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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翰林科學社會院屬下漢喃研究院  博士 

范文俊 

摘 要 

越南有兩千年多的佛教歷史。在兩千年的佛教史上，佛教的歷史與思想都對越南

歷史上有很大影響。越南在十世紀時間有請求宋代的大藏經。之後，元代，明代，清

代都有傳到越南的佛經，特別是大藏經。越南僧人也有幾次到中國學習與帶回來的佛

經書籍。現在越南等等圖書館或者越南各地廟宇還保留幾本華嚴經。因此本論文研究

在越南華嚴經的版本。論文也論述到華嚴經對越南的佛教文化史上、越南文化上的影

響與思想。本論文不只是論述越南華嚴經而且論述到華嚴經在越南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越南佛教史、華嚴經、中越佛教史、華僑僧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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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十世紀前還是藩屬的階段。經過幾百年，越南佛教史很發展。每個時代，中

國人都有移民到越南。特別在藩屬時期，中越兩國人民來往很順利。因此中國僧人、

印度僧人來越南傳教也很順利。當然，越南本土文化可以吸引，接受佛教傳來。但是

都是後代寫出，當時的史料，都沒有。關於越南的佛教史，越南阮朝福田和尚

（1784-1863）認為越南從雄王時代也有佛教發展。根據十四世紀陳朝末代的《嶺南

摭怪》一書寫出越南古代史有一個故事，內容論述渚童子在瓊園山與一位佛光禪師見

面，佛光禪師傳授童子佛教法術： 

童子遂與家人同行海外。有瓊園山，山上有小庵。家人泊船汲水，童子登遊。

其庵有小僧，明佛光，傳法於童子。1 

阮朝福田和尚認為渚童子故事，就是越南雄王佛教史。但，至今可以根據《大藏

經》與中國歷代歷史找到越南藩屬時期的佛教史。東漢末年，蒼梧儒生牟子與母親到

交州避難。從此，越南十世紀前有的《大藏經》或者中越史書對佛教發展的記載。以

後，經過幾百年有牟子、康僧會、丘陀羅等等來越南傳教。同時發展越南佛教文化，

建立越南佛教傳承。從此越南有很多禪派建立與發展。根據《大藏經》與中越兩國史

料，至今可以了解越南的歷史，特別是越南佛教史。在漢代，越南佛教歷史也很發展，

有的很多修行人。近代中越學者針對漢代越南佛教史認為： 

雖然交州在第二次北屬中國後，旋即獨立自主（243-544），一直到前李

（544-548），至後李南帝時，交州又第三次北屬中國（603-939）。這一段時

間內，佛教還沒有多少發展，雖有僧士，有寺院，但寺院塔只表現信仰之一

而已。因為當時越南佛教直接受印度影響，比受中國影響多。有一段很久的

時間，有通達漢子的印度法師在交州把梵文翻譯成漢文，所以交州沒有人到

中國求經了。而且當時佛教只偏重形式上的發展，不重於精神上的教育。也

可以說佛教從傳入越南（194-195）的開始，直到 544 年的那些年，越南還

是內屬於中國，但中國政府沒正式承認佛教是一個宗教，給當地老百姓信

奉，因此沒有正式擁護佛教。2 

                                                                 
1 陳世法等撰，任明華校點：《嶺南摭怪列傳》，（渚童子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這故事

也沒有寫出人物與地點，都沒有清楚。 
2 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57 冊，《越南佛教略史》，釋善議翻譯，台北市，華宇出

版社，1988 年，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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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兩國關係史上有很多中國僧人到越南傳教，他們在越南建立宗派，翻譯佛經

教典。至今，根據史料，慢慢了解越南藩屬世紀與中國、印度佛教關係史。 

根據《大藏經》記載，至今可以了解從隋代到唐代有很多越南僧人到中國，他們

在中國圓寂或回到越南繼續傳教、或者再一次離開越南而到印度各國。《大正藏》記

載很多中越來往的僧人，例如：木叉提婆是交州人，他上船到南海，經過很多國家，

之後到中國大覺寺。窺沖法師，交州人，他還有梵文名，因此他可能知道梵語；窺沖

也到南海各國，之後回到中國。慧琰師，也是交州人到國外，之後行蹤杳然。大乘燈

禪師，愛州人（越南清化省），在慈恩寺玄奘法師給很多僧人傳戒，其中有他。可以

說隋末唐初，中越兩國有很多僧人來往。 

中國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亂戰爭連年，因此對中越佛教關係史很少資料記載。

但到十世紀上半葉（938 年），越南吳權宣佈獨立國家。從此，越南國家歷史、文獻。

文化、本土化的觀念與以前有多改變。現今國際學者都認為 938 年就是越南離開北屬

時期的年代，同時是越南獨立出現宗藩時代。968 年，建立大瞿越國號。從此越南建

立王朝，對中國主權完全獨立。從此之後中國、越南兩國的佛教改變觀念與關係。 

十世紀前後，越南已存在兩個很大的佛教宗派。第一是無言通派3；第二是毘尼

多流支派4。兩派都在越南發展，一直到十三世紀才慢慢結束。兩個宗派發展幾百年，

                                                                 
3 無言通禪師：仙遊扶蕫鄉建初寺無言通禪師，本廣州人也。姓鄭氏，少慕空學，不治家產，務州雙

林寺受業，處性沈厚，寡言默識，了達事槩。故時人號無通言（傳登曰不語通）。常一日禮佛，次有

禪者問：座主禮甚麼？師云：禮佛。禪者指佛像云：祗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是夜，具威儀就禪者禮

拜，問曰：嚮之所問，未審意旨如何。禪者云：座主出家以來，經逾幾夏？師云：十夏。禪者云：還

曾出家麼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何益。乃引師同參馬祖及抵江西而祖已示寂，遂

往謁百丈懷海禪師。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丈云：心地若空，惠日自照。師於言下有得。

乃還廣州和安寺住持。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良久便喚，其人應諾。師指梭櫚

樹，其人無對。仰山禪師作沙彌時，師常喚云：寂子為我將牀子來。仰將牀子到。師云：送還本處。

仰從之，又問：寂子那邉有甚麽？曰：無物。這邊？聻曰：無物。師又問：寂子？仰應諾。師云：去。

唐元和十五年庚子秋九月，師來至此寺卓錫。飯粥之外，禪悅為樂，凡坐面壁，未嘗言說，累年莫有

識者，獨寺僧感誠尤加禮敬奉，侍左右，密扣玄機，盡得其要。一日無疾，沐浴易服，召感誠，曰：

昔吾祖南嶽讓禪師歸寂時，有云：一切諸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

非遇上根，慎勿輕許。言訖，合掌而逝。感茶毘，收舍利，塔 于仙遊山，時唐寶曆二年丙午正月十二

日。二十八年，又至開祐丁丑二十四年，我越禪學自師之始。 
4 毘尼多流支，他雖不是中國禪宗派下的人，卻是中國禪宗初祖達磨的法孫，毘尼多流支接法於僧璘，

僧璘接法於達磨，故其仍與中國的禪統有關。他是南印度人，先受教於僧璘，後來約在西紀第六世紀

之末頃，可能是五八○年，來到越南，住法雲寺，並在那裏傳授禪法。此後十四年，他也就在那裏圓

寂了。毘尼多流支的弟子，著名者有法賢，止住於越南，唐高祖武德九年（西紀六二六）入寂。此後，

自三祖至七祖的事蹟不明。第八祖定空禪師，建有瓊林寺，寂於唐憲宗元和三年（西紀八○八）。第

九祖通善。第十代出有羅貴安、法順、摩訶、無礙，計四人，其中之法順，著有「菩薩號懺悔文」傳

http://hanviet.org/hv_timchu.php?unichar=%E8%81%BB
http://hanviet.org/hv_timchu.php?unichar=%E8%8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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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言通、毘尼多流支都受到中國當時華嚴宗影響。越南十三世紀前的《禪苑集英》一

書寫出來幾百年越南佛教史。其中，描述越南僧人使用華嚴經。對於這年代，鐮田茂

雄在《中國佛教通史》認為： 

唐代，越南對於中國僧經由南海到印度朝聖，在作為中途站這一方面，發揮了

很大的作用。從義浄撰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得知，有明遠，慧命、無行、

雲閏、智弘、僧伽跋摩等很多僧眾在交州路過，而停留在交州的僧人也不在少

數。唐代越南的佛教是禪宗，六世紀時由毘尼多流支所傳；其後的第二派，由

九世紀的無言通所傳，從此以後，越南佛教即成為禪宗系統。5 

唐代華嚴宗成立後，華嚴經成為重要的經典。之後，在中國有很多翻譯版流傳。

宋代華嚴宗很發展。宋代華嚴宗有很高的位置。華嚴宗為什麼對越南佛教史上有很大

的影響？越南十世紀前的書籍《禪苑集英》一書記載幾百年越南很多中越僧人，有律

師、法師、禪師等等。因此很難分別清楚十三世紀前越南的佛教宗派。十世紀，大越

建立國家，有朝廷、有皇帝、官員等。大越從此對比中華成為獨立國家。十一世紀李

朝轉國都到升龍。李朝皇帝基本上與宋代趙匡胤一樣的建立國都、修改廟宇、對家鄉

很重視。大越李朝也跟宋太祖一樣對佛教重用，在家鄉建立八個廟宇與另外各地也建

立很多廟宇。李朝崇奉佛教。在越南現有書籍《禪苑集英》裡頭記載越南十三世紀前

有很多僧人屬華嚴宗宗派禪師。 

另外從《大越史記全書》是越南特別重要的史書記載，越南有幾次申請中國宋代

的《大藏經》。從十世紀，宋代剛建立國家，越南大越國黎朝皇帝有申請《大藏經》。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 

丁未十四年（1007），春遣弟明昶掌書記黃成雅獻白犀于宋，乙大藏經文。6 

                                                                                                                                                                                                   
世。十一代知名者，有禪翁、祟範、廣淨等三人。十二代則有萬行、定慧、道行、持鉢、純真等五人。

十三代為惠生、禪嚴、明空、本寂，以及其他二位，共計六人。十四代出有慶喜、淨如、淨眼、廣福

等四人，其中的慶喜，著有悟道歌詩集行世。十五代則為戒空、法融、草一等三人。十六代是：智、

真空、道林等三禪師。十七代，妙因、圓學、靜禪之三人，其中的妙因係比丘尼。十八代的圓通，著

有諸佛跡緣事、洪鐘文碑記、僧家雜錄。十九代的依山，乃是這一系可以考查的最後一人，寂於西元

十三世紀之初，大約是中國南宋寧宗的時代。（釋聖嚴：〈越南佛教史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 83 期，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1978 年，頁 279-280）。 
5 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佛光出版社，1994 年，頁 61。 
6 越南《大越史記全書》，漢喃研究院藏書，編號：A.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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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1009），明昶從宋朝回大越，帶回的《大藏經》。至今不知當時李朝皇帝

申請是哪種《大藏經》。當然，至今越南書籍不能保留當時的佛經版本。李朝於 1036

年也申請《大藏經》。陳朝也幾次申請，例如 1295、1311。李朝寫《大藏經》放在〈重

興藏〉；陳朝也很多次寫經、刻板放在天長府（現在太平省）。中國佛教書籍除了官方

傳入越南，還有民間，或者避難人來越帶來。《禪苑集英》也看到越南幾百年佛教史

上僧人受到華嚴宗的影響。 

華嚴與越南佛教史演進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經典佛經。至今漢文譯本以有一千多年。從翻譯成

為漢文以後，有很多詮釋經典，或者講義、或者註疏。中國宋代建立大藏經，就佛經

漢藏就有傳到越南。當時，中越兩國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有動蕩或者轉變，就

有影響到越南。不知影響如何，但在還有很少的書籍也說明中國僧人因國內動蕩而漂

流到到越南。之後，他們在越南傳教。 

越南李朝（1009-1226）、陳朝（1226-1400）兩個朝代特別重視佛教。經過幾百年

佛教與政治相互發展，在越南的歷史上，李朝、陳朝是兩個朝代都發展毘尼多流支與

無言通兩個宗派。特別無言通派有禪師專心學習禪學與華嚴思想。禪與華嚴也是中國

宋代的混溶思想而影響到越南。《禪苑集英》寫出： 

武寧山報德寺大捨禪師東作坊人也，姓許氏，少出家，投仙遊道惠習禪，學粗得

其概，常以華嚴妙門普賢神咒為日用事時。或散髮休糧棲止無定所。王公爭先事

之。建寧王，天極公主龍所尊敬。常於宣明虎岩刱寺演化，學者傾響。有宋僧岩

翁聞風感慕，遂燃一指供養。人疑其有妖術。天感至寶（1174-1175）中太尉杜

公英武令收入禁內，深加嚴責，師略無怖色。天極奏解得免。日李英宗召師問曰：

朕多煩惑何術治之。師云：十二因緣法是生死循環之根本，欲以治之，此其藥也。

又問其旨。師云：無明因緣行，乃至憂悲苦惱。欲求辟支佛應說十二因緣須治此

身中，即無煩惱業。帝云：然則朕當靜心修習。師云：禁得業識，安靜時即是澄

清煩惱，無有別法可修習也。昔梁武帝常以是問寶誌禪師，誌亦如是對。今竊為

陛下舉似。貞符五年二月五日，囑弟子已說偈云：四蛇同篋本元空，五蘊山高亦

不宗。真性虛明無罣礙，涅槃生死任遮籠。又云：石馬齒狂獰，食苗日月鳴。塗

中人共過，馬上人不行。迨五更服毒而逝，壽六十有一。7 

                                                                 
7 《禪苑集英》陳朝以前作品，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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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內容可以知道大捨禪師使用華嚴經修行，或者他有法術。但依靠他的

圓寂偈寫到四蛇也是華嚴經的思想。〈四蛇同篋〉、〈無明因緣行〉也看到《金光明經

文句記》卷第三或者《華嚴經》的內容，都是唐宋時代佛教經典。因此可以說越南

大捨禪師好像受到中國宋代密宗、華嚴宗的影響。另外還有常照禪師（?-1023）常

常與弟子講到華嚴經內容： 

如一毛孔遍法界一切毛孔悉如是。當知無有少許心空無佛身何以故，法身應

化成等正覺，無處不至。故應如是知，如來以心自在力無起無轉而轉法輪，

知一切法常無起，故以三種法說斷，應無斷而轉法輪，知一切法離邊見。故

離欲際非除而轉法輪入一切法虛空際。故無有言說而轉法輪知一切法不可

說，故究竟寂滅而轉法輪知一切法涅槃性。故所謂無相性無盡性無生無滅無

性我性無非我性無眾生性無非眾生性無菩薩性無法界性無虛空性亦復無有

成等正覺性。乃說偈云：在世為人身，心為如來藏。照曜且無方，尋之更絕

曠。8 

上段，就是從華嚴經收集而給弟子講義。根據內容說明常照禪師已受到華嚴經

的影響。以上常照禪師針對弟子講義，我們至今可以在大正新修大藏經找到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與《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根據內容比較，可以說常照禪師使用是

實叉難陀翻譯的《新華嚴經》。無言通派與毘尼多流支派都有很多僧人使用華嚴經表

示覺悟佛道或者對弟子講法。到陳朝，越南佛教合一，無言通派與毘尼多流支還發

展、傳承，但大部分都與朝廷合作。佛教與政治結合以致管理社會。陳朝皇帝都是

佛弟子，他們一邊是皇帝，一邊是佛子。到陳仁宗皇帝就合一宗教與朝廷成為一體。

佛教也是朝廷，因此佛教的權力很高。僧人都是朝廷管理，也是陳朝皇帝陳仁宗出

家頭佛管理。陳仁宗建立禪派管理全部陳朝佛教歌派，成為一體。當然陳仁宗，特

別是他的弟子法螺禪師推動華嚴經的影響。陳朝時期，華嚴經思想影響深刻。陳朝

多元朝多次申請《大藏經》，請回國後就複刻。因此，陳朝佛教經典特別多。 

陳朝佛教與政治、政體合一，因此，佛教有條件發展。法螺禪師繼燈竹林禪派，

成為越南竹林禪派第二祖。法螺禪師二十五歲是一位僧官，相當法主、僧統，管理

全部陳朝佛教僧人。法螺佛學高深，他常常去各地講華嚴經各品。〈青梅圓通塔碑〉

記載法螺禪師去過很多地方，講幾個法華經品，例如： 

                                                                 
8 《禪苑集英》陳朝以前作品，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3144。 



越南華嚴經歷史與思想 459 

興隆十八年庚戌三月、英宗敕賜每度常隨僧三年……七月、奉詔赴仁宗盂蘭大

齋，陞堂講華嚴大旨。9 

或者大慶八年（1321）以後，法螺禪師繼續講經，他講華嚴經不只是在升龍（現

在是河內）還是在越南北江省、海陽省、廣寧省等地方的廟宇或者私家。例如： 

顯靈延光寺住持鶖子請就其寺講華嚴經十地品10 

或者： 

上品懷寧侯鄭中子欲請師盡講華嚴經九會。至是，懷寧及主事僧玄光抵疏請就

超類報恩寺講華嚴第二會。是後九會聽講者多至千餘人，少亦亡慮五、六百餘

人。三月、惠仁大王請就熾盛光寺講華嚴第二會…大慶十年癸亥…寶雲公主請

就超類寺講華嚴第三、第四二會。保慈皇太后、司徒文惠王請於瓊林院講華嚴

第五會。11 

根據碑文內容，可以看到法螺禪師講師新本華嚴經，就是唐經，八十華嚴，唐代

實叉難陀翻譯，總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根據法螺演講，可以說越南陳朝時期流行

新華嚴經，不是舊華嚴經。 

陳朝衰落與滅亡。十五世紀黎朝建立國家崇奉儒教。陳朝的竹林禪派也衰落，慢

慢在農村發展。一百年多黎朝到莫朝，越南的佛教沒有受到政治與經濟照顧、相助。

因此，一百年多佛教衰落，在農村隱沒。十九世紀，黎朝重興，虧負國家，打敗莫朝

統一國家，從此佛教慢慢復興。1633 年，拙拙禪師從中國福建省到大越北越傳教，他

帶來很多佛教經書。從此，越南北方發展臨濟宗。拙拙還有幾次派弟子去中國買經書

帶回越南。越南佛教書籍大部分從拙拙禪師與眾弟子重刻流傳。十七世紀末黎朝北越

還有曹洞宗派傳教。至今越南北方兩個宗派還有慢慢發展、傳承。臨濟宗、曹洞宗都

是用新法華經，都是實叉難陀翻譯的譯本。臨濟宗、曹洞宗都推動禪宗，誦念華嚴經，

特別是明代四大高僧作品傳來。華嚴思想不知傳來越南北方，還有傳來越南中部與南

方。北方是拙拙禪師，他從福建省經過海洋到越南南方，之後才到北方傳臨濟宗派。

                                                                 
9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10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11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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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元韶超白禪師從廣東省到順化、歸寧等省傳教。元韶禪師與徒弟在南方傳承，

他們也用華嚴經，版本至今還有。越南佛教史上從黎朝至今基本上沒有新的宗派：北

方臨濟宗、曹洞宗；南方臨濟宗。另外還有幾個二十世紀的南方宗派，但都是很少的

部分。越南基本上是佛教大乘，使用佛教漢藏經典。 

越南華嚴經版本與思想 

筆者針對現代還保留的佛教書籍介紹現在越南有的華嚴經版本。根據好幾年田野

調查，或者在廟宇，或者在圖書館看書，可以看到越南北方、南方都有《華嚴經》。

當然每個地方，每次刻印都有特殊的版本。同事每次刻印，都表明每個時代的思想。 

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現在保留三本書，根據序文與內容，可以說三本有關《華嚴

經》，都是越南黎朝以後的版本： 

書目 大方廣佛華嚴經 華藏傳 大乘諸淨土經 復菴和尚華嚴編貫 

編號 AC.468/1-5 AC.321 AC.557 AC.302 

版本 今存印本一種，五冊，

八十卷，含九十九品 

今存印本一種，河內

鎮國寺印行於嘉隆

七年（1808） 

今存印本一種，同慶

三年（1888）重印 

今 存 嘉 隆 十 五 年

（1816）比丘憲憲抄

本一種 

頁數及

版式 

3350 頁，高 32 公分，

寬 20 公分 

178 頁，高 32 公分，

寬 19 公分 

132 頁，高 29 公分，

寬 17 公分 

58 頁，高 29 公分，

寬 17 公分 

內容 中國重抄重印本。大乘

佛經，三藏沙門實叉難

陀漢譯，有崇禎七年

（1634）沙門澄觀的序

文、題弟子順德劉起相

的小引，以及崇禎十年

（1637）的御製序文，

有凡例與目錄。正文包

括關於佛教拯救眾生

擺脫輪迴的宗旨及其

修行法等內容。越南佛

教書籍都是《新華嚴

經》實叉難陀翻譯的版

本。其它都沒有。 

越南海陽省華嚴山

聖 光 寺 僧 人 宗 演

序，黎朝僧統寬翼跋

後，含序文二篇《華

嚴經》註本，講述三

千大千世界、三界十

方世界等事，有插圖

及說明。附載關於因

果的論述，關於說

經、執經、譯經、傳

經的儀式，以及唸誦

此經所發生的若干

靈驗故事。 

大乘佛經，本書裡頭

有一目是《華嚴經凈

行品》，另外還有很

多佛經經本，例如：

《無量壽經》、《大寶

積經》、《大阿彌陀

經》、《佛說阿彌陀

經》等。 

佛教著述，正文 42

頁，論述若干佛教理

論術語，如五兜率、

十信、十往、十迴、

十地、六根等 

附載《花嚴管窺卷》

16 頁，無盡居士張商

英撰，內容涉及六

根、法界、佛教各宗

派等。這本書智光寶

蓮比丘無為照寂釋

憲憲奉寫內容。 

以上是四本有關華嚴經的事佛教書籍。其中《大方廣佛華嚴經》，編號

AC.468/1-5，是越南北方臨濟宗的傳本。臨濟宗傳本到阮朝（1802-1945）的福田和尚

重刻。1842 年，福田和尚在北寧省慈山府仙游縣大覺禪寺進行刻板。在《華嚴經》第

一卷末頁，福田和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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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分為四包，每包四集，每集五卷，共八十二卷，該

令紙二影二葉字紙一千七百八十四葉，人名三葉，付賞包壹二百五十二經板…

印供華嚴經三百部，規約三百部三千字真行文三百卷。12 

  

除了漢喃研究院保留福田和尚《華嚴經》的書籍，還有其他廟宇保留十九世紀的

《華嚴經》。例如：北江省最有名永嚴禪寺。永嚴禪寺是越南保留最多的佛教經板。

佛教經板中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八十卷。現在北江省永嚴禪寺還保留很好

木刻經板。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沒有紙本，但筆者發現河內館使禪寺還有紙本。紙本內

容與木板是統一內容。研究版本，館使禪寺版本就是依靠乾隆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鈔繪本》，但地點刻板有記載在卷十四之二末頁： 

虞山海印樓主人張寂領募，揚州王氏凈妙遺資敬刻此卷。仗佛恩靈早，蒙拔濟。

光緒十年夏。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C.4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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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刻經處識13 

根據以上的內容，可以了解版本是江北的紙本，轉到越南後，就副本刻印。因為

八十卷，因此這本書在好幾年才刻完。還有，刻完都有記載寫書的人，例如卷七之一

是比丘清端禪師奉寫；卷九終是比丘清容奉寫；卷十二之一是比丘清安奉書等等。他

們「清」字法派，都是永嚴禪寺心圓禪師的弟子。 

比丘清端奉書 比丘清亥奉書 

  

因為，從十九世紀，永嚴禪寺成為很大佛教山門。永嚴禪寺有很高明的一位住持

和尚，他有幾位很好的弟子。他們弟子發揮師父的志向，繼續刊定佛教書籍。永嚴禪

寺山門師徒也受到中國當時的佛教發展的影響，特別是買回國的很多當時在中國刻印

的佛經書籍。不只是十九世紀末年，還有到二十世紀還繼續買中國佛教書籍回國重

刻。永嚴山門特別對越南佛教史上有很大貢獻。因此幾十年後，永嚴禪寺保留很多版

本，至今經過天災人禍，但永嚴禪寺還有三千木板多，包括十個經部，其中有八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 

另外館使寺還保留一本實叉難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序文年代成泰四年

（1892），沒有記載越南的重刻人。但書籍裡面記載歷代版本，首先是沙門澄觀撰述

序文，繼續開山新洲桐山寺和尚序文與崇禎七年；還有永樂十年御製序文、金輪聖神

皇帝製。這樣，可以說在越南大部分《華嚴經》都是使用實叉難陀譯本。至今，對越

南佛教史上還有很大影響。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河內市館使禪寺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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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筆者從書籍的方面論述越南歷代華嚴經歷代影響。從唐代以後，特別在越南建立

國家，李朝、陳朝，華嚴經思想特別影響越南佛教文化。一千年左右越南使用都是實

叉難陀翻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除了實叉難陀譯本，還有唐代般若譯本，但是很

少出現。除了越南北方的《華嚴經》,南方也有流傳。但在這論文，筆者還沒論述到南

方的《華嚴經》版本與流傳。南方佛教史與用的佛教書籍剛有三百年左右，書籍，是

受到中國南方，特別是廣東省的佛教文化影響。 

另外，《華嚴經》不只是在方面修行、誦念還有影響到佛教文化表現建築，文學，

詩學等等。《華嚴經》特別影響到越南僧人創作文學的作品。希望，以後可以修改，

補充成為完整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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