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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贊”體的發展看王勃《觀音大士贊》的真僞尿

陳偉强

王勃(650—676?)在世時已贏得文壇至高地位，這往往是後世冒其名而作 

僞的一個重要誘因。隨着後世王勃作品輯佚工作的展開，一些本來不一定是 

王勃的作品很容易就竄入到這些輯本中。一篇題爲王勃所作的《觀音大士贊》 

首見於元代佛教文獻，幸得蔣清翊(十九世紀中末葉)慧眼辨識,没有將之收入 

王集。此贊文前有序，以工整的駢文寫成;而贊文則以七言詩句式行文,末句 

以雜言佛家咒語結尾。此首的特有形式,或可勉强視作贊體“變格”，但其内容 

與收録於王集中的其他贊相比，顯得格格不入。加之，此篇的語言風格亦頗异 

趣，與傳統的贊體頗有出入。本文嘗試從贊體的發展變化概况作歷史考察,作 

爲斟酌它的真僞的形成背景的基本理據,藉以考量王勃對贊體文學的承傳態 

度，并對此文體在先唐至宋元的發展概况,作一勾勒考察，辨證其爲僞托。

對於《觀音大士贊》之爲僞托，早於清代已有人提出。董誥(1740-1818) 
在其主編的《全唐文》的凡例中指出:

文涉疑僞……其《續清凉傳》所載王勃《觀音大士贊》……等篇，或出 

依托，或涉俳優，今删。①

所説的兩個方面即“依托”和“俳優”，實爲卓見。蔣清翊在其編注的《王子安集 

注》中并未收録此篇，顯然認同其説。他在收入此篇的元代文獻即盛熙明(卒 

於1363年後)編的《補陀洛迦山傳》中加入了按語：

《觀音贊》文筆疲俗,必非子安之製，《欽定全唐文》凡例指爲僞托，信

*本文初稿爲英文稿，首次在美國東方學會西部分會(Western Branch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18年10月的年會上宣讀(Stanford University);中文版(含修訂)則在2019年11月由中山 

大學中文系及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第六届中國文體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在這兩個會上得到 

與會學者的批評指正,特此鳴謝。

①《全唐文》，中華書局,1987年,凡例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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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釋子無識，闌入俗文。幸熙明原書，未經竄亂，讀者分别觀之可也。① 

是見蔣氏在搜集王勃作品的過程中即在盛熙明書中見到過此篇，并認定爲僞 

作。陳尚君編纂《全唐文補編》時雖收録了此首，并忠於原文獻,將之歸到王勃 

名下，但在文後加按語广此篇疑出依托/②早在其《全唐詩補編》中也據“《選 

印宛委别藏》本《古清凉傳》附大元丘兹盛熙明述《補陀洛迦山傳》弓庄勃《觀音 

大士贊》附”,收入此贊主體并題爲《觀音大士神贊歌》，并加按語十此篇疑爲後 

人托名之作。”③

前人除了指出此贊的文風“疲俗T涉俳優”以及“疑出依托”等之外，并没 

有具體論證其僞。本文嘗試在前人卓見的基礎上，從文體學和文學風格的角 

度考察，分析此篇所見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因素④，從而確定其爲後世 

之僞托。

《觀音大士贊》首見於元代盛熙明編著的《補陀洛迦山傳》⑤。僞托王勃的 

動機大概是因爲王勃在同類作品所取得的名聲。這名聲的鼎盛主要發生在總 

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旅蜀期間。楊炯(約650—約693)的《王勃集 

序》説：

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内驚瞻。 

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絶人，稀代爲竇。⑥

今本《王勃集》共有11篇刻於名刹寺廟的碑和序。其中10篇作於蜀地,1篇 

寫於廣州，這些作品,連同他的《平臺秘略贊》十首,都被收入《文苑英華》而得 

以保存。這也説明了這些作品水平之高，才能入選於《英華》。然而《觀音大士 

贊》的題材風格獨异，又不見於任何文學選集或類書，而唯獨見於元代的佛教 

文獻。這現象說明了什麽問題？

此外，篇中的時代錯誤因素不禁令人懷疑其爲僞作。首先看到的是篇題 

中對於觀音的稱謂與内容首句的差异。觀音,梵文作^alokit&vara,而贊序 

開篇則曰:“圓通大士，乃號觀音。”這位佛教菩薩在唐代一般稱爲觀世音,但由 

於避太宗李世民(在位年：626—649)諱世”字略去，乃稱觀音。然而,初唐的

① 《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T2101；以下以T序號表示的佛經文獻皆爲大正藏版:高楠順次郎、 

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年］)，第U40b頁。

② 陳尚君編《全唐文補編》卷一五，中華書局,2003年，第182頁。

③ 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之《全唐詩續拾》卷四，中華書局,1993年，第685—686頁。

④ Anachronism本是文學批評術語,指作家故意把作品中的人物、事物、風俗、事件等放置於其 

所屬的歷史語境以外，使該事件的興衰及不受時間約束特點不易繫年，從而使之更具有穿越古今的普 

遍意義。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及艾略特(T. S. Eliot)在其作品中就加以使用。一般的文學 

辭典都有介紹，如 J. A. Cuddon,Dictionary of Literature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36 (q, v. )；Chris Baldick,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1 (q. v. )o學術研究中的"時代錯誤"指的是某個文本包含了一些不 

屬於該文本所産生的年代的因素，是爲辨别文獻真僞的一個重要手段。

⑤ 《補陀洛迦山傳》，第1139頁。

⑥ 蔣清翊《王子安集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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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如釋道世(約卒於683年)編的《法苑珠林》和玄奘(602—664)所譯和 

作的佛經却不在此限。觀音之名在這些文獻中既少見，加之，現存於《文苑英 

華》所收作於初唐的贊也少用此名，而“觀世音”則更廣爲人用。此外，“大士” 

這個稱號在初唐時期也甚少見於觀音之名①。雖然神龍元年(705)譯經中有 

“圓通”一詞形容觀音②,時王勃已殁數十年,而“圓通大士”這個稱號到宋代才 

開始出現③。

從文體學看，這篇《觀音大士贊》并不完全符合“贊”的文體特點。如把此 

贊放在初唐語境，它與同時期的贊體作品不同。先看《文心雕龍•頌贊》的相 

關論述：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 

禹，伊陟贊於巫咸，并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膻，以唱言為 

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賛荆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 

約文以總録，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謬稱為 

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④

劉勰(約465—約521)追溯此體的早期用處爲“明也，助也”。在漢代，司馬相 

如(約前179—前H8)和司馬遷(前145—約前86)在其贊體作品中分别叙寫 

了贊頌和批評的内容，這種做法在郭璞(276-324)的贊中繼承下來。對於贊 

的本義與文體特徵，劉勰有以下的定義：

然本其爲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 

句，盤桓乎數韵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⑤

贊體本意爲“獎嘆”，其原本體式爲短篇四句之韵體文字⑥。劉勰又指出贊體 

“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乃由於它是“頌家之細條”⑦。

然而，劉勰對於贊體的論述并不完整。在佛經翻譯影響下形成的贊體作 

品的歷史沿革及文體特點并不見於《文心雕龍》。這一點對於熟悉佛經而且撰 

寫過一篇佛教專論《滅惑論》的劉勰對這個重要支流竟缺而不論,到底有些耐 

人尋味。隨着佛經的翻譯傳播，經文中的許多以韵體寫成的偈語，與生於中土

① “觀音大士”在《全唐文》祇有一例:李顧行(810年狀元)《上元縣開善寺修志公和尚堂石柱 

記》，見《全唐文》卷七八八,第la頁。

② 般剌蜜帝(Pramiti,活躍於八世紀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T945)卷六，第129c頁。弓【文見本文附録注釋。

③ 例如:牟織(1227-1311)(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見《牟氏陵陽集》(《四庫全書》本)卷一一，第 

11a頁;〔宋〕王日休校《佛説大阿彌陀經》(T364)卷一二，第340a頁；〔宋〕志磐《佛祖統紀》(T2O35)卷 

四九，第375b、423c頁。

④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58-159頁。

⑤ 《文心雕龍注》卷二，第159頁。

⑥ 《古文苑》所收王粲(177-217)《正考父贊》和蔡邕(133-192)(焦君贊》均遠超四句。見〔宋〕 

章樵注《古文苑》(《叢書集成》本)卷一三，第294-296頁。

⑦ 《文心雕龍注》卷二，第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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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有合流且混亂之狀况，這些偈在漢譯佛經中分别呈現爲贊、頌和偈三種文 

體。支謙(三世紀)《法句經序》曰：“偈者結語，猶詩頌也。”①上句有异文「'結 

語”作“經語”②。前者可理解爲:偈爲佛經經文的“結語”，即經文意旨以數句 

韵語概括之;後者則謂:偈是佛經的一種體式。偈爲梵文gatha的中譯，儘管 

“結語”和“經語”理解各异，在體式上都是指的佛經中以韵語寫成的短 

“詩” 當然這是廣義的西方概念的verse或poetry之意，但由於抒情性不 

强,早期佛經中的偈缺乏中土“詩言志”和“詩緣情”的傳統詩學特質。在漢譯 

的過程中,由於其在梵文中的功能,即“贊頌佛陀或扼要地重述佛教教義的重 

點”③，偈被“分配”到頌贊類文體中，其中一個漢語對等詞便是贊或雜贊④。這 

個合流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模糊了贊體的義界。雖然,如余泰明所論:“六朝時 

代，偈尚不能算作詩歌(poetry),也似乎對詩歌的定義没有構成威脅”,但翻譯 

者顯然試圖將偈在漢譯過程中作出了“詩歌化”(poeticize)的明顯努力⑤。除 

了余泰明所論和所舉的例證，我們還可以比對《法華經》同卷所載的偈,在不同 

譯本中被翻成四言或五言的韵體，并冠以“偈頌”“偈贊"偈”等文體名稱，例如 

竺法護(Dharma-raksa,^ 229-306)翻譯的一首“頌”，用四言八句，曰:

且止且止，用此爲問。斯慧微妙，衆所不了。假使吾説，易得之誼。 

愚癡闇塞，至懷慢恣。⑥

同一首偈,鳩摩羅什(Kumarajiva, 344—413 )却譯爲五言四句：

止止不須説,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⑦

梵文的原文已不可見,我們今日祇能通過漢譯得其大意。由於傳統中國文體 

類别没有“偈”，當它被引進中國後,自然向中國文體中功能和形式最接近的靠 

攏，於是它“找到了”贊和頌作爲對應文體，但也有保持偈及其音譯名稱者(見 

上引余泰明的討論)。

合流之後的偈的一個發展是:在漢文人手中出現了佛教的贊和頌,加上原 

有的碑銘等體，出現了這類禮儀類韵體文的鼎盛局面。今存東晋、劉宋的贊,

① 《出三藏記集XT2145)第49c頁云“未詳作者”。嚴可均(1762-1843)0/案此序無撰人名， 

據僧祐《出三藏記集•嚴佛調傳》知是支謙所作「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三國文》卷七 

五，中華書局,1987年，第12a頁。

② 見《全三國文》卷七五，第12a頁。

③ 褴Praising the Buddha or restating succinctly major points of Buddhist doctrine. ” 見 Digital 
Dictionary o£ Buddhism:http://www. buddhism-diet, net/cgi-bin/xpr-ddb. pl? q=%E5%81%88° 檢 

視日期：2019年11月8 Ho
④ 偈，早於漢代,安世高(約二世紀溝爲“絶”，稍後出現“偈”“偈句”“偈頌”等,又有“祇夜”“伽 

他”“伽陀”“首盧柯”“室路迦”“輸盧迦”等不同譯法。見Thomas J. Mazanec(余泰明),“The Medieval 
Chinese Gath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etry,” T^oung Pao 103 -1-3 (2017)： 101 - 105o 作者又指 

出偈在佛經中是主體部分，其他散文寫成的文字是根據偈的内容而發揮的(P.101)o

⑤ Ibid, 107,10 &
⑥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XT263)善權品第二，第69a頁。

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T262)方便品第二，第6c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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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385—433)和范泰(355—428)寫的，有傳統四言體式,也有五言①;但 

支遁⑶4-366)的贊則有五言行文的。觀六朝的佛教贊、頌、偈等，大抵以四 

言和五言爲主②。佛教偈的漢譯，正值五言詩興盛，而四言又爲贊頌的傳統體 

式,故兩者兼采。至文人如陶淵明(365-427)作人物傳贊用散體(屬史贊，下 

詳)③，其《扇上畫贊》則用四言④;而江淹(444—505)則作有五言贊⑤;庾信 

(513—581)作歷史人物贊則采傳統四言贊體⑥。惟未見七言贊的出現。

另一個贊體的文體特點不入劉勰論述者是“像贊”。這類贊的對象包括畫 

像、繪畫、塑像或建築物等。學界一般認同《文選》的類目與《文心雕龍》相 

似⑦，而兩書都有頌和贊的内容，但後者并没有對“像贊”作論述。收入《文選》 

中的兩篇贊是:夏侯湛(243—291)的《東方朔畫像贊》和袁宏(328-376)^(三 

國名臣序贊》⑧。前者屬“像贊”；後者繼承司馬遷以來的史贊傳統。吴訥 

(1372-1457)在其《文章辨體序説》中説八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 

史評;若作韵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⑨是知贊體有散有韵，然而，在後代的 

發展中，韵體贊成了主流。其中畫贊在漢代以後有“新”的發展，其“視覺”效果 

成爲這個文體的特點，尤其體現在佛教語境中的以神祇的畫像或雕像爲對象 

的韵體贊。這種贊的文體特徵最典型地反映在《文苑英華》所收的贊體分類， 

分别是:帝德、聖賢、佛像、寫真、圖畫和雜贊。從中可見以肖像圖畫爲贊的題 

材的作品占大部分。

本文討論的對象文本《觀音大士贊》雖表面上屬於“佛像”或“圖畫”類，但 

是它的語言并不符合傳統贊體規範。此贊除了不見於《文苑英華》《唐文粹》或 

《古文苑》等文集外，其文體特徵與贊體也不符合。唐代的贊的構成通常以一 

篇散體或駢體的序文開始,交代贊的背景，包括贊文對象人或物的生平。《觀 

音大士贊》十分符合這個結構，因爲篇首的序是用駢文寫成的,但是序的風格 

則頗爲不同:其内容主要是以駢文重述前代佛經中頌贊觀音的五言寫成的偈 ， 

例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T22O)、《妙法蓮華經MT212)等(參見附録注)。就

① 四言如謝靈運的《和范特進祇疽像贊》三首，五言如《維摩詰經中十譬》八首。見釋道宣(596— 667)編《廣弘明集XT21O3)卷一五，第200a.200b頁。謝的兩首歷史人物贊則用五言。見顧紹柏《謝 

靈運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8—349頁。② 見《廣弘明集》所收這類韵體作品，如《彌勒贊》(卷一六，第212b頁)、《繙像題贊》(卷一六，第 212b頁);又見釋道世編《法苑珠林》(T2122)所收《贊》兩首(敬佛篇第六之四彌勒部第五感應緣，第 407b頁、儉約篇第四十五感應緣，第6421642c頁)。③ 如《晋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及《五柳先生傳》所附贊、《尚長禽慶贊》,見逮欽立《陶淵明 

集》卷六，中華書局,1979年，第171J75J79頁。④ 《陶淵明集》卷六，第176—177頁。⑤ 〔明〕胡之骥注《江文通集彙注》卷五冲華書局,1985年，第196-198頁。⑥ 見〔清〕倪瑙注《庾子山集注》卷一O,中華書局,1985年，第625-646頁。⑦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指出:劉勰所論的34種文體中，蕭統在其《文選》中祇涵蓋了最 

多 20 種 ° 見 Knechtges, trans. ^Wen Xuan t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1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22 - 23O⑧ 〔梁〕蕭統編《文選》卷四七冲華書局,1979年，第20a—35b頁。⑨ 〔明〕吴訥《文章辨體序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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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贊與王勃的關係而言，亦頗有格格不入處，最顯著的是它缺乏王勃作爲作 

者的個性體現——這是王勃在其爲寺廟等撰寫的碑銘序跋文字的一大特色。 

雖然此首有“我慚我愧無由到,遥望觀音悲贊歌啲自我表述，但與其集中的自 

我表述方式及語氣均有較大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傳統贊體文學的自身發展加上佛教的影響，在王勃以前已出 

現了多種體式。例如支遁，他既沿襲舊體似四言句式撰寫贊,也用五言“新體 

式”。五言贊一方面從漢譯佛經發展而來(見上),另一方面則受益於當時五言 

詩的流行和成熟。再看《觀音大士贊》,却并没有從這兩條軌迹上發展過來。 

七言詩的發展，可尋溯出從柏梁體到曹丕(187—226)的《燕歌行》這條脉絡,而 

宗教文本則有《黄庭經》的七言詩①，佛經中却較少見，這當然也歸因於七言詩 

在鮑照(414—466)以前未得廣泛流行這個歷史背景。雖然王勃在其詩賦創作 

中，有刻意模仿齊梁文人尤其是庾信而在其《春思賦》中夾雜了七言和五言詩 

體的句式,也有完整的七言近體和樂府詩夾雜五七言句式的作品②，但是贊這 

種文體在王勃以前則未見有七言成文的先例。王勃叔祖父王績(約589- 
644)有十三首贊收於《全唐文》，除《荆軻刺秦王贊》以兩句三言開篇以外，其他 

句式以及其餘十二首均爲四言句式③。這個傳統體式在王勃以前一直占主導 

地位;觀王勃的其他贊，全以傳統的體式即四言行文④。從共時(synchronic) 
角度觀之，生活於王勃前後的作家如盧照鄰(約636—約689)、楊炯、李嗣真 

(? 一696)現存的贊,全是四言⑤;張説(667-730)所作則有四言、五言，但無 

七言⑥。據此得知，初唐贊的主流仍以四言五言爲主，而四言“正體”的觀念在 

王、楊現存作品中得到印證;而五言贊則上承南朝而來，在張説手中得以發展, 

其創作時間則在王勃過世後的起碼十多年⑦。

至於七言贊,從現存材料看,要到王勃過世後至少三十年後才出現。先有 

唐隆元年(710)蘇頸(670—727)所作《爲韋駙馬奉爲先聖繙阿彌陀像贊并序》:

大聖天子去遺舄，大師世尊迎讓席。布金搞繙圖神迹，厭代乘雲此 

光宅。⑧

① 參看業師柯睿(Paul W. Kroll)的論述，見 Kroll, “Daoist Verse and the Quest of the Divine”, 
in John Lagerwey and Lii Pengzhi, eds. ,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Two: The Period of Division 
(220 -589 AD) (Leiden and Boston：E. J. Brill,2010) ,962 - 963O

② 見拙文《發揮新體:王勃樂府的復變》，載《東方文化》第50期第1號(2018),第1-21頁。

③ 《全唐文》卷一三二，第2a—4a頁。

④ 王勃現存的贊有《平臺祕略贊》十首及《太公遇文王贊》一首。見《王子安集注》卷一五，第 

427—430 頁。

⑤ 《全唐文》卷一六六，第18a—19b頁;卷一九一，第15a-19a頁;祝尚書《盧照鄰集箋注(增訂 

本)》卷七冲華書局,2011年，第422—423、427頁;祝尚書《楊炯集箋注》卷一O,中華書局,2016年，第 

1493-1525頁。李嗣真有《書後品贊》四首存世，見《全唐文》卷一六四，第12a-13a頁。

⑥ 《全唐文》卷二二六，第2a—7a頁。

⑦ 張説制舉登科在載初元年(690)o見陳祖言《張説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 

7—9 頁。

⑧ 《全唐文》卷二五六，第12a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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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七言贊，祇有四句,可視爲七言古絶體格，可能與當時聲詩、絶句的發展和 

流行有關①,不過這還需要進一步論證。蘇碩現存的其他幾首贊均爲四言傳 

統體式②。其後，王維(699-761)寫過一些七言贊，篇幅較蘇碩的長,有八句 

的《繙如意輪像贊》和十二句的《西方變畫贊》③。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 

王維現存的贊，祇有寫佛教題材的才用七言;其次，《西方變畫贊》的序末以 

“偈”稱其下的贊。由此見之，早期的七言贊似限於佛教題材;而這些贊與偈通 

用——如上引余泰明所論。與王維同時而擅長七言歌行的李白(701—762)作 

贊雖有所創新，但却没有以七言爲贊。李白現存十七首贊，所用體式除了傳統 

的四言之外，還有其他體式,包括有五言如《金銀泥畫西方净土變相贊》、雜言 

體如《壁畫蒼鷹贊》、賦體如《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等④。在今存的李白作品 

中却未見以七言長篇爲贊的作品。其頌體和銘體作品則有七言成篇者，但篇 

幅不長⑤。

七言贊到中唐以後則更加興隆多彩。其時七言贊俊才雲蒸:劉禹錫 

(772—842)、柳宗元(773—8⑼和白居易(772—846)等，除了四言和用“兮”字 

的“騷體”之外，也有較絶句爲長的七言贊存世。贊的發展也許可以建中 

(780-783)爲一個重要轉折點，《新唐書•選舉志上》云严建中二年，中書舍人 

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⑥這期間贊體成爲進士考試的四種 

文體之一。這個轉變也許就是七言贊在中唐時期興起的契機。對此,吴訥有 

這樣的論述和補充：

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 

科，則頌贊二題皆出矣。

吴訥并引述真德秀⑴78—1235)的言論：

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 

佳作。⑦

這個對贊體的要求，先是由科舉考試所推動,逐漸形成此體追求“贍麗宏肆”等 

的鋪排起伏的美學風格。這就與上述劉勰所論的短促四句的傳統體式有了差

① 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頁。謝立義(Daniel Hsieh)觀察到:七世紀 

末七言絶句勃興，除了是四杰之開創，更重要的是宫廷詩中對此體的重視而樂此不疲，此外庾信以來 

以此體寫懷古的傳承，初唐詩人又有注入女性因素的。這些都爲八世紀七絶興旺奠基。見Hsieh,TAe 
Evolution of Jueju Verse (New York：Peter Lang, 1996) ,241 - 246O

② 《全唐文》卷二五六,第11a—14a頁。

③ 〔清〕趙殿成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二O,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8.374頁。

④ 見朱金城、瞿蜕園《李白集校注》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8-1638頁。

⑤ 李白《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化城寺大鐘銘并序》，見《李白集校注》卷二八，第1608- 
1616頁;卷二九，第1639-1645頁。此兩篇頌和銘并序的英譯及注釋最完備者是業師柯睿的專著： 

Paul W. KrolltDharma Bell and Dharant Pillar：Li Pors Buddhist Inscriptions (Kyoto：Scula Italians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2001 ),17 一 76。

⑥ 《新唐書》卷四四冲華書局,1987年，第1168頁。

⑦ 《文章辨體序說》，第47—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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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然而，從現存的中唐贊看，篇幅并没有太長的趨勢,但却出現了七言贊和 

句中用“兮”字的“騷體”贊等新體式①。中唐的贊也有篇幅加長而兼具傳記性 

質的,以吕温（772—211）的《凌烟閣勛臣贊二十二首》爲典型，其中有長達數十 

韵者，全用四言傳統句式②。

從以上這些發展情况看,像《觀音大士贊》這種七言長篇贊冲唐尚未見類 

似的例子。而在宋代文獻始見其端倪。黄庭堅（1045-1105）就寫過《觀世音 

贊》六首,如下：

其一

海岸孤絶補陀岩，有一衆生圓正覺。八萬四千清净眼，見塵勞中華藏 

海。八萬四千母陀臂，接引有情到彼岸。涅槃生死不二見,是則名爲施無 

畏。八風吹播老病死，無一衆生得安穩。心華照了十方空，即見觀世音慈 

眼。設欲真見觀世音，金沙灘頭馬郎婦。

其二

自心海岸孤絶處，戒定慧香補陀伽。 觀身實相净聖果，自度衆生大悲

願。一一浮滙鏡本空，八萬四千垂手處。夢時捉得水中月，親與猫猴觀 

古鏡。

其三

聖慈悲願觀自在，海岸孤絶補陀岩。貫花纓絡普莊嚴,度生如幻現微 

笑。有一衆生起圓覺，即現三十二應身。壁立千仞無依倚，住空還以自 

念力。

其四

以法界印，印諸善根。以平等印，普印諸業。八萬四千母陀臂，諸佛 

承我稱提力。八萬四千清净眼，衆生依我成正覺。補陀岩下白花風，月照 

海漩三昧底。

其五

聖慈悲願觀自在，小白花山住道場。海漩三昧覺澄圓，三十二應施無 

畏。有一衆生發大心，願度我身及舍識。萬仞峰前撒手過，觀音豈復异 

人乎。

其六

敬禮補陀，岩下水邊。十方三世，無不現前。願我亦證，空覺極圓。 

處處悲救，火中生蓮。③

六首中祇有最後一首用韵，其四雜言，其六四言。與《觀音大士贊》不類。

① 見《文苑英華》卷七八O至七八四所收，如于邵（約713—793）、梁肅（752—793）、穆員（約 

750-810間在世）、權德輿（759-818）、吕温（772-811）、皎然（約720-約803）、柳宗元、白居易等所 

作,尤其以佛像贊爲主。

② 見《唐文粹》（《四庫全書》本）卷二三，第5b-15a頁。

③ 《全宋詩》卷一O二三冲華書局,1998年，第17册，第116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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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⑴25—1210）也有七言《僧師源畫觀音贊》一首，七言八句,押仄韵, 

句句用韵：

三世如來同一関，大士亦作補隧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 

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為作頌，十方世界俱 

震動。①

釋惠洪（1071—1128）的《觀音菩薩畫像贊》亦用七言但不押韵,長度與《觀 

音大士贊》較接近，兹引述如下以作比較：

稽首净聖甘露門，無量聖身遍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 

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洛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 

脱。一切衆生殺心甚，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鹰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

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 

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

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 

煮。忽然睹此費月相，一切毛孔皆清凉。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

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

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静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 

如我。②

風格和體式與此類似的還有明成祖（在位年4402—1424）的《觀音贊》,文多不 

録③。是見宋代以後，這種體制風格的觀音贊的流行。

除此之外，元代所編的收録《觀音大士贊》的《補陀洛迦山傳》中，緊接《觀 

音大士贊》的是《名賢詩咏》，收有風格稍近的七律。兹舉“江浙分省郎中天台 

劉仁本”所作二首如下：

金碧玲瓏塔影雙，綺霞香霧濕疏窗。蛟人織貝為華蓋，龍女獻珠持費幢。 

震海雲雷音縹紗，彌山潮汐響舂撞。願求示現將軍相，一鼓群魔盡攝降。

一輪寶月海波澄，海上觀音現大乘。劍佩鬼神來曲剤，烟霞樓觀起層 

層。燒香使者天台客，説法高人日本僧。安得此身生羽翼，還從彼岸快 

先登。④

王勃文集中爲重要和莊嚴場合而作的文體如銘、頌和贊，皆以傳統四言行 

文。如以此作爲標準重新篩選《王勃集》中的幾篇原本不見於明清刊本的作 

品,則以下幾篇均不能算作王勃所作:《觀音大士贊》《釋迦如來成道記》和《釋

① 《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二二，第5a頁。

② 《林間録後集》（《卍新纂續藏經》第87册第1625號）;又見〔清〕唐時編《如來香》（《漢文大藏 

經》第52册第8951號）卷一二，第1158a—1159a頁，作者題作釋德洪（即惠洪），篇名題作《漣水觀音畫 

像贊》。

③ 《如來香》卷一二，第1195頁。

④ 《補陀洛迦山傳》，第1139b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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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佛賦》。《成道記》雖有宋刻傳世①，其所附的銘文以五言行文，較諸《王勃 

集》中刻於佛寺的四言碑、銘、頌等作品,并不一致。《釋迦佛賦》一篇,如詹杭 

倫指出，如此成熟的律賦不可能在初唐時期出現，更可能是金代的産物②。至 

於《觀音大士贊》，祇要比較一下它的行文和語言風格,便知是僞作。蔣清翊説 

此篇“文筆疲俗”，許琰(1727—?)則作了更具體的分析：

按前志謂此作語皆鄙俚,竟將菩薩認爲女身。考勃集中并無此文，遂 

徑削去。然菩薩顯應，實化女身；刻畫之過,流於鄙褻耳。第詞筆淺弱，其 

爲贋托無疑。舊志録傳已久，姑存之。③

我們且看一下，許氏所説的“鄙褻”成分：

臉如水面瑞蓮芳，眉似天邊秋夜月。繙衣金縷披霞袂，縹紗素服偏袒 

臂。玫珈珂佩響珊珊，雲羅綬帶真珠綴。紅纖十指凝酥膩,青蓮兩目秋波 

細。咽頸如同玉碾成，羅紋黛染青山翠。

雖然初唐時期的觀音形象已開始有女性化的傾向，但仍以男身爲主。而這裏 

的描述則完全是對女性面容、裝扮、服飾等的細緻刻畫,這樣女性化的觀音形 

象,不是初唐時期的典型，祇有到了宋代以後才出現④。

除了這一點時代錯誤之外,也可以從觀音與補陀洛迦山(Mount Potala- 
ka)的關係考察。我們發現，《觀音大士贊》除了收入《補陀洛迦山傳》外，其内 

容也提及此山:“南海海深幽絶處，碧紺嵯峨連水府。號名七寶洛伽山，自在觀 

音於彼住。”這個補陀洛迦山顯然不是指的印度的那個同名的山，而是中國化 

的、位於浙江省的普陀山。此山從觀音原始住處“遷移”到中虱經歷了頗長的 

時間，大約從十世紀開始，至十八世紀才告確立⑤。這又是論證此贊非初唐作 

品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再回到文體方面作論述。七言詩於唐代早已不再被 

視爲“俗”體，并在絶句、歌行、樂府等體皆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如上論，七言長 

篇之爲贊，在初唐畢竟并非正體。加上引文對於觀音這位神祇的描述所用的 

筆法,確實是對於祂有所不敬,這種輕薄的筆觸并非初唐同類贊的常見内容風 

格。張鷲(658—730)的《游仙窟》雖有較此更鄙俗露骨的描寫，但畢竟是小説

① 北宋元豐五年(1082)僧元耀行書抄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 

出版社,1989—1991年，第39册，第149頁。

② 詹杭倫《唐宋賦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2004年，第89-110頁。

③ 許琰《普陀山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所收清乾隆刻本)卷二O,第2b頁。

④ 關於觀音性别的轉變，學界論證頗多。最爲翔實有據者當數于君方的論著,Chiin-fang Yii, 
Kuan-yin: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407 - 448,當中作者從多個角度和觀音的多種形態向女性形象發展的歷史進程作了細緻具體并 

具説服力的論述，大體而言,觀音形象的女性化約從十世紀後有較大的發展。另可參看:陳觀勝(Ken
neth Ch'en)的專著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341-342,引述馬伯樂(Henri Maspero)關於唐代密宗對佛教的影響及白衣觀音和送子觀音的 

討論,認爲女身觀音像至十世紀才出現;孫亦悦《泛論觀音菩薩在中國的本土化一以觀音菩薩性别 

變化爲例》，載《國畫家》2016年第5期，第67-68頁。

⑤ Chiin-fang Kuan-yin, 354 - 35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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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本來就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與贊體不同。除了“鄙褻”内容之外,王勃慣 

常在這類文字中的所投影的自身遭遇感慨的做法，并不見於這首作品中。至 

於此贊的結尾所言“阿嚕力伽娑婆訶”這樣的咒語作結(義見附録注釋)，在王 

勃作品中也找不到類似寫法。因此可以斷定這首作品并非王勃所作。

綜上分析，我們從贊體的文體特色以及其發展歷程，梳理出以佛教神祇爲 

對象的贊在各時期的特徵。從漢代的四言贊，至隨佛教經文傳入的翻譯過程 

而岀現的偈與頌贊合流的新趨勢，贊體的中土特色被外來文化因素摻雜,而形 

成了以佛像爲對象的贊的體裁和内容上的變化，在晋宋僧人和文人手中趨向成 

熟和定型,與生於中土的傳統贊既融和也各自發展。然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 

長篇押韵的七言贊并没有在唐代出現，加上《觀音大士贊》的戲謔、猥褻風格，且 

“文筆疲俗”,在初唐當贊還是屬於莊嚴文體的時代,同類作品中并未形成，因此 

可以斷定此篇并非王勃之作。以詩爲贊、以贊爲詩的做法，經歷了一段頗長的 

發展，像《觀音大士贊》這樣“成熟”的“詩贊”,在初唐時期并没有生成的條件。

附録:《觀音大士贊并序》的原文、注釋及英譯

-注釋*

觀音大士贊①

蓋聞:圓通大士②,乃號觀音。接物利生③，隨機應現④。向乾坤東畔娑竭 

海中⑤，雲濤涌金色之山，聖閣起琉璃之界。巍巍寶座⑥,凝然居自在之身⑦;蕩

*以下注釋初稿經普慧教授過目并指正，特致謝忱。① 據《補陀洛迦山傳》，伏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册，史傳部三,T2101,第1139aT139b頁。觀音, 

即觀世音(AvalokitEvara),大乘佛教菩薩名。唐避太宗李世民諱，省稱觀音。别稱觀自在或觀音大士。② 圓通大士,觀音的别號。《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945)卷六:爾時 

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 

界，能令衆生，持我名號o③ 接物利生，接引化導世間衆生，相應其種種機根,而給予利益。見宋禪僧圜悟克勤大師撰《佛 

果圜悟禪師碧岩録》(T2003)第八十八則。④ 隨機應現,佛爲教化衆生，應衆生之根機而變化顯現之身。應身，梵語nirmana-kaya,又稱應 

佛、應身佛、應化身、應化法身。《大明三藏法數》(《永樂北藏》第1615號)卷第五:三應身:謂始從初住， 

終至妙覺，極果功德，法聚方圓,故能隨機應現，説種種法，度諸衆生，故名應身。⑤ 娑竭海，又作娑竭羅，梵語sagara的音譯，華言鹹海。《妙法蓮華經》(T262)《提婆達多品》第 

十二: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説甚 

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刹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赤 

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 

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干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 

命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 

面禮敬，却住一面，以偈贊曰: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種好，用莊 

嚴法身。天人所戴仰,龍神咸恭敬。一切衆生類,無不宗奉者。有聞成菩提,唯佛當證知。

⑥ 巍巍,崇高偉大貌。

⑦ 凝然，猶安然。形容舉止安詳或静止不動。自在，梵語西vara(音譯伊濕伐羅).vasitao進退無 

礙，謂之自在。又心離煩惱之繫縛，通達無礙。謂之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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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慈容①，皎若現白衣之相。身挂雲羅素服②,藕絲織而色映寒霜③;體嚴錢珞 

同心④，衣縷盤而麗晶皓雪。翠迎仙島,五雲之寶蓋玲瓏⑤;艷迸摩尼⑥,百寶之 

花冠赫奕⑦。眉横纖黛⑧，如海門之秋月初彎⑨;目紺重瞳⑩，似水面之青蓮乍 

秀⑪。齒排珂玉⑫,舌瑩紫檀⑬。丹珠一點艷頻婆⑭,兩臉朦朧匀琥珀⑮。向静 

緑波上，圓相舒而有金毫玉毫⑯;虚白光中，勝境現而有佛界仙界。於是雲雷 

吐辯,宣諸佛秘密之金言;釋梵雨華，嘆聖德希奇之妙事⑰。獻寶子有龍王龍 

女,奏樂子有天仙地仙。向孤絶迴處作津梁⑱，於浩渺波中拔急難。尋聲救 

苦，赴感隨緣。如萬水之印孤蟾，似洪鐘之應千谷。是以經云⑲:王法賊盗，水

① 蕩蕩，廣大，博大。

② 雲羅，輕柔如雲的絲綢織品。隋王慎《七夕》詩之二:長裙動星珮，輕帳拚雲羅。素服,本色或 

白色的衣服。③ 藕絲，謂用蓮藕之絲編成之衣。④ 嘤珞，用珠玉穿成的裝飾物,多用作頸飾。《南史•夷貓傳上•林邑國》:其王者著法服，加嘤 

珞，如佛像之飾。同心侗心結。⑤ 五雲，五色瑞雲。寶蓋,觀音的傘蓋。⑥ 摩尼，梵語ma®音譯，又云末尼，華言離垢，即珠寶。

⑦ 赫奕,光輝炫耀貌。

⑧ 纖黛,纖細的青黑色畫眉。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T220)卷三八一:世尊雙眉高顯光潤形如初月。是四十一。海門，海 

口，内河通海之處。以下形容觀音相貌，據《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一所述如來八十隨好。

⑩ 紺，紅青，微帶紅的黑色。重瞳，重瞳子，目中有兩瞳人。

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八一:世尊眼相脩廣，譬如青蓮華葉甚可愛樂。是三十七。

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八一:世尊諸齒方整鮮白。是三十四。

⑬ 紫檀,木名。常緑喬木，木材堅實，紫紅色。崔豹《古今注•草木》:紫旃木，出扶南，色紫，亦謂 

之紫檀。⑭ 頻婆,梵語bimba譯名。意譯相思樹,學名Momordica monadelphao其果實爲鮮紅色,稱爲 

頻婆果、頻婆羅果,亦名亲，有以爲即蘋果。其果色紅，佛經多以喻唇色。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 

丿I一:世尊唇色光潤丹暉,如頻婆果上下相稱。是二十八。

⑮ 琥珀，梵語阿濕摩揭婆asmagarbha的音譯，古代松柏樹脂的化石。色淡黄、褐或紅褐。

⑯ 圓相，梵語nyagrodh^parima期alatva的意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八一:世尊首相周圓妙 

好,如末達那亦猶天蓋。是六十三。世尊身毛紺青光净，如孔雀項,紅暉綺飾色類赤銅。是六十四。⑰ 此引《肇論XT1858)卷一《開宗》意:須菩提唱無説以顯道，釋梵約聽而雨華，斯皆理爲神御， 

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釋梵,帝釋與梵王二天王。《佛説觀無量壽經》(T365)卷 

一: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在右，釋梵護世諸 

天在虚空中,普雨天華持用供養。

⑱ 津梁，津指渡口，梁即橋,皆爲渡河所不可缺者，用之以譬喻道諦。

⑲經，此據《妙法蓮華經》(T262)《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所載無盡意菩薩之偈。其略云：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 

能没。……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或 

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遇惡羅刹,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 

不敢害。若惡獸圍遶,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蜕蛇及蝮蛾,氣毒烟火燃。念彼觀音 

力,尋聲自回去。雲雷鼓掣電,降雹満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静訟經官處，怖畏軍陣 

中。念彼觀音力,衆怨悉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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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漂焚。惡龍惡鬼，毒藥毒蛇。或被人推落金剛山①，或惡風吹入羅刹國②。 

或臨軍陣，或值雷霆。若能仰告觀音，應時即得解脱。菩薩有不思議之弘 

願③，無盡意之神通④。悲心誓救於娑婆⑤,遺教遍臨於穢土⑥。誠以周塵周 

刹⑦，普應普觀⑧，無遐無邇盡歸依,有願有求皆赴感⑨。河沙功德⑩,億劫難 

量⑪。遥望洛伽之山⑫，稽首聊伸歌贊：

① 金剛山，梵語cakravasaparvata之意譯。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又曰金剛圍山，金剛輪山。周 

繞世界之鐵圍山也。《起世經》(T24)二曰:諸餘大山及須彌山王之外，别有一山，名斫迦羅(前代舊譯 

云鐵圍山)。高六百八十萬由旬，縱廣亦六百八十萬由旬。彌密牢固，金剛所成，難可破壞。

② 羅刹國，梵名Raksasi-dvipa0爲食人羅刹所居之處。《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 

十五: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爲求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 

飄墮羅刹鬼國。

③ 亦出《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不思議，梵語a- 
cintya之意譯,指不可思慮、不可言説的境界。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或爲理之深妙,或爲事之希奇,不 

可以心思之，不可以言議之也。《法華玄義序》曰：“所言妙者，妙名不可思議也。”慧遠《維摩義記》 

(T1776)曰:“不可思者經中亦名不思議也。通釋是一，於中分别非無差异，據實望情名不思議，據情望 

實名不可思。”吉藏《法華義疏》(T1721)三曰：“智度論云:小乘法中無不可思議事，唯大乘法中有之，如 

六十小劫説法華經謂如食頃《維摩經序》曰:“罔知所釋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同注經一曰：“生曰： 

不可思議者，凡有二種:一曰理空,非惑情所測。二曰神奇，非淺識所量。”

④ 無盡意，菩薩名，梵名Aksayamatir,居金剛界曼荼B(Vajra-dhatu-mansala)t方四尊之首，賢 
劫十六尊之一，位於金剛界曼茶羅外廓北方,密號定慧金剛、無盡金剛。無盡看菩薩從東方不胸國普 

賢佛所來,説八十無盡法門。菩薩因觀一切事象之因緣果報皆爲無盡，而發心上求無盡之諸佛功德， 

下度無盡之衆生，故稱無盡意菩薩。

⑤ 娑婆，娑婆世界(梵文Saha-lokadhatu),娑婆華譯爲堪忍,因此世界的衆生堪能忍受十惡三毒 

及諸煩惱而不肯出離，故名堪忍世界,或簡稱忍土。

⑥ 穢土，污穢的國土，即凡夫所住的娑婆世界。謂其地坑坎堆阜，穢惡充滿，即娑婆世界也;以其 

有四趣五濁等穢惡，是名穢土。以上“經曰”至此，撮述《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所引偈，無盡意問觀音之内容。

⑦ 塵，梵語artha或visaya,新譯作境、境界;指依六根感覺而緣慮之對象、對境。佛教稱色、聲、 

香、味、觸、法六者爲六根之塵，而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種根識。刹，梵語ksetra之略譯。又作紇差 

咀羅、刹多羅、差多羅、刹摩。意譯爲土田、土、國、處，即指國土，或合梵漢稱爲“刹土”。

⑧ 普應，普遍應驗。普觀，乃願生西方之人，所須具備十六觀行之一。又作自往生觀、普往生觀、 

普觀想、普觀。行此觀法時，觀想自生於極樂世界，結跚趺坐於蓮花上，蓮花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 

乃至觀想佛菩薩等充滿於虚空之中。見慧遠《觀無量壽經義疏》(T1749)。

⑨ 感，感應，感是感召，應是應現，謂我對佛菩薩有什麽要求，如果心意至誠，便可以感召佛菩薩 

來應現，以滿我之所願。

⑩ 河沙，恒河沙數(梵語gaftga-nadl-valika-sama),佛世界如恒河沙數，多至不可勝數。功德，梵 

語guw,音譯作懼曩、虞曩、求那，意指功能福德。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爲善 

行之德，故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有所得,故曰功德。《大乘義章》九曰:“言功德，功謂功能,善有資 

潤福利之功，故名爲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爲功德。”《天台仁王經疏》上曰：“施物名功,歸已曰 

德。”《勝鬟經寶窟》上本曰:“惡盡言功，善滿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

⑪ 劫，梵語kalpa。佛教對於“時間”之觀念,以劫説明世界生成與毁滅之過程。有關劫之分類， 

諸經論有各種説法,如:《大智度論》(T1509)卷三十八:劫有二種:一爲大劫，二爲小劫。《妙法蓮華經 

論優波提舍》(T152O)：示現五種劫:一者夜，二者晝,三者月,四者時，五者年。示現彼無量無邊劫故。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T1545)卷一三五:一中間劫，二成壞劫，三大劫。

⑫ 洛伽之山,即補陀洛迦山，梵文名Potalaka,又譯作布咀落迦、補陀落伽、普陀洛，意譯爲光明 

山、海島山、小花樹山。爲現今南印度巴波那桑(Papanasam)山,位於提魯内爾維利(Tinmeiveli)縣境。



14 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三辑上卷)

南海海深幽絶處①,碧紺嵯峨連水府②。號名七寶洛伽山，自在觀音於 

彼住③。

寶陀隨意金寵載④,雲現兜羅銀世界⑤。衆玉裝成七寶臺⑥，真珠砌就干 

花蓋⑦。

足下祥雲五色捧⑧，頂上飛仙歌萬種。頻伽孔雀盡來朝⑨，諸海龍王齊 

獻供⑩。

寶冠晃耀圓光列，矮珞遍身明皎潔。臉如水面瑞蓮芳，眉似天邊秋夜月。

① 南海,指補陀洛迦山所在。

② 碧紺，碧緑青紅。嵯峨，山高峻貌。水府,水深處，或爲水神所居。

③ 扶方廣佛華嚴經》(T279)卷六十八載善財童子至此地:“於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 

菩薩，名觀自在見觀音，觀音頌偈:“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净，華果樹林皆遍滿，泉流池沼 

悉具足。勇猛丈夫觀自在，爲利衆生住此山;汝應往問諸功德，彼當示汝大方便。”然八十卷本《大方廣 

佛華嚴經》在武后年間由實叉難陀(§ik獎nanda)主持翻譯,較子安此首七言贊詩晚出。

④ 寶陀，即補陀洛迦山。金寵，引中土傳統神話巨爺載蓬萊事，以神化觀音住處。《楚辭・天 

問》:“蠶戴山执何以安之?”王逸注引《列仙傳》:“有巨靈之背負蓬萊之山而打舞，戲滄海之中，獨 

何以安之乎。”

⑤ 兜羅，梵語tula,又曰兜羅綿,意譯綿、細綿，乃總稱草木所生之花絮。此處解作瀰漫如棉絮 

貌。銀世界，謂觀音之妙銀世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三:“爾時，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 

薩,一一各與萬佛刹微塵數諸菩薩俱，從萬佛刹微塵數國土外諸世界中來詣佛所。其名曰金剛幢菩 

薩、堅固幢菩薩、勇猛幢菩薩、光明幢菩薩、智幢菩薩、寶幢菩薩、精進幢菩薩、離垢幢菩薩、星宿幢菩 

薩、法幢菩薩。所從來國，謂妙寶世界、妙樂世界、妙銀世界、妙金世界、妙摩尼世界、妙金剛世界、妙波 

頭摩世界、妙優鉢羅世界、妙梅檀世界、妙香世界。各於佛所，净修梵行。”上云“勇猛丈夫觀自在”，即 

此勇猛幢菩薩，其世界曰妙銀世界。

⑥ 七寶，梵語sapta ratn^ni,即七種珍寶，《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六《入法界品》第三十六之 

七以金、銀、瑠璃、玻琢、真珠、磚解、碼硝爲七寶。又見《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七寶臺謂以七寶 

裝飾而成的樓臺。王勃統稱七寶爲衆玉。

⑦ 形容菩薩寶蓋之珍美。

⑧ 祥雲,吉祥的雲彩。

⑨ 頻伽,迦羅頻伽或迦陵頻伽(梵語kalavinka)的簡稱，與孔雀皆爲極樂世界之鳥。《佛説阿彌 

陀經》(T366)卷一: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 一白鵠、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 

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 

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趣。舍利 

弗！其佛國土尚無三惡道之名，何况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舍利弗! 

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干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 

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⑩ 龍王，梵語nag远jab，音譯那伽羅惹。爲龍中威德特勝者，係對其眷屬而稱爲王。傳説釋尊 

誕生時，有難陀(梵語Nanda)、跋難陀(梵語Upananck)二龍王爲其灌沐。鳩摩羅什譯《孔雀王呪經》 

(T988):有八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 

那斯龍王、憂鉢羅龍王。隋那連提耶舍譯《大雲輪請雨經卷上》(T991)卷上:一時佛在難陀優婆難陀龍 

王宫内，住大威穗摩尼之藏大雲輪殿寶樓閣中，與大比丘及諸菩薩摩訶薩衆周匝圍繞。復有無量諸大 

龍王(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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繙衣金縷披霞袂①,縹繳素服偏袒臂②。珑珈珂佩響珊珊③，雲羅綬帶真 

珠綴④。

紅纖十指凝酥膩⑤,青蓮兩目秋波細⑥。咽頸如同玉碾成⑦，羅紋黛染青 

山翠⑧。

朱唇艷瑩齒排珂⑨,瑞坐昂昂劫幾何⑩。化生百億度衆生⑪，發願河沙救 

鼻阿⑫。

我慚我愧無由到，遥望觀音悲贊歌。大聖大慈垂愍念,願舒金手頂中摩⑬。 

觀音滿願真言曰：淹阿嚕力伽娑婆訶⑭。

二英譯灰

王勃:《觀音大士贊》 Wang Bo, w Encomium on Guanyin the
Mahasattva"

⑦

⑧

⑨

⑩

⑪

① 霞袂，雲霞色澤的衣袖。

② 縹缈，飄揚貌。偏袒臂，梵語ekamsam uttarasaftgam krtva,觀音像露出右臂膀，見多種經文 

記載以及觀音造像。

③ 拔珈，琐(阖爲玉名;珈爲玉製頭飾，半月形。珂佩，珂爲玉名;佩爲珮飾。

④ 雲羅,輕柔如雲的絲織品。隋王脊《七夕》詩之二:長裙動星珮，輕帳拚雲羅。綬帶,衣帶。綴， 

裝飾。

⑤ 酥膩，柔膩鬆軟。

⑥ 青蓮，梵語utpala,又譯優缽羅、優缽羅花、優波陀等。佛經傳統多以蓮葉形容佛眼，如義净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T665)：目如脩廣青蓮葉。《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XT1448)卷十四數以青蓮 

形容悦意,如:面如滿月，目類青蓮。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離銘序》:從容滿月，照耀青蓮。秋波, 

形容美麗目光。

咽頸,脖子。此以玉石形容觀音頸項肌膚之柔美。

羅紋，迴旋的花紋，即梵語呵點在額頭。黛染，黛緑色的染布。

朱唇,即序中所謂丹朱一點。義净譯《金光明最勝王經》:齒白齊密如珂雪。

瑞坐,疑爲端坐之誤，謂安坐。劫，見序注。

化生，梵語upapaduka,四生之一。本無而忽生之意。即無所依托，借業力而出現者。如諸 

天、地獄、及劫初的人類都是化生的。度，通渡，梵語宙ramita(波羅蜜)的意譯，指從此處渡經生死迷惑 

之大海，而到達覺悟之彼岸;又指從生死此岸到解脱涅槃之彼岸。衆生，梵語bahu-jana,jantu,jagat, 
sattva,pranin,jagat,pudgala,jaga等之意譯，又譯作有情、含識，即一切有情識的動物。《雜阿含經》 

(T99)卷六:佛告羅陀:“於色染著纏綿，名曰衆生;於受、想、行、識染著纏綿，名曰衆生。”

⑫ 鼻阿，疑爲阿鼻之倒文，爲押韵故。阿鼻，梵語Avici,又譯阿鼻旨、阿鼻脂、阿鼻至，意譯無間， 

即痛苦無有間斷之意。爲佛教傳説中八大地獄中最下、最苦之處。

⑬ 摩頂，佛教授戒傳法時的儀軌。《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二:爾時，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 

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

⑭ 此爲咒語，嗽梵語OIP),發語詞。阿嚕力伽，又譯作阿嚕里伽，見善無畏Sbhakarasirpha 
(637—735)譯《大聖歡喜雙身大自在天毘那夜迦王歸依念誦供養法》(T1270),其義未詳。娑婆訶，梵 

語s谪塩音譯，婆羅門教火供祭品祭祀儀式最後的招呼語。《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XT1709)： 
娑轉賀者此云成就義。亦云吉祥義。亦云圓寂義，亦云息灾增益義,亦云無住義。今取無住義即是無 

住涅槃。依此涅槃盡未來際，利樂有情,無盡期，故名娑噂賀也。《法苑珠林》(T2122)呪術篇第六十八 

則列出幾種音譯:娑婆訶、莎婆訶、薩婆訶、蘇婆訶、莎婆呵等。《阿喇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XT1039)則 

有曬阿嚕力迦娑疇訶等。

*譯文蒙業師柯睿指正，又得師兄羅秉恕(Robert Ashmore)潤色，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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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蓋聞
圓通大士

乃號觀音

2） 接物利生
隨機應現

3） 向
乾坤東畔

4） 娑竭海中

5） 雲濤涌金色之山

6） 聖閣起琉璃之界

7） 巍巍寶座
凝然居自在之身

8） 蕩蕩慈容
皎若現白衣之相

9） 身挂雲羅素服
藕絲織而色映寒霜

10） 體嚴矮珞同心
衣縷盤而麗晶皓雪

11） 翠迎仙島
五雲之寶蓋玲瓏

12） 艷迸摩尼
百寶之花冠赫奕

13） 眉横纖黛
如海門之秋月初彎

14） 目紺重瞳
似水面之青蓮乍秀

I have heard：

Bodhisattva of Interpenetrating Faculties
Had a sobriquet of Guanyin,
Thou receivest and offerest boons to living 
beings, manifesting thy epiphany at the 
right time.
Towards
The east bank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middle of the Sagara Salt Sea,
Waves of clouds flow around mountains of 
gold hue,
Holy lofts emerge in the realm of lapis lazu
li.
Towering and imposing is thy precious 
seat, on which rests in calmness thy care
free person；

Kind and caring are thy benevolent bear
ings—as lucid as thy appearance in white 
clothing.
On thy body is simple attire of cloud gauze, 
woven with lotus-root threads, as though 
reflecting chilly frost；

On thy frame are necklaces in patterns of 
embracing hearts, with coiling threads as 
beautiful as glittering white snow.
The color of emerald greets the transcend
ent island—thy precious canopy of five-color 
clouds, exuberant and exquisite.
The beauty glows from mani jewels—thy 
flowery crown of hundreds of gems, glori
ous and grand.
Thy eyebrows are level, a subtle kohl, like 
the autumnal new crescent moon at the har- 
bor；

Thy eyes are red-black, with double-pupils, 
resembling blue lilies afloat water displa
ying its lovely fre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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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齒排珂玉
16） 舌瑩紫檀
17） 丹珠一點艷頻婆

18） 兩臉朦朧匀琥珀

19） 向静緑波上
圓相舒而有金毫玉毫

20） 虚白光中
勝境現而有佛界仙界

21） 於是
雲雷吐辯

宣諸佛秘密之金言

22） 釋梵雨華
嘆聖德希奇之妙事

23） 獻寶子有龍王龍女

24） 奏樂子有天仙地仙

25） 向孤絶迴處作津梁

26） 於浩渺波中拔急難

27） 尋聲救苦

28） 赴感隨緣

29） 如萬水之印孤蟾

30） 似洪鐘之應千谷

31） 是以經云
32） 王法賊盗
33） 水火漂焚

Thy teeth are arrayed like ke jade.
Thy tongue is as bright as sandalwood.
The spot of cinnabar pearl on thy lips is as 
fetching as a small apple・

Thy two cheeks are obscured, both just 
like amber・

Facing the surface of serene waves, thy 
round face is shown—gold and jade hair.
In tenuous white light, the sacred precinct 
is displayed—the Buddhist realm and tran
scendent realm.
Thereupon,
Clouds and thunder open their petals, an
nouncing the golden secrets of various Bud
dhas.
Indra and Brahma send down floral rains, 
praising the wondrous deeds of the rare and 
marvelous sagely virtue.
Presenting jewels are dragon kings and 
dragon maidens；

Performing music are heavenly and earthly 
fairies.
Thou servest as a bridge over the ford in i- 
solated and rural areas；

And savest those in emergent calamities 
from the immense and obscure waves.
Thou seekest sounds to rescue those in 
trouble；

Thou goest with empathy and follow kar
ma—
Like the myriad rivers reflecting the lone 
toad；

And the great bell resonating in a thousand 
valleys.
Therefore the Sutra reads:
Brigands and thieves who break the law 
Drift away on water and are burnt by fire.



18 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三揖上卷）

34） 惡龍惡鬼
35） 毒藥毒蛇
36） 或被人推落金剛山

37） 或惡風吹入羅刹國

38） 或臨軍陣

39） 或值雷霆
40） 若能仰告觀音
41） 應時即得解脱
42） 菩薩有

不思議之弘願

43） 無盡意之神通
44） 悲心誓救於娑婆

45） 遺教遍臨於穢土

46） 誠以
周塵周刹

47） 普應普觀

48） 無遐無邇盡歸依

49） 有願有求皆赴感

50） 河沙功德

51） 億劫難量

52） 遥望洛伽之山

53） 稽首聊伸歌贊

1.南海海深幽絶處

Vicious dragons and ghosts,
Poisonous drugs and snakes,
Some may be flung by others down to the
Adamant Encirclement mountains,
Some may be blown to the kingdom of Raks 
asi-dvipa.
Some may be placed in the midst of a mili
tary phalanx.
Some may be struck by thunderbolts.
If they can look up and pray to Guanyin,
They will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Thou the Bodhisattva harborest anincon- 
ceivable great vow [for sav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divine power of Aksayamatir.
Thy sympathetic heart promises to save us 
in the secular world；

Thy legacy teachings have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se filthy lands.
Truly
In all realms of sense and precincts of soil, 
Thy deeds are all fulfilled and dharma ob
served.
Those from near and far are all prosely
tized；

All wishes and requests materialized due to 
faith
Like the sands in the river are thy exploits 
and virtues；

For trillions of kalpas it is hard to fathom 
them.
As I look from a distance at Mount Potala- 
ka,
I prostrate myself and present my song and 
encomium:

At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South Sea, a lo
cale so hidden and cut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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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碧紺嵯峨連水府 In cyan and dark green, tall and towering, 
linking the Waterworld—

3.號名七寶洛伽山 It is named Mount Potalaka made of seven 
kinds of precious jewel,

4.自在觀音於彼住 This is where AvalokitSsvara the Carefree 
goddess resides.

5.寶陀隨意金竈載 Precious Potalaka, at its free will, is sus
tained by gold tortoises；

6.雲現兜羅銀世界 Amid emerging clouds like gossamers is dis
played thy Silver Domain.

7.衆玉裝成七寶臺 Various kinds of jade decorate the Terrace 
of Septa-Preciouses and

&真珠砌就千花蓋 Pearls are gathered to build the Canopy of
One Thousand Blossoms・

9.足下祥雲五色捧 Beneath thy feet are propitious clouds in 
five colors as support ；

10.頂上飛仙歌萬種 Atop thy head are hovering fairies singing 
myriad songs.

11.頻伽孔雀盡來朝 Kalavihka birds and peacocks all have ar
rived to attend the levee；

12.諸海龍王齊獻供 Dragon Kings of their domain seas have all 
come to offer tributes.

13・寶冠晃耀圓光列 Thy precious diadem glitters in glory, with 
arrayed halos around；

14.矮珞遍身明皎潔 Necklace of gem beads all over thy body, so 
lucid and luminous.

15.臉如水面瑞蓮芳 Thy face resembles the blossoms o£ propi
tious lilies on water；

16.眉似天邊秋夜月 Thy brows are like the crescent autumnal 
moon in heaven.

17 .繙衣金縷披霞袂 Thy gold-thread embroidered clothes on au
rora-pattered sleeves；

縹繳素服偏袒臂 In a wavering light-colored outfit with one 
arm uncovered.

19.珑珈珂佩響珊珊 The 6a-jade hairpin and the ^e-jade pendant 
jingle and t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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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雲羅綬帶真珠綴 The cloud-like gauze ribbon and sash are 
decorated by pearls.

21. 紅纖十指凝酥膩 Thy rosy,fine ten fingers are full of tender
ness and softness.

22. 青蓮兩目秋波細 Thy two eyes resembling green lilies,as fine 
as autumnal ripples.

23. 咽頸如同玉碾成 Thy neck looks like a piece of finely crafted 
jade artwork.

24. 羅紋黛染青山翠 Thy urna tuft and kohl dye, in cyan of 
blue mountains.

25. 朱唇艷瑩齒排珂 Thy red lips are lustering and luminous, as 
though ^e-jade in rows；

26. 瑞坐昂昂劫幾何 Seated and composed, with might and mag
nificence, for kalpas.

27. 化生百億度衆生 Vitalizing thousands of lives, ferrying
across multitude of animates；

2& 發願河沙救鼻阿 Taking as many oaths as river and sand sal
vage the suffering Avici.

29. 我慚我愧無由到 Ashamed and abashed I have no means by 
which I can reach thee・

30. 遥望觀音悲贊歌 Gazing at Guanyin from a distance, sadly I 
sing this encomium song.

31. 大聖大慈垂愍念 Almighty sagacious and compassionate, 
thou hand down sympathy,

32. 願舒金手頂中摩 Willing to stretch out your golden hand to 
touch our heads・

33. 觀音滿願真言曰 Guanyin, full of perfected words with 
wholehearted blessings:

34.
阿嚕力伽娑婆訶

Om,
Arorikya, svaha!

（作者單位: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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