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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初探
李映瑾*
摘 要
《東文選》是韓國李朝時期著名的漢文選籍，其中收錄的佛教願文乃是中世紀韓
國重要的漢文佛教文獻。韓國佛教願文承襲 7 至 9 世紀的中國隋唐五代時期願文形制，
以齋會願文之形制為主要書寫格式，文章中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韓國佛教齋會類目，包
括：佛像或寺院落成、寫經完成、祈雨、消災、祝生產、薦亡人、佛畫像或佛造像點
眼等，這些功德品項不僅是中世紀韓國佛教徒感謝願望達成的捐資項目，也是印證中
國中世紀佛教文化向東傳衍的實證。韓國佛教願文在形制上雖然承襲中國隋唐時期的
齋會願文與日本平安朝時期齋會願文之格式樣貌，不過一旦細究便可發現其套語結構
部分比起前者簡化許多，幾乎只留下發願的套語，然四六為句、整飭的形式主義特色
卻被完整的保存，這也是願文此一文類不管在韓國或是日本，均亦收錄在美文經典文
集中的背後主因。此外，從《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可以見到諸多融合韓國儒家文化
與佛教思想的文字紀錄，實可作為探究東亞文化圈中以佛教傳播為途徑所輻射出的漢
文化圈之榮景的絕佳材料。本文以韓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篇章為主要研究對象，
分析其內容、形制、用途與作者背景及其書寫藝術，希冀透過文獻的分析與整理，窺
究與瞭解韓國中世紀佛教願文之發展歷史與經典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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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願文在約公元三世紀時透過了當時朝鮮半島的百濟王國，從中國傳入日本，
進而創造了日本願文燦爛的文學藝術發展。然而作為文化傳播橋梁的朝鮮半島，從西
元前就已經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大約在中國的戰國時期，漢字就已經傳入朝鮮
半島，隨著漢字的傳入，漢文化也進入當地；從朝鮮的三國時期一直到李朝時期，不
論是儒家思想、漢字文化、宗教信仰等，朝鮮子民都成為中土漢文化的追隨者。成立
於約十四世紀的李氏王朝，是朝鮮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李朝承接著王氏高麗朝，以儒
家思想治國，不論在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充分發展。韓國的《文選》
---《東文選》
，就是成書於約十五世紀末，在李朝時期完成的歷代朝鮮漢學家作品之選
集；因朝鮮相對於中國為東國，成宗便將之定名為《東文選》
。
《東文選》是朝鮮文人徐居正（公元 1420-1488 年）所主持編選的文集，徐居正
身為朝鮮漢學根基深厚的大家，因慨嘆當時「崔瀣著《東人文》
，散逸尙多，豈不爲文
獻之一大慨也哉。」1故仿照了中國《文選》的體制與架構，收錄從公元七世紀新羅统
一後至李朝成宗(約公元 1470-1494 年)之間的漢文學作品編製為書，內容非常豐富，包
括：辭、賦、詩、詔書、啟、記等四十餘種文類，成為重要的韓國漢文文選集。其中，
卷一百十至一百十三的疏，以及卷一百十四的道場文（行香文、齋文、說經文）
，除了
其形制與中國、日本的願文有著相似的內容與結構，格外地引人注目之外，其出自韓
國知名漢文學家，如：崔致遠、李奎報之手的佛教願文作品，更令人不容忽視。至於
中宗年間申用溉、金銓、南袞等編的《續東文選》是《東文選》的後出作品，收錄了
《東文選》之後約四十年間的漢詩文作品，其中的上樑文屬於廣義願文的範疇，亦有
重要的文獻價值。回到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李氏朝鮮王朝雖然是接續著王氏高麗王
朝後所建立的政權，但李氏王朝卻沒有承繼王氏高麗推崇佛教的宗教政策，而是以儒
家思想為中心，並以之治理這個嶄新的時代。由此端望《東文選》中所收錄之高麗時
期作家所創作的漢文佛教願文作品，其所具備的文學價值與背後的歷史意義，就有值
得深入探討的空間。

1

《東文選》的版本多種，包括：朝鮮古書刊行會編委會版本、奎章閣圖書版本、太學會 1975
年影本等，本文選用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末松保和所編之版本。韓•徐居正，
〈東文選序〉
，
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1970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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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對於東亞願文的研究頗豐，對於願文的相關研究以敦煌願文最受關注，
日本願文次之。在敦煌文獻出土之前，中國佛教願文的資料多限於古典文集與金石資
料。敦煌文獻出土後，敦煌學成為國際漢學的熱點項目，各種相關於願文的歷史、文
獻、宗教與社會方面的研究逐漸有了發展。關於中國佛教願文的文本研究方面，日本
學者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輯錄》2一書，整理了珍貴的中國敦煌古代寫本題記，
為不易蒐羅的題記願文資料提供了豐富的文本。郝春文〈敦煌寫本齋文及樣式的分類
與定名〉3將敦煌齋會寫本作了分類、定義與分析研究。以宗教為觀點的研究有林聰明
的〈從敦煌文書看佛教徒的造經祈福〉一文，4此文將寫經題記與佛教功德觀結合起來，
讓題記願文的發展路徑更加明朗化。饒宗頤〈談佛教的發願文〉5則從宗教層面探討了
「願」的原始意義，以及佛教願文的雛形與形成的源頭。至於中國佛教願文與東傳日
本的願文間的關係研究，亦以日本池田溫為代表人物，其〈吐魯番敦煌功德錄和有關
文書---日本古代願文的源流〉6研究了數則吐魯番敦煌功德疏、功德願文例子，並搭配
數則日本古代願文，得出日本願文的源流研究應當參照吐魯番、敦煌文獻的重要結論；
另一篇〈敦煌願文與日本古代願文〉
，7池田溫則錄出現存的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願文，
論文將中國南朝至隋唐的數篇願文文獻做了梳理，是中、日願文重要的研究論述。中、
日願文的比較研究方面，東野治之〈正倉院日名子文書の「造菩薩願文」
〉8一文載出
《經籍訪古志》中之〈造菩薩願文〉紙背上的紀年為「天平感寶」乃聖武天皇之年號，
將武后的〈造菩薩願文〉一文以歷史的角度出發，結合願文的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
論述中國皇室願文作品影響奈良時期日本願文的文物。關於日本願文的定義方面，除
了池田溫〈敦煌願文與日本古代願文〉中提及了廣義的日本願文定義外，川口久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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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日•池田溫，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
郝春文，
〈敦煌寫本齋文及樣式的分類與定名〉
，
《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第 3 期(1990 年)，頁 91-97。
林聰明，
〈從敦煌文書看佛教徒造經祈福〉
，
《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漢學研
究中心編印，1991 年 6 月）
，頁 521-538。
饒宗頤，
〈談佛教的發願文〉
，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頁 477-487。
日•池田溫，
〈吐魯番敦煌功德錄和有關文書---日本古代願文的源流〉
，
《1994 年敦煌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史卷‧上(敦煌研究院編，甘肅人民出版社)，頁 134-145。
日•池田溫，
〈敦煌願文與日本古代願文〉
，
《1997 年中國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頁 1-12。
日•東野治之，
〈正倉院日名子文書の「造菩薩願文」
〉
，
《遣唐使と正倉院》
（東京：岩波書店，
1992 年）
，頁 305-319。

9595

李映瑾

興大人文學報第六○期

安朝の漢文學》9與渡邊秀夫《平安朝文學と漢文世界》10雖非研究願文的專書，不過
前者談及仿中國《唐文粹》的《本朝文粹》
，述及此書收錄願文的文學標準與統計日本
願文的種類與數量，後者談到了願文與日本哀傷文學的關係，對於分析日本願文有一
定程度的啟發與幫助。小峯和明〈
《敦煌願文集》與日本中世紀唱導資料〉11一文，將
日本佛教文書的分類與定義清楚地羅列陳述，給予日本願文進一步的狹義定義，亦讓
中、日願文的比較研究更有著力點。
目前學界對於韓國漢文學的研究雖頗為豐碩，不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漢籍的
傳播與影響等主題都有豐富的成果，但是，針對韓國佛教願文的研究，尚無直接相關
的論述出現。王曉平是目前學界較早期提到韓國願文之於東亞願文繫聯關係的學者，
他所著的〈東亞願文考〉除了探討中國佛教願文和日本平安時代的願文，也提到韓國
的《東文選》
、
《續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之概況。12而王曉平另一部專書著作《遠傳
的衣缽---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
，其中亦點出《東文選》
、
《續東文選》中所保存的
韓國願文與敦煌所見的願文在名稱與形式上的不同，以及韓國佛教願文本身所含的歷
史文獻之重要意義，對於韓國願文的研究頗有啟發性的價值。13至於黨銀平〈韓國漢
文學之祖---崔致遠〉一文以韓國大儒崔致遠的作品為考察對象，文中雖未針對崔致遠
的願文作品加以評論，但也探討佛教願文之於漢學家的作品價值及定位，對於韓國願
文此一研究範疇來說是難得的研究成果。14而王國彪的〈賓唐進士崔致遠《應天節齋
詞》研究〉一文雖非佛教願文的論文，但分析了崔致遠所書寫的齋文作品之結構與技
巧，是一篇結合了齋文內容與願文創作意涵的研究文章。陳彝秋的〈徐居正與《東文

9

10

11

12

13
14

日•川口久雄，
〈本朝文粹的世界與平安朝散文精神〉
《平安朝の漢文學》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1981 年 11 月）
。
日•渡邊秀夫，
《平安朝文學と漢文世界》
，第四篇〈願文の世界〉
（東京都：勉誠社，1991 年 1
月）
，頁 537。
日•小峯和明著、陳靜慧譯，
〈
《敦煌願文集》與日本中世紀唱導資料〉
，
《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喜
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 3 月)，頁 187-195。
此文中提到《東文選》中除了有「願疏」之外，並沒有分出願文一類，但書中的「上樑文」及
在道場文下收進的燃燈文，與敦煌有關作品基本相近。日本平安時代的願文則都以願文為名，
內容則多「追善願文」一類。朝鮮李朝前期編的《東文選》收入上樑文、道場文和祝文之類願
文。參考王曉平，
〈東亞願文考〉
，
《敦煌研究》第 5 期（2002 年）
，頁 95-100。
參考王曉平，
《遠傳的衣缽---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
（2005 年 6 月）
，頁 101。
王國彪，
〈賓唐進士崔致遠《應天節齋詞》研究〉
，
《華夏文化》
（2009 年 1 期）
，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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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內文雖與願文研究無直接關係，但整理了《東文選》成書過程與內容提要，成為
研究《東文選》的基礎素材資料。15
根據以上前賢研究成果與目前學界待探討的韓國願文文獻研究缺口，本文將以韓
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為主要基礎文本，探究收錄在韓國經典文獻中的佛教願文
之用途、格式、作者與寫作背景等問題，再以此進一步分析韓國佛教願文在承襲中國
中世紀佛教願文的形制與風格之後，又迴身融合了韓國本地的風俗歷史、佛教文化的
發展與韓國漢文學的特色等，進而轉衍出什麼樣的異同特色與文章風采，開展出東亞
佛教願文圈中極具特色的一章。

二、
《東文選》中佛教願文之作者、用途與格式特色
「願文」是一種宗教功德文書，乃信徒申明其營造的功德項目並表達祈願心意的
文章。就願文文類生成的源流與背景來看，願文是結合著宗教祈禱、祝福儀式的文章，
內容主要是闡述禱念者的心意與祈求。因此雖然願文的發展隨著佛教功德品項的多元
而增衍，但舉凡內容涵有祈願、祈福的功德文書，都可被視為廣義的願文。根據現存
可見之東亞願文文獻中功德項目的種類，主要可分為齋會願文、造像願文與題記願文
，凡是搭配宗
三大類。16因此，不單僅是法會上所使用的表述心意文章可稱為「願文」
教建造功德儀式、內容為祈福禳災者，均可視為不同用途的願文。目前學界對於「願
文」最簡要的定義為丁福保的解釋：
「為法事時述施主願意之表白文章也。」這個解釋
雖然傾向狹義的「願文」
，即專指應用在宗教法會儀式時的祈願或發願文字，不過卻也
釐清了一般日常生活祈願的吉祥話或祝福與願文的差別。
朝鮮文人徐居正所編的《東文選》共一百三十卷，收錄了從公元七世紀新羅统一
後至李朝成宗(約公元 1470-1494 年)之間的辭賦、詩歌、漢文共四千餘篇。其中所收錄
的漢文學作品，文體豐富、類目繁多，分別有：辭、賦、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

15
16

陳彝秋，
〈徐居正與《東文選》
〉
，
《古典文學知識》
（2008 年 6 期）
，頁 78-87。
齋會願文、造像願文與題記願文，是筆者根據現存願文文獻之功德項目而區分的願文名稱。以
實際的齋會願文一類文獻為例，其名稱包括齋文、社文、亡文、患文、臨壙文等等，這些是依
照齋會內容而訂的細目異名；若依文體為區分，則有願疏、願文等別名，不過這些文章都是屬
於使用於齋會上的願文。因此，本文以「願文」作為一個統稱，用以涵攝宗教功德文書中具有
祈願內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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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教書、制誥、冊、批
答、表牋、啓、狀、露布、檄書、箴、銘、頌、贊、奏議、劄子、文、書、記、序、
說、論、傳、跋、致語、辯、對、志、原、牒、議、雜著(策題、上樑文)、祭文、祝
文、疏、道場文、齋詞、青詞、哀詞、誄、行狀、碑銘、墓誌等類。中宗年間由申用
溉、金銓、南袞等人所編的《續東文選》共二十一卷，收錄李朝成宗後四十年間的漢
文學作品，類目包括：辭、賦、五言古詩、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六言絕句、雜體、農謳、諡
冊、哀冊、哀辭、銘、贊、箋、表、疏、檄、書、記、序、論、傳、跋、歌謠、雜著、
上樑文、祭文、青詞、行狀、碑銘、墓誌、錄等類。
《東文選》
、
《續東文選》是韓國最
具代表性的漢詩文集，其中不僅收錄文類豐富多元，保存了朝鮮半島優秀漢文學家的
古典文學作品之外，亦有珍貴的漢文佛教文獻收藏於文集中。
《東文選》從一百八卷開始除策題之外，收錄了五篇上樑文；一百九卷內於祭文、
祝文後，出現了一批疏文，直至一百一十三卷，共有 120 餘篇。而一百一十四中，保
存了道場文、行齋文、法席文、說經文等 30 餘篇宗教文書(篇目條列如下表)。從《東
文選》中的願文資料之題目及願文格式與內容可知，這些文獻名稱上雖不一致，但就
內容而言大部分可歸屬於中國佛教願文一類，就篇數比例的情況觀之，使用於齋會上
的齋會願文是為韓國願文主要大宗。17
宣慶殿上梁文
卷 108
上梁文
(5 篇)

卷 110
䟽
(20 篇)

大倉泥庫上梁文
延慶宮正殿上梁文

李奎報
林宗庇

保定門上梁文

李百順

國子監上梁文

李藏用

求化修諸道觀䟽

崔致遠

求化修大雲寺䟽
天成

(節)祝壽齋䟽

祝上羅漢齋䟽

17

崔詵

釋煦
崔惟淸

《東文選》中韓國佛教願文共 157 篇，其中上樑文有 5 篇，後者僅約佔整體比例百分之三。
《續
東文選》中 2 篇，均為上樑文。上樑文僅屬於廣義願文，因此《東文選》中可見公元 7 至 15
世紀狹義的韓國佛教願文，在內容上以齋會願文占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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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王寺弘敎院華嚴會䟽

金富軾

(經)道塲䟽

轉大藏
又

鄭知常

(經)道塲䟽

金光明

金富軾

消災道塲䟽
內殿行功德天道塲䟽
俗離寺占察會䟽

金富軾

兜率院占察會䟽
大藏

(羲)

劉

(經)道塲䟽

崔洪

(說)

內殿行百座仁王

郭預

(胤)

(經)道塲䟽

金坵

洛山觀音慶讃䟽
(經)

內殿行金

(說) (經)䟽

(寶)院新創慶讃䟽

龍

李奎報

爲相府祈雨五百聖衆齋䟽
消災道塲䟽
佛頂道塲䟽
初入院祝聖壽齋䟽文

釋天因

初入院祝令壽齋䟽文
代人薦母䟽

釋無畏

同前十王前䟽
薦羅宰臣䟽
(經)慶讃䟽

法華

祝元子䟽
卷 111
䟽
(41 篇)

祝上䟽老道夫人行
祝都指揮使崔有渰宰臣䟽
寫成法華

(經)慶讃䟽代洪侍中

彌陀像點眼慶讃䟽
祝上䟽
無量壽如來，觀世音菩薩，大
法華

(經)，涅槃

(勢)至菩薩。合安一幀點眼䟽。

(經)，金光明

(經)，無量壽

寫成金字法華

(經)䟽

書寫法華

9999

(經)䟽

(經)轉讀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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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上䟽
薦法兄圓慧國 (統)䟽
祖師禮懺祝上䟽
龍華會䟽
(經)

興國寺金

(說)

(經)䟽

福川寺夏安居。圓覺法會䟽。

趙文

禪源社慶讃法會䟽
晉陽公追薦䟽

俞升旦

朴暄
河千旦

萬德社開設冬安居法會䟽
聞大駕還國祝上䟽

金坵

釋息影菴

誕生元子祝上䟽
星變消除䟽
元子上朝祝壽齋䟽
聞化平院君

(承)詔上都祝䟽

金提學薦妻七七䟽
誕日齋䟽

李達衷
李詹

代李令薦考䟽
(寶)幢庵重

(刱)法華三昧懺䟽

代李和寧薦亡舅䟽
代李惠薦父䟽
代李大從薦母䟽
代禹判事薦亡妻百日齋䟽
辛

(揔)郎五齋䟽代夫人安氏

忠肅懿孝大王忌晨齋䟽
姜判密夫人鄭氏䟽
丹本大藏慶讚䟽

釋宓菴

祖師禮懺兼發願文
卷 112
䟽
(43 篇)

甘露入院祝法壽䟽
定慧入院祝法壽䟽
法壽齋䟽
大元皇帝祝壽齋䟽
又

100
100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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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又
祝壽䟽
又
又
又
祝聖䟽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大駕還國祝壽䟽
都元帥金侍中祝壽䟽
薦冲鏡王師䟽
冲鏡王師小祥齋䟽
薦崔社立䟽
薦泊良崔禪師䟽
薦亡友李敖尙書䟽
謝賜御製御書簇。祝聖䟽。
祝令壽䟽
恩門二相許祝壽䟽
祝聖冬安居起始䟽
又
大元皇帝節日齋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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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入院祝聖夏安居起始䟽
賀新登寶位祝聖䟽
賀新登寶位祝聖䟽
祝大駕消災仁王千手智論四種法席䟽
誕日祝上䟽

卞季良

䟽文
開慶寺觀音殿。行法華法席䟽。
卒誠寧大君法華法席䟽
興天寺祈雨䟽
誠寧大君法華法席䟽
又
誕日祝上齋䟽
洛山寺行消災法席䟽
誕日祝上齋䟽
貞陵行太上王救病藥師精勤䟽
誕日祝壽齋䟽
原州覺林寺重創。慶讚法華法席䟽。
卷 113
䟽
(30 篇)

同前
演慶寺法華法席䟽
王大妃薦誠寧大君百齋䟽
觀音窟落成。慶讚華嚴經䟽。

權近

金光經法席䟽
檜巖寺文殊會䟽
水陸齋䟽
使臣柳玽，鄭揔，鄭臣義等。災厄消除。速還本國之願䟽。
一心眞如法席䟽
使臣柳玽，鄭揔，鄭臣義等。速還本國之願。使司行
水陸齋䟽
觀音窟行水陸齋䟽
顯妃殿行䟽
夫薦妻小

(祥)齋䟽

懺經法席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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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父䟽代曹府尹庶作
法華三昧懺法席䟽
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塲文

李奎報

宮主封冊。祈恩麗正宮。行般若道塲文。
天變祈禳五星道塲文
國卜二十六分功德道塲文
東林寺行疫病祈禳召龍道塲文
(將)軍道塲文

弘慶院行阿吒波拘威大

奉恩寺燃燈道塲文
疾疫祈禳龍道塲文
卷 114
道塲文
(18 篇)

康安殿季月大歲道塲文
重興寺佛像點眼文
鎭江寺五佛齋文
(穆)親殿。行災變祈禳華嚴法

(席)文。

西京興福寺講華嚴文
重興寺
興國寺諸

(說)金

(魂)利往

(經)文
(說)金

(經)文

西普通寺行別例談禪文

續東文
選卷 18
上樑文

法王寺八

(關)

晉陽府請

(說)禪文

壽康宮上樑文

(說)

(經)文
金良鏡
金訢

鳳鳴樓重修上樑文 表 (沿)沫

從《東文選》
、
《續東文選》中廣義的韓國願文的資料來看，有註明作者的篇章不
算多，但有註明作者的篇章，不乏出自歷史上知名的韓國漢學家或文人之手，包括：
李奎報、崔致遠、金富軾、鄭知常等人，這些知名作者寫作的多半是用在國家重要典
儀上的願文，例如：
〈宣慶殿上樑文〉
、
〈大倉泥庫上樑文〉等文，都是國家重要建築工
程的典禮儀式用文，這些文章雖然不屬於佛教願文，但可視為廣義願文而加以重視其
內容辭章中的書寫藝術。至於其他大部份使用在齋會活動場合上的狹義韓國佛教願
文，便與中國佛教願文一般，有的有署名(知名文人作品多有署名)，有的無署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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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為代筆體18(事主請託他人代寫願文)。部分願文的執筆者雖未留姓名，但就中國中
世紀願文發展狀況與《東文選》中文獻所使用的書寫用語與格式套語觀之，可推估作
者可能當時朝鮮的僧人或一般文士。
由《東文選》中韓國佛教願文的內容可知，當時舉辦齋會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祝壽誕辰、薦亡功德、畫像點眼、寫經完成、讀經講經法會、僧人發願、賀君主登基、
祈雨、消災解厄、祈禱病愈、寺院落成（修葺）
、后妃冊封、使臣回國、燃燈祈福、水
陸法會等等，相當多元。不過，
《東文選》中的韓國佛教願文幾乎沒有直接以「願文」
為文章題目(多半是綜合齋意與文類而成題)，此一特點與中世紀敦煌出土的願文極為
類似。就其文字風格、格式特色與宗教用途觀之，可推論此批公元 7 至 15 世紀的韓國
佛教願文，是在中國齋會願文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東亞佛教願文作品。從前述的齋會緣
由與願文數量綜合觀之，可以發現韓國佛教徒與中國、日本佛教徒有相近的佛教功德
觀念，所以出現了大量的「薦亡功德」
、
「抄造三寶以祈福」等主題願文；不過較為特
殊的是，韓國文化因承襲了中國儒家五倫綱常的概念，所以相當重視君臣與人倫關係，
因此出現了許多「祝上䟽」類的願文，內容包括：為帝王祈福、慶祝帝王生辰、慶賀
繼承人誕生或是慶祝后妃冊封，19這些喜慶時刻都是辦理齋會、使用願文的時機，這
類主題在中國與日本的願文裡，顯得較為少見。
就文章形式特色而言，韓國佛教願文的體制主要以中國齋會願文形制為主，文章
多為駢體、以整飭的語句書寫而成，時用佛家典故、時用漢文學典故，風貌多元。格
式方面保留了中國南北朝佛教願文中「號頭」
、
「齋意」
、
「記功德」
、
「祈願」四個主要
結構，
「迴向」部分有時則被省略，因此大乘佛教的色彩顯得淡化了些。基本上，韓國
佛教願文承接唐中期至五代的中國齋會願文的基本格式，也就是齋會願文經過第二次
型變之後的結果，即是一種脫去南朝華麗繁複的格式與語彙為特色的格式，主要結構
之順序為：
「號頭→齋意→記功德（齋會）→祈願」等四大部分。這種減省了繁複祈請

18

19

《東文選》卷 111 自〈代李和寧薦亡舅䟽〉至〈代禹判事薦亡妻百日齋䟽〉等薦亡願文，均為
代筆體。
《東文選》卷 111-113 中有一系列〈祝上䟽〉
、
〈祝壽䟽〉
、
〈元子䟽〉
，卷 114 還有冊封后妃〈宮
主封冊祈恩麗正宮行般若道塲文〉都是充滿五倫意識的佛教願文作品。在中國北朝時期曾經也
出現過這類為君王祈福、於內容中彰顯了人倫綱常的作品，不過進到唐代之後，便逐漸被為世
俗目的祈願的願文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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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量迴向的文字結構，帶有較強的功能性、實用性格與現實主義特色，這也成為韓
國願文格式的一大特色。例如，
《東文選》卷 112 中的〈薦泊良崔禪師䟽〉即是一篇格
式工整、具代表性的亡齋願文：
秋潭月落，自然應現之無私；夜壑舟移，其乃負趨者有力。惟此博陵逝魄，迺
吾聖嶠故人。寓跡各殊，雖未共行藏於出處；交心旣固，終不忘久要於生平。
何期耳順之尙遙，忽致魂遊之大速。縱曰浮生之常理，那堪沉痛於愚懷。適當
七七齋晨，供偏三三寶海。功緣雖小，感應已周。伏願云云。新善是資，宿熏
斯發。九品蓮花臺上，卽一步而徑登；七重羅網影中，與諸聖而同戲。20
此篇願文套語位置鮮明，以「惟」接齋意、以「伏願」接發願內容。從此篇願文
的套語之設定、用法與位置，均與中、日願文相同的情況來看，顯示出韓國願文仍保
留了中國願文的基本架構。文章開頭以優雅工整之駢文為號頭，點出人生生死自然之
哲理，其後書寫為崔禪師設齋之緣由並表達生者之悲痛，中段記錄此次齋會之功德(七
七齋)，最後接續祈願與追福內容。21格式工整、文字幽雅而沉痛，篇幅中等，整體格
式與風格都非常趨近於敦煌地區所保存的齋文文獻。尤其文中發願一段，以「伏願云
云」四字代替實際祈願之內容，更與敦煌地區的齋文範本所使用的套語完全一致。22由
上述可知，韓國佛教願文不僅在文章架構、套語格式、文采用語受到中國中世紀佛教
願文的影響，韓國佛教的應用文類在李朝時期之前，也應已發展出齋會範文供人套用。
23

故在《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文獻中，便留下了「云云」此類可標誌套用萬用祈願

文字的套語。
《東文選》中韓國佛教願文的資料，除了讓我們瞭解韓國佛教願文在文體、形式、
書寫特色承繼中國佛教的齋會願文，亦能看到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播與中韓往來的歷
20
21

22

23

同上註，頁 206。
以上分段以不同底線區分。細直線為號頭，點線為齋意，粗黑線為記功德，曲線為發願，雙線
為祈願與追福內容。
敦煌願文範本中的「云云」一詞乃一提示性質的套語，指主持齋會的僧人，在齋會中朗誦齋會
文本至此處，需接續已書寫好、在不同場次但齋意相同的齋會上可重複套用的祈願用語。
《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一書「集部」中的「佛教」類，載入了 17 世紀(朝釋)明熙所撰之朝
鮮顯宗十一年《僧家禮儀文一卷》的刻本與 19 世紀(宋釋)志盤撰之朝鮮燕山君四年《法界聖月
水陸勝會修齋儀軌一卷》刻本，可知中國存有朝鮮僧人書寫儀軌或祝禱文字之典籍。由此可推
知，部分朝鮮僧人具有書寫漢字禮儀文之能力，並存有禮儀範文作品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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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例如：
《東文選》卷 110〈佛頂道場疏〉
、卷 111〈星變消除䟽〉與〈寶幢庵重刱法
華三昧懺䟽〉
，此三篇願文是舉辦陀羅尼齋會之願文與修寺齋會願文，這些以陀羅尼信
仰為主體的佛教願文，不管功德品項是「競揚秘句」
、
「設筵」
、
「口念金輪」或是「建
造寶幢」
，24都讓我們回憶起在中國唐、五代時期於民間廣泛流行的陀羅尼信仰與經典
的經幢建築。透過願文文獻的留存，在中國廣為流行的陀羅尼信仰，在韓國竟也能見
其蹤跡。而《東文選》卷 113 中〈使臣柳玽、鄭揔、鄭臣義等災厄消除速還本國之願
䟽〉與〈使臣柳玽、鄭揔、鄭臣義等速還本國之願〉則寫出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代
表國家出使的使臣，不僅身繫重要政治文化使命、也必須面對人為災禍的威脅，迻錄
原文如下：
交隣有道，須憑使節之往來；濟物無遺，悉賴佛慈之攝護。庸殫悃愊，敢丐扶
持，念我小邦，甞事中國。每當歲時之節，必通朝聘之行。况今我王，益篤畏
天之念；爰遣宰輔，恭修執壤之儀。旣賀正朝，又請誥命，兾以達精誠之志。
何緣有戲侮之辭，不圖譴責之加，以致拘留之久。玆殫而祈禱，願脫厄以回還。
倘此芥緣，格彼菱鑑。伏願災咎頓釋，福慶遄加。言旋言歸，速來宣於德澤；
俾昌俾熾，永得享於壽康。25
中、韓兩國自古關係密切，自朝鮮三國時期就有交流，到了王建創立高麗時期更
有使節往來，進獻方物。此篇願文寫出了李氏王朝歷史上的真實事件，也就是使臣柳
玽、鄭臣義於太祖四年（1395 年）十月遣使入京賀正、十一月藝文春秋館太學士鄭摠
請誥命之事。文中「旣賀正朝，又請誥命」記錄了此次出使之緣由，乃為太祖李成桂
因建立新朝而遣使賀年，並請求時任中國皇帝朱元璋對於其王權表達首肯的一段歷
史。而「何緣有戲侮之辭，不圖譴責之，以致拘留之久」一語寫出了明朝因對李成桂
自號「權知國事」之名稱不滿與對李成桂篡位之疑慮，導致使臣被留禁於中國，造成
其人身安全危在旦夕之境。最後祈願之語「災咎頓釋」
，則寫出了使臣因被拘留於異鄉，

24

25

初譯於北周、盛行於唐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以佛教經典特殊的敘事模式傳播教義、普渡化
俗，是一部傳播形式相當具有特色的經典。經典中提及的「淨惡道」
、
「除世間苦」與「破地獄」
，
乃是持誦《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最主要的驗證訴求。因此，藉由建立經幢以表達祈願心意的經
幢願文裡所展現出的祈願意向，亦吸取了經典中最被鼓吹、最被神效化這幾個部分。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3，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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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親朋思慮其處境艱難之憂慮，因此才設齋祈求家人早日脫險平安歸來之心。此篇
願文在形式上，雖為一篇以簡單的格式架構出願文內容的宗教應用文書，內容中甚至
沒有提及此次祈願功德項目為何，但就辭情與內容而言，實是一篇以懇切的言語，道
出古時的外交使臣在遣使交往的過程中，一旦應對進退有了差池，便可能遭受禁錮與
人身威脅的危險處境。此外，就歷史的觀點，它更是一篇佐證中韓兩國外交歷史事件
的重要記錄。26

三、
《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所展現的信仰與文化
公元一世紀到四世紀，朝鮮半島上出現了第一個封建王權，高句麗。小獸林王二
年頒布律令，公認佛教、設太學，並導入儒教的政治理念。27此時中國漢學已經傳入、
儒家思想業已進入半島，朝鮮文化開始容受著中國文化。28公元七世紀起朝鮮半島進
入新羅統一時期，此時的新羅文化主要以佛教為主，綜合儒教、漢文學、科學技術等
26

27

28

此事於《太祖實錄》有所記載，事件起因於西元 1392 年在高麗都城開城廢黜國王禑王，後李成
桂以「權知高麗國事」的頭銜向明朝上表，企圖自立為高麗王。太祖四年（1395 年）十月：
「遣
太學士柳玽、漢城尹鄭臣義，如京師賀明年正。」(《太祖實錄》)，十一月：
「遣藝文春秋館太
學士鄭摠，齎閑良、耆老、大小臣僚上禮部申，赴京請誥命印章。其申曰：朝鮮國都評議使司
左侍中趙浚等，竊謂小邦，王氏失德，浚等與一國臣民，推戴李諱爲主。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
五日，差知密直司事趙胖，奏達天庭，繼差門下評理趙琳奉表陳奏欽奉聖旨，許允權知國事。
準奉禮部來諮內云:『國更何號，星馳來報。』準此，卽差知密直司事韓尙質,齎擎奏本赴京,欽
奉聖旨節該:『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欽此，除欽遵外，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差門下評理李恬，送納前朝高麗國王金印，又於當年十二月初八日，
準奉左軍都督府諮，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卽合正名。今旣改號朝鮮，表文仍稱權知國事，未
審何謀?』欽此，一國臣民，戰栗惶懼，咸請國王欽遵施行。見今雖稱國王名號，切緣未蒙頒降
誥命及朝鮮國印信，一國臣民，日夜顒望，仰天籲呼。伏請照驗，煩爲聞奏，乞賜頒降國王誥
命及朝鮮印信施行。」
《太祖實錄》五年（1396 年）二月：
「丁酉/賀正使打角夫金乙珍、押物高
仁伯等齎禮部諮來。其諮曰:本部官欽奉聖旨:『前者爲朝鮮國王數生釁端，以告嶽鎭海瀆山川神
祇，轉達上帝。今本國差使臣進洪武二十九年正朝表箋文內，輕薄戲侮，又生一釁，是欲搆兵
不靖。若以言詞侮慢，興師問罪，尙未可也。爲何?昔者周將伐犬戎，有諫者曰:『不可。』先
王之制，不動兵於遠者，其理有五，今所以不卽興師者，爲此。令李諱知釁端之所以，將撰文
者至，使者方歸。』欽此，本部今將聖旨事意，備云移諮。」最後鄭摠一行人於太宗五年三月
回京，賀正使柳玽一行太宗五年四月才回京。
參考韓•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合著，詹卓穎譯《韓國史》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1987 年）
，頁 32。
尹悅〈儒家文化在韓國〉
：
「戰國時期，中國的漢字就已傳入朝鮮半島。隨著漢字的傳入，儒家
思想也傳入了朝鮮。」
《赤峰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9 期（2011 年）
，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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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羅可以說是將中土的唐朝文化在朝鮮半島進行了相當程度的開展與延伸。公
元十世紀的高麗王朝，在文宗朝前後以傳統的佛教思想融合新興的儒家文化，在朝鮮
半島統治了約五個世紀，對於朝鮮佛教的推動上有重大進展。29十四世紀的李氏朝鮮
則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並吸收佛教、道教與民間思想。佛教在李氏朝鮮時代的發
展顯得起起伏伏，有太祖的推動、亦有太宗的排佛，消長之際間雜著帝王因推崇儒家
思想而致使此消彼長的形勢。
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李氏朝鮮王朝雖然是接續著王氏高麗王朝後所建立的政
權，但李氏王朝卻沒有承繼王氏高麗推崇佛教的宗教政策，而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
治理這個嶄新的時代。因此《東文選》
、
《續東文選》中所收錄的廣義漢文願文作品，
除了象徵著朝鮮半島宗教發展的歷史之外，也揭示著朝鮮半島漢文學的發展。尤其是
《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更體現著七世紀到十五世紀朝鮮半島的佛教文化，因此從
《東文選》中以大量的齋會願文篇章，就可以推知朝鮮半島當時最受歡迎的佛教功德
儀式便是辦理齋會。因此即便功德項目有所差異，但運用在齋會中的祈願文章卻大量
地被輾轉留存下來。
《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名目多樣，前文已略作介紹。但綜合觀之，可發現韓國
佛教願文中的信仰與文化特色包含了以下三點：重視現世佛教功德、重視儒家尊君思
想、重視為亡者薦亡超渡。以下分點論述：

（一）重視現世佛教功德
韓國佛教的發展深受中世紀中國佛教的影響，因此韓國佛教願文不僅在功德品項
上有相似的規模，連舉辦齋會的因緣都看得出與中國願文有一脈相傳的關係。不管是
29

「從公元 918 到公元 1392 年，高麗王朝統一並治理著朝鮮半島。……佛教是高麗王朝最主要的
宗教。中國進入元朝以後，高麗國王娶公主為妻，成了元朝皇帝的女婿。此時的半島佛教主要
受元朝宗教理念的支配，佛教徒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並與朝鮮半島以往的儒家傳統形成了激
烈的文化衝突。高麗末期，篤信儒家的文人排佛、斥佛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這些事件
層出不窮並最終導致了高麗王朝的滅亡。朝鮮王朝代替高麗王朝，在文化上的最明顯標誌就是
佛家被儒家所代替。……高麗時代，由於太祖王建對佛教實行的『教政』方針，佛教作為護國
宗教受到朝廷的庇護，有了更大發展。在高麗統一前後，太祖建了很多佛寺和堂塔，並命令全
國州縣建築裨補寺塔 3500 個。他在晚年讓第五王子出家。這樣，教學各宗派由新羅末期的衰退
逐漸有所轉機，禪宗也有了朝氣。」劉順利，
《朝鮮半島漢學史》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
頁 51。

108
108

韓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初探

祈雨、消災解厄、祈禱病癒、轉經祈福等齋會目的，在中國佛教願文的世界中都不算
陌生。
《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以為現世或亡人祈福或追福為設齋的主要原因。為現
世之人祈福的品項佔有總數的約 60%。包括：祝皇室壽、賀君主登基、祈雨、消災解
厄、祈禱病愈、后妃冊封、使臣回國、燃燈祈福、轉經(說經)祈福、齋會祈福等。由
此可知，公元 7 至 15 世紀韓國齋會願文最大宗的功德因，乃為現世人生祈福。其中又
可區分為祈福與消災兩個面向，祈福包括：祝壽、賀登基、賀后妃冊封、燃燈轉經祈
福；消災則包括：祈雨、消災解厄、祈禱病癒、祈禱使臣平安回國等原因。
為現世之人祈福的願文篇章，以為皇室祝福的數量最多，亦有平民或僧人為人祝
壽、祈福者，例如：
《東文選》卷 112〈定慧入院祝法壽疏〉乃為定慧為慧照聖師設祝
壽齋之願文，又或《東文選》卷 113〈檜岩寺文疏會疏〉乃是設齋為「生民躋仁壽」30
而祝願。重視現世願望的消災類相關願文中，祈雨一類是最可看出當時為政者悲天憫
人襟懷之念想的文章了。雨水是民生種植大事，若是雨水失調，將引來農作歉收、旱
災進而引發飢荒，一不注意便會掀起民亂。因此，風調雨順可說是父母官最重視的現
世願望之一。
《東文選》卷 110 中的〈爲相府祈雨五百聖衆齋䟽〉
，便是宰相為乾旱而
設齋祈雨的篇章：
天機萬變，旱乾由謫罰而生；聖力一迴，雲雨乃須臾之頃。自仲春而至夏，致
亢陽之爲災。日流金而甚於火爍，苗仆塊而如以湯焦。若今日之間，莫致九霄
之澤；即甫田之上，便無一畝之收。人所死生，勢在朝夕。如有罪者，蒙之尚
可。於無辜也，及則柰何。是皆由宰相之積愆，其忍啜膳羞而安坐。禱神明而
靡荅，出繫囚而無功。計雖巳窮，心復自恃。不若投大雲之蔭，於以乞甘澍之
霑。捨百人半月之粮，特營信施。用一鉢數升之例，各展香羞。庻以我之膏梁，
換作民之膚肉。至誠所格，妙鑒必通。伏願霈三日之滂沲，滋濡赤地；致九農
之豐稔，救活蒼生。31
此文中宰相因「仲春而至夏，致亢陽之爲災」之況，自請罪天，故捨半個月的月

30

31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3(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
和 45 年)，頁 179。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3，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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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祿來辦理祈雨齋會，希望能天降滂沱甘霖，解旱象以活蒼生。文中字句平實，雖
未有華麗的修飾語彙，但句句展現出儒家思想中執政德者須以民心為導向的施政方
針，也體現出佛教徒以蒼生為念的慈悲胸懷。

（二）重視儒家尊君思想
前文提及在《東文選》現存的佛教願文中，為現世之人祈福的願文篇章以為皇室
祝福的數量最多。事實上，在 7 至 15 世紀的韓國願文中，此項著實是一類非常特殊的
現象。
《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總篇數 157 篇中，祝上類的篇章就有共約 46 篇，佔總
數約 30%，分別有祝壽 41 篇、祝帝王登基 2 篇、祝后妃冊封 1 篇、祝皇子誕生或上
朝 2 篇，可見韓國帝王之尊威與三綱五倫深植民心的狀況。
為皇上祝壽類願文，是《東文選》中韓國佛教願文之一大亮點，其數量相當豐富，
有別於中國與日本願文中之此類，足見韓國君王的權威與地位。其中《東文選》卷 112
〈大元皇帝祝壽齋䟽〉
，格式工整、詞彙典雅，迻錄原文如下：
聖天子優渥之恩，無遠不届；大覺皇妙明之鑑，有感必通。宜仗慈庥，小酬洪
祚。伏念弟子，濫紹祖門於五葉，謬司禪席於一時。縱居荒僻之陬，殊荷聖明
之化。飢餐渴飮，悉爲舜德所霑；夕點朝焚，專是堯年之祝。矧今特垂雨露，
還錫土田。喜同枯木之逢春，快若涸鱗之得水。天澤旣殊於常等，葵心盍倍於
平時。爰當重九之辰，普禮大千之刹。歸依之懇兮，人衆而心一；蘄嚮之誠兮，
口異而音同。兾此涓功，格于鏡智。伏願皇帝陛下，億萬年爲父爲母，載育兆
民；百千世傳子傳孫，永綏四海。32
此文未署名作者，但用詞典雅，並運用楚辭體，可見其作文帶有南朝願文與日本
奈良朝願文之風。雖然通篇文章盡是表露對君主威權的崇拜，但亦展現儒家思想中的
忠君綱常。從文中字句推斷，此篇齋主可能為庶民階層，但因感念君王福澤，因此舉
辦祝壽齋會。文末祝願君主「億萬年爲父爲母」
、
「百千世傳子傳孫」
，誠見封建時代之
忠君思想與王權至上的觀念。其餘以皇室為書寫對象的還有卷《東文選》114 的〈宮
主封冊祈恩麗正宮行般若道塲文〉
，此篇乃是為新冊封的后妃所寫之願文：

32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2(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
和 45 年)，頁 208-209。

110
110

韓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初探

風形四方，關雎是后妃之化；理極十地，般若爲佛法之宗。念膺正宁之臨，將
定中閨之位。在禮爲重，必開嘉會以備；儀畢事無虞，須扣妙門而乞援。玆集
三千儀之緇侶，俾揚十六會之靈詮。勝事甫周。他心卽照。伏願懿名克正，宮
掖以騰歡；陰敎所加，亘寰區而蒙福。33
此文是后妃冊封暨辦理祝福齋會之願文，在中世紀的中國與日本願文中都沒有出
現過類似主題。34此文中不但引用詩經「關雎」典故，表明后妃之德，通篇結構整齊、
語句整飭、用典精確並兼顧儒家與佛教思想，篇幅雖短卻可看出皇室願文之文章風範
與當次齋會之場面。
在中國中世紀的願文中，確實也出現過為帝王祈福的願文文章，35但在數量上並

33
34

35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2，頁 222。
本平安朝時期文學大家大江匡房的願文專門著作《江都督納言願文集》中，雖有位后妃祈福、
積德、追善與逆修(生時預作死後功德)的願文作品，但未出現恭賀后妃冊封主題的願文。參考
日•大江匡房著、平泉澄校刊，
《江都督納言願文集》(東京市：至文堂，1929 年)。
拙著《佛教願文的發展及其東傳日本研究》第七章〈願文反映的佛教思想〉:「從願文的內容來
看，隋至唐中期的造像願文主題主要體現在「祈求平安」與「消災解厄」兩個方面，文章內容
的意涵雜揉了宗教救贖與儒家倫常的思想，祈求心願則貼近著人們解脫現世愁苦與祈願來世順
遂的宗教寄託，反映出中國佛教徒釋、儒混和的思想背景。北朝時期願文中的回向對象幾乎篇
篇都有「七世父母」
，這個現象到了隋、唐之時並無消減，然而「七世父母」並非北朝願文回向
對象的獨例，除了「七世父母」之外，
「帝主聖上」也是北朝願文的主要回向對象，只不過儒家
的忠君思想在進入了唐代之後，似乎就不如孝道思想來得穩固，因此隋至唐中期的造像願文中
出現回向「帝主聖上」的數量開始少於「七世父母」
。這個現象顯示了中世紀的中國佛教徒將儒
家孝道與人倫思想，潛移默化到宗教的祈福行為中，這不需要政府特意制訂政策來推行，而是
人們在信仰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將本有的民族精神特色融入了同為日常生活一部份的宗教信
仰行為中。題記願文方面，北朝時期的題記願文主題多為是己身滅罪祈福，隋至唐中期則以抄
造經典來為亡人祈冥福為大宗。進入唐末、五代之後，題記願文的內容開始呈現出居處亂世的
人民中心不安與恐懼，主要祈願消除災厄、解冤還債這類訴求，與北朝至唐中期以「耕造今生
福田、冀求來世德蔭」的造經功德觀已截然不同，而是祈求現世、立即的救贖。將敦煌晚唐、
五代之際題記願文相較北朝至唐中期與晚唐、五代的題記願文，兩者最大的相異之處就是晚唐、
五代願文的祈願內容，已經從倫常觀念中轉往企求己身護祐與安全的渴望，並顯現出佛道神祇
共存的民間信仰特色。緣由晚唐、五代之際時局的不定，願文事主多將己身對於生命與世局的
不安全感抒發到願文當中，故從此時願文的祈願文字中，事主多將關懷的眼光投注在自己身上，
甚至在願文中羅列佛教與道教的諸方神祇來護祐己身的狀況，便可看出此時的願文在展現混雜
道、佛神祇的民間信仰特色之餘，也展現出信徒基於不安全感而將未來寄託在宗教之上的心情。
這樣的轉變，揭示出晚唐、五代時期時局的混亂與人心的惶懼，間接描繪出身在動盪世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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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韓國願文資料來的豐沛。佛教願文雖為佛教應用文書，除了佛家思想會映現在文
章字句與典故中，各種影響文化發展的思想也會容受其中。有「君子國」之稱的韓國
深受儒家思想浸潤，三綱五常的忠君人倫思想深植於韓國文化之中，因此出現了此種
別具特色的願文風景。36

（三）重視為亡者薦亡超渡
在《東文選》中的 157 篇願文資料裡，為亡者追福的篇章就有 25 篇，占總數約
15%。薦亡時機包括七七、百日、周年等。薦亡追福的對象包括親人(父、母、夫、妻、
舅、弟、子)，例如：
〈金提學薦妻七七䟽〉
、
〈代李令薦考䟽〉
、
〈代李大從薦母䟽〉
；或
是友人，例如：
〈薦法兄圓慧國統䟽〉
、
〈薦亡友李敖尙書䟽〉
。薦亡對象上至帝王階級、
下至庶民百姓，多元背景的薦亡主，呈現出當時社會普遍以佛教齋會薦亡的習俗。其
中《東文選》113〈卒誠寧大君法華法席䟽〉所薦之亡主，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朝鮮世宗
胞弟(太宗之子)李褈，迻錄原文如下：
佛天濟人，求則必應。父母薦子，久而益勤。肆竭赬悰，兾霑白報。嗟音容之
永隔，無復見聞；慮精爽之猶存，或滯冥漠。諒何益於痛悼，第自勉

於追修。

是用亡兒之財，俾圖三佛之像。庶幾陰佑，以導眞遊。且法華所以明心，而梵
網專論受戒，俱爲濟沉之寶訓。故玆刻日以金書，就墳側新構之菴，集山中久
參之衲。均施衣鉢，嚴備香花，瞻禮尊容。卽西方之勝會，談揚秘典，實上乘
之眞宗。雖能所之皆空，迺感通之不誣。可憐身世，十四年之甫經。俄頃齋晨，
一百日之已届。且念亡子，溫恭其禀，孝悌其心。盖無今作之妄緣，容有難逃
之宿障。伏願諸經擁護，大聖加持。俾令魂氣昭明，性靈超悟。戒定慧之具足，
謝多生塵業之勞。法報化之依歸，登九品蓮臺之座。凡爲苦類，等蒙餘波。37

36

37

心意念之傾向。」
《佛教願文的發展及其東傳日本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究所博士論文，
2009 年）
，頁 178-179。
尹悅〈儒家文化在韓國〉中即提到，韓國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元素，呈現在「孝」
、
「忠」
、
「禮」
之上。儒家的性本善、家庭倫理觀念與君子之「推己及人」也在韓國文化中保留下來並產生深
遠的影響。尹悅，
〈儒家文化在韓國〉
，
《赤峰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9 期（2011 年）
，頁 104-105。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3（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昭和 45 年 1970）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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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李褈只活了短短十三歲(1405-1418)，尚未來得及看見李氏朝鮮的壯盛就
離開人世。此篇乃是一篇為早夭皇族所薦亡的百日功德願文，內容中突顯皇室法事不
僅功德品項豐富，含括：佛像、經書、法會等，就連願文的文字書寫也專業嚴謹，通
篇文字充滿濃郁的佛教思想色彩，格式亦帶有駢文整飭之風。雖文字風格不如日本亡
齋願文之華麗沉鬱，用詞卻也可見受漢地佛教文化浸潤之跡。
而《東文選》卷 111〈寫成法華經慶讃䟽〉則是一篇特殊的複合型功德的願文，
是一篇結合寫經、齋會的複合功德願文：
妙法爲究竟之說，餘二則非眞；凡夫得須臾之聞，無一不成佛。自西竺東流巳
後，有中華四依者弘。或誦一偈而地獄空，或書半字而天堂化。感應旣其如彼，
奉行何莫由斯。弟子幸憑種福之深，獲聽開權之唱。欲手寫眞詮而供養，早誓
于心。奈身隨妄境以趨蹌，未成其願。然在流通之益，本無自他之殊。故請林
棲之道人，代以金書於佛乘。字字無非法界，三千並常；塵塵盡是眞如，四一
咸妙。今者粧飾旣周，落成斯設。邀清淨六和之士，轉甚深七卷之文。薝蔔之
香遍熏，醍醐之味可飽。施作雖尠於一毫微蟻子，感通奚隔於十力大龍王。願
三殿益擁天休，見四方咸執壤奠。次願先亡考妣，若墮三途之熱惱，速躡雲梯；
如遊上界之清涼，更登蓮品。洎予小子，與其細君。現增五福之祺，後生西刹。
普及群盲之類，同乗大車。38
此種形式之願文，是功德主施作功德後，在功德品項完成之際，舉辦齋會以供養
的儀式願文。較特殊的是此文在發願處，出現了「願」
、
「次願」
、
「洎予」等寫法，功
德迴向對象亦包括家國、亡人與現世之人，此種寫法在中國唐至五代時期或敦煌地區
的佛教願文資料中亦曾經出現。39在同一場齋會中，藉由乙次的功德品項，搭配為多
人祈願的書寫，代表著佛教具有濃厚的世俗化色彩，功德主希望造就之功德項，能滿

38
39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3，頁 184。
例如 P.2866 號《大集經》
「董孝纘題記願文」中記載「仰為亡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冢宰內親信
帥都督旨除鳴沙縣令董哲敬造釋迦、彌勒；觀世音金像壹軀，并寫《大集》
、
《思益》
、
《仁王》
、
《華嚴》
、
《十惡》經各一部。」即是複合型祈願願文。而莫高窟 192 窟〈發願功德讚文〉一篇，
此篇願文結合了建窟、造像與造經變，是敦煌龍興寺沙門明照所撰寫的願文，此篇願文也是敦
煌願文文獻中少數有留下撰寫人名與寫作時間的作品。文中提及的功德項目包括了造塑像（阿
彌陀像一鋪七事）
、造經變、畫佛像與造簷，幾乎是將禮拜窟的內室的裝潢與外觀之建築體以捐
資建功德的方式來完成，功德品項相當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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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多方願望。而文末「現增」一詞，祈禱功德福報即刻來臨，則代表了當時佛教徒希
望福報當下兌現的現實特色，更展現出當時佛教世俗化的色彩。

（四）韓國佛教願文之於東亞佛教願文的價值與地位
在中、日、韓佛教願文文類發展的過程中，從目前可得的資料歸納分析可知，從
中國公元 5 到 10 世紀的願文是一種結合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晉唐佛教的特色與宗教服
務的性質，以整麗的駢文為體，以記功德、表祈願為用的宗教文書。從願文內容的意
義來看，公元 5 到 10 世紀的中國佛教願文除了能夠映現佛教的發展外，也能夠反映佛
教徒對於生活的需求，更夠能展現南北朝至五代的中國社會面貌。韓國李朝時期的《東
文選》中，雖然沒有載錄正式以「願文」為名的佛教願文作品，不過在「疏」與「道
場文」文類中，可以看到為數不少近似中國齋會願文的書寫結構之篇章。
中國佛教願文以其東亞璀璨文明的姿態，影響著日本與韓國願文的開展。中國佛
教願文對於日本與韓國願文的影響，同時開展在「功德種類項目」與「套語使用」兩
個項目之上。日本奈良朝之前的造像願文，承襲了北朝造像願文的形式特色與文風顯
得精悍而簡短；奈良時期的日本願文，承繼了北朝、隋代至唐初的願文類型，開展出
施物類願文與寫經類願文，施物類願文的文章形式偏向功德疏的方向、寫經類願文則
承繼北朝題記願文的特色；40平安朝時期的願文，則以承繼齋會願文為主要類型而發
展，進而開發出許多齋會的種類細目。41之後，不論日本願文的功德項目如何發展或
整併，都離不開施物、寫經、造像、齋會等方向，因此，日本願文的功德項目可說是
40

41

奈良時期最著名的施物願文---「獻物帳」應屬聖武天皇皇后，即藤原光明子（安宿媛，公元 701
年-760 年）於聖武天皇駕崩後，將其生前珍愛的寶物施入東大寺的願文，通稱為〈東大寺獻物
帳〉或稱〈國家珍寶帳〉
。此篇願文作於天平勝寶八歲（公元 756 年）
，屬中國唐玄宗天寶末年
的作品。光明子皇后是日本第一位非皇室出身的皇后，本身篤信佛教，故在聖武天皇駕崩之後，
依佛教儀式親自撰願文為天皇追福。此篇願文是奈良時期「獻物帳」的經典也是重要歷史文物，
目前以國寶之姿恭存於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北倉。
平安朝前期文獻的內容，依據不同目的可分為「為亡者追福願文」與「祈福禳災類願文」兩大
類，創作數量與文辭表現上較具代表性的是空海（公元 774-835 年）
《性靈集》
、菅原道真（公
元 845-903 年）
《菅家文草》與《三代實錄》中的願文作品。平安朝後期，則以《本朝文粹》
、
《本
朝續文粹》與大江匡房（公元 1041-1111 年）
《江都督納言願文集》中的願文作品為代表。
《本
朝文粹》中的「願文」已經是日本願文發展到狹義定義時的分類，因此與先前的初萌時期與唐
化運動時期偏向大面向的分類趨勢有所不同，而是根據不同目的與場合細分為「神祠修善」
、
「供
養寺塔」
、
「雜修善」
、
「追修」等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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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國佛教願文的功德項之上而發展起來的。而韓國願文在功德種類項目雖也承襲
著中國佛教願文的品目，不過就《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內容來看，功德項主要以舉
辦齋會為主，造像、寫經、修葺或建造寺院等則被總的包含在齋會之中。
日本與韓國願文的套語，在使用上亦是承襲著中國佛教願文。日本願文中的「伏
維」
、
「伏願」
、
「願」是初期中國佛教願文已經發展出來的套語，
「共成佛道」
、
「共成福
樂」等則是中國佛教願文常見的迴向套語。此處以清和天皇女御源濟子，為其外祖母
七七忌日所託製之追善願文〈為清和女御源氏外祖母多治氏七七日追福願文〉
（仁和二
年七月十三日）為例：
弟子從四位上源朝臣濟子，敬白。弟子外祖母多治氏，去五月廿九日厭弟子而
不顧，未知向於何方。弟子今於佛前，請其拔苦與樂。弟子昔日新生，依託祖
母之後。祖母今年微病，未拋弟子之前。雖災聖靈於登霞，雖痛先妣於逝水。
憑祖母之摩頂，慰弟子之斷腸。我今無所依，我今無所託。云憂云喜，孰為相
謀。或起或居，孰為相護。悼而重悼，孤之又孤，如是酸辛，皆悉罪報。嗟虖
夏月先過，秋風已吹。簾影空垂，砌塵未掃。哀不能斷，時不可留。今歸尊靈
殞命舊窻，當修四十九日之功德。尊靈去年五月宿痾乍發，殆及危急。弟子當
時作念，欲奉圖繪帝釋菩薩。雖去年所願與今年相違，而事死之誠，與事生何
異。是故弟子抑淚迴謀，莊嚴此像。（帝釋菩薩）又弟子新發意，奉寫金字法
華經一部八卷，無量義經、普賢觀經、般若心經各一卷，轉女成佛經二卷。大
乘之法，是無二無三也。弟子之心，亦無二無三也。唯有一法，唯有一心。以
斯妙理，捴資尊靈。弟子不知尊靈所住，何世界、何須彌，就何生、入何道。
常樂我淨，布慈雲以奉導尊靈，開示悟入，施惠兩而奉翊尊靈。紺瑠璃紙，變
為證菩提之地，黃金泥字，散為成正覺之花。假使尊靈速離塵垢，得住三明。
願弟子暫引瓔珞，夢中再遇。次願聖靈山陵奉增遍周之威光，過去先妣奉加安
樂之遊戲。若令宿昔誓願于今不變，定知先妣侍聖靈轉輪之宮。若令此朝善根
在彼有緣，定知祖母昇先妣架蓮之座。弟子雖在人間，已為薄祐。願我以此一
念，值遇於三尊。大鐵圍之外，恆沙界之中，一一迴向，共成福樂。敬白。42
（可依加粗套語與文字拆解）
，
本文結構為「敬白→齋意→記功德→祈願→迴向」

42

日•菅原道真著、川口久雄校注，
《菅家文草》卷第十二，頁 607-608。
《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72 (東京：岩波書店，昭和 41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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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朝願文最常運用的套語---「敬白」
，為一帶有「恭敬地陳述之意」之儀式語言，
故此套語意義歸屬齋會場合使用，因此「敬白」套語在平安朝後期的願文中普遍運用
的情況，便是日本平安朝時期齋會活動盛行的寫照。而文中「願」與「次願」等套語
依舊承襲了中國佛教願文的慣用，在文中次第開展出事主的祈願心意，這讓此篇願文
在齋會的場合色彩當中滿溢了祈願主題內容，因茲成為齋會願文的典型。
而韓國佛教願文在套語的使用中，使用最頻繁的是「伏維」
、
「伏願」
、
「願」
，
：
迴向語則是「咸成妙果」
。例如，
〈薦父䟽 代曹府尹庶作〉
善知識慈悲懺法，普開解脫之門；孤哀子迫切至情，用導超升之路。玆勤敬禮，
敢丐提撕。言念逝魂，是予嚴父。流離萬里之外，久貽勞念之懷。隔絶十年之
中，復奉歡顔之會。方期菽水之養，遽致風樹之悲。享年齡九十四秋，在此生
固稱上壽，歷世界百萬億土，到彼岸當結良緣。肆趨精廬，恭張熏席。倘玆施
作，格彼照詳。伏願直到兜率之天，眞遊自在，往生極樂之國，妙果圓成。43
、
「妙果圓成」不
本文結構為「齋意→記功德→祈願→迴向」，文中套語「伏願」
僅讓願文的結構顯得整飭，更是願文隨著中國佛教東傳，在異地被完整地保留下來的
文字證據。由此可知套語對於願文結構來說，有其不可異動之重要意義。因此，願文
的套語結構也成為中、日願文血脈同源的映證。
公元 6 到 11 世紀的日本願文承襲著中國佛教願文的發展，是一種結合了日本漢
文學潮流，以駢文為體，以記功德、表祈願為用的宗教功德文書。從內容意義來看，
公元 6 到 11 世紀的日本願文除了能夠映現奈良與平安朝佛教的發展外，也能夠反映當
時佛教徒對於宗教信仰的寄託與需求。日本願文雖身為宗教應用文書，但是其中精妙
絕倫的漢文學詞彙，成為日本文人引經據典的典故出處，追福類願文中哀淒的調性更
影響了「哀傷文學」的發展，這兩者正是日本願文對於日本文學所開展出的最重要之
影響。日本齋會願文與中國齋會願文最大的不同，便是革除了齋會願文的重覆使用性。
在日本，願文是少數上流階層才有能力使用的儀式文書，因此，每一位使用者都是尊
貴的委託人，故願文屬於一種為特定對象量身訂作的文書，這個寫作模式，接近中國

43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
《東文選》卷 111（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昭和 45 年 1970）
，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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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會願文發展的初期---南朝梁齋會願文。日本的齋會願文中會註明願文撰寫人、願文
使用者、齋會項目、齋會日期，雖然擁有應用文的外表、在性質上屬於齋會儀式中使
用的宗教文書，實際上卻屬於文人的藝術創作。因為撰寫者在書寫文章之餘，會在辭
章中投注適於齋主營齋情境的文采，開展出獨特的抒情性與敘事性，在這種情形下，
願文當然不能一文多用，也依無法結構而進行拆解而重複套用固定段落。再者，日本
的齋會願文的形式是以「弟子某 敬白」的套語為首，接著下來的文章內容，端看當
次齋主的施齋義為何，來進行文辭的編纂，除了固定的套語不會變動之外，內容不但
篇篇不同，更幾無固定或常用的語彙可循，這種特殊的撰寫方式，讓日本的齋會願文
相較起中國齋會願文多出了一種極具個人化、客製化的特色。
中世紀中國佛教齋會文化進入朝鮮半島後，雖然也帶進了願文，並使之在異地發
展，不過韓國純漢文學的書寫以少數文人或知識份子執筆為主，44因此文章風格終究
典雅文藝，脫去了中國 9 世紀以後願文世俗化的窠臼。7 至 15 世紀的韓國佛教願文在
中國佛教願文的影響下發展，兼顧著文學的創作藝術與宗教的應用便利的特色，開展
出一種以齋會願文為主要形制，以駢文為格式，內容為記功德、表祈願的宗教應用文
獻。形式上較無長篇之願文，以中短篇形制為多，篇章形制與行文風格，都受到中國
唐中期以後至五代時期齋會願文的影響。不過韓國願文亦擁有日本願文客製化的特
色，雖出現有「云云」的套語，顯現發願處可能有制式的文句可以嵌入，但由於願文
主題與齋主的搭配幾乎是獨立的，看不出可一文多用的痕跡，也沒有拆解結構後可重
複套用的狀況，推論其一文多用的情況可能較少，應僅為祈願語句處有重複使用範本
語的情況。由此可看出，韓國的佛教願文接受中國佛教願文的基礎模型後，發展出以
一種篇幅精簡、文句典雅，以單次使用為主的佛教願文。相較起中國中世紀佛教願文
在內容上充盈著世俗化思想、使用文字亦有複沓性高的特色，日本願文顯得精緻典雅、
有著能登經典美文的殿堂的面貌，韓國願文在書寫藝術方面的發展，是往中庸之道的
路徑上走的。不過度雕琢的字句，卻仍保有整飭的書寫格式規矩；不過度長篇大論的

44

朝鮮的文言語法漢文（古文漢文）
，也就是純漢文，包括:唐宋古文、秦漢古文、小品文、科文
與佛教漢文。韓國式漢文（吏讀式）包括:狀、啟等官方文書與告目、立案等行政及生活文書。
諺文表記文與口語則包括:諺解、諺文書札、諺文小說。參考沈慶昊，
〈韓國漢文的重層性〉
（國
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韓國漢學及研究文獻」工作坊會議論文，2015 年 12 月 12 日）
，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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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說，卻也深刻直白地表露的了佛教徒心中懇切的企盼。收錄在《東文選》中的韓國
佛教願文，可說是呈現了佛教願文此類文書在雅俗擺盪之間，最中庸而美麗的一面。
至於東亞地區佛教願文資料數量的問題，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韓國佛教願文
比起中、日兩國的佛教願文資料確實顯得偏少，除了文獻資料的能見度為影響因素之
一，也有可能是舉辦宗教儀式之事雖算可見，但卻不能以「興盛」言之的緣故。45因
為韓國在高麗時期雖然皇室以佛教立國，佛教在當時亦有長足的發展，46但在高麗末
期至李朝初期，李成桂推行了尊儒抑佛的政策，讓儒學在朝鮮半島有了廣大的發展空
間，雖然後來在李氏王朝中也有帝王崇佛，但仍有許多排佛運動間歇不斷的執行，造
成韓國漢文佛教應用文書之書寫與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受阻。
韓國學者趙東一所著的《韓國文學論綱》中提到：
「(韓國)漢文學中，政論性文章
及形式功能性文章雖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它們都具有公式文章的作用，在表現技巧上
與文學的形象化接近，突出了美學意識，並與每個時代的基本文風相關。」47雖然韓
國佛教願文在資料量上不如中國願文來的多元與全面，其文章中的藝術美學成分亦不
如日本願文來的高，但在正統散文、傳記、夢遊錄、小說、旅行記等出色漢文散文所
築起的漢文學高牆中，還好韓國佛教願文資料因其「功能性文章」的形象留存，我們
才能了解身為佛教應用文類之一的願文，隨著佛教向東傳衍，願文也因時、因地在異

45

46

47

李元淳等著之《韓國史》中曾提到：
「朝鮮王朝以程朱學為中心，以儒教為治國理念，比任何王
朝更具儒教國家的特色；但是儒教並不能擔當宗教的機能，於是再綜合吸收古代傳下來的佛教、
道教、民間信仰，變成新的信仰體系，亦即從事一種宗教改革。這些信仰在高麗時代雖然引起
很多社會弊端，但是信仰本身也為國家帶來不少裨益，尤其在加強王權與中央集權方面助益更
大。如果只具有儒教的名分，國家或王室的權威對外不能超越中國諸侯的束縛，對內只能在忠
君範圍內行使權力；但是依靠宗教信仰的話，可以從大眾百姓得到無限的神聖權威，因此對於
信仰採取高壓與懷柔兩面政策。佛教經過太宗、世宗兩代，將高麗時代林立的各種宗派綜合成
教禪兩宗，住持由國家任命，寺院數目大幅減少，寺院土壁與奴婢歸屬國家，許多僧侶還俗成
為公民；但是祈願國家與王室安寧的寺院與宗教行事仍然存在，且刊行新的佛教經典，如世宗
時代再次刊印「大藏經」
，世祖時代設置刊經都監，諺解佛書予以刊行。」韓•李元淳、崔柄憲、
韓永愚著，詹卓穎譯《韓國史》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11 月）
，頁 185。
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
：
「高麗時代，由於太祖王建對佛教實行的『教政』方針，佛教作為
護國宗教受到朝廷的庇護，有了更大發展。在高麗統一前後，太祖建了很多佛寺和堂塔，並命
令全國州縣建築裨補寺塔 3500 個。他在晚年讓第五王子出家。這樣，教學各宗派由新羅末期的
衰退逐漸有所轉機，禪宗也有了朝氣。」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頁 52。
韓•趙東一等著，周彪、劉鑽擴譯，
《韓國文學論綱》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118
118

韓國《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初探

鄉開展出了不同於中土的願文風景。

四、結語
在東亞宗教世界的版圖中，除了中國與日本之外，韓國亦容受與發展著漢傳佛教
而開展出一片佛土新淨地。在中、日交通尚未發達之前，佛教便是透過朝鮮半島的百
濟國而傳播到日本的，因此，朝鮮半島也曾是佛教傳播的路線之一，當地所留存的漢
文文獻，不管內容是宗教、文學或是歷史，都是研究東亞文化圈的重要資料。韓國朝
鮮李朝前期時編的《東文選》和《續東文選》
，收入了上樑文、道場文、祝文與疏文等
文獻。上樑文與祝文，是中國祝文的承繼與延伸，屬於廣義的願文；道場文則偏向中
國的齋會文書，屬於儀式文書，歸類為狹義的佛教願文。48相較《東文選》和《續東
文選》中的宗教儀式文書與中國中世紀發展出來的願文，有些是異名、異體卻同質(同
表祈願心意)的文獻，有些是不管形體或內容都是直接傳承於中國中世紀的佛教齋會願
文的作品。在韓國漢文學世界中出現了這樣的文獻，不但可以印證中土佛教的傳衍，
更可以佐證佛教文化在東亞的地界或文化圈中都無盡延伸。
從東亞佛教願文的發展上，可以看見「傳承與新生」的傳衍過程。從 4 世紀開始
發展的中國佛教願文，隨著政治版圖的遷移與歷史文化的發展，南方與北地的願文逐
漸將不同功德品項、儀式形制的書寫技巧融合為一，再經過初唐與中唐時期揉合社會
潮流與文學發展影響的變形，最終形塑出特殊的經典形式---中長篇幅、以套語劃分整
齊格式，以四六整飭文句為書寫規則的齋會願文。願文四六駢麗的色彩與格式化的風
格之確立，除了與其應用場合有關之外，亦與中世紀影響散文書寫舉足輕重的《文選》
有著極大的關係。在《文選》中被極度推崇的形式主義與書寫風格，隨著《文選》傳
播到日本與韓國，並成為當地以漢字為書寫載體的士人重要學習範本的同時，身為佛
教儀式應用文書的願文，除了承襲著此種書寫風格之外，更因其外來文學的身分，淡
化其世俗與應用的色彩，留下了漢文學形式美文的型態，因此才能以經典漢文學之姿，

48

王曉平〈東亞願文考〉
：
「
《東文選》在「道場文」類名下所收各篇文章，有不少屬於祈福禳災的
內容，如《敦煌願文集》也收有同類文章，卻名稱不同。……《東文選》中收有不少可以歸入
願文類的文章，只不過都不以願文相稱。……敦煌願文或類似敦煌願文的作品，曾經傳入韓國
和日本，高麗李朝時代和日本平安時代的漢語散文，吸收了其中不少成分，並按照現實的不同
需要和不同藝術發展了某些方面。」
《敦煌研究》第 5 期(2002 年)，頁 95-100。

119
119

李映瑾

興大人文學報第六○期

進入域外漢文學經典典籍中。
雖然中國、日本與韓國的佛教願文，在其各自不同的漢文學圈中有著不同的定位
與發展：中國佛教願文偏向世俗、應用與儀式文章色彩濃厚；日本佛教願文在文學藝
術技巧方面高度發展，成為影響後世軍紀文學與哀傷文學的重要文類；韓國佛教願文
形制中庸保守、文采介於雅俗之間，卻展現出融合著儒家思想與教佛義理的文化意蘊。
但我們仍可藉由中國、日本與韓國願文的發展過程與傳播途徑推論，日本與韓國的佛
教願文之發展，應是藉由宗教與文化的傳播，基於中國佛教願文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
應用類文書。若此說成立，
「願文」將可為東亞文化圈共構出一個宗教與文化的同質發
展體，這對於東亞宗教文化的研究可說是莫大的貢獻，也是願文本身極具漢學價值意
義之處。49

49

王國良，
〈韓國漢文著作總目之編纂與研究---以集部典籍為範圍的探討〉:「由中國漢文字所輻
射出的漢文化區，包括了韓國、日本、越南、琉球等地。這些地區都曾以漢字創作出大量的漢
文作品，身為運用漢字最為熟透的中國人，乃是最有資格做一系統研究的……《東文選》與《續
東文選》是朝鮮歷代優秀詩文選集，選錄上自新羅、下至李朝肅宗年間的作品，共一百五十一
卷。分正、續編，正編一百三十卷，為徐居正、盧思慎所編，成宗九年成書，收入新羅、高麗
和李朝初期的詩文；續編二十一卷，為申用溉、金詮所編，內容接正編，收錄後四十年的作品。」
《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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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Yuanwen in
Tongmunson in South Korea
Ying-jin Lee*
Abstract
Tongmunson《東文選》, a famous Chines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ncient
records, originated in the Korean Li dynasty. The Yuanwen(願文), found in Tongmuson,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Buddhist text written in Korea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tructure of the Korean Yuanwen at that time followed the writing forms of the
Chinese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s between the 7th and 9th centuries.
Chai Huei Yuanwen is the main style of the Korean Yuanwen works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articles present various activities of Korean Buddhist Chai Huei,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statues or temples, the writing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prayers for rain, the prevention of disasters, the hope for successful pregnancies, the funeral service...etc. These are not only contributions from the medieval
Korean Buddhists, but also empirical studies that confirm the transference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to the east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he structure of the Korean Yuanwen inherited the writing form of Chai Huei Yuanwe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also had a similar format to the Yuanwen during the Japanese Heian
period. However, the polite formula structure of Korean Yuanwen is simpler than the
other ones. What remains of the Korean Yuanwen is its function and form.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Korean Yuanwen is always included in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classical collections. Furthermore, we can observe much evid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Korean Confucian culture and Buddhism from the Yuanwen in the
Tongmunsŏn and the Eastern literary selections. These are excellent materials for us
to explore Buddhism in Eastern Asian cultur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the Buddhist wish text in the Tongmunsŏn and analyzes its content, form, purpose,
authorʼs background, and writing skills. According to analysis and col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we can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and classical
style of Korean Buddhist wish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Keywords: Korean Yuanwen, Buddhist Yuanwen, Tongmuns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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