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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供儀式文獻中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 

——以《佛門取經道場•科書卷》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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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錄文介紹唐僧西天取經文獻中的新資料，並將其與王熙遠《桂

西民間秘密宗教》中同類資料進行比較，指出它們與《佛門請經科》一

樣，都屬於齋供儀式文本前面的唐僧西天取經的儀節文獻。這類儀節文

獻普遍存在於齋供儀式文獻中，屬於齋供儀式文獻神聖性和效驗性的標

籤之一。 

 

 

關鍵詞：齋供儀式文獻、唐僧西天取經文獻、十王道場、《佛門請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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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Monk's Journey to the West Literatures in 

Fast Offering Ritual Literatures 

: Focus on the Buddhist Sutra 

Bodhimanda· Disciplin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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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roduces new material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Tang monk's 

journey to the West through recorded texts, and compares it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same category in Wang Xiyuan's The Secret Religions of the West Guangxi 

Folk; it turns out that, just like the Buddhist Sutra Invocation, they are all ritual 

texts on the Tang monk's journey to the West preceding the fast offering ritual 

texts. This type of ritual text is commonly found in fast offering ritual texts 

and is one of the markers of their sacredness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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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是宗教實踐的具體表現形態之一，是宗教研究必不可少的部

分。不過，在中國宗教研究領域，受資料的制約，有關佛教儀式的研

究成果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都比較少。如何才能解決「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的難題，一直是不少相關研究者努力的方向。近年來，隨著世界

各地圖書館大量館藏文獻的數字化，尤其是長期以來一直在民間流傳

並被用於宗教實踐的儀式文獻的得到介紹和披揭，海量的中國宗教儀

式資料已經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資料蒐集已經不是主要問題。就目前

來看，面對數量衆多、形式多樣、內容複雜、識讀不易的文獻資料，

研究時如何切入、如何釋讀、如何分析討論等，才是更重要和更關鍵

的問題。本文所討論的齋供儀式文獻中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清楚證

明了這一點。 

《桂西民間秘密宗教》是王熙遠先生基於大量實地調查和文獻查

閱完成的發掘地方文獻資料完成的論著，第一次公布了大量文本資料，

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出版後就得到國內外多位教授專家的好評，不少

學者亦多方引用和研究其中的材料。但該書不論是對資料的定性還是

相關研究，都存在可以進一步拓展的空間。為什麽這樣說呢？ 

我們注意到，作為新資料，王熙遠率先錄文發表的《佛門取經道

場•科書卷》、《佛門西游慈悲寶卷道場》1  自出版後就一直受到相關

學者的關注。但大多數學者是將其視為與《西游記》有密切關係的寶

卷來展開相關討論的，2  對它並非獨立的文本這一自然情況則未能重

 
1 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493-498、頁 517-521。 

2 陳毓羆，〈新發現的兩種《西游寶卷》考辨〉，《中國文化》第 13 期，北京：

中國藝術研究院，1996 年；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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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基於此，本文在重新整理《十王齋科》中同類資料的基礎上，結合

近年蒐集到的其他同類相關資料，對儀式文獻中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作

進一步的探討，指出該類文獻與《佛門請經科》一樣，普遍存在於齋供

儀式文獻中，是齋供儀式文獻神聖性和效驗性的標籤之一。 

•  

2021 年 3-4 月間，筆者通過孔夫子舊書網，從四川成都收集到一套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抄本《十王齋科》。所見共二冊。第一冊封皮署

「十王齋科」，無首題，首行作「滿庭方（芳）唱」。尾題「終」。3 第二

冊封皮署「十王模範」，首題「演十王齋」，無尾題，末行「結增善緣。

吟偈回向。誦念無邊煩惱斷……」，尾題後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仲夏

月松山弟子吳守真籙」4。之所以蒐集該套資料，除其抄寫時間為清初外，

主要是由於其中大都並見於這兩冊中的唐僧西天取經的文字，可以與王

熙遠錄文的《佛門取經道場•科書卷》比較討論。王熙遠錄文整理的本

子，由於抄寫時間不詳，作為率先公布的材料，其可靠性極易被懷疑。

新資料的加入，無疑可以為其提供可以相互印證的證據。 

為方便下文討論，茲以該抄本第一冊為底本，第二冊為甲本，將其

中相關文字錄文整理如下： 

昔日唐王一高僧，發願西天去取經。取經歸東土，東土薦亡魂。

南無地藏王菩薩……。 

 

出版社，2009 年，頁 77-80、頁 104-109。 

3 https://book.kongfz.com/244407/2948443646/1618120976/，2022 年 4 月 30 日摘

錄。 

4 https://book.kongfz.com/244407/2891016707/，2022 年 4 月 30 日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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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唐王一高僧，發願西天去取經。誓度眾生諸有情，地藏普濟

度 5 亡魂……。 

說 金鑾殿上說唐僧，發願西天去取經。 

唐僧聞說心歡喜，伴輻鑾駕送唐僧。 

大唐王，傳聖旨，忙排鑾駕。 

眾群臣，離了朝，相送唐僧。 

三藏師，拜辭了，唐王聖主。 

選良年，並吉月，便要登程。 

將領著，孫行者，齊天大聖。 

西方境，路途遠，降伏妖精。 

猪八戒，逢惡山，開條大路。 

沙和尚，流沙河，顯大神通。 

師父掌，金鉢盂，九環錫杖。 

火龍車，化白馬，相伴同行。 

從東土，到西天，千萬餘里。 

每曉行，隨夜走，全無雜心。 

到深山，逢惡嶺，迷踪失路。 

魔兒嶺，虎狼岩，寸步難行。 

多虧了，移虎王，送入出去。 

師徒們，心歡喜，積步前行。 

正來到，黑松林，火燄山過。 

見妖精，合鬼怪，魍鬼成群。 

到黃河，有白猿，掌船 6 把渡。 

 
5 「普濟度」，甲本為「菩薩放」。 

6 「船」，底本作「關」，甲本作「般」，據文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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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山野，路嶇崎，寸步艱辛。 

黑風山，黑風洞，鬼王截路。 

又撞捉，黃袍將，地湧夫人。 

月多怪，來把攬，不敢前進。 

中西國，蓋山境，要壞唐僧。 

白銀山，秦國王，西家鬪勝。 

師徒們，一見了，膽戰心驚。 

賭割屠，下油鍋，櫃中猜物。 

排鑾駕，送出城，又往西行。 

蜘蛛精，紅孩兒，神通廣大。 

大鬼力，擄唐僧，無處跟尋。 

徒弟們，無投奔，嚎啕大哭。 

多感謝，南海岸，救苦觀音。 

半空中，常引著，目叉使者。 

太白星，指引路，護持唐僧。 

若不是，師徒們，神通廣大。 

誰敢去，佛國裏，取得真經。 

三藏師，一路行，憂愁不盡。 

方纔到，佛國裏，大覺雷音。 

到靈山，見聖容，慇懃禮拜。 

入雷音，觀佛境，霞光曜明。 

師徒們，在佛前，和班禮拜。 

願我佛，發慈悲，轉大法輪。 

佛如來，就吩咐，惠眼聖者。 

大唐王，曾三藏，來取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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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忙去，開寶藏，從頭交點。 

與唐僧，就收什，即便廻程。 

取得經，廻至到，十數餘里。 

遇妖精，攔截路，搶奪真經。 

眾弟子，神通大，騰雲駕霧。 

把妖精，滅除了，方取真經。 

將真經，方展開，無有一字。 

師徒們，一見了，十分憂愁。 

急廻首，世尊前，從頭告訴。 

說惠眼，開經時，問說金銀。 

把假經，到東土，不能超度。 

枉費了，師徒們，六年辛勤。 

佛來到，喚惠眼，跪在面前。 

將數珠，輪在手，分說緣因。 

你如今，心纔動，迷心不醒。 

把咽喉，來鎖定，要喪纔生。 

惠眼師，連忙去，從頭撥點。 

付唐僧，見明白，龍車駝經。 

上駝著，法華經，真經八部。 

中駝著，妙蓮經，七卷真經。 

猪八戒，橫擔著，楞嚴諸品。 

大母佛，金剛經，藥師靈文。 

離東土，正行了，六年光景。 

白日走，夜間行，不曾住停。 

過千山，並萬水，城池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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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纔到，雷音寺，觀見真經。 

辭佛祖，登雲路，還迴本國。 

暫時間，香風起，來到東京。 

唐王主，得知道，急宣文武。 

排鑾駕，焚香案，迎接唐僧。 

唐太宗，一見了，沙門三藏。 

皇殿上，開經卷，放大光明。 

睜龍眼，仔細看，祥雲靄靄。 

舒玉手，展真經，紫氣騰騰。 

唐王主，發善心，修寺建塔。 

施真經，與尼僧，道俗人倫。 

若不是，三藏師，齊天大聖。 

誰敢去，佛國裏，取得真經。 

滿國人，齊向善，持齋唁佛。 

見真經，超凡聖，度脫眾生。 

唐王主，告天地，頒行天下。 

地中，把罪人，都赦殘生。 

三藏師，登金身，旃檀佛位。 

孫行者，得正覺，菩薩之身。 

火龍車，得正果，天龍八部。 

眾師徒，都成道，度死超生。 

猪八戒，龍華會，淨土使者。 

沙和尚，阿羅漢，七寶之身。 

開寶藏，展奧典，十王科儀。 

赴今霄，宣經卷，度脫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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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大眾，志心聽，同聲應和。 

願法界，聞佛說，二利沾恩。 

正官聖，太宗主，明君掌管。 

滿朝人，勅賜侯，唐僧師徒。 

眾五人，往西天，求取真經。 

迴東土，救眾生，度脫亡魂。 

唱 兠率天宫擊法鼓，安陽國内撞金鐘。 

極樂國中談妙法，娑婆世界演眞經。 

七祖聞經悟大乘，菩薩行座有功能。 

普化摇鈴歸西去，都是超凡入聖僧。 

降龍襌師呂洞賓，黄龍山下發善心。 

棄捨道袍歸三藏，撃碎金冠却為僧。 

我佛西天卧石盤，照徹三千及大千。 

生死病死佛留下，我佛不免見閻君 7。 

老君住在萬陽山，燒丹煉藥鬼心寒。 

金木水火土留下，老君不免見吾常。 

父母恩深不可量，高如須彌德難忘。 

子報父母恩深處，同證十王大道場。 

十王寶卷初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 

天龍八部聞經卷，保佑孝門常清吉。 

戒香定香惠香解脱知見香。一炷信香，焚在金爐上。香烟啓處，

遍滿十方，諸佛菩薩降道埸。  入題剛 撫尺說 

昔日唐王去取經，一去十萬八千程。 

 
7 「君」，甲本作「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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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千山並萬水，流沙河内最難行。 

白日妖怪群群過，夜間鬼哭閙沉沉。 

思量三藏多受苦，白馬駝来度亡魂。 

白馬駝來一卷經，一會拈來又重新。 

蒙師請問經題目，十王道埸一卷經。 

案上經文，請師敷揚。入儀 儀止，接吟偈 8 

上錄《十王齋科》中唐僧西天取經的文字，與《佛門取經道場》相

比，有一定減少。 

首先是少了大段主要以「昔日唐僧去取經」為引句，9 被車錫倫稱

為「夾竹桃」式的唱詞。10 

其次是與《佛門取經道場》相對應文字中，有三個地方的文字略有

刪減地。一是開頭部分內容有所刪減，由八句偈變為四句偈。11 二是唐

僧等人返回時，白馬所駝經中少了《華嚴經》、《孔雀經》等經。12 三是

在老子無常文後，少了「聰明智慧文宣王，亙古亙今教文章。留下仁義

禮智信，聖人不免也無常」13 一類文字。由於在另外的首殘《十王齋科》

抄本中，老子無常文後這段文字並不缺少，故這種情況僅在上錄抄本中

存在。 

綜合比較二者共有內容，可以看出儘管它們分別流傳於廣西和四川

這兩個不同的地方，相互間文字也有一定出入，但大都能相印證。甚至

 
8 「入題剛……接吟偈」，甲本作「兌題剛畢，接入儀」。 

9 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頁 493-494。 

10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頁 105。 

11 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頁 494。 

12 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頁 496。 

13 王熙遠，《桂西民間秘密宗教》，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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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讀起來可能屬於聽音記字而不易理解的文字，如「從東土，到西天，

千萬餘里」、「猪八戒，龍華會，淨土使者」，都是一樣的。這從一定程度

上說明它們有共同的來源。 

 

那麽，該如何理解並見於乾隆抄本《十王齋科》和《佛門取經道場》

中的文字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且先將此前從湖北收集到的《佛說

十王生天道場全卷》中唐僧西天取經文字錄文如下： 

昔日唐僧去取經，驚動南海觀世音。惠眼遥觀見，神通無比論，

淨瓶常在手，囑咐四龍君。八爪金龍來助力，化疋白馬送唐僧。 

昔日唐僧去取經，安排鸞駕送唐僧。玉手撘肩背，親口問唐僧。

寡人親囑咐，早早便回程。能念我朝一塊土，莫念他國萬兩金。 

昔日唐僧去取經，抬頭觀見一山林。峨眉山又高，妖怪好驚人。

石頭絆馬脚，火焰自然生。若是此山過不去，回來難見聖明君。 

昔日唐僧去取經，流沙河內水又深。波浪千層起，洪水兩邊分。

遠觀八百里，無舟怎能行？若還此河過不去，回來難見聖明君。 

昔日唐僧去取經，擡頭望見一婦人。青春年又少，守節在門庭。

滿身穿孝服，禮拜告唐僧。自從我夫身亡後，那見佛門一卷經。 

婦人禮拜告唐僧，請僧轉誦大乘經。行者觀仔細，看見本相形。

戒刀拈在手，便要斬妖精。化樂天宮都不去，唐僧獨坐在山林。 

唐僧西天見世尊，琉璃殿上一坦平。四時花不卸，八節草長春。

風吹香噴鼻，瑠璃砌堦庭。若在西天過一日，勝似東土幾千春。 

白日妖精墜墜走，夜間鬼使滿山林。惡蛇橫滿路，猛虎臥林間。

邪魔並妖怪，鬼火鬧沈沈。思量三藏曾受苦，白馬駝經度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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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駝經到五台，金山寺裡法筵開。未說孫行者，三藏實可哀。

西天去見佛，白馬駝經來。仰白道場諸善眾，忙把洪名懺展開。 

舉香讚 

啓運慈悲道場懺法 

上錄文字，與《佛門取經道場》中被車錫倫稱為「夾竹桃」式唱

詞 14，但未見於《十王齋科》的文字大同小異。也就是說，在《佛門取

經道場》中先後出現的唐僧西天取經的文字，分別出現在《佛說十王生

天道場全卷》和《十王齋科》中。重新審視王熙遠錄文整理的《佛門取

經道場》，可以發現它實際上分兩個部分，只不過王熙遠錄文整理時，將

它們合二為一而已。由於它們分別出現在《佛說十王生天道場全卷》、《十

王齋科》中，表明它們與王熙遠錄文的《佛門西游慈悲道場寶卷》一樣，

都是抄錄在十王道場科儀前面的文字。換句話說，王熙遠在《桂西民間

秘密宗教》一書中，錄文整理了兩個十王道場的科儀文本，每個科儀文

本前面都抄有唐僧西天取經的儀節，《佛門西游慈悲道場寶卷》是其中的

一個，而《佛門取經道場》實際上是兩個唐僧西天取經儀節的文本。其

中一個並見於《佛說十王生天道場全卷》，另一個並見於《十王齋科》。 

中國宗教儀式文獻可以分作展演性較強的道場儀和主要以張掛或

表白方式表述儀式功能或意旨的道場文。前者包括經、懺、變文、科儀、

寶卷等儀式文本，後者包括榜文、誡朂文、掛吊、齋文、願文、疏文等

各類表述儀式功能或蘊含齋意的文字。15 不論是《佛門取經道場》還是

《佛門西游慈悲道場寶卷》，它們與經、懺、變文、科儀、寶卷等儀式文

本一樣，都是道場儀。但如果將道場儀分主體文本或核心文本的話，則

 
14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頁 105。 

15 侯沖，〈中國宗教儀式文獻中的齋意類文獻——以佛教為核心〉，《世界宗教文

化》第 6 期，北京：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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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王道場儀中，《十王齋科》是主體文本或核心文本，《佛門取經道場》、

《佛門西游慈悲道場寶卷》則屬於附從文本。如果知道齋供儀式文獻中

存在大量從屬於道場儀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無疑可以對此有清楚的了

知。 

 

在筆者近年蒐集到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中，內容與上引相同或相近

的仍有數種，其中不乏像《佛門請經科》這樣單獨成冊而且在湖南、湖

北、山東、廣西、貴州、甘肅等地的代表性文獻。鑒於《佛門請經科》

的整理文本及專文討論已經發表，16  這裡僅選取其他見於儀式文本經

首、懺首和科儀首等的代表性唐僧西天取經文獻進行介紹，以展現這類

文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一）經首 

見於經首的目前以《地藏本願經》較有代表性。該書至今在孔夫子

舊書網上仍能看到。17 為便於比較，迻錄其文如下： 

推開龍藏，捧出琅函。起經密言，謹當唱和。 

昔日唐僧去取經，安排銮駕送行程。御手搭肩上，吩咐與唐僧。

寡人親囑咐，早去早回程。但守家中一片土，莫戀他鄉寶和金。 

其二隨緣 

昔日唐僧去取經，驚動南海觀世音。淨瓶垂楊柳，甘露灑群迷。

 
16 侯沖，王見川主編，《〈西遊記〉新論及其他：來自佛教儀式、習俗與文本的

視角》，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年。 

17 http://book.kongfz.com/355817/2261283532/，2022 年 5 月 1 日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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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眼遥觀見，神通妙無穹。八爪金龍來助力，化作白馬去馱經。 

其三所遇 

昔日唐僧去取經，前頭遇見一山林。野火風又起，青霧接孤松。

石頭傷馬足，無火自烟生。若在此山過不得，回朝難覩聖明君。 

其四復逢 

昔日唐僧去取經，八佰流砂水又深。漸漸過不得，浮水好浸人。

一去八百里，濶硤一般勻。倘在此河過不得，回朝難見聖明君。 

其五得到 

昔日唐僧去取經，往到西天見世尊。和風吹鼻孔，瑪瑙砌堦心。

四時花不謝，八節草長春。若在西天住一日，勝過東土度百春。 

其六回白 

白馬馱經到五臺，五臺山上白雲遮。會說孫行者，三藏受苦哉。

世尊親說法，經句取將來。仰白道場諸大眾，琅  玉軸此時開。 

手揮金錫，掌托驪珠，香花虔誠，一心奉請幽冥教主本尊地藏願

王菩薩摩訶薩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曩謨佛，皆共成佛道。 

舉此經偈，仗佛毫光，皇壇攝召當資亡者△△△魂下旁，在皇壇

聞經聽懺，領果超昇求託化。 

南無三藏法師菩薩摩訶薩  持魚法師啓白 

佛國三千界，金爐萬壽香。 

法門無漏我，同共寂珠光。 

傳香真言，謹當持誦。打讚或唱香焚在上方，瑞靄金爐內之讚。由人喜作。 

          夢雲洞道人作 

下接持誦《地藏本願經》的香讚及偈文，故上錄文字，就是佛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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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唐僧西天取經的儀式文本。與上錄《佛說十王生天道場全卷》中唐

僧西天取經同類文字比較，顯然略有刪改；儀式文本類文字中，則增加

了真言的內容。但二者均有相同的性質，即均屬於附從文本。 

（二）懺首 

見於懺首的文本較多，一種是與懺文接抄在一起。如民國丁巳年

（1917）傅通玄（名文臣，字斌誌）抄《靈寶觀音大懺》（兩卷），雖然

封皮題署中的「靈寶」二字，顯示其為道教靈寶派用書，但就其內容來

看，顯然為佛教觀音懺。該書上卷卷首文字是： 

取經偈章  上卷 

三聲妙誥實難量，一念皈依大法王。 

帝釋欽崇看內院，龍宮沾經海中藏。 

五千貝葉靈文軸，十二琅  金口張。 

惟願經書開寶藏，降臨法會放毫光。 

大慈悲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手打鐃鈸口念經，從頭聽我說原因。 

真（貞）觀殿上說唐僧，發願西天去取經。 

滿朝文武各官宰，大排鑾駕送唐僧。 

御手搭肩親囑咐，取經早早轉朝門。 

辭了唐王離大殿，曉夜行住不留亭（停）。 

孫行者，他便是，齊天大聖。 

沙和尚，江河裏，廣運神通。 

朱八戒，逢惡山，開條大路。 

曠野山，無人走，唬了人魂。 

到西天，離東土，千萬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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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南方，火龍車，白馬駝經。 

到西天，見聖容，慇懃禮拜。 

開寶藏，取真經，使（便）要回程。 

上駝著，《金剛經》，瑜伽大教。 

八十一，《華嚴經》，七卷靈文。 

辭了西天回東土，流沙河裏仔細經。 

又來到，西廊下，長安大國。 

報皇王，排鑾駕，接入京城。 

有唐王，選高僧，資冥大會。 

請唐僧，開寶藏，紫霧騰騰。 

聖明君，封高官，全然不受。 

旃檀佛，成正覺，好個唐僧。 

大慈悲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慈悲救苦救難觀音滅罪寶懺（下略） 

一種是與懺文分開抄，先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再另外抄懺文。18 

亦有單獨抄寫唐僧西天取經文獻的情況。如佚名清代舊抄《交懺拜讚》，

其文字作： 

交懺拜讚 

東土中，唐聖僧，一心法（發）願去取經。 

唐天子，紫微星，中華國內聖明君。 

大國師，玄奘僧，只有一卷般惹經。 

祈祥會

薦亡人，度眾生，摩訶般若波羅密。 

 
18 https://book.kongfz.com/394421/4795824842/1651358377/，2022 年 4 月 30 日

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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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魏徵，悮斬金龍，逐日逐夜尋聖君。 

每日裡，淡聖心，得染妖星不安寧。 

唐天子，宣眾卿，文武百官兩邊分。 

金鑾殿，伴當今，扶助吾王萬萬春。 

有徐勣，觀星斗，金角龍王命歸陰。 

勅旨下，修齋誠，西天去取大乘經。 

仗洪福，有道君，哪怕邪魔外道精。 

金殿上，賜御盛，即日登程去取經。 

瑜伽焰，金剛經，七卷法華度眾生。 

賜鉢盂，披道襟，即便登程上路行。 

五台山，悟空僧，齊天大聖不非輕。 

猪八戒，妙聖僧，悟平悟淪是天星。 

在途中，遇難星，全仗三人救吾身。 

去之時，到雷音，步行十萬有餘程。 

傳佛旨，宣聖僧，俯伏低頭不做聲。 

望佛祖，傳真經，留下東土度眾生。 

佛旨下，賜真經，騰雲駕霧轉回程。 

有童子，隨東土，大顯法力講經文。 

蒙佛祖，傳真經，仗佛慈悲度眾生。 

佛放毫光現……佛放毫光度有緣。 

普懺罪菩薩 三稱  給引出壇焚 

回壇懺罪畢 

雖然錄文後沒有接懺文正文，但與其他文本比較後，可以發現唐僧

西天取經文獻都在懺首或科儀首，故上引《交懺拜讚》文字，如果在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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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中出現的話，當見於懺首。 

（三）科儀首 

不少佛教科儀卷首都可以看到唐僧西天取經文獻。其中清代丁未年

（1907？）四川冉如抄《關申
慈

聖母裱香書弍卷》卷首文字是： 

三藏偈 

真（貞）觀唐王勅旨宣，江流和尚往西天。程途路幽遠，且要放

心堅。千辛萬苦。 

南無釋迦牟尼佛 

鉢盂錫杖領通關，唐僧□□自行難。有個僧行者，住在花□山。

齊天大聖。 

南無釋迦牟尼佛 

沙僧和尚猪八戒，火龍白馬隨身帶。西方路上行，降盡妖魔怪。

神通廣大。 

南無釋迦牟尼佛 

西天十萬八千程，三年六月到雷音。三藏十二部，白馬半空騰。

香風一陣。 

南無釋迦牟尼佛 

唐僧師徒西天去，虧□□者多費力。取的是琅  ，□□僧偈諦。

超生度死。 

南無釋迦牟尼佛 

關申慈母（下略） 

不僅在佛教科儀卷首，在道教和巫教使用的科儀卷首，亦有唐僧西

天取經文獻。筆者通過孔夫子舊書網收集到的趙太真（炳章）抄《靈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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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經會啓演科》即其中之一。19 其卷首有關唐僧西天取經的文字是： 

靈寶五品經會啟演科  趙炳章  

啟經讚 

昔日一唐僧，西天去取經。取得真經轉，東土度眾生。念千辛萬

苦。 

立滴簷前水，收了白馬精。沿山八十里，劫劫伴唐僧。念白馬駝

經。 

流沙河下去，遇着一沙僧。眉青真目秀，擔担往前行。念天蓬大

將。 

雲間猪大將，長嘴耳大神。名叫猪悟倫，劫劫使釘耙。念捲簾大

將。 

五台山前過，偶遇孫悟空。手执金箍棒，劫劫降妖精。念降魔大

將。 

火燄山前過，猛火燒人身。一把芭蕉扇，搧息◇里城。念羅刹公

主。 

一到西天去，一去有半年。取得真經轉，東土度亾人。念普度亡

人。 

來到長安地，唐王接經文。展開毫光現，説法瑞氣騰。念冥明普

度。 

大聖流傳寶經大尊二合 咏满江紅 

（下略） 

巫教所用的如清道光七年（1827）四川附子元（派守清）所抄科儀

文本，其卷首文字是： 

 
19 https://book.kongfz.com/217643/1017304688/，2022 年 4 月 30 日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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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勸送聖儀 

稽首皈依  念求懺悔 

昔日唐僧勅旨宣，命僧只到大西天。路途須遙遠，兩路費心堅。

念十磨九難。 

萍（貧）僧法力小，難去取真經。好個孫行者，住在花菓山。念

齊天大聖。 

猿侯（猴）法力鎮乾［坤］，降盡世間諸妖怪。變化顯無邊，靈應

一真君。念掃除歸正。 

又有猪八戒，他是妖魔怪。菩薩憐憫心，唐僧隨順帶。念神通廣

大。 

火龍三太子，行雨有差遲。玉皇親勅旨，同去取經來。念皈依三

寶。 

行到流沙河，撞見大妖魔。上帝捲簾將，在此路難過。念經過驗

（險）路。 

西天多少路，十萬八千里。三年零六月，只到大雷音。念西天梵

語。 

我佛釋迦尊，唐僧告元因。今奉唐玉（王）勅，特來取真經。念

東土唐語。 

唐僧辭告佛，師徒轉東土。一陣大風響，送到玉帝庭。念唐王梵

語。 

三藏西天去，費盡心勤力。取的是琅  ，波羅僧揭諦。念救苦眾

生。 

齊天大聖者，捲簾大將軍。火龍三太子，八戒是將軍。念各來正

職。 

聽念三藏偈，道感驚天地。佛力廣無邊，過化生天去。念來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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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勸本境老龍神，伽藍土地側耳聽。請命師人今日到，十勸龍神

撥蓮經。念龍神領願信……。 

從科儀名來看，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楊文斗書《新集取經拾勸

悔撥回向科儀》，與上書性質相同，儘管抄寫時間稍後，但其卷首文字比

上文似更多更凖確。其文作： 

新集取經拾勸悔撥回向科儀 

啓壇取經讚 

鑼鼓叮噹響，梵音震如雲。 

施主發虔心，西天請唐僧。 

大眾至誠，讚揚請舉。 

稽首皈依，來念取經。 

昔日唐僧勅旨宣，命僧只到大羅天。路途須遙遠，兩路費辛堅。

念十磨九難。 

貧僧法力小，難去取真經。好個孫行者，住在花菓山。念齊天大

聖。 

猿猻法力振乾坤，降盡世間諸妖怪。神通廣大化無邊，原是靈應

一真君。念掃邪歸正。 

又有猪八戒，他是妖魔怪。菩薩憐憫心，唐僧隨順帶。念神通廣

大。 

火龍三太子，行雨有差遲。玉皇親勅旨，同去取經來。念皈依三

寶。 

行到流沙河，撞見大妖魔。上帝捲簾將，在此路難過。念經過驗

（險）路。 

西方多少路，十萬八千程。三年零六月，只到大雷音。念齊天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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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我佛釋迦尊，唐僧告原因。今奉唐王勅，特來取真經。念東土闡

言。 

唐僧辭告佛，師徒轉東土。一陣大香風，送到玉帝廷。念唐王梵

語。 

三藏西天去，費盡辛勤力。取的是琅  ，波羅併謁諦。念各來正

職。 

齊天大聖者，捲簾大將軍。火龍三太子，八戒是天蓬。念救渡眾

生。 

聽念三藏偈，道感驚天地。佛力廣無邊，過化生天去。念佛來接

引。 

舉南無取經藏菩薩摩訶薩 

舉南無轉經藏菩薩摩訶薩 

拾勸龍神讚偈（下略） 

相比較來說，上引唐僧西天取經文字，比道光七年巫教抄本的意思

顯然更容易理解。 

 

近年來，筆者通過孔夫子舊書網蒐集到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已經有

相當數量。此前已對其中的《佛門請經科》有過部分整理，對其中與玄

奘從取經僧人變為形象大使有過一定討論，20 但仍有可以繼續介紹和討

論的空間。上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此前大都未見介紹和討論。那麽，

 
20 侯沖、王見川主編，《〈西遊記〉新論及其他：來自佛教儀式、習俗與文本的

視角》，頁 33-62、35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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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這些文獻呢？ 

鑒於這是一個需要繼續進一步梳理相關資料，對其作全面錄文介紹

後才能有較好把握的論題，故這裡僅基於雲南阿吒力教經典中相關資

料，從其出現時間和意義兩方面來展開討論。 

（一）明初是唐僧西天取經文獻開始具備地域廣泛性的

時間點 

所謂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其實是明初佛寺三分為禪、講、教後，在

明初即傳入雲南的教僧所用經典。21 這一結論的得出，既與雲南歷史發

展有直接關係，亦與明初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有直接關係。22 當然，筆者

最初接觸雲南阿吒力教經典時所看到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亦能證明這

一點。 

筆者 1997 年在雲南省大理州劍川縣阿吒力僧所用佛教儀式文獻資

料中，注意到了其中保存的三則唐僧師徒西天取經的材料： 

1. 

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無上甚深微妙法，昔日老唐僧，西天去取經。念云何於此經。 

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百千萬劫難遭遇，昔日孫行者，西天去取經。念究竟到彼岸。 

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我今見聞得受持，有一猪八戒，西天去取經。念願佛開微密。 

 
21 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六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年；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年。 

22 侯沖，《白族心史：〈白古通記〉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雲

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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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藏菩薩摩訶薩 

願解如來真實義，昔日沙和尚，西天去取經。念廣為眾生說。 

（《觀音懺》一） 

2. 

大眾志誠心，同讚開金（經）偈： 

取金藏菩薩摩訶薩 

昔日老唐僧，西天去取經，程途路遙遠，舉步費辛勤。念十魔九

難。 

唐僧法力小，難去取經文，有一孫杏載，住在花菓山。念齊天大

聖。 

有一猪八戒，他是妖魔怪，西天路難行，唐僧隨身帶。念我佛慈

悲。 

行到沙流河，撞見大妖魔，上帝捲簾將，在此路難過。念蒙恩授

記。 

（《觀音懺》二） 

3. 

有一孫信者，住在花菓山。念齊天大聖。 

有一猪八戒，他是妖魔怪，西天路難行，唐僧隨身帶。念經過險

路。 

行到沙流河，撞見大妖魔。上帝捲簾將，在此路難過。念蒙恩授

記。 

唐僧去取經，十萬八千程。三年六箇月，徑到大雷音。念千辛萬

苦。 

參了釋迦佛，唐僧說原因。宣動唐帝旨，特來取真經。念我佛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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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聽唱取經偈，白馬馱經去。參了釋迦佛，離別雷音寺。念東土唐

言。 

（《佛門雜偈》） 

將這三則材料與上錄並見於湖南、湖北、山東、廣西、貴州、甘肅

等地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作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大都能相互印證，這一

方面說明它們有明顯的地域廣泛性特點，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它們有共同

的源頭。那麽，在中國佛教史上，什麽時候對佛教儀式文獻有過統一，

並讓它們在全國都有傳播呢？可以肯定的時間點，只有明初。 

明朝建立之初即對佛、道教科儀作過一次規範。洪武七年（1374）

朱元璋《御制玄教齋醮儀文序》稱： 

朕觀釋、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禪，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

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

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官民之

家若有喪事，非僧非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為

子孫者是為不慈，子為父母是為不孝，恥見鄰里。此所以孔子云

「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治」，即此是也。 

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為，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

其愚民無知者，妄從科儀，是有三、五、七日夜諷誦經文。……

觀其儀範之設，於中文訛字否，達者遂譏毀之。……勑禮部會僧、

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遍行諸處，使釋、道遵守。23 

 
23 《道藏》第 9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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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洪武七年將佛教二分為禪、教的模式，在洪武十五年（1382）

有所變化，佛教被三分為禪、講、教。按當時的解釋：「其禪不立文字，

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

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24 這種三分法與元代將僧人分

為禪、教、律三類，「禪尚虛寂，律嚴戒行，而教則通經釋典」25 不同。

二者的區別在於，元代「通經釋典」的「教」，在明代是指專門開設應供

道場，從事「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的瑜

伽教。 

替人舉行法事活動的瑜伽教儘管不是明代的始創，却是明代最先納

入佛教分類。為了規範瑜伽教僧的活動，朱元璋首先在洪武十五年以僧

行果為左闡教，如錦為右覺義，「前去能仁開設應供道場。凡京城內外大

小應付寺院僧，許入能仁寺會住看經，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

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問罪。若遠方雲遊，看經抄化及百姓自願

用者，不拘是限。」26 其次在洪武十六年（1383）又下命令給僧錄司官： 

即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及諸真言密咒，盡行考較穩當，可為一定

成規，行於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守，為孝子順孫慎終追遠之道，

人民州里之間祈禳伸情之用。恁僧錄司行文書與諸山住持並各處

僧官知會，俱各差僧赴京，於內府關領法事儀式回還習學。後三

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試驗之時，若於今定成規儀式通者方許為

僧；若不省解讀念且生，須容周歲再試；若善於記誦，無度牒者

 
24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何孝榮點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53。標點略異。下同。 

25 劉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見《羽庭集》卷五，《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26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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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就當官給與。如不能者，發為民庶。27 

最後，還對洪武十六年「定成規儀式」的結果作了肯定，在洪武二

十四年（1391）的《申明佛教榜冊》中再次強調：「顯密之教，儀範科儀

務遵洪武十六年頒降格式。」28 

綜合這些信息，可以知道明洪武十五年以後，佛教被三分為禪、講、

教（瑜伽教僧）。教僧在替人舉行應供法事或得度牒之前，或者曾經在南

京能仁寺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學習，或者洪武十六年後在地方學習過由各

地僧官派人於內府關領的法事儀式，並在習學滿三年且通過讀念驗試

後，才有成為教僧的資格。洪武十六年頒降的瑜伽顯密儀範科儀的權威

性，在洪武二十四年再次被官方強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推定具

有地域廣泛性特點的、包括《佛門請經科》在內的唐僧西天取經文獻，

它們被傳到湖南、湖北、山東、廣西、貴州、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

時間，就是明洪武年間。 

（二）唐僧西天取經文獻的意義 

對於唐僧西天取經文獻出現在齋供儀式文獻中的意義，如果知道這

些文獻中稱唐僧所取經的某些細目，以及齋供儀式文獻中對這些文獻的

釋讀，可以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 

那麽，唐僧從西天取回了什麽經呢？從湖北鄂州蒐集到的清光緒十

七年（1891）抄本《佛門請經開懺科》中，有如下問答的文字： 

問：唐僧因何取經？ 

 
27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頁 54。 

28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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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前朝李世民君身遊地府，只見一十八重地獄，無限餓鬼，

俱是長枷扭手，悲悲悽悽，久埋沉淪，未獲超昇。不憑我佛

經懺，何須修來之因，故命唐僧，拜佛求經。 

問：唐僧又如何去得？ 

答：他有徒弟孫行者、朱八戒、沙和尚同往西天去取經。 

問：去了幾年幾月？ 

答：去了一十三載寒暑。 

問：多少路程？ 

答：共有十萬八千里。 

問：取的甚麼經？ 

答：取的《大乘經》、《彌陀經》、《波惹經》、《觀音經》、

《了儀經》、《地藏經》、《血盆經》、《胎骨經》、《受

生經》、《藥師經》、《救苦經》、《度人經》、《生天經》。 

問：取的甚麼懺？ 

答：《梁皇懺》、《千佛懺》、《藥師懺》、《觀音懺》、《六

根懺》、《血盆十王懺》。 

問：共有多少經？ 

答：經三藏，懺三藏，陀羅神咒共三藏，取回東土，救度眾

生。29 

上引文字所說唐僧所取經，與歷史上玄奘從印度所取經出入太大，

並非真實的歷史記述。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上引文字對經的解釋。 

上引關於唐僧所取經問答的最後一問是：「共有多少經？」回答是：

 
29 侯沖、王見川主編，《〈西遊記〉新論及其他：來自佛教儀式、習俗與文本的

視角》，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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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藏，懺三藏，陀羅神咒共三藏」。那麽，所答是否所問呢？雲南阿

吒力教經典中的《請儀法事》為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 

在雲南省劍川縣阿吒力僧趙沛霖先生（已故）處有舊抄本《佛門召

值、迎黃、啟祖、啟白全部》，內容包括召請三界往來土地值符使者法事、

迎黃道法事、啟祖法事、開壇法事、傳誡朂榜、灑淨法事、啟白法事、

請儀法事、開科法事、張榜法事。其中《請儀法事》對「請儀功德」作

了詳細說明： 

切以鈔而解疏，高僧貫傳昔賢心；論以釋經，大士發揮諸佛意。

故無著得口傳於彌勒，而阿難能領會於釋迦。馬鳴、龍樹及天臺，

皆有功於聖教；澄觀圭峰兼知覺，總並力於法門。古德實多，先

聖不一。莫不鉤深致遠，昭彰鹿苑之初談；竭蘊闡幽，呈露鶴林

之終命。蓋為眾生，不牟於根器；欲歸一揆，同悟於菩提。至於

後世之相傳，乃有諸齋之所設。曰作曰述，皆宗金口之親宣；或

集或編，悉祖玉毫之所演。使凡輩易知于趣向，令群情不憚於躋

攀。言言隨類于應機，句句接方而檢藥。度出愛河之巨筏，照開

長夜之明燈。如曇鉢之一開，似甘霖之普霔。豈謂丈於枝葉，實

皆究乎本源。可同經律論藏以並行，堪與大中小乘而常運。所謂

謗疏即同謗佛，當生信敬之心；請儀便是請經，宜啟奉行之

想。……欲期像教之流通，全藉鴻儀而開演。30 

這段文字表明，齋供儀式文獻儘管是由歷代僧人編集而成，但都是

應機而作，通於大中小乘，與佛所說經律論藏等同，當信敬奉行。 

將這段文字結合唐僧西天所取經的具體名目來看，「請儀便是請

經」，「經三藏，懺三藏，陀羅神咒共三藏」，都是唐僧所取經。這意味著，

 
30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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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齋供儀式文獻中，經、科儀、懺和咒有相同的地位，沒有高低貴賤或

正宗非正宗的區別。 

問題是，為什麽要將它們都說成是唐僧所取經，是唐僧從西天取回

來的呢？這無疑跟齋供儀式文獻的正統性與效驗性需求有關。畢竟像

《梁皇懺》、《千佛懺》、《藥師懺》、《觀音懺》、《六根懺》、《血盆十王懺》

一類的懺儀和科儀，都是中國僧人編撰的。如果在其卷首有一個它們是

唐僧從西天所取經的說明，有一個它們被使用後有效驗的說明，自然可

以免除信眾對它們神聖性和有效性的懷疑。這無疑就是唐僧西天取經文

獻出現在齋供儀式文獻中的意義。相應地，這類文獻普遍存在於齋供儀

式文獻中，正是它們作為齋供儀式文獻神聖性和效驗性的標籤之一。 

 

對中國宗教儀式研究來說，在資料欠缺時，需要廣泛蒐集資料，解

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難。在面對海量資料時，則需要解決如何

切入、如何釋讀、如何分析研究的問題。本文以齋供儀式文獻中的唐僧

西天取經文獻為例進行了嘗試，指出唐僧西天取經文獻與《佛門請經科》

一樣，普遍存在於齋供儀式文獻中，是齋供儀式文獻神聖性和效驗性的

標籤之一。對於與唐僧西天取經有直接關係的小說《西游記》的研究來

說，這一認識無疑提供了新的思路，為結合相關資料研究《西游記》的

版本、成書過程等奠定了基礎。鑒於這已非本文研究對象，容另文再作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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