散空淨〉、〈九龍吐水〉、

〈佛歸靈鷲〉、〈楊枝淨水〉、〈旃檀海岸〉、〈某某寶懺〉、〈樂邦教主〉、〈第一大願〉。

十七首。 

仄平平仄平：〈位居補處〉。一首。 

仄平仄平平：〈圓光百二〉。一首。 

仄仄平仄平：〈焦面大士〉。一首。 

〈天廚妙供〉之「怛他阿誐多」為擬聲姑不論。 

〈佛慈廣大〉之「原不離伽耶」句，「離」字可以陽平讀，亦可去聲讀，《中

                                                      
14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三，頁 47，檢索頁碼：145。 



5 
 

原音韻》兩調皆見錄。15異例頗雜，以仄仄仄平平為正格，但首字平聲者十四次。

收尾較見規律，有仄平平、平仄平兩種，以前者為正，出現三十一次。經整理可

見，中中仄平平(韻)，當即本句通例。 

又末句(第六句)，南曲〈華嚴海會〉為五言，平平仄仄平（韻）。北曲〈華

嚴讚〉則或五言，仄平仄仄仄仄（韻），或七言，仄仄平平仄仄仄（韻），《九宮

大成南北詞宮譜》稱前者五言為正體。16 

讚偈則末句為五言，押韻，調式分析如下： 

平平仄平平：〈爐香讚〉、〈心香五分〉。二首。 

仄仄仄平平：〈伽藍讚〉、〈佛光祝照〉、〈斷疑生信〉、〈蓮池讚〉、〈釋迦文佛〉、

〈藥師教主〉、〈普賢菩薩〉、〈圓光百二〉、〈地藏大士〉、〈玄覺聖會〉、〈權實教典〉、

〈九龍吐水〉、〈佛歸靈鷲〉、〈楊枝淨水〉、〈某某寶懺〉、〈焦面大士〉。十六首。 

仄仄平仄仄平：〈樂邦教主〉、〈第一大願〉。二首。 

仄平仄平平：〈瑤天玉露〉。一首。 

平仄仄平平：〈韋馱讚〉、〈心然五分〉、〈珍香乍爇〉、〈八十八佛〉、〈阿彌陀

佛〉、〈甚深智慧〉、〈大哉佛母〉、〈監齋使者〉、〈佛慈廣大〉、〈旃檀海岸〉。十首。 

平平仄仄平：〈位居補處〉、〈雲散空淨〉。二首。 

平仄仄仄平：〈觀音大士〉。一首。 

〈天廚妙供〉讚之「蘇魯薩婆訶」擬聲姑不論。 

〈蓮池讚〉之「普願離塵埃」句，「離」字可以陽平讀，亦可去聲讀，說如

前。末句之異例較雜，以仄仄仄平平為正格，首字平聲者十五次。收尾較規律，

有仄平平、仄仄平兩種，以仄平平出現二十九次為最多。經整理可見，應以中仄

仄平平（韻）為末句之通例。 

以上皆舉《佛門必備課誦本》所載常用之讚偈為例，《禪門日誦》尚有數十

首見錄，不勝枚舉。除第四、五、六句之外，讚偈與歌曲之句式格律基本無大差

別，但明顯與南曲〈華嚴海會〉更為接近。且曲以讚名，〈華嚴會〉歌曲固以讚

偈為基礎再行編排，然歌曲之創作時間，先於較現行流傳諸課誦本。《九宮大成

                                                      
15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卷上，頁 7、9，《欽定四庫全書本》集部十詞曲類五，頁 18。原書

掃描本，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檔案 1，檢索頁碼：37、41。 

16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六，頁 59，檢索頁碼：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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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詞宮譜》為清朝時編，並行見載。固目前對於〈華嚴會〉讚偈之早期樣式，

仍不能十分確定。《中原音韻》錄有〈華嚴讚〉名，17則讚偈更在之前。 

三、諸經卷末結讚 

以上分析，於〈華嚴會〉歌讚之曲律、句勢，可以見其大概。 

此曲應用極為廣泛，亦作為經文、懺儀之卷末結讚，因各種讀誦本之普及為

世間知。如前所語及，見錄於《佛門必備課誦本》之： 

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般若味重重，四句融通，福德歎

無窮。18 

即《金剛經》之結讚。依據藏經資料，此讚最早見於明英宗正統三年，大功德寺

住持洪蓮重刊之《金剛經註解》又稱「五十三家註解」。19然仍不得確定此讚是

否即作於明朝，蓋目前所見各版本《五十三家註解》，皆清代所刊刻。《卍續藏》

收錄版本，有缪彤〈金剛經會解跋〉一篇，「康熙癸丑夏六月」作；20陶學椿〈重

刻金剛經跋〉，「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九月既望之七日」作。21然藏經資料中可

稱為「金剛經會解」者有二種，皆《卍續藏》所收，即宋嘉定年間，栢庭善月編

述之《金剛經會解》，以及清順治辛丑，徐覲周所著《金剛經會解了義》。然繆彤

〈跋〉中說：「三十年前鐫於城東。」22顯然與《會解了義》無關係，但是否可

能指栢庭之《會解》目前不得而知。就《卍續藏》而言，此〈跋〉固與其使用之

底本有關聯，而所採錄之《五十三家註解》，當刊刻於乾隆年間無疑問。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本，有清康熙「癸己正月」署題「傳臨濟正宗第三

十五世寓汾陽淨土龍池遠孫實俗」所作〈重刻金剛經解序〉一首，23然書實刊梓

                                                      
17 周德清，《中原音韻》卷下，頁 26行 3，檔案 2，檢索頁碼：53。 

18 〈安位〉，《佛門必備課誦本》(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21年)，頁 106。 

19 〈金剛經道場後儀・誦經讚〉，明・洪蓮等刊，《金剛經註解》卷四，《卍續藏》冊 24，第 0468

號，頁 818，下 14-15。 

20 洪蓮等刊，《金剛經註解》卷四，頁 819，上 5-17。 

21 洪蓮等刊，《金剛經註解》卷四，頁 819，中 5-20。 

22 缪彤，〈金剛經會解跋〉，《金剛經註解》卷四，頁 819，上 6。 

23 實俗，〈重刻金剛經解序〉，《金剛經五十三注》，卷首頁 14，書頁 11，康熙五十一年刊本，原

書影像檔，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書號 BL1411V31713，檢索頁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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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八年，且其中無「結經讚」乃至〈金剛經道場後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館藏本，有〈金剛經道場後儀〉、陶學椿〈重刻跋〉及繆彤〈會解跋〉同《卍續

藏》本，然頁次有異。24版本附識「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季夏月」重刊，復於

「同治十三歲次甲戌仲冬月」由浙江昭慶寺翻刻并印造。25 

從上整理可見《五十三家註解》流通既盛，重複翻版本，而例月多少出入，

增刪情況仍待考察，是否仍明本舊貌，不得而知。《五十三家註解》之底本為《明

永樂御製金剛經集註》如洪蓮〈序〉中云云，26陶氏〈跋〉所謂：「前明永樂朝

命諸臣彙考輯定」者也。27然《御製集註》中亦無「結經讚」及「道場後儀」，

則〈斷疑生信讚〉是否作於明代乃至以前，亦未能確指。唯此屬於《金剛經》持

誦儀軌成形之相關議題，在此不做更多探討，且不妨害〈華嚴會〉曲之出現及`

流行。 

相似之類型，如《地藏菩薩本願經》之三卷三首「卷末結讚」所謂： 

如來慈愍，轉大法輪，婆羅門女救慈親，覺華度迷津，摩耶夫人，請問地

藏因。28 

等等之屬，又如《楞嚴經》讚之類，文例頗豐。不僅僅在經卷，於懺儀中亦有相

近之文例。較廣為人知者，如《慈悲三昧水懺法》之三卷三首結讚，所謂： 

瘡如人面，宿憾何多，清泉一掬即消磨，愍己復憐佗，述為懺摩，萬古沐

恩波。29 

等等之屬。斯例固多不及備舉，而皆是漢傳佛教中普遍流行，時常諷誦、書寫、

受持之經文、懺儀。其結讚顯然諳合〈華嚴會〉曲之句式格律，其數繁多。是故

此「卷末結讚」一類，實足備〈華嚴會〉曲式之大觀。 

其共同之內容，為以稱嘆之辭，總結該卷經文之因緣、大義、始終。如《楞

                                                      
24 《續藏本》先道場後儀，次繆跋，次陶跋。《興圖本》先陶跋，次繆跋，次道場後儀。 

25 《金剛經五十三註解》下冊，同治十三年重刻本，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藏，頁 262。 

26 「洪惟太宗皇帝，不忘靈山付囑之情，遂啟流通之念。故乃留神內典，簡閱諸編選其至精至

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奉佛弟子來福等……會約同志，罄捨珍資，命工重刊

印施。」洪蓮，〈金剛經集注原序〉，《金剛經註解》卷一，頁 757，下 1-5。 

27 陶學椿，〈重刻金剛經跋〉，《金剛經註解》卷四，頁 819，中 15。 

28 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讀誦本注音版(臺南：和裕出版社，2001年)，頁 59。 

29 唐・知玄輯，《慈悲三昧水懺法》卷上，讀誦本注音版(臺南：和裕出版社，2007年)，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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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卷一說「阿難示墮」，《水懺》上卷唱「瘡生人面」，即教起因緣分也。《地藏

經》卷上所云，即經中〈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及〈觀眾生業緣品第三〉之主內

容。《楞嚴經》讚所言之「七處徵心」與「舒拳飛光」，即卷一說法正宗分之重要

節目。 

此卷末結讚不同於〈爐香讚〉一類供養讚，以及〈蓮池讚〉、〈伽藍讚〉一類

嘆德讚之特別內容，即總結經文。若形制則與他類無異，皆依〈華嚴會〉曲，按

譜度詞，雖如前所云，格律並不絕對嚴格，然句式、韻式基本固定。 

在六句讚後，三復「南無某某會菩薩摩訶薩」或「南無某某會上佛菩薩」，

如祇園會、般若會、華嚴會、蓮池會之類。或某尊佛菩薩，如《地藏經》稱「南

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法華經》卷一結讚稱「南無過去日月燈明佛」30。較特

殊者如《三昧水懺法》唱「南無等覺地菩薩摩訶薩」，中卷則「妙覺地」，下卷則

「圓覺地」。31其實三復唱佛菩薩名稱，普遍見於各種讚偈，不獨〈華嚴會〉曲

然也。如〈戒定真香讚〉亦唱「香雲蓋菩薩」，32《慈悲道場懺法》，即俗稱之《梁

皇寶懺》，結讚唱「龍華會菩薩摩訶薩」，及「登雲路菩薩」。33雖非〈華嚴會〉

曲之句式，三復尊號則悉同然。亦可推知，「三復尊號」並不在〈華嚴會〉原曲

內，而偈讚之內容，形制實相當廣泛。 

〈華嚴會〉曲之得名，因由於其本為《大方廣佛華嚴經》之卷末結讚。如卷

第一節讚云： 

華嚴海會，舍那如來，蓮華藏海坐蓮臺，諸佛嘆奇哉，萬象昭回，幽暗一

時開。34 

各卷結讚不盡同，然皆始於「華嚴海會」，從茲得名，故亦稱「華嚴海會之曲」。

於是亦可見，《華嚴經》卷末結讚，出處早於永樂《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歌曲》之前，而〈華嚴會〉曲之出現與流行，復與之相前後。 

卷末結讚作為誦經儀軌之特別構件，坊間流通印行之《華嚴經》讀誦本，在

                                                      
30 鳩摩羅什譯，《大乘妙法蓮華經》卷一，讀誦本注音版(法鼓山網路電子經書，2020年)，頁 111，

檢索頁碼：129。 

31 知玄輯，《慈悲三昧水懺法》卷上，讀誦本，頁 101、195、276。 

32 〈應用諸讚語〉，《佛門必備課誦本》附錄，頁 123、124。 

33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卷一，讀誦本注音版(桃園：甘泉寺藏經圖書館，2007年)，頁 98。 

34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 1冊卷一，讀誦本注音版(法鼓山網路電子經書，2020年)，

頁 46，檢索頁碼：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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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唯就唐譯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探討，即俗稱「八十華嚴」，含〈普賢菩

薩行願品〉共八十一卷。每卷結讚去其重複者得一十三首，依「七處九會」之數。

清涼大師云： 

初會六品盡十一卷，第二會六品合盡四卷，第三會六品合盡三卷，第四會

四品合盡三卷，第五會三品合盡十二卷，第六會一品合盡六卷，第七卷十

一品合盡十三卷，第八會一品合盡七卷，第九會一品合盡二十一卷。35 

今計初會得結讚四首，起句皆「華嚴海會」；第二會一首，起「普明光殿」；三會

一首，起「菩提樹下」；四會一首，起「波騰行海」；五會一首，起「率陀天上」；

六會一首，起「高昇他化」；七會一首，起「普光再會」；八會一首，起「普光三

會」；九會一首，起「福城東際」。另加〈普賢行願品〉結讚一首，起「普賢行願」。

共得十三首。 

又於每卷之後，舉誦「華嚴四十二字母」，亦有讚，句式、韻節亦按《華嚴

會》曲度譜，所謂： 

華嚴字母，眾藝親宣，善財童子得真傳，秘密義幽玄，功德無邊，唱誦利

人天。36 

唱誦四十二字母，是與《華嚴經》相關之重要法節。一一字門表甚深義，一一義

門盡森羅法界。然此「字母讚」就其類形而言，屬於頌德讚；雖亦置於卷末，但

並非結讚，僅是誦經法儀之構成。為何誦《華嚴經》之法儀如此設計？其形式與

流行，以及結合佛法脩持與信仰行為之關係，將待進一步探討。 

四、結語 

《華嚴經》恢宏淵奧，其義理、文章皆丰偉絕世，亙古昭然。既令海眾賅徹

心源，更因感興震動，踴躍遍起，讚佛誦法，志學菩薩廣大行業，種種莊嚴淨道

場，恆沙伽陀微妙譬喻，稱歎如來。還共一切從所聞者，齊共瞻禮，歸信、發心、

讚歎，於是法音宣流法界。 

就文化面而言，因《華嚴經》之流行，對其讀誦、講說，乃至於禮拜、讚詠

                                                      
35 澄觀，《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卷一，《大正藏》冊 36，第 1738號，頁 713，上 21-22。 

36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 1冊卷一，讀誦本，檢索頁碼：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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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仰活動，亦對周圍形成影響。影響益鉅，至於跨足其他領域，乃成為一種文

化現象，固須著意也。 

本文先條理《華嚴經》經文中，以歌唄偈頌歎德表法之事例、義理，由敷演

三賢位之因果本末以前，如來放光，菩薩說偈之節目，言其大略。再則整理以《佛

門必備課誦本》所錄為主之常見佛事法儀中，廣泛之「六句讚」，所謂〈爐香讚〉、

〈蓮池讚〉之類，其實即宮譜中之雙調〈華嚴會〉曲，又名「華嚴海會之曲」，

與《華嚴經》之讀誦儀軌直接相關。遂又分析以《金剛經》等亦是普及流通之經

文及懺儀之卷末或經末結讚，同樣以〈華嚴會〉曲循譜度詞之文例豐富。從而認

識〈華嚴會〉曲之偈讚，大致有三種表現類型，所謂供養讚、頌德讚以及卷末結

讚。最後，說明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之讀誦本中，各卷結讚佈置之大略。 

以上著重於文例，及各類型〈華嚴會〉曲表現形式之整理，為瞭解《華嚴經》

如何影響佛教之信仰文化，並作為研究誦經法儀之準備。 

但仍有遺緒，蓋本文於種種〈華嚴會〉曲偈讚，僅就其內容、句式、格律考

察，而未及探討其如何舉唱，據筆者個人參與法會之經驗，卷末結讚之唱法。往

往不同於最初之〈爐香讚〉。若同宮同調，夫何歌唄異聲？或者此等法儀舉唱，

亦隨地、隨時、隨宜而變化也。此為關於佛教誦經法儀，須再考察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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