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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佛教版畫中所見的
媒介轉化與子模設計

黃士珊
美國萊斯大學藝術史系

唐宋之際藝術史上的一項重大發展，莫過於五代到宋期間宗教版畫製作之蔚為

風氣。隨著木刻印刷術自唐以來的日趨成熟，以及佛教興盛對宗教印刷品的需求及

催發，越來越多的佛教印刷文物中出現了圖象。除了特屬宗教圖象的佛、菩薩、天

王等神像，佛教版畫裡還充滿了故事人物、山水、建築等，儼然成為從繪畫分科而

出的另一新藝術類別，也使此時期成為中國版畫史上的第一段黃金期 。「版畫」， 顧

名思義是以木板雕刻、印刷，製造出「如畫」的圖象（以紙本為主）。 本文將此 「如

畫」的圖象又稱為繪畫性（pictorial）的圖象，試與裝飾性（decorative）的圖象

作一區分，並強調版畫在此時期所達到「擬畫式」的視覺效果。由於印刷品比繪畫

易於複製、便於大量發行，再加上成本較低、攜帶方便，版畫在此時期成為一新興

的藝術媒介，盛行於宋、遼、金、西夏及其他東亞地區，有效地促進了跨文化的交

流，對於建立一個具有共體感的東亞視覺文化圈，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如何以木刻

為新媒介製作出繪畫性的圖象，乃成為製作者的基本挑戰。本文將以媒介轉化與子

模設計兩大議題，檢討此期間宗教版畫之變。

以雕版印刷製作出「如畫」的圖象需要經過繪、刻、印幾個媒介轉化的基本

步驟，才能將繪畫性的圖象移植到印刷品上。其準備工作包括決定畫稿、並將此畫

樣抄繪到木板上，接著才由刻工根據木板上的草圖雕刻成像。最後尚須準備基本材

料：硯、墨、紙，才能成功地印出墨色有致的版畫。1 然而不同的媒介有它的特性及

侷限，繪畫性圖象經過木刻此媒介的轉換，所呈現的特質也自然與繪畫不同。2 與用

1.　 有關唐、五代、宋、金等時期印刷所用之基本材料，見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06）， 上冊，頁28、40、156-161、190。

2.　 中國自古以來媒介轉換的例子很多。在器物史上，如早期陶器器型轉借到青銅器、而青銅器的

器型也再度轉換成後來的陶瓷。宋元時期的陶瓷品上（如磁州窯）出現了許多墨繪的題材，其

畫樣與當代的繪畫相關，亦可視為繪畫性圖象的媒介轉化之例。再如唐宋緙絲、刺繡等也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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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作畫相比，木刻版畫所製造出的線條粗細變化不如繪畫的多元，也難以製造出原

來以顏色深淺或筆墨皴擦所形成的空間及深度感，故相對地版畫的平面感較強。而

木刻版畫其強烈依賴線刻以塑造形象的特質，也凸顯了其獨具線性、黑白對比強烈

的美感與造型。這種視覺特質，是否反過來影響或刺激繪畫史中新風格的產生，值

得未來繼續關注。

從現存的佛教版畫看來，唐宋之際版畫製作已存有一些漸形規格化並重複使用

的格套，包括單獨的母題（motifs）或幾個母題結合而成的圖式（templates）， 可

被視作「繪畫性子模」（pictorial modules）加以檢討 。「子模」（modules）又稱為

「模塊組件」或「模件」。 根據牛津字典的解釋，它意味著「一套由標準化的各部分

或各獨立單元所組成之體系裡的每一部分」（each of a set of standardized parts or 

independent units）， 可用以組成更複雜的結構，如家具或建築的一個單元。若用於

電腦上，則指「任何（一定）數量中獨特但與其他部分相關聯的（單元）」（any of 

a number of distinct but interrelated units）， 藉此一個程式（program）或一複雜

的活動可被加以分析。3 這些基本的定義，有助於我們運用子模的概念來檢驗唐宋

轉折期新發展的佛教版畫。

最先運用子模概念來分析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首推德國學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 在他經典著作《萬物》（Ten Thousand Things）中，作者以子模的概

念來分析中國的造字、青銅器鑄造、秦俑、職業佛畫、景德鎮陶瓷、木造建築、活

字版印刷等。4 雷德侯對南宋到元時期寧波地區〈十王圖〉繪畫的製作之研究，尤

其值得在此一提。5 寧波畫坊所製多幅成套的〈十王圖〉， 雖皆為畫坊畫師手繪而

圖轉換自繪畫性的佛像、花鳥、山水樓閣等圖象。關於針對某項媒介（medium）特質所作的

專論，如屏風、拓片等，見 Wu Hung,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與 “On Rubbings: Their Materi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9-72. 

3.　 見 “modul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pyright © 20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

oxforddictionaries.com/us/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module?q=module（擷取時間：2013年3月4日

12時5分 ）。

4.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esp. p. 163; 與 “A 

King of Hell,” 收入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會編 ，《中國繪畫史論集：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東京：

吉川弘文館，1981）， 頁31-42；與 “Kings of Hell,” 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

會編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藝術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 頁191-219；與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

文物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第二冊：書畫篇，頁8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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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張不盡相同，但可歸納出某些母題及構圖模式，被畫師當成類似子模一樣的

格套重複使用在不同主題的畫作上。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所指的子模概念，並不一

定具有實際的模子可機械性地複製出一成不變的形象；相反地，它是以一大致標準

化的母題為基礎，因應構圖需求，或圖象製作者之不同，而加以修改其在畫面上的

位置取向或添減筆墨、細節等。雷德侯的研究，為南宋至元之職業畫坊如何運用標

準化子模有效地大量生產套畫，提供了一個最佳示範。類似的方法，也有助於學界

對山西晉南所存的元代寺觀壁畫、以及近年來漸形體系的宋遼金墓室壁畫之研究。6

誠然，五代到宋的版畫製作，與宋元職業畫坊的製作方式相仿，也重複使用

漸經標準化的子模設計，尤其是宋代以來逐漸盛行的佛經插圖。雖然現存此時期的

佛教版畫多為孤本，但是可以推測，在出版的當時，雖然規模不一，但許多都應

為大量印刷。最極端的例子，如十世紀吳越國王錢俶所贊助的《陀羅尼經》卷，

宣稱其數量為八萬四千卷；參與吳越國佛教事業的延壽和尚，也曾印製過現已不

存的二十四應現觀音絹本兩萬本。7 又如西夏仁宗皇后羅氏所贊助的佛經版畫，其

一一九五年所刊之《佛說轉女身經》， 就高達九萬三千本。8 由於這些插圖，有時是

為了增加出版品的美觀及價值，或為佛教徒以造像累積功德，不一定在以圖宣教，

所以其版畫主題也不一定直接與經文內容有關，因此也加速了設計者使用子模來製

作版畫的風氣，更導致同樣的子模，出現在不同題材的佛經插圖裡。這種用格套來

6.　 有關山西晉南寺觀壁畫的作坊研究，可見 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Zhu Haogu Reconsidered: 

A New Date for the ROM Painting and the Southern Shanxi Buddhist-Daoist Style,” Artibus Asiae 48 

(1987): 5-38; Michelle Baldwin, “Monumental Wall Painting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Buddha from 

Shanxi Province: Historiography, Iconography, Three Styles, and a New Chronology,” Artibus Asiae 

54.3/4 (1994): 241-267; 黃士珊 ，〈從永樂宮壁畫談元代晉南職業畫坊的壁畫製作〉（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李 編 ，《山西寺觀壁畫新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孟嗣徽 ，《元代晉南寺觀壁畫群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有關遼墓壁畫中使

用粉本的情況，可見李清泉 ，〈粉本 ── 從宣化遼墓壁畫看古代畫工的工作模式〉，《南京藝術學院

學報（美術與設計版）》 2004年第1期，頁36-39；與《宣化遼墓：墓葬藝術與遼代社會》（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 其他近年關於墓室壁畫的研究，見鄭岩 ，《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 李星明 ，《唐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賀西

林、李清泉 ，《永生之維：中國墓室壁畫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黃佩賢 ，《漢代墓

室壁畫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汪小洋編 ，《中國墓室繪畫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

版社，2010）。

7.　 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in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rill, 2011), 

pp. 137-144.

8.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7),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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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圖畫性形象的傳統，還可追溯到古代的繪畫、雕刻工藝等傳統。9 本文的一大

重點，就在找尋這些「子模設計」， 並檢討它們如何被加以運用、傳播、轉換。過

去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學者注意到從九世紀以來以西安、成都為主的幾個印刷中心。

敦煌寫本資料裡就記載了唐代長安私人印坊，如印《新集備急灸經》的「京中李

家」及印曆的「大刁家」， 都位於長安城內主販國產品的「東市」。10 除了官方的贊

助外，更有私家經營的印坊，如成都樊家在八八二年印製了曆表、11 龍池坊的卞家

印製了單張陀羅尼圖咒等。12 此時的印刷品，也不一定就仿自手抄本。如敦煌有多

卷十世紀初的寫經，都提到這些抄經乃以九世紀刻印於成都的「西川過家真印本」

《金剛經》為範例。13 十世紀之後，印刷中心隨著政權的轉移也有所改變。此時的

杭州和開封，都是主要的版畫中心。14 其次，如遼的應縣、燕京（今北京）、 金的

9.  　 有關畫像石裡的格套，可參見曾藍瑩 ，〈作坊、格套與地域子傳統：從山東安丘董家莊漢墓的製

作痕跡談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8（2000）： 33-86。與此議題有關的則為北魏墓

葬的區域作坊研究，見林聖智 ，〈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 ── 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象〉，《國

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2008）： 66。

10.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頁2、4。關於標示東市位置的長安

城重建圖，見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7;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p. 204.

11.　 宿白推測八七七年的印曆也可能出於四川，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3。

12.　 此咒於一九四四年出土於成都東門外一晚唐墓，上刊「□□□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家）

□印賣咒本」等字；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4。有關更多四川地區的早期雕版印

刷，見楊榮新 ，〈唐宋時期四川雕版印刷考述〉，《文博》2003年第2期，頁65-78。

13.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4。關於非佛教之敦煌寫本根據長安印本的例子，如附有人形

插圖的〈新集備急灸經〉一卷（P. 2675）、〈崔夫人要女文〉（P. 2633d）等，見胡發強 ，〈敦煌藏

經洞出土雕版印刷品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頁30、58-59。

14.　 北宋文人葉夢得（1077-1148）在品評當代不同區域的刻本品質時，認為「今天下印書，以杭州

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見葉夢得 ，《石林燕語》卷八，收入紀昀等總纂 ，《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 第863冊，頁605。關於杭

州地區的早期印刷文化之研究，見 Jan Fontein, The Pilgrimage of Sudhana: A Study of Gandavy ha 

Illustr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Java (Paris: Mouton, 1967); Sören Edgren, “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1 (1989), pp. 3-204; 宮次男 ，〈宋

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繪（上）（下）〉，《美術研究》325（1983）： 25-35、326（1983）： 17-32；

崔魏 ，〈山東省莘縣宋塔出土北宋佛經〉，《文物》1982年第12期，頁39-42。有關更多唐宋印

刷文化的研究，見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rill, 2011); Katherine Tsiang, “Buddhist Printed Images 

and Texts of the Eighth-Tenth Centuries: Typologies of Repl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Esoteric 

Buddhism at Dunhuang: Rites and Teachings for This Life and Beyond, ed. Matthew T. Kapstein and 

Sam van Schaik (Leiden: Brill, 2010), pp. 201-252;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68);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東京：山

川出版社，1994）； 陳昱全 ，〈北宋《御製秘藏詮》版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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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以及西夏首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等，也都曾製作過佛教版畫。

五代到宋期間流行的兩種主要佛教版畫樣式，一為單張式版畫（single sheet 

print）， 呈直立式長方形，用於張貼、懸掛、或隨身攜帶，反映了早期版畫取借於軸

式繪畫的媒介轉化之現象。另一為扉畫（frontispiece）， 乃刊登在手卷式或折裝本

經文前的插圖，通常為方形或橫式長方形的構圖。15 佛教的木刻扉畫構圖新穎，16 

然而許多個別的母題，卻又可聯繫到中國早期的圖畫傳統。扉畫的形式在唐宋之際

成立後，又在東亞其他文化圈廣為流行，實為唐宋版畫之變中最重要的新發展。17

論文，2008）； Sören Edgren, “Printed Dharani-Sutra of A.D. 956,”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4 (1972), pp. 141-152; Jean-Pierre Drège, “De l’icône à l’anecdote: les frontispices 

imprimé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 Song (960-1278),” Arts Asiatiques 54 (1999): 44-65; Jean-Pierre 

Drège, “Du texte à l’image: les manuscrits illustrés,” in 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 ed. Jean-Pierre Drèg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9), 

pp. 105-168; 李際寧 ，《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奈良縣教育委員會編 ，《奈良縣所在中國古版經調查報

告書》（奈良：奈良縣教育委員會，2001）； Shih-shan Susan Huang, “Tianzhu lingqian: Divination 

Prints from a Buddhist Temple in Song Hangzhou,” Artibus Asiae 67.2 (2007): 243-296; 胡進衫 ，〈夏

竦遺珍：北宋佳槧 ── 記宋皇祐三年刊本《妙法蓮華經》〉，《故宮文物月刊》281（2006）： 44-

51。

15.　 關於這兩種形式的介紹，可見 Jean-Pierre Drège, “De l’icône à l’anecdote: les frontispices 

imprimé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 Song (960-1278)”; 李際寧 ，《佛經版本》； Katherine Tsiang, 

“Buddhist Printed Images and Texts of the Eighth-Tenth Centuries: Typologies of Repl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其他相關

研究，見 Julia Murray,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Narrative Illustration in China after 850,” in Latter 

Days of the Law: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 ed. Marsha Weidner (Lawrence: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136-137. 敦煌藏經洞保存的扉畫，除了最

早紀年（868年）的《金剛經》裡所附的《釋迦給孤獨園說法》扉畫為木刻印刷外，其他多為繪

本而非印本；有關敦煌繪本扉畫的圖例，見 Jean-Pierre Drège, “Du texte à l’image: les manuscrits 

illustrés,” pp. 107-119.

16.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經扉畫以十世紀的手繪式扉畫為主，且構圖簡單，多為彩繪或墨繪佛、菩薩

像，範例見 Jean-Pierre Drège, “Du texte à l’image: les manuscrits illustrés,” pp. 107-119.

17.　 西夏扉畫以版畫為主；高麗扉畫則以描金手繪為多，版畫只屬少數。日本扉畫亦以手繪為主，

風格多呈大和繪風格，與中國較少關聯，十四世紀之後的日本佛教版畫也與中國的關係不大。

有關西夏佛教扉畫的研究，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Jean-

Pierre Drège, “De l’icône à l’anecdote: les frontispices imprimé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 Song (960-

1278).” 關於高麗佛教手繪扉畫，見展覽圖錄，國立中央博物館編 ，《 ：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 關於韓國佛教版畫，見李成美 ，〈高麗初雕大藏

經 《御製秘藏詮》版畫 ── 高麗初期 山水畫  一研究〉，《考古美術》169、170（1986）： 14-

70；張忠植 ，〈韓國佛教版畫  研究〉，《佛教學報》19（1982）： 75-306；與〈高麗  文化  大

藏經版畫〉，《文化史學》1（1994）： 193-212；權熹經 ，〈上院寺所藏 板本妙法蓮華經合部祔

變相版畫 研究〉， 收入蕉雨黃壽永博士古稀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 ，《蕉雨黃壽永博士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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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唐代所流行的變相圖樣式相比，18 佛教扉畫的敘事內容雖亦與佛經內容相

關，但其構圖原則、觀看方式及圖象功能，卻與唐代變相圖不同。從構圖上比較，

唐代經變圖多呈中心及周邊兩部分組合而成的方形構圖，其中心以中軸型分布的

佛、菩薩說法圖為主，建構成佛教淨土樂園，兩邊或（及）下方則多為呼應佛經內

容所作的分景式故事畫，以敘事的手法將人物繪製於山水、建築之間。19 扉畫的構

圖則多為橫式長方形，雖然多有佛（或菩薩）說法圖，卻從變相圖傳統裡的中心

正面之位置，轉移到扉畫構圖的右端，主佛（或主菩薩）像的姿態則多呈側身向左

說法。至於敘事的部分，則在右端的說法圖之左邊展開。推究這種扉畫構圖上的

創新，可能有兩個解釋。首先，因為此時期與扉畫相連的佛經乃為卷軸式設計，所

以扉畫的設計也可能承襲了中國手卷繪畫格式的傳統，強調由右到左之敘事順序，

故以佛說法開端，將其置於全圖之右，續以佛經裡不同的敘事細節。其次，把說法

圖中之主尊改為側身向左的姿態，似乎也反映了設計者將扉畫中之圖象設計與扉畫

後（左）之經文作了巧妙呼應的意圖。彷彿整部佛經內容，乃出自扉畫右端的主佛

（或菩薩）之口，使得圖與文得到敘事上的連結。20 最後，從功能上看來，石窟寺

內的大型變相圖是比較公眾式的展示，多與佛教徒的禮拜或觀想活動有關。21 而佛

經扉畫為佛教書籍的一部分，乃屬較私密性的個人閱覽，亦可歸為文學插圖裡的一

種特別形式。22

稀記念美術史學會論叢》（首爾：通文館，1988）， 頁749-758；金泰亨 ，〈朝鮮時代法華經變相

版畫研究〉（首爾：東國大學校大學院美術史學科碩士學位論文，2008）； 朴桃花 ，〈朝鮮 前半

期 佛經版畫  研究〉（首爾：東國大學校大學院美術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1997）； 與〈高麗佛

畫  西夏佛畫  圖象的 ：阿彌陀三尊來迎圖  慈悲道場懺法變相圖 〉，《古

文化》52.12（1998）： 65-83；與〈朝鮮時代刊行地藏菩薩本願經 版畫  圖象〉，《古文化》53

（1999）： 3-26；與〈15  王室發願 版畫 ── 貞熹大王大妃 發願文 〉，《講

座美術史》18（2002）： 155-183。有關日本佛教版畫的研究，見內田啟一 ，《日本佛教版畫史論

考》（京都：法藏館，2011）； 三井淳生 ，《日本の佛教版畫：祈りと護りの世界》（東京：岩崎美

術社，1986）； 與《大和路の佛教版畫 ── 中世．勸進．結緣．供養》（東京：町田市立國際版畫

美術館，1994）。

18.　 關於敦煌壁畫的變相圖例子，可參見施萍婷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5　阿彌陀經畫卷》（香港：

商務印書館，2002）； 王惠民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6　彌勒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2）； 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7　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19.　 如盛唐時期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中所繪之阿彌陀經變（北壁）及法華經變（南壁）， 見施萍婷

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5　阿彌陀經畫卷》， 頁126-127，圖97 ；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

7　法華經畫卷》， 頁60-61，圖45。

20.　 有關此觀點，作者要感謝 Alex Chermside 所提供的意見。

21.　 關於唐代敦煌經變圖的宗教功能，可參考 Wu Hung, “Reborn in Paradise: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Sutra Painting and Its Religious, Ritual and Artistic Content,” Orientations 23.5 (1992): 52-60.

22.　 有關中國文學、小說作品裡的插圖研究，見 Robert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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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上述的版畫材料為主，探討五代至宋版畫製作所涉及的媒介轉化與子

模設計。以下論述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結合現有圖象資料與史料記載，探討

版畫如何從繪畫轉化成一新的媒介；第二部分則以北宋杭州地區的佛教扉畫為主要

例子，檢討佛教版畫中所使用的子模之來源、流傳及轉化；第三部分試以區域比較

的觀點，分析西夏、遼等地之佛教版畫與北宋杭州作品的異同與可能的交流。

一、從「畫」到「版畫」的媒介轉化

北宋文獻中不乏記述將繪畫轉換為版畫的文字資料。可以說，到了十一世紀

末，許多文人雅士乃至皇帝，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這項媒介轉化的文化事業。

文人們關心的重點，似乎著重在那些從名畫複製而成的版畫作品。米芾（1015-

1107）《畫史》裡就記載了一士人將自家收藏的唐摹顧愷之（約344-405）〈列女圖〉

「刻板作扇」。23 宿白認為這裡所指的「扇」， 應不是扇子，而是屏風扇。24 當時以顧

愷之為名的版畫，也在其他出版書籍裡留下記錄。如由南宋福建建安刻書家余仁仲

所重刊自十一世紀的《新刊古列女傳》， 就將顧愷之列為插圖作者，雖然其插圖實

與顧愷之畫風相去甚遠。25 此外，與米芾同時代的蘇軾（1037-1101）， 也曾讚嘆過

當時流行用來貼壁以象徵厭火的「印版水紙」， 並將其精妙的水紋設計與古今著名

的水圖相比。26 所謂「印版水紙」所為何物已不可知，但是從許多當時的墓葬壁畫

及寺廟屏風中，似乎還可觀察到這種以水浪紋為主題的室內裝飾，如白沙宋墓壁畫

裡的水紋屏風、27 晉祠聖母殿雕像背後的水紋三屏等。28

23.　 米芾 ，《畫史》，「晉畫」條，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1999）， 第1冊，頁978。關於顧愷之的最新研究，見陳葆真 ，〈傳世〈洛神賦〉故事畫的表現類型

與風格系譜〉，《故宮學術季刊》23.1（2005）： 175-223；與〈從遼寧本〈洛神賦圖〉看圖象轉譯

文本的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3（2007）： 1-50；與《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

事畫》（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石守謙 ，〈洛神賦圖：一個傳統的形塑與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3（2007）： 51-80。

24.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77註釋2。

25.　 Robert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68-69;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 87-91.

26.　 蘇軾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 ，「書蒲永昇畫後」條，收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四部叢

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77。

27.　 宿白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彩圖22；Wu Hung,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p. 177.

28.　 Tracy Miller, The Divine Nature of Power: Chinese Ritual Architecture at the Sacred Site of Jinc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 27 (fig. 2.8); 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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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畫風氣日漸興盛的宋代，除了複製自古畫

外，當時也有不少版畫取材自當代的繪畫。據陳師

道（1053-1102）的記載，李公麟所畫的一幅跏趺

觀音菩薩像，就被他的好友大通禪師翻版為版畫「 以

施學者」。29 這些出自李公麟設計的觀音版畫，也許

流傳到不同的廟宇及居士家宅，取代繪畫成為佛壇

上的供像。十一世紀禪僧文瑩，就在《玉壺清話》

（1078）裡記載過湖南長沙的一處北禪經室 ，「懸觀

音印像一軸」， 此印軸下方，還有由故待制王元澤所

撰之題記，註明鏤版者姓名。30

（一）軸式版畫

值得注意的是，北禪經室的觀音印像乃為一

「軸」， 它像畫軸一樣，是用來「懸」掛在佛堂的印

軸，反映了當時較接近繪畫格式的宗教版畫。31 它

的形狀，應就像當時流行的掛軸畫一樣，為垂直長

方形，但是尺寸偏小。某些現存早期佛教版畫仍可

作為此類型版畫的旁證。比如，過去學者們注意到

的所謂「單張版畫」（single sheet print）， 被認為是

中國早期版畫的主要形式，但是卻少有人提到它們

與繪畫的關係。這些作品，包括敦煌藏經洞的〈 聖觀

音自在菩薩〉（彩圖 11，倫敦，大英博物館藏）、32〈大聖地藏菩薩〉（圖 1，巴黎，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 4514 [5]）兩件作品，33 山西應縣遼代木塔佛像腹臟所藏的

兩件〈藥師琉璃光佛〉印畫（圖 2，太原，山西省博物館藏），34 以及黑水城（Khara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 58.

29.　 陳師道 ，《後山集》卷一七 ，「觀音菩薩畫贊」條，收入紀昀等總纂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114冊，頁677；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76。

30.　 文瑩 ，《玉壺清話》卷五，頁54。

31.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76。

32.　 Roderick Whitfield et al.,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0), p. 101 (pl. 82).

33.　 Nathalie Monnet, Chine: l’empire du trait: calligraphies et dessins du Ve au XIXe sièc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4), p. 82 (pl. 53);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

btv1b8300062x.r=Pelliot+4514%285%29.langEN（擷取時間：2013年4月6日04時15分）。

圖 1　 唐末五代  ，〈大聖地藏菩薩〉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P. 45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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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to）出土的金代山西平陽版畫〈四美圖〉（圖3，

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國立美術館藏）。35

上舉的幾件作品，以敦煌的兩件十世紀作品年

代最早，尺寸也最小，約四○公分高。這兩件作品

嚴格說來並不全是版畫，而是上圖下文的圖咒印。

其上為供觀想的菩薩像，所占比例較小。其下為所

謂的「真言」， 就是佛教徒默念的咒語，用於消災祈

福、延壽護身。除了構圖相仿，這兩件印品上下方

的菱格邊飾乃為印染而成的藍紙，36 可能為同一工

作坊的產物。這裡的邊飾，似乎在模擬畫軸上下方

由綾緞裝裱的紋樣及材質，也許這類的單張式菩薩

圖咒原本就製作成印軸畫的形式，以便購買的信眾

在家懸掛或張貼。37 比較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的〈聖觀音自在菩薩〉與法國國家圖書

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大聖

地藏菩薩〉版畫，兩者最大的不同，乃在於〈聖觀

音自在菩薩〉還以手工在單色的版畫圖象上加上

了不同的顏色（彩圖  11）。 菩薩背光由多輪光環組

成，其不同光環的顏色，由內向外分別呈深綠、

紅、藍、橙色。觀音菩薩寶冠上的寶石乃為鮮豔的

紅色，與菩薩的紅唇、臂釧的顏色一致。而菩薩

34.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

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頁12-13，圖13-14。

35.　 James Watt et al., The World of K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0), p. 216 (fig. 232). 有關黑水城出土的大批文物，

見Mikhail Piotrov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Milan: 

Electa, 1993);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

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共12冊。

36.　 關於印染的說法，見 Nathalie Monnet, Chine: l’empire 

du trait: calligraphies et dessins du Ve au XIXe siècle, p. 82; 

Roderick Whitfield et al.,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p. 101.

37.　 關於敦煌佛教版畫的功能討論，見余義虎 ，〈敦煌版畫的

性質與用途〉，《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頁19-25。

圖 2　 遼 ，〈藥師琉璃光佛〉（山西應

縣佛宮寺釋迦塔出土，太原：

山西省博物館藏）

圖 3　 金 ，〈四美圖〉（黑水城出土，

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國立美

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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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於胸前的蓮花，則為粉紅色。菩薩下半

身的衣裙，則與蓮花座下的祥雲一樣，為亮

麗的橙色。連一些較微小的細節，如左右兩

邊長方形寫著「聖觀音自在菩薩」、「普施受

持供養」等牌位的邊框、底色、也都加上了

深淺有致的橙色系。這與另一張同出於敦煌

藏經洞、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聖觀音

自在菩薩〉相比（圖  4），38 形成一個對比。

法國版的〈聖觀音自在菩薩〉與大英博物館

的 〈聖觀音自在菩薩〉， 木刻細節完全相同，

應出於同一雕版，但是大英博物館版則代表

版畫製作後再加工彩繪，並加邊框，使它更

像一幅掛軸畫。這兩種樣式，在敦煌同時存

在，很可能也具有不同的功能及價值。從現

存的敦煌單張式版畫看來，不加顏色、沒有

邊框的例子居多，這也許在出售的價格上會

比上了顏色、加了邊框的版畫便宜。

與敦煌的菩薩真言印相比，遼代的〈藥師琉璃光佛〉（圖  2）不僅延續大英博

物館〈聖觀音自在菩薩〉上色、加邊框以模仿畫軸裝裱的作法，在整體布置上，以

藥師佛主尊為中心作對稱式的構圖，尺寸為敦煌菩薩印軸的兩倍多，長度達八七公

分，其視覺的效果更接近一幅軸畫。雖然現存作品只顯示上緣有邊飾，但其裝飾紋

樣，卻也與敦煌的兩件作品極相似，亦類似《營造法式》「格子門」雕飾樣式裡的

「毯文格眼」，39 也許反映了當時流行的紋飾規格。

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四美圖〉（圖 3）， 雖不是佛教題材，但也為當時類似軸畫

的版畫流行提供了另一個實例。 40〈四美圖〉由北方雕版中心山西平陽的姬家刻

38.　 圖版見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0149d.

r=Pelliot+4514.langEN（擷取時間：2013年3月4日12時5分）。 同館藏有另一摹印自同一木刻

的版畫（Pelliot 4514[3C]）， 見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

btv1b83001480.r=Pelliot+4514+.langEN（擷取時間：2013年3月4日12時5分）。

39.　 圖版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Ars Orientalis 41 (2011): 150.

40.　 此圖可能反映了戲曲的演出，人物場景與戲臺也許相關，尤其是圖上方有一橫批印著「隋朝窈窕

呈傾國之芳容」等字樣，字的上方又有一對披帶，下垂於美麗的花葉紋背景，看似當時舞臺表演

的戲幕裝飾及戲目 頭。

圖 4　 唐末五代 ，〈聖觀音自在菩薩〉（巴黎：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 45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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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卻出土於西夏在內蒙古的黑水城遺址，反映了當時版畫跨區流傳的現象。值得

注意的是，在華麗的花葉紋裝飾版畫邊框之外，其上下方各有一段深色的部分，應

即在模擬畫軸的裝裱，只是這裡模擬裝裱的深藍色紙面完全沒有裝飾性的紋樣，高

雅簡單，有別於其他的例子。此版畫全高九○點五公分，是所有單張式版畫作成虛

擬畫軸的例子裡尺寸最大的一件，為目前所見最成熟的早期軸式版畫。41

（二）宮廷製作

版畫與繪畫之間的轉化，除了以上所討論非宮廷的例子之外，在宮廷裡更有帝

王參與的史實記錄。宋仁宗朝（1023-1063在位）的三項大型版畫製作，皆描繪歷

史典範之事，以助訓誡年幼的皇帝。42 版畫先由宮廷畫家合作擬定畫本，再以畫本

為稿鏤版，將印刷本分賜近臣及皇親們。其中的〈三朝訓鑒圖〉版畫，乃基於待詔

高克明等名家於一○四九年所擬繪之畫本而作。全作長達十卷、多及一百件「三朝

盛德之事」， 內容包括「宮殿、山川、鑾輿、儀衛」等，其中人物更是微小 ，「才及

寸餘」。43 除此之外，仁宗皇帝後來也積極參與了宮廷裡的版畫製作，並且本身就

擔任畫稿的製作。在他聽聞姑姑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喪明之

時，仁宗「親畫龍樹菩薩」， 然後「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 。」44

41.　 除了以上所舉有邊飾的單張式版畫外，京都清涼寺藏東大寺日僧奝然（938-1016）於十世紀下

半在北宋浙江臺州製作、後帶回日本的釋迦瑞像木刻裡，也藏有一件十世紀〈靈山變相〉版畫

（七七點九乘四二點一公分）， 乃紙本墨印之軸型版畫，值得一提。此件版畫，乃為腹臟文物裡所

發現的四件北宋單張式版畫之一。在同為入臟品的雍熙二年（985）〈入瑞像五臟具記舍物注文〉

中 ，〈靈山變相〉被列為由日僧嘉因捐捨之物，並且從所登記的單位名稱判斷，宿白推測原來應

也用以作為張掛的禮拜物 。〈靈山變相〉圖版，見奈良國立博物館編 ，《聖地寧波：日本佛教1300

年の源流》（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 頁37，圖24 ；〈入瑞像五臟具記舍物注文〉圖版，

見頁36，圖24。關於宿白的看法，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83。有關清涼寺佛像納

入品的研究，見丸尾彰三郎等合編 ，《日本雕刻史基礎資料集成：平安時代：造像銘記篇一》（東

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6）， 頁68，圖48；解說，頁53-60；Gregory Henderson and Leon 

Hurvitz, “The Buddha of Seiry ji: New Finds and New Theory,” Artibus Asiae 19.1 (1956): 22-25; 奧

健夫 ，《清涼寺釋迦如來像》（東京：至文堂，2009）， 頁43；巫佩蓉 ，〈中國與日本佛像納入品之

比較：以清涼寺與西大寺釋迦像為例〉，《南藝學報》2（2011）: 71-99。有關清涼寺的釋迦像和

流傳在中日的優填王所製釋迦像傳統，見 Donald F. McCallum 著，巫佩蓉、楊雅琲譯 ，〈清涼寺

釋迦像的日本傳統〉， 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臺北：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2011）， 頁227-270。有關奝然的研究，見 Zhenping Wang, “Ch nen’s Pilgrimage 

to China, 983-986,” Asia Major 7.2 (1994): 63-97.

42.　 有關更多這方面的討論，見 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75-77.

43.　 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卷六，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第1冊，頁492-493。

44.　 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卷三，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第1冊，頁476。有關龍樹菩

薩，見鳩摩羅什譯 ，《龍樹菩薩傳》， 收入《大正藏》， 第50冊，第2047b號，頁185-18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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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三朝訓鑒圖〉已不在，從現存北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時翻印四張可

能出自太宗朝時刻於四川益州之《開寶藏》（開寶年間〔968-975〕所刻的大藏經）

的《御製秘藏詮》插圖（圖  5，劍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以下簡稱為徽宗

本）， 以及存數多達二十多張、亦與太宗《御製秘藏詮》密切相關的十一世紀高麗

版插圖（圖 6，京都，南禪寺藏，以下簡稱為高麗本）， 亦可一窺北宋宮廷山水人物

版畫的高度水平。45

《御製秘藏詮》在整個北宋版畫史裡地位不凡。一方面 ，《御製秘藏詮》版畫

沒有說法圖的模式，也沒有明顯的由右到左的布局，與當時流行的佛教扉畫有別。

另一方面 ，《御製秘藏詮》版畫中的山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與其他以人物為主的

宗教版畫迥異。46 過去研究者如羅樾（Max Loehr）、 李成美、陳昱全等人，也因此

都強調徽宗本與高麗本在早期山水版畫上的成就。儘管學者們對此二本版畫的年代

先後表示不同的意見，但大都同意此二版畫中較復古的山水風格，如鐵線描的山水

七三年日僧成尋訪宋時曾在一寺廟中看到過《龍樹菩薩集》，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

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8）， 頁217。

45.　 相關研究及圖版，見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

の木版畫》； 陳昱全 ，〈北宋《御製秘藏詮》版畫研究〉； 李成美 ，〈高麗初雕大藏經 《御製秘藏

詮》版畫 ── 高麗初期 山水畫  一研究〉。 本文對高麗版《御製秘藏詮》版畫的訂年，採李成美

的說法。高麗所製《御製秘藏詮》， 有另四幅藏於韓國誠庵古書博物館，其圖見李成美 ，〈高麗初

雕大藏經 《御製秘藏詮》版畫 ── 高麗初期 山水畫  一研究〉， 頁37、41、45、51。關於《開

寶藏》的研究，見李富華 ，〈《開寶藏》研究〉，《普門學報》13（2003）： 36-83。

46.　 山西應縣木塔所藏的遼代《法華經》版畫，也出現大量的山水為故事的背景，但是其每一幅的右

側或中央部分都有說法圖，與《御製秘藏詮》完全沒有說法圖的格式不同。關於遼代版畫的討

論，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p. 145-146.

圖 5　北宋 ，《御製秘藏詮》第十三卷第四圖（劍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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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線、以及雁形排列、垂直高聳的山石等，與唐到十世紀的山水畫 ── 包括青綠

山水 ── 傳統相近。石守謙在近作裡進一步提出了高麗本所保存的仙境山水樣式，

如南禪寺藏第二卷第二圖，以奇異山石作背景，置俗夫行旅與鹿、鶴於畫面之兩

端，似乎凸顯了求道的旅程。47 這種新穎的看法，將「山水」與「宗教」作了較為

積極的連結，為山水版畫在佛教刻經中的出現提出了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誠然，具有仙境特質的山水主題在宗教版畫中的出現，不僅反映了中國自陶潛

以來所代表的桃花源文學傳統對世外桃源的圖象之刺激，48 或許更體現了中古時期

的聖岳宇宙觀、尤其是當時普遍存在於道釋信仰中的洞天思想。49 如在高麗本的第

五卷第四圖（圖 6），50 右端有山泉自一洞口流出，左端則刻畫僧徒兩人坐定在臨水

的山穴口。這些洞穴由片岩狀的石塊構成，一層層地環抱著深不可知的洞內世界。

通常這樣的洞口母題，並不單獨出現，而是連接著大片的山脈與水域之交界處，彷

彿隱喻著洞穴會透過地脈的延伸，連結到世俗眼中所看不見的仙境。類似的洞天母

題，重複地出現在高麗本其他卷的版畫裡。51 傳李公麟的〈山莊圖卷〉， 描繪文人

47.　 石守謙 ，《移動的桃花源 ── 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頁78-79。同圖亦發表於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IX。

不過鹿和行旅人物在其他卷裡也常出現，但不一定被對置於畫面的兩端，如同本第三卷第二圖

（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XIII）， 鹿和行旅人物就同時出現

在畫面的左方，似乎無法以石守謙對第二卷第二圖所提出的「求道的旅程」來解釋。

48.　 關於中國的桃花源圖繪模式，見石守謙 ，《移動的桃花源 ── 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 頁51-72。

49.　 關於道教宇宙觀裡對人間仙境（earthly paradise）的視覺研究 ── 尤其是五岳（Five Sacred 

Peaks）及洞天（grotto heavens）的描繪，見拙作：Shih-shan 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pp. 105-120.

50.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XXVI。

51.　 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VIII、XVII、XIX、XXXV、

XXXVII、XL、XLVIII。

圖 6　高麗 ，《御製秘藏詮》第五卷第四圖（京都：南禪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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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莊園，也出現了類似的洞穴

母題（圖  7，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52 加上其方折有致、筆若刀

刻的線描特色，或許反映了此類白

描作品也受到當時新興的版畫視覺

趣味之刺激。53

《御製秘藏詮》中的洞天山

水，似乎在元代的道經版畫中得到

了延續。如一三○五年由大都白雲

觀及杭州各全真教道觀道士聯合募

款在杭州重刊的《玄風慶會圖》卷

一插圖〈磻溪鍊行〉（圖  8，日本，

52.　 全圖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第15冊，頁283-

286。

53.　 有關宋代白描畫與版畫的關係，乃未來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問題。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白描

畫在宋代士人及佛僧畫家間的風行，是否與當時新興的版畫視覺文化有關？白描與版畫的風格異

同為何？繪畫與版畫二者因媒材特質之不同所可能造成圖象在媒介轉化間的侷限又如何？

圖 7  （傳）北宋，李公麟 ，〈山莊圖卷〉局部（臺北：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元 ，《玄風慶會圖》卷一插圖「磻溪鍊行」（1305年杭州重刊本，日本天理大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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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大學藏）， 亦以大片奇境山水為

主，間有雲霧飄渺，山巒水澗旁還有

常出現在《御製秘藏詮》版畫裡的亭

臺，而畫面的右側一高起的平臺下，

則有一道士獨自靜坐於一洞口進行修

鍊。54 據康豹的研究指出 ，《玄風慶會

圖》的故事內容，主要描述全真道士

丘處機生平事跡。55 此景標題為〈磻

溪鍊行〉， 應該就在描繪丘處機入磻

溪（今陝西省隴縣）穴居，六年晝夜

不寐的情景。而與此故事最相關的母

題，就是畫面右側所繪的道人定坐洞

口。這個母題很可能來自像《御製秘

藏詮》裡歌頌高僧、居士徜徉山林的仙境圖式。以此作為洞天修鍊的場景，確實十

分合宜。56

除了山水部分，兩本《御製秘藏詮》插圖也為北宋宮廷版畫的點景人物在山

川、屋宇中「才及寸餘」的精微表現，做了一番註腳。整體看來 ，《御製秘藏詮》

插圖的主要內容乃在描寫僧侶與居士在山林裡的活動，其中有許多是與禮拜禪僧、

居士問答有關的母題，可聯繫到南宋、元明的禪師問答圖。57 如徽宗本裡的細節，

54.　 圖見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輯委員會 ，《御製逍遙詠、玄風慶會圖》（天理：天理大學

出版部，1981）， 頁261-262；亦見薛冰 ，《插圖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頁28，

圖11 。《玄風慶會圖》原為一二七○年代由史志經編纂的，共五卷，其中有六十四則故事並附

插圖。此經沒有編入明代《道藏》， 很可惜已經不存。目前所存的一三○五年本也僅存卷一的

十六則故事及插圖。此版畫由劉伯榮畫、許宗儒重摹畫。有關《玄風慶會圖》的研究，見 Paul 

Katz, “Writing History, Creating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Xuanfeng qinghui tu,”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9 (2001): 161-178; 康豹 ，〈元代全真道士的史觀與宗教認同 ── 以《玄風慶會圖》為

例〉，《燕京學報》2003年第15期，頁95-107；Lucille Chia, “The Use of Print in Early Quanzhen 

Daoist Texts,”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ed.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Leiden: Brill, 2011), pp. 193-201;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輯委員

會 ，《御製逍遙詠、玄風慶會圖》。

55.　 康豹 ，〈元代全真道士的史觀與宗教認同 ── 以《玄風慶會圖》為例〉， 頁96-98。

56.　 類似的母題刻繪一道士於洞口修鍊，出現在卷一標為〈龍門全真〉的插圖；見天理圖書館善本叢

書漢籍之部編輯委員會 ，《御製逍遙詠、玄風慶會圖》， 頁269-279；丘處機 ，《玄風慶會圖》， 收

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三洞拾遺　16》（合肥：黃山

書社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元刊本影印，2005）， 第46冊，頁404。

57.　 有關南宋到明的禪師問答圖，見Wen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2), pp. 268, 352-353; 

圖 9　 高麗  ，《御製秘藏詮》第十卷第二圖局部（京

都：南禪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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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一僧坐在一聳立石崖上的平臺，接受另一僧徒的禮拜（圖 5），58 其人物姿態生

動，對桌椅、籐背、僧鞋等物質的細節交代，毫不馬虎。又如高麗本第十卷第二圖

裡（圖 9，京都，南禪寺藏）， 描繪二官人在山水亭臺下與一禪僧對坐問道之景。59 

僧人結跏坐於椅上，其脫在地上的尖頭僧鞋、毛茸茸的毯式椅墊、以及竹子編成的

椅背，都極為細緻。亭外的走道上，隱約可見另一僧徒持茶水前來侍奉。這種種細

節，顯示了版畫人物「才及寸餘」的奧妙之趣。

那麼宮廷製作的〈三朝訓鑒圖〉版畫，又如何描繪一百件敘事情節？這或許

也像《御製秘藏詮》的插圖一樣，重複地使用了某些子模 。《御製秘藏詮》中出現

次數最頻繁、並且流傳最久遠的子模，應屬一看似茅帳的母題，常出現在山與山

交接、或樹林隱蔽處（圖  10，劍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圖  11，京都，南禪

寺藏）。60 此母題描繪僧侶在山林隱居的圓拱形茅舍，形似帳篷，前開有一門，外

井手誠之輔 ，〈南宋の道釋繪畫〉， 收入嶋田英誠、中澤富士雄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6　南宋．金》（東京：小學館，2000）， 頁123-148；Marsha Weidner Haufler, “Fit for Monks’ 

Quarters: Monasteries as Centers of Aesthetic Activity in the Later Fourteenth Century,” Ars Orientalis 

37 (2009): 49-77.

58.　 全圖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10。此卷構圖與南禪寺本第五

卷第三圖同，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XXV。

59.　 全圖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圖XLIX。

60.　 見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fig. 1;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畫》， 圖XXXIV、XXXI；類似的茅帳子模，見圖III、VI、VII、XXXIII、XXXIX、XLII、L。

圖 10　 北宋  ，《御製秘藏詮》第

十三卷第一圖局部（劍橋：

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

圖 11　 高麗 ，《御製秘藏詮》第七卷第二圖局部（京都：南禪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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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理路則顯示由平行短直線層層排列

而成，帳內有時更有以竹子編成的內

壁，或許表示此茅帳的質料是外鋪以茅

草、內築以竹壁。點景人物，則以一高

僧坐定帳內為主，帳外有僧俗不等的訪

客，向其禮敬。此茅帳的子模，在《御

製秘藏詮》裡主要在表現高僧隱居山林

的野趣，但是它流傳到後世，卻出現在

不同內容的版畫裡，產生了不同的寓

意。如南宋杭州《法華經》扉畫裡描繪

〈信解品〉的故事，就以此茅帳的子模

來表現捨父居貧里的窮子，而站在茅帳

外面的訪客，則變成其父富長者所派來

的使者（圖 12，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61 又如元代由建安虞氏新刊的《三

國志平話》插圖小說，其出現在標題頁

的主打插圖，亦以此茅帳的子模來表現

有名的「三顧茅廬」故事中之「茅廬」

（圖 13）。62 此時茅廬裡面坐著的人物，

換成了諸葛亮，而外面的人物成為劉備

的兵馬。

除了高克明的畫曾被製成版畫外，

另一位與版畫製作有關的北宋宮廷名

家則是高文進（活動於 9 5 0 - 1 0 2 2之

後）。 現存 然帶回日本、納入清涼寺

佛臟的九八四年〈彌勒菩薩像〉單張式版畫（圖 14，京都，清涼寺藏）， 上有「待詔

高文進畫」（右上）及「越州知禮僧雕」（左上）的題記，證明此版畫應就是根據北

圖 13　元 ，《三國志平話》（建安虞氏刊本）

圖 12　 南宋 ，《法華經》第二卷扉畫局部（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1.　 圖見葛婉章等編 ，《妙法蓮華經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頁19。關於這部分的討

論，亦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p. 150-151, 153 (figs. 28A-C); 有關〈信解品〉原文，見《妙法

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16b-19a。比較五代敦煌莫高窟第九八窟有關窮

子故事的描繪，見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7　法華經畫卷》， 頁117，圖110。

62.　 Robert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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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宮廷畫家高文進之畫為稿，63 由越州僧知

禮主持刻印製成的。劉和平認為〈彌勒菩薩

像〉可能也反映了文獻所載的高文進〈慈氏

菩薩像〉畫軸。此畫原為章憲明肅皇太后劉

氏之物，供養在宮廷裡的私人小佛堂。64 畫

史記載高文進的祖父及父親，都擔任過蜀地

的宮廷畫家。65〈彌勒菩薩像〉版畫中彌勒主

尊像緊密平行的衣褶線描，有可能反映了高

文進與蜀地繪畫傳統的關係。66 前景的兩位

女侍者造型及風格，尤其是輪狀的髮式、飽

滿的側面、以及修長快健的衣褶線條，都與

王季遷家藏武宗元（約活動於1004-1050）道

教繪畫〈朝元仙仗〉手卷的玉女人物特色非

常相近，67 反映了當時北宋宮廷流行的畫樣。

〈彌勒菩薩像〉版畫中女侍者的衣褶處理，特

別能凸顯此版畫的「繪畫性」。 其圓滑流利的

長線條，不僅突破了木刻所可能對長線條所

造成的限制，並偶在線條轉折處（如左侍女

衣帶上揚處）顯示出粗細的變化，生動地呼應了畫家邊畫邊轉動筆鋒所造成的巧妙

63.　 有關高文進的史料記載，見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卷一，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

書》， 第1冊，頁450-451；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卷六，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第

1冊，頁479；Heping Liu, “Empress Liu’s Icon of Maitreya: Portraiture and Privacy at the Early Song 

Court,” Artibus Asiae 63.2 (2003): 129-190.

64.　 Heping Liu, “Empress Liu’s Icon of Maitreya: Portraiture and Privacy at the Early Song Court.” 關於《慈

氏菩薩像》的記載，見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卷六，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第1

冊，頁492。

65.　 Heping Liu, “Empress Liu’s Icon of Maitreya: Portraiture and Privacy at the Early Song Court,” p. 148 

(footnote 84).

66.　 這種細密的蜀地線描風格，還保存在今傳蜀地畫家石恪、源於大足惠恩寺的一一三四年石刻拓本

維摩詰像上。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The Triptych of Daoist Deities of Heaven, Earth and Water 

and the Making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2), pp. 

100, 394. 有關石恪拓本的研究，見 Judy Ho, “The Perpetuation of an Ancient Model,” Archives of 

Asian Art 41 (1988): 33-46. 有關維摩詰的繪畫研究，見陳韻如 ，〈維摩詰形象在東亞繪畫中的流

轉〉， 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 頁365-413。

67.　 有關此畫的風格分析，見 Richard Barnhart, Along the Border of Heaven: Sung and Yüan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pp. 52-53; 

Shih-shan 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pp. 288-289.

圖 14　 北宋 ，〈彌勒菩薩像〉（984年，京都：

清涼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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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央主尊為六臂十二面觀音，四周圍繞的小母題則為觀音的二十四種應現。此圖紙背並有高山

寺朱印及僧玄證的花押及墨書，一般認為可能是高山寺畫僧玄證在十二世紀所作之摹本。有關

《應現觀音》圖的研究，見內田啟一 ，〈宋請來版畫と密教圖象 ── 應現觀音圖と清涼寺釋迦像

納入版畫を中心に ── 〉，《佛教藝術》254（2001）： 36-59；與《日本佛教版畫史論考》， 頁155-

226（圖版部分見頁15，圖29）； 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

te 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8-230; 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p. 142-146. Chün-fang Yü 認為二十四應現的組合多為

杭州西湖地區自成一格的獨創，而無具體經典可尋，見 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 vara, pp. 228-229.

69.　 學者並認為此摹本可能根據吳越時期僧延壽協助吳越國王所捨印的兩萬本應現觀音絹本；見

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 vara, p. 228; 內田啟一 ，〈宋請來

版畫と密教圖象 ── 應現觀音圖と清涼寺釋迦像納入版畫を中心に ── 〉， 頁43-44；與《日本

佛教版畫史論考》， 頁169。

70.　 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71.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70；

李富華 ，〈《開寶藏》研究〉。

72.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00-

201。

效果，無非是十世紀版畫中的上品。

除了高文進、蜀地以及北宋宗教繪畫的傳統以外  ，〈彌勒菩薩像〉還保留了浙

江地區十世紀的當地版畫特色。這點可與一件日本平安時代轉寫自吳越國九七四年

印絹的〈應現觀音〉白描圖（東京，大東急記念文庫藏）稍作比較。68 此圖的上方

有一設計講究的匾額，框內的標題為「應現觀音」四字，圖象最下方的文字末尾，

註明為「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 表示雖然現存的日本摹本為白描手抄

本，但原作應為吳越王贊助施印之物。69 有趣的是，此描圖繪出了原版畫的邊框，

即雙線式邊框，內有金剛杵母題，四角為法輪，但是左邊及下方的邊框卻省略沒有

將其中的裝飾母題畫出。試將這樣的邊框設計與清涼寺〈彌勒菩薩像〉版畫相比，

其雙線框及金剛杵的設計非常相似，連邊框四角作出正方形框架的樣式都很相近。

與中國在唐宋時期交流密切的鄰國日本，也為這時期宮廷贊助的佛教版畫留下

記錄。日僧成尋（1011-1181）的《參天台五臺山記》， 記錄他在一○七二至一○

七三年間朝訪宋代汴京及天台、五臺山等地區各寺廟的經驗，其中保存了不少北宋

佛教物質文化的側影。70 在佛書方面，成尋收集了神宗皇帝所賜的三十卷本《祕藏

詮》、《逍遙詠》、《景德傳燈錄》等當時重要的新印佛經。71 在繪畫方面，則從中國

運回日本「杭州能大師」所畫之〈五百羅漢〉像，及其他作者不詳的〈十六羅漢〉、

〈泗州大師影〉等佛畫。72 至於版畫，成尋與弟子曾於一○七三年從開封城深受帝

王贊助的太平興國寺之傳法院院倉「借出五百羅漢模印」及「達摩六祖模」， 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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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印數張，然後送回日本。73 其中根據「達摩六祖模」所印之圖，很可能間接地被

保存在現藏日本京都高山寺的鐮倉時期（十三世紀）〈禪宗六祖圖〉白描摹本。74 此

高山寺圖左下標有「至和元年⋯⋯開版入內內侍黃門臣陳絃奉聖二月管」等字樣，

說明此圖原來亦轉寫自北宋一○五四年仁宗時期的宮廷版畫。75 其中五祖的竹椅及

其背墊的處理，和之前已討論過的徽宗本及高麗本《御製秘藏詮》中之母題相似，

也可能與一一五四年日本摹本裡所保存的北宋禪僧契嵩於一○六二年上呈仁宗皇帝

之〈傳法正宗定祖圖〉插圖樣式接近。76

二、北宋杭州《法華經》版畫

上一節所回顧十至十一世紀之間版畫轉化自繪畫的一些史實與現例，為唐宋

轉折期藝術史所發生的媒介轉化現象，提供了歷史及文化的脈絡。接下來要討論的

主題，是「版畫」此一新的媒介如何運用子模設計的概念，加以創造累積版畫的

視覺語彙。而幫助我們進行此議題討論的主要例子，乃為現存與杭州地區有關的

北宋《妙法蓮華經》（以下稱為《法華經》）扉畫實物。77 這些扉畫反映了當時《法

華經》思想及其佛經製作在中國的盛行。其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宣揚稱念

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名號的宏大感應，尤為廣大信眾歡迎。而〈法師功德品〉強調

「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自書、教人書、供養經卷」等功德，可以取代「起塔

寺」， 鼓勵信眾不管是出家或在家，只要是誦經、受持、書寫、解說《法華經》者

皆為法師。此外 ，《法華經》進一步宣揚從早期《佛說造佛形象經》以來佛教宣揚

以「造像」得福的觀念。78 如〈方便品〉裡論及造像的功德，鼓勵「彩畫作佛像」、

73.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01、

205。

74.　 小野玄妙 ，〈唐末五代趙宋時代の佛教畫（八）〉，《國華》524（1934）： 186-187；Jan Fontein 

and Money L. Hickman, Ze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70), pp. 2-5 (fig. 1); 京都國立博物館 ，《高山寺展：特別展覽會明惠上人歿後750年》（東京：朝

日新聞社，1981）， 頁168-169、229-230。

75.　 石守謙 ，〈古傳日本之南宋人物畫的畫史意義 ── 兼論元代的一些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

術史研究集刊》5（1998）： 159。

76.　 Shih-shan Susan Huang, “The Triptych of Daoist Deities of Heaven, Earth and Water and the Making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pp. 105-106.

77.　 在宋代流傳的版本，以四○六年鳩摩羅什譯的七卷二十八品《妙法蓮華經》為主。見《妙法蓮華

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

78.   《佛說作佛形象經》， 收入《大正藏》， 第16冊，第692號。學者認為此經約於東漢末年，見Robert 

H. Sharf, “The Scripture on the Production of Buddha Images,”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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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雕成眾相」， 不論任何質材，上至金石，下至泥土或膠漆布，只要「嚴飾作佛

像」， 便能得佛道。就連童子戲沙，若以草木為筆或「以指爪甲」畫作佛像，也能

「漸漸積功德」。79 唐代僧慧祥撰《弘贊法華傳》，80 記錄三國至中唐時期兩百多則感

應故事，便以「圖象」為首卷主題，之後分卷討論翻譯、講解、誦持、轉讀、書寫

等感應故事，足見圖象在法華經信仰裡的重要性。這種種對造像、造經等的鼓勵，

應是促成《法華經》扉畫在印刷時代流行的主要因素。

日僧成尋對《法華經》在中土的盛行，即作了生動的記錄。他所參訪的許多北

宋寺廟，都誦行《法華經》， 其中天台宗禪寺也多有以法華為主題的道場，如「法

華法堂」、81「法花（華）壇塲」、82「法花（華）壇」等，83 還有「法花（華）曼陀

羅一鋪」等圖象。84 至於成尋所看到《法華經》製品，包括「皇太后宮法花（華）

經」、85「金書法花（華）經七卷，用金渡銀起突級通裡釘子裝經匣一具，盛尅絲

表銷金裡經帙子，並金複金 。」86 除此之外，還有石刻版的「法花（華）經石碑」

等。87《法華經》的盛行，也反映它在廣泛信眾心目中的靈驗力。成尋即舉唐朝光

宅寺雲法師講法華經祈雨為例，據說雲法師講至〈藥草喻品〉時，就已得到佛法的

感應，於是甘霖久降。88 此外，成尋所收購的佛經文物裡，還有一套《法華持驗日

記七卷》，89 其內容或許類似於唐宋流行之靈驗記裡所載之種種歷代持誦法華經的靈

驗故事。90

of China in Practi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1-264.

79.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8c-9a。有關嬰孩與法華經的圖象研究，見

王育成 ，〈明陳洪綬《戲嬰圖》與《妙法蓮華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995年第2期，頁50-

54。

80.　 惠詳 ，《弘贊法華傳》， 收入《大正藏》， 第78冊，第1539號。相關研究，見周語彤 ，〈《弘贊法

華傳》持經感應研究〉（斗六：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David 

Stevenson, “The Tales of the Lotus Sutra,” in Donald Lopez, ed., Buddhism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27-451. 

81.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二，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55。

82.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124。

83.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187。

84.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116。

85.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117。

86.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08。

87.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77。

88.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七，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226。

類似的故事，也載於南宋高麗了圓所撰之《法華靈驗傳》裡關於釋慧遠的故事，見〈時雨普

霑〉， 載於了圓 ，《法華靈驗傳》， 收入西義雄、玉城康四郎、河村孝照編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第78冊，第1539號，頁5。

89.　 見成尋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收入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119。

90.　 除了唐代《弘贊法華傳》， 可參考南宋高麗了圓所撰《法華靈驗傳》， 收入西義雄、玉城康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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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關北宋時期杭州版畫的實例，以山東莘縣佛塔出土的北宋杭州《法華

經》扉畫殘本為主。題記顯示，它們分別為杭州的錢家及晏家所刊 ── 兩家少數

早期留下記錄的私家版畫出版商。91 此經的印刷是經由開封及杭州地區的名僧校勘

之後才「命工重新印造、廣行天下」的。92 目前殘存的版畫包括序品、卷一、卷三

（圖16）等三幅出自晏家，而卷四（圖 15）出自錢家。推測當時可能原本一套《法

華經》為七卷、除了各卷開頭都附有扉畫外，在序品前也附有一個像總目一樣的扉

畫，共計八幅。儘管現存版畫不成套，但從比較錢家及晏家版畫其中的細節，仍可

對這些版畫的地方特色、及其與早期繪畫及古代工藝傳統的關係進行初步的評估。

又其中的許多古樣設計，似乎也都保存在一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明代七卷本

金泥《法華經》扉繪（圖 17，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93 可資參考。

（一）地方特色

首先，從一○六○年錢家卷四（圖 15）和晏家一○六九年卷三（圖 16）的比

較，可以看出錢、晏兩家的扉畫設計已反映了相當程度的標準化格式。其中的說法

圖樣式非常類似，主要成分有佛、菩薩、力士群像，前有一側置的供桌，及坐地禮

拜的佛弟子僧眾。在全部四折的扉畫構圖中，錢、晏兩家的扉畫也同樣都占了一折

半。佛著兩件式袈裟，側面向左，身後為兩組繪有三條輪廓線的圓形背光。另外兩

處凸顯地方特色的裝飾細節，一為扉畫上緣帶垂珠的網狀弧形簾幕裝飾，二為出現

在右側說法圖佛背光後放射狀、長形枝葉的棕櫚樹叢，亦皆為錢、晏兩家扉畫的共

通點。因為這些裝飾細節，不見於其他地區的版畫，暫時可視為杭州地區的當地特

色。錢家及晏家雖為兩家不同的私營出版社，但是所出版之扉畫之所以有相似的樣

河村孝照編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第78冊，第1539號。此外，清初編成《法華經持驗記》記

載種種與《法華經》有關的靈驗故事，如宋代釋含瑩金書《法華經》， 院宇焚蕩但此經卻不損一

字；又如宋無為軍使李遇，能誦《法華經》驅鬼。另有關《法華經》對冥界神明的感應，可見一

則吳越杭州龍興寺釋可周的記載：可周受錢武肅王錢鏐命師於天寶堂 ，「夜為冥司講經，往往見

諸鬼神現形扈衛」， 包括一地方祠神也去聽經，以致巫者祭祠神時久請不下。祠神托巫語告知是

因為去天寶堂聽寺釋講《法華經》所以無法被召降。見《法華經持驗記》， 收入西義雄、玉城康

四郎、河村孝照編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第78冊，第1541號，頁81c、84b、85a。

91.　 崔魏 ，〈山東省莘縣宋塔出土北宋佛經〉， 頁39-42；宿白發表了序品、卷一、卷四圖版，見宿白 ，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143-145。

92.　 竺沙雅章 ，〈中國古版經について── 宋代單刻本佛典と明清藏經〉， 收入奈良縣教育委員會

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編 ，《奈良縣所在中國古版經調查報告書》（奈良：奈良縣教育委員會，

2001）， 頁16。相關題跋的圖例，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圖31b，頁144；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 148.

93.　 葛婉章等編 ，《妙法蓮華經圖錄》， 頁47；關於此套其他圖版，見頁46-47、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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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有些出版商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曾請官方出示公據，或在書牌上寫明「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等字樣，但是這只是空話，因為政府並無真正保護版權；見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

143。

圖 15　北宋 ，《法華經》第四卷扉畫（1060年，杭州錢氏刊本）

圖 16　北宋 ，《法華經》第三卷扉畫（1069年，杭州晏氏刊本）

式，應反映了市場競爭、後刻者翻版前者的結果。張秀民曾回應現代的版權觀念，

指出在宋代並沒有現代人的版權觀念，所以只要某書暢銷，其他的出版商也會加以

翻版仿效。94



408
藝
術
史
中
的
漢
晉
與
唐
宋
之
變

有關簾幕裝飾的母題，其實可追溯到更早的十世紀杭州扉畫，如杭州西湖雷峰

塔所發現九七五年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扉畫版畫。95 此

版畫雖然設計較為簡單，但是上緣也有兩組帶有流蘇的弧狀垂簾裝飾。又如江蘇瑞

光塔出土的金泥《法華經》扉繪，上緣弧形的垂簾也有網狀的紋路，可能是九三一

年左右修補經文抄本時所加之繪圖。96 此金泥手繪《法華經》扉畫，或許也來自杭

州或其周邊。97 現藏日本奈良談山神社的十二世紀高麗金泥《法華經》扉畫，98 上

緣也有類似的弧形簾幕邊飾。99

（二）來自繪畫的養分：「牧歸籬舍」

北宋杭州殘卷《法華經》版畫亦反映其吸取自繪畫的養分。其中最生動的一個

例子，乃為一○六九年晏家版卷三左下角描繪「牧歸籬舍」的圖式（圖 16、18）。 此

景由左下角斜向畫一籬舍，籬笆內屋簷下的矮桌上還置有器皿。籬舍外有樹、草圍

繞。二農夫立於門前，穿蓑衣，手荷鋤頭。屋外右上方，有另一戴帽的牧童騎在牛

上。目前所見出版的圖版稍有不清，但因同一景也被忠實地抄繪於故宮明代金泥繪

本卷三（圖 17、19，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100 藉由與此明代金泥本的相互對

照，將有助於對宋本細節的判斷。

此「牧歸籬舍」之景所呼應的佛經主題，乃出自《法華經》卷三〈藥草喻

品〉， 將佛法比喻為雨、雲，滋潤眾生。於是「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及「百穀

95.　 圖版見林柏亭編 ，《大觀：宋版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圖22。有關雷峰塔

發現的《陀羅尼經》小卷版畫，及在紹興、吳興等地所見的吳越時期相關版畫之研究，見 Sören 

Edgren, “Printed Dharani-Sutra of A.D. 956”; 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33-36；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p. 137-142.

96.　 圖版見蘇州博物館 ，《虎丘雲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頁162-163。

關於此經修補的記錄及分析，見許鳴岐 ，〈瑞光塔古經紙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11期，頁

34-35。關於現存同一套另一卷的扉繪圖版，發表於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 ，《中國繪畫全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第1冊，頁145，圖122；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 151. 以簾幕作為繪畫上緣邊框的設計母題，亦見於早期到中古

時期的墓室及石窟寺壁畫，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pp. 202-206.

97.　 與此同捨於瑞光塔的一○○一年陀羅尼圖咒，題記顯示是由趙宗霸開版於杭州，見蘇州博物館，

《虎丘雲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 頁156-157。

98.　 圖版見 Julia Meech-Pekarik and Pratapaditya Pal, Buddhist Book Illuminations (New York: Ravi 

Kumar Publisher, 1988), pp. 262-263;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 143.

99.　 雖然簾幕的裝飾風在版畫上只在與杭州有關的扉繪出現，但是中國墓室藝術自漢代就有以簾幕作

為畫面上方的框飾，參考 Shih-shan Sus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endnote 91, p. 389.

100.   見葛婉章等編 ，《妙法蓮華經圖錄》， 頁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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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稼」， 只要「雨之所潤，無不豐足」，「一雨所及，皆得鮮澤」。101 圖中的農夫、牧

童著蓑衣、戴帽，就隱喻著天降「法雨」的場景，而背景中的草木，則指一切被法

雨滋潤的「叢林及諸藥草」。

101.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19c。比較盛唐敦煌莫高窟第二三窟北壁

對此故事的描繪：天空烏雲下畫雨絲及雨點，左邊一戴笠農人尾隨耕牛，右邊另一戴笠農夫二

肩扛物，立於農田外，見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7　法華經畫卷》， 頁75，圖65。又中

唐敦煌莫高窟第一五九窟南壁的描繪則較簡略，見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7　法華經畫

卷》， 頁99，圖90。

圖 18　 北宋 ，《法華經》第三卷扉畫局部（1069

年，杭州晏氏刊本）

圖 19　 明  ，《法華經》第三卷扉畫局部（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明 ，《法華經》第三卷扉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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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類似的「牧歸籬舍」

之雨中景致，也出現在十世紀傳董

源（約活動於930-960）的〈溪岸圖〉

（圖 20，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102 

唯〈溪岸圖〉對此主題的處理更為細

膩。首先，籬舍外有二穿蓑衣、戴雨

帽的農夫歸來，其中一人騎在水牛

上，另一引領在前的行者則背上荷

物。其次，此畫裡的籬舍比版畫中的

講究，除了大門外的籬笆外，進門後

還有第二層籬笆，且這兩層籬笆的編

織紋路還有所不同。過了這第二層籬

笆之後，才看到有一貌似端著盤子的人物行走於屋簷下。這一「牧歸籬舍」的場

景，另有延伸，與緊接著在其左下方的水亭人物，在全畫中形成一片極富敘事細節

的中景山水。石守謙認為，這些敘事母題，都在描繪高士隱居山林，反映了南唐江

南地區善於表現「江山高隱」之畫意的古畫風氣。103

從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  ，〈藥草喻品〉版畫與〈溪岸圖〉中所表現「江山高

隱」的敘事山水，雖然使用了共同的子模，卻透過與畫面上其他情節、母題的搭

配，而構成了敘事內容完全不同的圖畫。類似的「籬舍」母題，也出現在其他北宋

時期與田園歸隱主題有關的繪畫上，如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藏北

宋時期傳李公麟的〈歸去來辭圖〉第四段，104 似乎反映了此類母題已成為畫者重複

使用的格套，而這些格套很可能透過設計版畫草圖的人轉移到版畫的製作上。從這

個角度看來，宋代版畫也許保留了早期繪畫史中某些已被遺忘的記憶，值得跟繪畫

一併研究，以補充畫史的不足。

102.　 全圖見石守謙  ，《從風格到畫意  ── 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頁95，圖27；相關研究，見同書頁89-118。

103.　 石守謙 ，《從風格到畫意 ── 反思中國美術史》， 頁108-110。有關〈溪岸圖〉的討論，參見

Maxwell K. Hearn and Wen C. Fong, Along the Riverbank: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104.　 圖版見 http://www.asia.si.edu/SongYuan/F1919.119/F1919.119.asp, Section 4（擷取時間：2013

年3月30日8時35分）。 此段敘事畫描繪一家人坐在屋下和樂的情景，左邊籬笆門外則另有牛馬

人物。圖中的情節似乎呼應了題文的內容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

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

圖 20　 （傳）五代，董源 ，〈溪岸圖〉局部（紐約：大

都會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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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擊鼓、洛神圖、漢畫像石

一○六○年錢家刻印的《法華經》卷四扉畫的左

上部分，出現一擊鼓的母題，或許也反映了另外一個來

自古代傳統的圖畫性子模（圖 15、21）。 此母題呼應了

《法華經》卷三〈提婆達多品〉，105 描述佛在過去世為王

時，因「發願求於無上菩提」佛法，乃「捐捨國位，委

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 。」106 版畫中只取其「擊鼓

宣令」一語，描繪一男持鼓槌轉身作即將擊鼓之狀。此

男身著褲裝，應為國王的侍者。而另一位側立於鼓之右

方、衣長袍的男子，則為國王。類似的子模被應用在故

宮藏明代金泥《法華經》扉繪中，107 也出現

在福井羽賀寺藏、款記一三二五年的高麗金

泥《法華經》扉繪中。108《法華經》裡的擊

鼓形象，都從側面描繪一鼓架於一立架上，

而擊鼓者則站在左方。 109 這使人想起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傳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的一

個擊鼓形象，描繪曹植〈洛神賦〉文中所言

的河伯「馮夷鳴鼓」之狀（圖 22，北京，故

宮博物院藏）。110 故宮〈洛神賦圖〉為徽宗

（1100-1125在位）朝的摹本，年代大概在

十二世紀初。111 但此摹本的圖象根據，或許

105.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34b-35c。

106.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34b-c。

107.　 見葛婉章等編 ，《妙法蓮華經圖錄》， 頁46、88。

108.　 奈良國立博物館 ，《東アジアの佛たち》（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1996）， 頁213，圖209。

109.　 可比較敦煌十世紀《降魔變文畫卷》（P. 4524）裡重複出現的擊鼓母題；其中所繪之鼓吊在

鼓架上的裝置就和杭州版畫裡的形式不一樣；見 Nathalie Monnet, Chine: l’empire du trait: 

calligraphies et dessins du Ve au XIXe siècle, p. 123.

110.　 曹植 ，〈洛神賦〉， 見蕭統 ，《文選》卷一九，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第2冊，頁900 。〈洛神賦圖〉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 ，《中國繪

畫全集》， 第1冊，頁43，圖37。有關〈洛神賦圖〉之研究，見陳葆真 ，〈傳世《洛神賦》故事

畫的表現類型與風格系譜〉； 與《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 石守謙 ，〈洛神賦圖：一個傳統

的形塑與發展〉。 此擊鼓的母題在清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卷〉出現在陸地上，彩圖見石守謙 ，

《從風格到畫意 ── 反思中國美術史》， 頁87，圖22。

111.　 石守謙 ，〈洛神賦圖：一個傳統的形塑與發展〉， 頁58-59。

圖 22  （傳）東晉，顧愷之 ，〈洛神賦圖〉局

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北宋 ，《法華經》第四卷

扉畫局部（1060年，杭

州錢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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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到中古早期的顧愷之時

代。出土於四川彭縣的東漢畫

像石（圖  23），112 將這個溯古

之旅拉回更早的上古。其著長

袍寬袖、戴禮帽、手執鼓槌的

男子，站在一屋外由鼓架立起

的大鼓左側，作擊鼓狀。就其

構圖及造型而言，或許可作為

〈洛神賦圖〉裡擊鼓形象的先

例。擊鼓母題在漢代畫像石的流行，泛見於四川、河南、山東等不同地區，反映了

鼓樂與鼓舞在古代音樂儀式的重要地位。113 此擊鼓形象尚可上追戰國時代，如河南

輝縣琉璃閣一號墓出土之青銅樽，就有一鑄在樽上極細微的擊鼓圖象與此一系列的

擊鼓形象相似（圖 2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114 據龔詩文的研究，

此太鼓的母題乃表現宗廟祭祀的一部分，周圍的其他母題還包括舞蹈、磬鐘之表演、

以及婦人炊鼎等。115

漢代到魏晉時期的畫像磚工藝，標示了

中國早期將圖畫性子模運用到大量複製圖象

的重要時期。116 這個媒介轉化的過程也保存

了更古老的圖象，如戰國的擊鼓母題。畫像

磚的製造，需要畫工、雕刻木工、磚瓦工的

合作。其利用模塑的方法，製作出具有圖畫

形象的陶磚，主要步驟包括在陶製模板上

112.　 見王朝聞編 ，《中國美術史》（濟南：齊魯出版社，2000）， 第3冊，圖19。

113.　 有關河南地區的建鼓母題，見姚曉琴 ，〈鼓在漢代音樂中的地位與作用〉，《藝術百家》2007年第

6期，頁219；曾昭燏 ，《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周到、

呂品 ，《河南漢代畫像磚》（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有關山東畫像石中建鼓的圖

例，見陳四海、衛雪怡 ，〈畫像石中的建鼓〉，《尋根》2006年第1期，頁34-35。

114.　 圖版見龔詩文 ，〈戰國時代の青銅器に表された山岳狩獵圖：自然風景と祭祀活動の圖象表現に

注目して〉，《待兼山論叢》37.12（2003）： 23。

115.　 筆者感謝龔教授惠賜寶貴資料。擊鼓的母題，又可見曾侯乙墓出土鴨形漆器上漆繪眾鬼神擊

鼓，但其描繪的形象與此文所討論的擊鼓形象並不相同。圖版見 Jenny F. So, ed., Music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2000), p. 21. 筆者感謝曾藍瑩教授提供

寶貴資料。

116.　 曾藍瑩 ，〈作坊、格套與地域子傳統：從山東安丘董家莊漢墓的製作痕跡談起〉。

圖 24　 戰國，青銅樽紋樣（1936年河南省輝縣

琉璃閣一號墓出土，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3　 東漢 ，〈擊鼓〉畫像石局部（四川彭縣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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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描畫稿、依稿雕刻圖象於模板上、以此刻好的模板拍印或按印到半乾的空心磚上

等，有些最後還會再以手繪上色。有時同一塊模板，還會被工匠反覆使用，導致同

一圖象在同套畫像磚裡多次出現。雖然媒材不同，但這種種技巧和步驟，都與唐宋

時期所發展的版畫藝術之製作觀念相通。由此看來，早期畫像石裡可能已被重複使

用的擊鼓圖象，後來會出現在宋代佛教版畫上，也是很自然的事。這點也反映了中

國藝術史的發展，雖從漢晉到唐宋經歷了不同的「轉折期」， 但其中仍有一脈相傳

的因子，是不容忽略的。而託名顧愷之的千古名畫〈洛神賦圖〉中，竟出現了古代

墓葬工藝裡的子模，則再次說明了「古樣」對中國藝術創作的重要，是超越媒介、

畫科、主題與製作者身份的。

三、區域比較與交流

出土資料顯示，宋代杭州版畫的流通及傳播遍及鄰國，尤其是西夏。過去學者

們對宋夏交流已做過不少研究。西夏王朝乃為党項人在十一到十三世紀初在今寧夏

銀川市為中心所建立的政權，境內同時有党項、漢、吐蕃、回鶻、契丹、女真、韃

靼等多民族。在夏國建國的最初四十多年間，亦即一○三○年至一○七○年左右，

曾六次向北宋購買佛經。通常西夏入貢七十匹馬，可抵在宋印造一部《大藏經》的

紙墨工本費。而在西夏本地，王室也群集僧侶以西夏文進行佛經的翻譯及編輯。不

僅翻印漢文《大藏經》， 到了元代，也有《西夏文大藏經》之問世。117 西夏王室對

佛教扉畫的贊助，則彰顯在黑水城出土超過一百件的西夏佛教版畫中。118 與遼代王

室崇奉佛法、大量刻經但卻沒有太多扉畫留存相比，西夏刻經則相對地顯示了贊助

117.　 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194；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32；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 152. 西夏六次向宋代求藏經的年代分別為一○三

○、一○三五、一○五五、一○五八、一○六二、一○七三年；相關研究見樊麗沙、楊富學 ，

〈西夏境內的漢僧及其地位〉，《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1期，頁122-134；白濱 ，〈西夏雕版印

刷初探〉，《文獻》1996年第4期，頁163-177。關於西夏佛教史的專著，見史金波 ，《西夏佛教

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西夏文物綜論之代表作，見史金波等 ，《西夏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 ，《西夏美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

118.　 有關西夏佛教版畫的研究，目前較全面的整理，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有關現存西夏版畫數量的統計，見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

《西夏美術史》， 頁57-58。另有關《金光明經》版畫的研究，見胡進衫 ，〈西夏文刊本《金光明

最勝王經》的兩幅扉畫〉，《法光學壇》6（2002）： 11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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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扉畫製作的高度興趣及重

視。

值得注意的是，黑水城

出土的一件〈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扉畫，畫首有「杭州晏

家重開大字觀音」等字樣（圖

25，聖彼得堡，俄國國家圖書

館藏），119 乃為北宋杭州晏家

之《法華經》產品，120 為北宋

杭州地區與西夏交流留下寶貴

的實證。由於〈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所推崇的觀音信仰廣受歡迎，此品也常被印製成單品流傳。黑水城出土的晏

家版畫，很可能就是伴隨這類單品刻經的扉畫。全幅採中心式構圖，以觀音菩薩坐

像為中心，向左右兩側山水場景中展開各種觀音靈驗的示現故事。121 如畫面的右上

角，描繪雷雨襲路人的景象。上空的雷神擊連鼓，雷神左邊殘破處則隱約可見一電

神雙手執二鏡射出電光。雷神的右側，有一袋口或壺口朝下之物，象徵裝滿雨水的

瓶罐或袋子，表示這些雷部眾神正在播雨，威脅了下面的二旅人。這一幕景象，是

在敘述即使面臨「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的險境，只要「念彼觀音力，應時得

消散」。122 連接此景的右側中景部分，繪二男子驚見地上一蛇和一蠍。這裡是在說

明如果遇到「蚖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燃」， 只要「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123 又

如全圖左上方，描繪一男子站在懸崖上往下望，即呼應了經文裡提到將人從須彌峰

推墜的惡人。124 緊接著懸崖的平地上，有二男子為二虎所懼，無疑在描繪經文中所

提「若惡獸圍遶，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125 總的來說，此扉畫

119.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4冊，圖TK167。

120.　 此圖似乎與山東佛塔出土之《法華經》序之扉畫左下角出現的一個細節相似。見宿白 ，《唐宋時

期的雕版印刷》， 頁145，圖32。

121.　 有關此圖的細節導讀，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p. 153-154. 以觀音像為中心、敘事情節畫於左右側的向心式經變圖，可參考中唐敦煌莫高

窟第一一二窟窟門北側之觀音經變圖。見賀世哲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7　法華經畫卷》， 圖

100，頁105。

122.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58a。

123.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58a。

124.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見《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

藏》， 第9冊，第262號，頁57c。

125.   《妙法蓮華經》， 收入《大正藏》， 第9冊，第262號，頁58a。

圖 25　 北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扉畫（黑水城出土，聖彼得

堡：俄國國家圖書館藏，TK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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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似乎與另一出土於山東佛塔、紀年一○六九年的晏家《法華經》序品之扉

畫左下角所出現的一個細節相似，126 應為晏家之作無誤，製作年代或許可定為一○

六九年左右。

（一）西夏與宋、金的比較

觀音信仰在夏國的盛行，不僅反映在來自杭州晏家的出版品，也體現在其他黑水

城出土的西夏版畫。黑水城出土了六件〈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單品刻經的版畫，127 如

這裡所舉的精品（圖 26，聖彼得堡，東方研究中心藏，TK90）， 展現西夏對「水月

觀音」圖象的愛好，128 使成為主尊圖象出現在扉畫的最右側。觀音臨水坐於一岩石

上，旁有一插著柳條的淨瓶。此版畫的中間部分，以山石樹木隔開，在畫面的最左

上方，有一雷神和一電母，以及撐傘的旅人。129

126.　 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圖32，頁145。

127.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華經版畫，共計九幅（TK1、TK2、TK3、TK4、TK9、TK11、TK15、

TK90、TK91）； 另外，還有六件〈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單品刻經的版畫（TK93、TK94、

TK95、TK96、TK113、TK138）。 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 54 (footnote 2).

128.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2冊，圖TK90。水月觀音在中國十世紀左右開

始流行，見 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 vara, pp. 233-262.

129.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59-60. 西夏觀音扉畫的多樣性，

圖 26　 西夏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扉畫（聖彼得堡：東方研究中心藏，TK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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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觀音的圖象廣泛地流傳在此

時期的佛教版畫，風行各地，不止是西

夏，也存在於極少數現存的金代佛教版

畫中。一九八六年在美國紐奧良美術館

（New Orleans Museum of Art）收入

的一件金代木雕菩薩像內，發現了紀年

一一七三年的金代《高王觀世音經》， 其

扉畫就是一正面的水月觀音像（圖  27，

紐奧良美術館藏）。130 觀音的坐姿、服

裝，與西夏的水月觀音版畫類似，且在

此版畫的左下方，也出現一位供養人。

據報導，此金代版畫乃與山西有關，因

為題記言及此刻經乃為山西趙城（洪桐

縣）官員及其妻所造。而這件木雕菩薩像

方圓厚重的造型，與十二世紀末平陽、大

寧、蒲州等晉南地區的佛教木雕造型非常

相近，應也是出於晉南地區的雕塑。131 總結而論，或許此《高王觀世音經》扉畫是少

數留存下來的金代山西佛教版畫，為平陽地區所刻。132

還反映在另一個子模裡，如藏於俄國、編號 hb no. 940之版畫，省略了所有的敘事細節，在構

圖中心刻繪跨坐的觀音，被一大圓型的背光籠罩在海面上，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fig. 2.24. 這個圖式至少用於兩幅專門為《法華經》第二十五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刻印之扉畫。

130.　 此雕像的編號為 “New Orleans Museum of Art, Gift of Mr. Jun Tsei Tai 85.209.3.” 同時發現的金

代佛教扉畫還有一《佛說生天經》扉畫（Jun Tsei Tai gift, 85.209 1-4）， 描繪地藏菩薩造訪地

獄門口，見 Donald Wood, “75th Anniversary Gift: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Bodhisattva,” Arts 

Quarterly 8.4 (1986): 19-21;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49, 

202.

131.　 加拿大溫哥華皇家博物館有兩件紀年為金代一一九五年平陽府洪桐縣的木雕；有關晉南金、元

雕塑，見 William C. White, Chinese Temple Fresco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40), 

pp. 39-48, 59-70; Osvald Siré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Sculpture (London: Ernest Benn, 

1930), p. 64, pls. 110-114; Laurence Sickman, “Notes on Later Chinese Buddhist Art,” Parnassus 

11.4 (1939): 12-17; 黃士珊 ，〈從永樂宮壁畫談元代晉南職業畫坊的壁畫製作〉， 頁65-66，圖

2.58-2.60。

132.　 Donald Wood, “75th Anniversary Gift: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Bodhisattva.” 另一金代佛教

版畫乃為多幅一式的《說法圖》扉畫，出於山西平陽地區雕刻的《趙城金藏》及單刻本《法

圖 27　 金  ，〈高王觀世音經〉扉畫（1173年，紐

奧良美術館藏，Gift of Mr. Jun Tsei Tai 

85.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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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佛教版畫與北宋杭州版畫的關

聯，還可從另一些版畫的細節中判斷出

來。如前述屬於北宋杭州特有的地方裝飾

風格 ── 背光後的棕櫚樹葉叢（圖 15、

16）── 也出現在西夏文版的《孔雀明

王經》（TANG 61）扉畫中。133 另外，

一套紀年一一四六、由西夏皇室贊助的

七卷本《法華經》刻經，其中的卷三與

卷四扉畫與之前討論過的杭州錢、晏兩

家版畫所取之佛經譬喻故事及圖繪母題

相似。134 以卷三為例（圖 28，聖彼得堡，東方研究中心藏，TK3）， 其中主要的敘

事母題都在晏家一○六九年的《法華經》卷三扉畫中出現過（圖 16）， 尤其是左下

角的斜角籬舍和門前的二農夫，就是之前所討論的〈藥草喻品〉中所使用的「牧

歸籬舍」格套（圖 18）， 只是在這裡卻被處理得很簡略，不但籬笆的質感沒有宋本

的複雜細膩，原來的牧童及水牛也一併省略，而且整體構圖顯得非常零散，並且

沒有任何背景的交代，只看到單獨的母題零散地漂浮在畫面上。另外，出現在晏

家本中景部分的一法師在高臺上說法的形象（圖 16）， 在西夏本裡也被擁擠地安排

在籬舍的上方。與此卷類似的品質與母題異同問題，可見於西夏卷四（TK4）與

錢家一○六○年卷四扉畫的比較。135 卷首題記有「奉天顯道」等字樣，乃為夏仁

宗（1139-1193在位）尊號，卷七的發願文有一一四六刻版之紀年，也錄了「清信

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雕字僧姓名，記其「日費飲食

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一切，同欲受持」， 並有紀年為一一四六

華經》， 年代為十二世紀中期到晚期 。《趙城金藏》乃為一一四八（或1149）年至一一七八年間

由山西民女崔法珍在山西、陝西等地斷臂化緣募款而刻成。由於此經乃在一九九三年山西趙

城（今洪桐）廣勝寺為學者發現，故稱之為《趙城金藏》。 目前多幅《趙城金藏》《說法圖》扉

畫，散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山西博物院、上海圖書館等地。學界認為《趙城金藏》的雕印，

應為平陽雕版中心所刻的「平水版」； 見張德光 ，〈關於趙城《金藏》研考中幾個問題的商榷〉，

《文物世界》2006年第1期，頁33-37；何梅 ，〈《趙城金藏》的幾個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8年第3期，頁30-35。

133.　 全圖見 Mikhail Piotrov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p. 269.

134.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1冊，頁270，圖TK3、TK4。

135.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61, 206.

圖 28　 西夏 ，《法華經》第三卷扉畫（聖彼得堡：

東方研究中心藏，T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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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刻。 136 由此判斷，此套《法華經》版畫乃製作於十二世紀中期，為西夏王室贊

助、以北宋杭州版畫為範本所作的漢式版畫，但其刻畫的技巧卻遠比杭州版畫粗

簡。

不過，西夏版畫的發展，橫跨南、北宋，其中也有較為成熟精細的作品，如

一一八九年所大量刊印一式雙語版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扉畫（圖 29，聖

彼得堡，東方研究中心藏，Hhb78及TK58）， 版畫內容一致，但榜題和所附經文分漢

文、西夏文兩種版本。其複雜細密的建築圖象，頗有發揚宋代界畫傳統的氣魄。137 

然而扉畫右端主尊佛像的異國臉相及細緻的腰身，則來自吐蕃、尼泊爾的藏式佛像

風格。138 此版畫製作的背景，乃夏仁宗慶祝登基五十周年，於九月十五日「恭請宗

136.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1冊，圖TK11。此經發願文之釋文，亦見史

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255。王善惠乃寧夏銀川附近周家寺的刻字僧，為漢人，見仁宗天

盛十三年（1161）刊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題記中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

惠」。 關於王善惠的相關研究，見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148；徐庄 ，〈略談西夏雕版印刷

在中國出版史中的地位〉，《寧夏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頁73-78；樊麗沙、楊富學 ，〈西夏境

內的漢僧及其地位〉；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148。關於其他西夏僧人的相關研究，包括

其數量、民族成分、帝師、管理僧侶的機構等，見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135-154。

137.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142-148.

圖 29　 西夏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扉畫局部（1189年，聖彼得堡：東方研究中心藏，Hh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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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國師、淨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禪法師、僧眾等」党項、吐蕃、漢各族國師在西

夏首都的皇家寺院大度民寺舉行「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 除了讀經、施食、

放生，濟貧外，仁宗並「散施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139 整

體而言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扉畫生動地反映了西夏強調多元雜糅的版畫

本色。縱使西夏佛教版畫漢、藏二式共存，但必須指出的是，現存版畫中來自宋代

的漢式因素仍居多數，反映了西夏對中國繪畫及版畫傳統的受容。140

138.　 有關西夏版畫及卷軸畫中的藏式（或吐蕃）風格，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123-148; 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 ，《西夏美術史》， 頁51-

55、71-74。

139.　 此引言出自漢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K58之發願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

藏黑水城文獻》， 第1冊，TK58。相關研究見樊麗沙、楊富學 ，〈西夏境內的漢僧及其地位〉， 頁

132。學者認為大度民寺可能與寧夏銀川高台寺遺址有關，見聶鴻音 ，〈大度民寺考〉，《民族研

究》2003年第4期，頁 94-110。有關高台寺的史料記載，見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112。

140.　 西夏版畫裡還有其他的例子，反映了與南宋版畫之關聯。這部分將留待未來繼續探討。關於

一些初步的比較，請參考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82-

87;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 150. 有關西夏阿彌陀圖象與中國傳統的比較研究，見李玉珉 ，〈黑

水城出土西夏彌陀畫初探〉，《故宮學術季刊》13.4（199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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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遼代的佛教版畫

十到十二世紀佛教出版事業的發展，除了北宋與西夏之外，遼也扮演了極為

積極的角色。如本文第一部分即介紹了應縣佛塔發現的單張式〈藥師琉璃光佛〉版

畫 （圖 2）。 應縣木塔另有其他幾件在版畫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單張式印畫作品。其

中一幅〈熾盛光九曜圖〉木刻版畫，乃目前發現早期最大的立幅版畫。141 它也是

在「木刻白麻紙，雕版印刷後，再著顏色 。」142 另外三幅大型多色絹本〈釋迦說法

相〉版畫，接近正方形。其技法特別，學者認為是「絲漏印刷，似是兩套版印刷，

先漏印紅色，後漏印藍色，至於字地上的黃色，則是用筆刷染的 。」143

從印刷書籍交流的角度來看，遼常從北宋輸入書籍，以致蘇轍（1039-1112）

使契丹時曾嘆北宋民間所開版印行之文字 ，「北界無所不有」。144 而本文提到北宋太

宗時期所刊刻完成的《開寶藏》， 除了曾贈與鄰國高麗，也曾贈送給契丹。145 遼國

本身極具規模的佛教印經，可以十一世紀末應縣佛宮寺木塔第四層佛臟所出的雕

版 《契丹藏》及房山雲居寺石經為代表。146 然而，與西夏刻經不同的是，遼代刻經

141.　 圖版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彩圖12。相關研究，見馮

鵬生 ，〈淺談遼代雕版印刷獨幅佛畫 ──《熾盛光九曜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3年第

1期，頁13-15。有關宋、西夏各地不同的熾盛光佛版畫，可比較及北宋九七二年奈良上之坊藏

〈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扉畫、蘇州瑞光塔出土一○○五年單張式梵文本〈大

隨求陀羅尼〉經咒、及西夏十一世紀絹畫（X-2424）、 西夏單張式〈大威德熾盛光消災吉祥陀

羅尼〉（俄1390）。 關於中、日熾盛光佛圖象的研究，見賴依縵在本論文集的研究；蘇佳瑩 ，〈日

本熾盛光佛圖象作品研究〉，《美術學報》4（2011）： 67-126。

142.　 見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170。張秀民所載畫心尺寸（一二○乘以四五公分）與圖錄

所發表的尺寸（九四點六乘以五○公分）不同（比較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

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64）， 待考。

143.　 見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170-171。圖版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彩圖15-17。

144.　 蘇轍 ，《欒城集》卷四一，收入紀昀等總纂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112冊，頁487；張秀

民 ，《中國印刷史》， 上冊，頁162-163。

145.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頁71。

146.　 中國佛教協會 ，《房山石經：遼金刻經》（北京：中國佛教圖書文物舘，1986-）； 羅炤 ，〈《契丹

藏》的雕印年代〉，《中國歷史博物館舘刊》1983年第1期，頁15-17；羅炤 ，〈再談「契丹藏」

的雕印年代〉，《文物》1988年第6期，頁73-81；陳燕珠 ，《房山石經中遼末與金代刻經之研究》

（臺北：覺苑出版社，1995）； Lothar Ledderose, “Changing the Audience: A Pivotal Period in the 

Great Sutra Carving Project at the Cloud Dwelling Monastery near Beijing,”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 1: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pp. 385-409. 另有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河北豐潤縣天宮寺塔的佛經，共分卷軸裝及

蝴蝶裝兩式，其中有少數有扉頁版畫。相關報導見陳國瑩 ，〈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的重

要遼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頁78-91；朱子方 ，〈《豐潤天宮寺塔保護工程及發現

的重要遼代文物》一文讀後記〉，《文物春秋》1991年第2期，頁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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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文字為主，其中很少部分是附有

版畫的，且有同一版畫樣式用來作為

兩部不同刻經的扉畫之例子，如皆蓋

有「神坡雲泉院」收藏印的《大法炬陀

羅尼經》卷一三（圖  30，山西省博物

館藏）及《中阿含經》卷三六這兩幅

扉畫，即出自同一雕版。147

從現存有限的遼代扉畫材料看

來，遼代木刻扉畫似乎與北宋杭州扉

畫沒有太多的交融。這可以應縣木塔

中之《妙法蓮華經》扉畫為例（圖

31、32，山西省博物館藏）。 首先，

其八卷一套的經文分卷格式就與北宋

流行的七卷一套之格式不同。現存扉

畫只有四幅完整的和一小片殘餘的部分，分別來自不同的四套（甲、乙、丙、丁四

套）《妙法蓮華經》刻經中。148 不同的題記指出這些作品可能與燕京有關。甲套卷

四右上角有關於刻工的重要牌記，標明「燕京雕曆日趙守俊并長男次弟同雕記錄」

等字樣（圖 31）， 顯示了這是當時在燕京刻製的版畫。149 其中漢族刻工趙守俊的名

字也出現在另一刻於一○○三年的《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女》卷尾題記。150 此外，

在丙套卷四（無扉畫）卷尾的題記中，還提到「燕京檀州街顯忠坊門南頰住馮家印

造」云云，說明丙套是住在燕京檀州街的遼國官員馮詔文出資刻印的。151 總的來

147.　 如皆蓋有神坡雲泉院收藏印的《大法炬陀羅尼經》卷一三及《中阿含經》卷三六扉畫；圖版

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39、52；Jean-Pierre Drège, 

“De l’icône à l’anecdote: les frontispices imprimé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 Song (960-1278),” p. 

46. Anne Saliceti-Collins 認為這個版畫樣式影響到西夏的《華嚴經》版畫（TK142）， 見 Anne 

Saliceti-Collins, “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 A Case Study of 

Transculturation in East Asia, Elev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pp. 119, 246.

148.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圖錄將此四套分別標為甲、乙、丙、丁四套。有完整扉畫留存的為甲套

卷四、乙套卷三及卷八、丙套卷八共四幅。其中乙套和丙套之卷八扉畫內容雖同但卻出自不同

刻版；丁套卷四的扉畫只殘留左緣一小部分，但是左下角因有刻工姓名，亦為難得。圖版見山

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109、116、141、170、173。

149.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32（第十八項說明）。

150.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27（第六項說明）。

151.　 有關此題記，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合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頁33；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第1冊，頁164-165。

圖 30　 遼 ，《大法炬陀羅尼經》第十三卷扉畫（山西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出土，太原：山西省博物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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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或許可以推測這四套《妙法蓮華經》大約為燕京刻工刻於十一世紀上半遼聖宗

時期（972-1031）， 於一○一○年至一○二五年間封入應縣木塔佛臟。

不但經文分卷的格式不同，遼代燕京出產的《妙法蓮華經》在版畫風格的表現

上也與北宋杭州錢、晏兩家本非常不同。總的來說，這些遼代版畫最大的特色乃在

於山水母題的大量出現。以甲套卷四為例（圖 31）， 其左上角部分大面積的山水構

圖，尤其醒目，為宋杭州版畫所無。不論是重複平行的垂直線條所勾勒出的高山，

或是高聳山崖上長出細長樹木的平臺，與遼寧葉茂臺遼墓出土的〈深山棋會〉畫軸

（瀋陽，遼寧省博物館藏）有類似之處。152 而這些特徵，再加上其中許多小塊片岩

堆疊的作法，也都與兩本現存的《御製秘藏詮》以山水為主題的版畫相似（圖 5、

圖 31　 遼 ，《妙法蓮華經》甲套第四卷扉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出土，太原：山西省博物館藏）

圖 32　遼 ，《妙法蓮華經》乙套第三卷扉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出土，太原：山西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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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關於〈深山棋會〉的研究，可參考 James Cahill, Three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 

(Lawrence: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8), pp. 44-45; 李清泉 ，《宣化遼

墓：墓葬藝術與遼代社會》， 頁203-212。

153.　 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17；蘇州博物館 ，〈江陰北宋瑞昌

縣君孫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頁28-35；胡進衫 ，〈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勝王

經》的兩幅扉畫〉， 頁138、147。

154.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 ，《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1冊，TK18。

155.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 146.

6）。 又如乙套卷三扉畫的中央部分（圖 32）， 以二條狀山岩交織成斜角V字形巧妙

地隔開右側的說法圖及左側的敘事畫面。這種以山石來分隔扉畫畫面的手法，只在

這時期少數的版畫中看到，如於江蘇江陰縣孫四娘子墓出土的端拱元年（989）《金

光明經》扉畫，153 又如稍晚的西夏一一八九年《金剛經》（TK18）。154 然而孫四娘

墓版畫的山水結構顯得很細碎，沒有遼代版畫中反映的北方山水風格。而西夏《金

剛經》裡側面的矮石、矮樹，以及較似皴法的短碎線刻，似乎已含有南宋山水樣式

的因素。

再從敘事細節的描述來看，遼代的《妙法蓮華經》版畫也與北宋杭州本不同。

這可以從兩者對〈藥草喻品〉的處理來檢討。本文第二部分已討論過晏家版畫以

「牧歸籬舍」來表現〈藥草喻品〉裡描述的法雨滋潤萬物（圖 16、18）。 這個故事

在遼本乙套卷三裡，只以雷神擊連鼓、龍行在天、以及雲下方的樹木、花草來表示

（圖 32），155 完全沒有「牧歸籬舍」屋舍、人物及動物的細節。

結語

十至十二世紀的中國進入了印刷品蓬勃發展的時代。木刻版畫成為唐宋轉折期

間視覺文化史上極為新穎的現象，而此時期佛教類的版畫更在現有木刻版畫中占有

很大的分量，不容忽視。若有系統地整理十世紀到十二世紀敦煌、吳越、北宋、西

夏、遼、金等現存的佛教版畫，其可觀的圖象資料庫將為藝術史、文化史、宗教史

研究提供新的資源。版畫與石窟、寺觀、墓葬等壁畫的最大不同，在於其複製及傳

播的方便性。這些特點，也使版畫成為研究此時期多元文化交流的最佳材料。

本文提出以媒介轉化及子模設計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佛教版畫，將版畫之變視

為視覺文化史中的一環，配合當時多元文化的歷史背景探討視覺文化在不同時空中

的傳承與轉換。關於媒介轉化，本文主要以實例的比對證明佛教版畫與繪畫或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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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圖象的關聯。在轉化繪畫性圖象的過程中，木刻的特質對圖象的塑造又起了什麼

作用？與其他媒介的異同又如何？這些問題，則是未來必須繼續探討的。以子模的

角度來研究佛教版畫，不僅呼應過去學者們對中國藝術史裡粉本、格套之使用的關

注，更希望能積極地追索這些子模跨媒介、跨主題以及跨年代、跨區域的轉換過

程，以檢討製作者如何將這些子模運用於不同的作品。由本文分析的例子可知，佛

教版畫的圖象不一定與所附的經文有直接關係，而即使與經文相關的敘事描繪，也

常運用已標準化之母題或格套。然而這種使用子模的態度，並非一味消極地抄襲，

而有積極創造的因素。可以想像，製作版畫的人，在先了解其所要製作的版畫主題

後，從其有限的圖畫格套中找尋適合表現某主題的子模，再將這些子模融入大主

題裡。這樣的理解，有別於以往將使用粉本、格套視為一味的沿襲舊樣，而賦予了

使用子模的製作者更積極、主動及富於創造性的角色。這種製作佛教圖象的方法，

也可進一步放到佛教在東亞傳播的歷史脈絡來加以評估。佛教扉畫設計者對子模的

使用，不但吸收了古代中國繪畫及工藝傳統的精華，更打破了世俗與宗教藝術的分

界，在某一程度上確有促進佛教藝術圖象在地化、中國化的積極作用。

從視覺及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角度來看，佛教版畫為研究唐宋轉折期的區域文

化發展、多元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從現存的視覺材料看來，版畫的

發展並非以單一地點為中心，而在一開始就呈多中心發展的現象。其中幾個重要的

版畫生產地，包括九世紀的西安、成都、敦煌，十世紀的杭州、開封，以及十一世

紀的杭州、北京、平陽、銀川等。這些區域間的關聯為何，亦是未來值得加以探索

的。初步的研究顯示，杭州地區所產的宋代版畫，與北方地區如北宋開封、遼代北

京的佛教版畫不同，但卻與西夏地區的版畫有所交流。而西夏王國與遼、金、宋、

西藏等地的佛經文化皆有交流，黑水城出土地佛教版畫數量驚人，亟待日後作更深

入的研究。初步看來，西夏佛教版畫中來自宋代杭州地區的因素尤為顯著。這點不

僅反映在北宋杭州與西夏版畫的相似處，亦可從南宋杭州佛教版畫與西夏版畫的對

比中看出。156 佛教版畫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更可延伸到東亞的日、韓地區，唯此時

日、韓地區的佛教版畫作品不多。而與中國版畫最有關聯的，應還算是韓國地區的

佛教版畫及手繪扉畫。157

156.　 關於南宋佛教版畫與西夏版畫的比較，見 Shih-shan Susan Huang, “Early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in Hangzhou,” pp. 153-154, 162;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p. 147, 150, 152.

157.　 Shih-shan Susan Huang,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Construction: The Printing of Lotus Sutra 

Frontispieces in Song China,” pp. 143-14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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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Design in 
Tang-Song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Shih-shan Susan Huang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Rice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blossoming of woodblock print illustration in late Tang, Song, 

Liao, and Xi Xia regimes during the late ni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To date, studies of early 

Buddhist print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mage, and less 

on how the images themselves were derived and transported across vast regions to be adapted 

and transformed by other artisa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way in which multiple sources 

contributed to the stock of imagery used by print artisans, how they standardized visual 

motifs into modules, and how this distilled imagery was transferred geographically. The 

prints studied were produced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centers including Beijing, Dunhuang, 

Hangzhou, Kaifeng, and Yinchuan. Compared to wall paintings in caves, temples, and tombs, 

printed images were portable, mass-produced, and wide-spread, hence an efficient medium 

for spreading these materials across regions well beyond China.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Buddhist printed images had multiple visual sources including other prints, painting, and 

bas-relief tiles, many of which were not Buddhist but secular. It also shows that Buddhist 

illustrated prints wer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 accompanying texts; rather, they were 

composed of motifs adapted from an existing pictorial vocabulary and used in a modular 

fashion by print artisans. In conclusion, this exploration of media transfer and modular design 

evident in Buddhist prints sheds light on the active role played by print artisans. Though 

anonymous, they were decisive in standardizing a repertoire of popular motifs and assembling, 

selecting, and modifying these stock images to create original and coherent com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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