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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般舟三昧經》於後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 179），傳譯到中國，可以

說是最早的淨土經典 ，但其歷代的傳播演變與田野尠為人研究，本經雖少

人行持，卻能流傳甚久。為彌補此一缺憾，本文擬對般舟三昧念佛法門的

內容與宗教行者做探討。 在探究台灣般舟三昧的行者前，則需對《般舟三

昧經》念佛法門的內容做分析與比較，及對中國佛教歷代傳播般舟三昧的

行者做溯源了解。此外，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望月信亨（1869-1948）所著

《淨土教概論》中說：「宗教不單需要論講，還必定伴有觀行。」在《淨

土教起源及其開展》一書中說：「佛教一定要信奉其教旨，進而以實踐躬

行為其主要目的 。」可見望月信亨，對佛教行門實踐的重視。筆者亦認同

上述重視實踐的說法，故筆者在研究方法上，則以宗教現象學、文獻學，

來關懷佛學義理的教說與現象。並採用人類學（anthropology）的方法做驗

證，因此重視當代台灣的行者是如何的落實，其落實的方式與經典所詮釋

的是否有所差異？進而探究從佛陀時代至中國佛教的般舟三昧是如何傳播

到台灣來，在台灣部分則以「口述歷史」的方法針對幾位台灣修持般舟三

昧者做「深入訪談法」（interview）。除訪談之外，並以參與觀察法探討

台灣修持般舟三昧者閉關的宗教現象，以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做

出各類的圖表統計。此外，為了深入問題則採取參與經驗法

（experience），體驗台灣般舟共修的宗教儀式與身體的運行。從以上的經

典到宗教人物的傳播及經典與實際的演練。以能探討並瞭解般舟經行歷代

的傳播與阻力，並以期有新發現。 本文由般舟三昧經的理論與實踐的關

係，推導出的結論，是可以合理地與持名念佛作結合，不過也有可能忽略

般若智慧而產生瓶頸。在經典分析中發現智者大師的著作有些與般舟三昧

的實踐理念相合。以往探討此命題的相關文章，大抵皆採用文獻研究，為

何本文要運用田野調查呢？這是因為宗教本身是活的，宗教與人生是一體

的，那該如何有效的運用？在田野研究中，發現般舟經行的方式，對念佛

的時間性會拉長且持久，間接的，也使行者的報體由劣轉勝，並附有圖片

佐證。本文的鋪排順序與特點有六項：一、《般舟三昧經》經典的探究。

二、以中國佛教般舟三昧行者的傳播為主。三、台灣主流佛教與般舟行

者。四、台灣佛教與般舟念佛法門的傳播。五、窺探台灣般舟行者的面

貌。六、對般舟經行的漸修次第作分析。  

摘

要

(英) 

The Bozhou sanmei jing （Pratyutpanna-buddha-sammukhavasthita-samadhi-sutra）

was transmitted to China and translated in 179 (Guanghe 2)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Lingdi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ne may say it is the earliest scripture 

of Pure Land Buddhism in China.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ny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scripture was disseminated nor any field work (Feldforschung). Even 

though there were few people who actually performed the practice described in this 

sutra, its circulation was rather wide. In order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my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Bozhou sanmei dharma practice of Buddha name recitation (nianfo)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and the religious practitioner. Before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on the practitioners of Bozhou sanmei in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ontent of the dharma practice of Buddha name recitation as in the 

Bozhou sanmei jing. Moreover I trace back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zhou sanmei 

among practitioner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renowned 

Japanese scholar of Buddhism Mochizuki Shinko (1869-1948) wrote in his work An 

outline of Pure Land teachings: “Religion does not only need to be discussed about, 

it must certainly be accompanied by practice.” In The origin of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and their development he states: “Buddhism has to believe and hold up 

its tenets. To realize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s its main objective.” Here on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given to the aspect of Buddhist practice by Mochizuki Shinko. I 

agree with the above statement stressing practice. Therefore, I apply the 

methodology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Religionsphänomenologie) and 

literary science for my research, in order to deal with tenets and phenomena of 

Buddhist doctrine. At the same time, I use the anthropological method of 

experimental proof. Therefore I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way practitioners of 

contemporary Taiwan practice, to their style of practice and their exegesis of the 

scripture, looking out for possible divergences among them. Furthermore, I want to 

find out about the transmission and promulgation of the Bozhou sanmei, starting 

from the time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until it reached Taiwan. By interviewing 

several Bozhou sanmei practitioners, light is shed on the history of oral transmission 

in Taiwan. Besides the interviews, the religious phenomenon of Taiwanese Bozhou 

sanmei practice in seclusion has to be examined in an observant fashion. For this, 

questionnaires were also used and their statistical outcome arranged in graphical 

displays. Moreover an experiment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actice has been chosen in 

order to deeply experience the religious ritual of communal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bodily aspect of the performance of Bozhou sanmei in Taiwan. This thesis begins by 

dealing with the scripture itself and its transmission by religious persons and finally 

lead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this scripture. Thereby, an 

investig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transmission and obstruction of 

Bozhou sanmei jing practice can be brought about, with the hope of gaining new 

insights. First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Bozhou sanmei jing, leading to a conclusion that can be rationally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a name recitation. Nevertheless, the aspect of prajna-wisdom might 

be neglected and become a stumbling block. While analyzing the sutra I discovered 

some similarity with the idea of practice appearing in the writings by Zhiyi (538-

597). As former articles have already dealt with this topic from the point of literary 

science, why should this thesis resort to field work?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religion itself is a living complex forming a unity with human life. During field 

work, I discovered the style of the Bozhou sanmei practice and the stretching of time 

and duration of the Buddha name recitation. Indirectly this leads to an enhanced 

appraisal of the practitioners’ reports on their experiences. Illustrations are added to 

supply helpful evidence. This thesis is arranged into six points: 1. Research on the 

text of the Bozhou sanmei jing 2. Focus on its dissemination by practitioners of 



Bozhou samei in Chinese Buddhism 3. Mainstream Buddhism in Taiwan and 

Bozhou sanmei practitioners 4. Buddhism in Taiwa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zhou sanmei dharma practice of Buddha name recitation 5. Insights into the 

appearance of Bozhou sanmei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6. Analysis of the sequence of 

gradual practice of the Bozhou sanm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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