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藝術展示傳播過程中的視覺轉譯 

——以夏荊山文化基金會佛畫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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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藝術，自早期的南亞地域文化基底，至今發展出豐富多元的當代生動面

貌，其過程經歷了漫長的時代變遷和多重地域文化的交融，創造了具有鮮明特質

的宗教藝術體系，並以其重要的比重，豐富著藝術社會的內涵。 

宗教在千百年來智慧與關照的傳續和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其輔以藝術

化的視覺經驗和不知不覺深入人心的展示方式，所共同建立的闡釋和傳播系統，

並依據其內在與外在需求做動態性的延展。爬梳和探討圍繞這個系統外化出的多

重脈絡的規律，及其衍生出的豐富多彩的具象藝術面貌間的關聯，能夠幫助後生

透徹宗教藝術引導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的理念，及其內在持續整理詮釋

與外在不斷闡述轉譯之追求。以策展為途徑，吐納宗教藝術的精神本質，引導受

眾領會知覺轉譯的方式與精神，建立與宗教藝術對話的途徑。 

關鍵字：宗教藝術 展示 傳播 視覺轉譯 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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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藝術展示空間轉譯 

宗教藝術是眾多具有強烈主題性藝術表現載體中，展覽意識最為鮮明、展示

活動最具普遍性的藝術類別，其在藝術史與宗教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皆佔有重要

的地位。 

宗教藝術較為典型的書法、繪畫、雕塑等表現形式，均在展覽展示的過程經

歷了不同程度的視覺轉譯，此中既有視覺藝術在表現形式多樣性和靈活性的發

揮，也充分結合了宗教眾生平等的分享理念。 

在宗教與藝術結合並共同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其所發展和影響的巨大空間

以及時間跨度，成為其藝術視覺形態多樣性發展的根源，亦是其不斷完成轉譯和

升級的優勢條件。 

（一）經卷文字的語言轉譯 

宗教經卷即宗教經典，是宗教意識形態傳續的重要依據和載體。以佛教經文

為例，佛教自古印度（今尼泊爾地區）向東傳播，沿途跨越諸多國家、地區，各

地語言和風俗各異，文化藝術面貌多樣。爲了便於佛教教義的廣泛傳導，吸收信

徒，傳教者於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在各地進行佛教經卷的翻譯活動，使佛教經文

得以豐富。 

中國最早翻譯佛教經卷始於漢魏時期，繁盛於隋唐，延續至宋及以後，在中

國文化意識下延續千年之久，得到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扶持，經文獲得大規模翻

譯，並且經久不衰。 

東漢時期爲了教義推廣，佛經首先依據其傳播的地域空間軌跡，從梵語翻譯

成胡語或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然後再轉譯為以口口相傳為基礎的口語化中文。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漢語言本身的發展和成熟，佛經翻譯的方法縱東漢時

期的轉譯法發展成音譯法和直譯法，同時廣泛吸收梵語的語言特點和風格，並未



發展成符合漢語習慣和中國人語言思維的文字方式。 

盛唐時期佛經翻譯發展至歷史的高潮，許多僧人受朝廷的委任西行求法，繼

而產生了一批如玄奘等的佛經翻譯家。唐太宗李世民還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

廣為傳刻，後由沙門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碑，不僅推動了教義與民眾的傳

播，還促進了書法藝術在唐的進步和發展。爲了便於眾多譯本間的釋讀，此間還

著撰出許多經卷釋解的工具書籍。 

唐貞觀，釋玄應著《一切經音義》（《眾經音義》）25 卷，佛經中感到困

惑之字詞錄出作為詞目，注音訓於下，並廣引字書傳說以證之。所釋凡佛教經律

論四百四十二部。如圖 1-1-1， 

唐真元、元和間沙門釋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100 卷，凡開元錄入藏之經

典二千餘部，一一徧釋，引書幾七百種。如圖 1-1-2， 

   

圖 1-1-1 唐 釋玄應著《一切經音義》；圖 1-1-2 唐 釋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 

北宋佛經翻譯家贊寧整理並指出各個佛經翻譯方法之間的矛盾，開始從學理

與方法論角度系統的歸納和校準經文翻譯。逮至元、明、清，傳播與發展連綿不

絕。 

此後經過歷朝歷代翻譯的發展，與中國傳統語言逐漸融合，由於傳入的時間、

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語言轉譯體系，

即漢傳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C%A0%E4%BD%9B%E6%95%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7%8F%E4%BC%A0%E4%BD%9B%E6%95%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7%8F%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BA%A7%E9%83%A8%E4%BD%9B%E6%95%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88%A9%E8%AF%AD


逐漸趨於方便信眾釋讀和理解的文字表達方式，並在後來的時代中保留了許多詞

彙於漢語言之中，如「刹那」、「瑜伽」、「不可思議」、「世界」、「方便」

等等。 

西方宗教經卷典型代表的聖經，翻譯的歷史很長，自公元 4 世紀末，羅馬帝

國從原始社會變為奴隸社會時期，認識到希臘文化的繁榮，因而開始大規模文學

作品翻譯來豐富自己的文化。1611 年欽定《聖經》英譯本的出現對現代英語的

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義。16 世紀《聖經》被譯為很多國家的語言，翻譯策略多

樣性的情況下，還發展出散文等簡潔優美的形式，直至今日翻譯與研究活動至今

仍在進行。 

由此可見，在東西方各派宗教教義傳播的過程中，經卷等文字性翻譯活動，

是古今中外促進宗教推廣發展，一直沿用並認為行之有效的的方法和途徑。 

（二）聖像尊容的視覺轉譯 

佛教繪畫聖像尊容，雖然由古印度形象為基礎傳播，但在其與各個地域文化

融合的過程中，逐漸受畫師等視覺展覽傳播者主觀意識的影響，發展出多重在地

人物形象的面貌，不僅完成了與信眾的親切互動，還為佛像畫的藝術多樣性發展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早期佛教發源地題材壁畫中，人物形象以均以在地面容特徵為主。例如印度

現存石窟中展覽藝術表現力最為突出、壁畫最豐富的阿旃陀石窟，其中第 1、2、

16、17 窟壁畫大約為 5 世紀末至 6 世紀創作的作品。佛、菩薩尊像等題材的壁畫

陳飾分佈於前廳正壁和廊柱、正廳四壁和列柱等顯著的展示空間位置，窟內兩側

壁畫繪製佛傳和本生圖等，穹頂藻井中裝飾著各種人物、動植物和幾何圖案等。

其中人物形象五觀特徵，是極具印度本土人種特徵，如圖 1-2-1，圖 1-2-2，1 

                                                             
1 劉芳，《公元 1 世紀—13 世紀新疆佛教壁畫人物造型演變——以佛陀、舞者與供養人為中心研

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15.03，頁 6。 



   

圖 1-2-1 阿旃陀第 1 窟<蘇瑪納>印度女性形象；圖 1-2-2 阿旃陀第 2 窟<千佛圖> 

壁畫中尊像面容特徵較為統一，五官立體、濃眉大眼、唇部略厚皆為典型的

印度地區人種特徵，連黝黑膚色的繪製都與觀覽受眾群特徵極為接近。這種人物

形象繪製可能與畫師參考的人物模特形象有關，實則在視覺經驗的角度思考，書

畫作品呈現在地文化基底是不可規避的視覺轉譯規律。 

佛教東傳的歷史旅途，經過燦爛繁盛的古絲綢之路，此時的絲路連接著中國、

印度、埃及、巴比倫等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度，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宗教交流並行不

悖。其中一條南道，由蔥嶺（崑崙山北部）經蝎盤陀到莎車，於公元 1 世紀末，

再傳入于闐（現為新疆和田）、米蘭等地，佛教形象在不同的位置落地生根，並

衍生出具有各自特徵的人物藝術形象。如于闐，魏晉南北朝時期于闐是西域佛教

文化中心，被稱為中原僧人嚮往的「小西天」。據《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

記載：「珈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人。」2  

在于闐的丹丹烏里克佛寺木版畫，由於畫師和工匠對印度笈多時期人物造型

進行了主觀改造，從而更適合在地文化審美需要，因此圖中可以清晰分辨于闐人

民族容貌與服飾特徵。如圖 1-2-3， 

位於于闐東部，米蘭古城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畫，現藏於英國倫敦大不列顛

博物館。圖會中人物形象大眼睛、高鼻樑等典型中亞民族五官特徵，以及雙翼的

                                                             
2 張光福，《尉遲跋質那與尉遲乙僧》，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頁 1。 



描繪，亦是經過米蘭國畫師的主觀調整，充分顯示了宗教傳播過程中，尊像容貌

特徵在地化發展和視覺轉譯的現象。如圖 1-2-4， 

  

圖 1-2-3 于闐 丹丹烏里克佛寺 木版畫；圖 1-2-4 約 3 世紀 米蘭 3 號佛塔出土 <有翼天使> 

    于闐與米蘭，經由同一條絲路接受佛教文化藝術的傳播和影響，在宗教

公共展示場所繼承和轉譯的人物形象差異如此鮮明，充分的說明了在佛教教義傳

播的過程中，皆與各個地域文化背景產生充分的融合，視覺形象不知不覺的被轉

譯為在地民眾最為熟識和親近的面容特徵，經過視覺轉譯，便於在情感上拉近與

民眾之間距離，吸引更廣泛的民眾快速領會並接受佛教教義，達成傳播意圖。 

佛教傳播的步伐穿過塔克拉瑪幹沙漠，在絲路龜茲重鎮庫車作畫進行展示傳

播。龜茲在漢代設「西域都護府」，唐代設「龜茲都護府」，是聯繫東、西、北

部樓蘭、喀什葛爾及吐魯番的政治、軍事和交通樞紐，還是商業和文化發展的中

心地區。此區域石窟保存較多，數目與敦煌石窟相仿，佛畫展示空間多中心柱窟，

前室、後室壁畫多為佛、菩薩和護法等。 

    龜茲佛畫受中原影響，經變畫中的人物形象與中原地區流行的同類壁畫

幾乎完全相同。玄奘著《大唐西域記》載： 

    屈支（龜茲）國……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慾其圓。3 

    新疆龜茲壁畫中，人物面部造型的基本形象為橢圓型臉龐，眉弓骨突出，嚴

                                                             
3 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上，中華書局，1985，卷第一，頁 54。 



謹深陷，鼻樑高挺，符合新疆古龜茲人的標準特徵。如圖 1-2-5， 

   

圖 1-2-5 公元 6-7 世紀 克孜爾克石窟 新 1 窟 《供養人》； 

圖 1-2-6 公元 9 世紀 新疆庫車 壁畫 人物形象對照圖  

新疆庫車地區公元 9 世紀的佛畫壁畫，佛形象青眼赤須的原型與經過形象轉

譯的對比圖，將佛畫藝術人物形象主觀進行在地化改畫的藝術再創作的行為進行

了客觀的記載和行為定義。 

中原地區人才集聚，擅長畫宗教題材的畫家受時代影響而發展，不僅人物形

象向中原人物面容特徵描繪，人物繪畫技巧更勝一籌，逼真的形態使得佛畫的技

法獲得提升發展。西晉衛協在當時有畫聖支稱，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曾經提

及：衛協組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畫眼睛，可以想像作畫時的微妙與神聖。東晉「顧

愷之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完畢時，其畫光彩輝目數日……」4 

菩薩形象由男向女性形象的轉變 

《易・系辭下》中有「乾掛中有坤象，坤掛中有乾象。」中國古代文化中，

乾坤為男女，天地為陰陽，人類普遍存在著人性中和的願望和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中對母系形象有許多天然的崇拜，比如《山海

經・西次三經》中記載的西王母，居西方昆侖之王山，「其狀如人……蓬發

                                                             
4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明嘉靖本，卷三，頁十九。 



帶勝，是司天之歷及五殘。」是較早時期對於女性神明形象的描述。 

如李冗《獨異志》載：「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

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女媧承擔人類孕育的使命，成為人類始祖受

到崇拜。《說文解字》稱「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便是早期婦人形象

在民俗文化中的影響。此外女性形象還有唐宋時期八仙之一的何仙姑，肇始於宋

的海洋文化道教的代表媽祖等等，深得大眾擁護的女性神明。 

隋唐之後佛教信仰從對苦難的思辨中走向對現世幸福的引導，菩薩形象愈加

生動曼妙，進一步被賦予現實生活中信眾的心理期許的樣貌。敦煌莫高窟第 276

窟南壁西側 <菩薩與迦葉>圖，5  窟隋代壁畫石窟菩薩造像開始較明顯的世俗化

傾向，髮飾、身段、著裝以及動態已經非常具備女性特徵，但面部保留兩撇鬍鬚，

這是趨於中性化的菩薩形象表達。如圖 1-2-7， 

  
圖 1-2-7 隋 莫 276 窟南壁西側 <菩薩與迦葉>圖；圖 1-2-8 初唐莫 322 窟 東壁門上<說法圖> 

逮至唐、五代許多菩薩嘴邊依然保留有鬍鬚，保持著佛經中男子相的特徵與

女性嫵媚體態的結合，成為這一時期菩薩典型的特徵。但初唐時期莫高窟第 322

窟東壁門上<說法圖>兩個菩薩形象，身形清瘦纖柔，面容及頭飾女性鮮明，整體

形象有男身女相或中性的外貌特徵。如圖 1-2-8， 

                                                             
5 段文傑主編，《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05，頁 198。 



彌勒菩薩，彌勒是梵文 mairregn 的音譯，意思是「慈氏」。唐代亦有菩薩

男身女相，則宋以後多為女身女相居多。這種在宗教發展過程總，民眾信仰形象

性別潛移默化的改變，代表了廣大民眾內心嚮往，以及民眾之期待對於尊像視覺

效果的轉譯的巨大影響力。 

（三）與民間習俗融合 

《春秋世普》曰：「華胥生男子為伏羲，生女子為女媧。」伏羲，華夏民族

人文先始、三皇之一，亦是福佑社稷之正神，同時也是我國文獻記載最早的創世

神。女媧，中國上古神話中的創世女神，是華夏民族人文先始，福佑社稷之正神。 

從信仰的脈絡而言，佛教屬於外來宗教文化，爲了在視覺上與信眾建立共識

與親和力，在敦煌壁畫中，經常可以發現傳統華夏民族民間信仰的圖像與佛教圖

像結合的展示表達，如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主室東坡<伏羲女媧>圖，是典型在地

信仰視覺與未來宗教文化共同演繹的典型範例，如圖 1-3-1， 

東坡畫伏羲，女媧、飛廉、飛天、十三首的瑞獸等，下畫山居禪僧八身。畫

面中央為二力士共舉蓮花摩尼寶珠，寶珠兩側的伏羲、女媧均人首、人身、蛇尾，

腹部各繪一圓輪。身著大袖袍服，披長巾，手持規、矩和墨鬥。 其兩側及下方

繪烏獲等各種形象。在這些形象之間，雲朵、花朵點綴其間。 

 

圖 1-3-1 敦煌 莫第 285 窟主室東坡<伏羲女媧>圖 



除了一些形而上的民間信仰之外，敦煌壁畫中還表現了一批與信眾工作、學

習、生活息息相關的點滴細節，這些情境的展示，更加容易建立於信眾經驗的共

識，進一步拉近觀眾與展覽傳播核心內容的距離，利於展覽意圖的傳達。 

生活情境在宗教壁畫中的視覺融合 

魏、隋時期一些表現佛祖釋迦摩尼生平的其他故事畫中，出現了許多與現實

生活極為接近的情境描繪，如飲駝、舟渡、營造修建、捕魚、耕種還有極為細節

的世界第一幅刷牙圖等。內容豐富，具體真實，是與信眾建立共識性，拉近距離

的有效視覺轉譯手法。如莫高窟第 156 窟前室頂中部 <父母恩重經變>中的欄車，

記錄了唐代中國育嬰工具的先進性，圖 1-3-2， 

  

圖 1-3-2 敦煌 莫第 156 窟 前室頂中部 <父母恩重經變>中的欄車； 

            圖 1-3-3 敦煌 莫第 159 窟 南壁東側 《彌勒經變》中的<淨齒圖> 

敦煌莫高窟第 159 窟南壁東側《彌勒經變》中<凈齒圖>，記錄了唐人晨起刷

牙的生活細節，這些畫面不僅對當回佛教的傳播起到促進作用，對於今天的敦煌、

宗教和藝術史的研究皆有重要的意義。如圖 1-3-3， 

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6 

    宗教藝術在展示的過程中，一直在進行在將原始的形象進行地化融合，並逐

步結合民眾的生產生活的進程中，豐富了宗教藝術視覺的多樣性與可讀性，在人

類視覺轉譯的干預下，創作了今天龐大的宗教藝術體系。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08，第一卷，頁 1。 



二、象與理的展覽視覺轉譯 

圖文並舉，早在西晉，陸機的《文賦》中已有「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

畫」的論述。繪畫與書法文字彼此呼應，互為闡釋，二者在藝文領域的並駕齊驅，

至北宋時期，宋徽宗將「圖畫之技」提升到「與書一體」的地位。再到鄧椿《畫

繼》中「畫者，文之極也。」的發展，再次提升了文人繪畫在藝術史重要的指向

性引導作用。 

唐、宋帝王對書畫的重視，小型圖幅書畫成對（或後期再裱）呈現於展覽空

間，不僅標示著書與畫的地位同階，更便於觀者對文人書畫內蘊意涵的解讀。 

（一）圖像展覽的視覺映射 

「存形莫善於畫。」 

以繪畫視覺語言進行傳導和推廣，是宗教早期傳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和

途徑，並最終形成一個完整體系的藝術派別。 

早期佛教東傳的途中，跨越的空間範圍與時間歷程，會受到諸多語言和文化

背景巨大差異的阻礙和影響。爲了體現眾生平等，改變口耳相傳效率低和誤差的

瓶頸，嘗試與藝術表現手法進行結合，融匯視覺釋讀的圖像直觀優勢，為廣泛信

眾達成視覺語言普遍共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語言區隔對於教義傳播帶

來的困擾。 

宗教題材的書畫在公共空間展覽，是帶有主觀意識、利用人類視覺器官釋讀

能力的優勢，在繪畫中傳續宗教教義轉譯的故事性情境。即便在不同語言文化的

背景中，對於視覺形象的辨識或共識性都遠易於文字語言，因而圖像畫面的傳導

互動大大促進了內容傳播效率，還在視覺經驗累積的過程中，對其根本教義起到

了鞏固的作用。視覺傳導將教義滲透於信徒心裡生根發芽，進而宗教傳播主題和

內涵不斷清晰並且豐滿、提升並且發展。 



每個觀眾都可以結合自己的經驗，對宗教圖像進行轉譯和理解，因而圖像視

覺的傳播為受眾保留了個性化理解和闡釋的空間，但這並不影響其根本理念被動

搖。對於宗教圖像所帶來教義傳遞，受眾個體的吸收和內化能力因視知覺經驗不

同，必然產生程度之分，但這並不影響受眾通過自我辨識，進而建立瞭解和確信。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說： 

人生活在他能夠辨識的意義裏。他將自己延伸到他發現為融貫的事物

裏，並且安居其中。這些意義我可以有千般萬種。人類一知覺到這些意義，

便相信是真實的——除非他們另外接受的神話否認某些意義的實在。7 

    以書畫圖像藝術展覽的方式，幫助廣大受眾自主尋找視覺共識，是發揮觀眾

主觀性的重要引導途徑。受眾願意相信其自我辨識出的意義，一旦與宗教藝術在

視覺上達成信任，進而堅信並且不自覺的向自己的範圍傳遞和分享，世界上眾多

宗教藝術形象的廣泛傳播，其背後的意識便包涵於此。 

    因而宗教藝術在傳播的過程中，善用圖像展覽的方式進行視覺經驗的反復映

射，較文字性經卷平添了許多賞心悅目的視覺感受，既以宗教意義存在，又可以

藝術性質被解讀。圖像展覽在客觀上推動了宗教的傳播效果，同時易於鞏固已知

受眾群體，進而不斷發展和壯大教義覆蓋範圍。 

（二）法書展覽的知覺指引 

    當圖像視覺引導的過程不能夠滿足信眾對於深刻教義的探尋，法書文字性的

理性視覺展覽，便以相對深刻的傳導方式，豐富於信眾的視覺世界。  

    敦煌石窟出土的大量經卷，充分證明了佛教傳播早期，書法文字性傳播方式

已經發展的非常成熟。宗教典籍，不僅被傳頌者以文字形式整理出各種語言的譯

本，而且為提高傳播的效率，除了手抄經卷外，還有大量刻印本經卷，同樣以視

                                                             
7 Michael Polanyi,Harry Prosch，《意義》 Meaning 彭淮棟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頁 79。 



覺展示的方式，推廣於世。 

五代時期中原地區，宗教獲得藝術本體發展的表達技術性成長，許多宗教展

覽場域書法文字性展覽的普遍存在，表現出對宗教教義的視覺引導。浙江梵天寺

始建於梁貞明二年（916 年），錢镠迎鄮縣（今鄞縣)阿育王寺釋迦舍利塔到杭州，

建城南塔珍藏。後城南塔毀於火。乾德三年(965 年），吳越國王錢弘俶重建，後

改名梵天寺。 

經幢通體用太湖石雕刻而成。雙幢形式、結構基本相同，南北對峙，相距

1300 公分，幢高 1576 公分，由基座、幢身、腰簷、短柱層及幢項五部分組成。

基座雕有覆蓮、幡龍、菩薩像等。其上是八角形幢身，南幢身刻有《大隨求即得

大自在陀羅尼經》，北幢身刻《大佛頂陀羅尼經》。幢身刻佛經，左幢刻《大佛

頂陀羅尼經》，右幢刻《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經》，兩幢身均刻有建幢記，

文字相同。如圖 2-2-8，2-2-9， 

     
圖 2-2-8 五代 梵天寺經幢 <陀羅尼經> 原石； 圖 2-2-9 五代 梵天寺經幢 <陀羅尼經> 1.2 模型 

八幅條幅構圖法書抄寫經文，摹刻展覽於室外公共空間，形式感強、可視範

圍增大，便於展示和信眾觀看誦讀，因此廣泛流傳，成為一個時代宗教文化及書

畫展示的形制印記。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4%9E%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D%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D%9B


法書展覽的活動形式，不僅僅局限於傳統觀念的遠距離、大圖幅、公共空間，

還有非典型的近距離、小範圍觀賞活動形式，這也是傳世遺蹟在今日展覽環境中，

最多呈現的一種展品類型，是銜接古今宗教題材法書展覽語境的最佳載體。 

北宋時期摹寫的《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同」字帙《阿毗達磨法蘊

足論卷第一》，卷軸，紙本筆墨，現藏安徽省博物院。如圖 2-1-11， 

 

圖 2-1-11 北宋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卷第一》紙本筆墨 

宋朝法書經卷在文人藝術本位精神的影響下，大型書畫作品演繹形制的公開

展覽活動少於唐朝，轉而近距離觀賞的書畫册頁形制，被保存至今的珍貴遺蹟較

為豐富。隨著宋朝手工業發展，造紙、印刷等工藝提高，經卷册頁的數目大量增

加，增添的宗教經卷誦讀的慎獨誦讀和思考空間，逐漸培養並且提升了信眾藉由

法書文字的指引，從簡單的宗教信仰向內在精神追求的方向提升並發展。 

該本由玄奘法師奉旨翻譯的經文，經歷代書法名仕模學，並且謄抄不斷複製

傳播，使得宗教的精神與經典得以不斷傳遞。以法書的藝術形式，存續了唐人的

宗教研究造詣，不僅銜接了此卷摹寫時代的北宋，還一直影響至今天。2017 年 2

月，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越中佛傳」東南佛教盛事聖跡聖物展覽中，《阿毗達

磨法蘊足論卷第一》再次踐行了它的宗教藝術傳播使命，跨越千年，引導當代信

眾的知覺意識體系。這便是文字與書法藝術結合的傳播力量，可以突破時空，無

限蔓延。 

（三）書畫同源的智慧關照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顧陸張吳用筆》中闡述： 



    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之體，一筆而成，氣

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身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老上謂

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 

    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

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 

自古書畫同源的探討雖始於書畫技法，卻「豈止畫也」。 

「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書畫藝術僅僅是藝術家及宗教傳播意識的一種表

達方式，書與畫在「筆意」思想的促動下，相依相伴，互為闡釋，共同建立成教

化、助人倫的藝術教育傳導功能。 

唐末至五代初期（9 世紀末-10 世紀初期）創作的插圖本《觀音經冊子・以

金剛姿態現示的觀音》寫本，每頁縱 17.3 公分，橫 10 公分，紙本墨畫淡彩，敦

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現流失海外。8 經卷殘片每頁內容分上下兩部份，上為經

畫，下為經文，可謂「象與理」共生共存於展覽和宗教傳播的智慧關照。是目前

研究所見唯一圖文兼具的《觀音經冊子・以金剛姿態現示的觀音》珍貴寫本。如

圖 2-1-2， 

 

                                                             
8 馬煒，蒙中編著，《西域繪畫》10，重慶出版社，2010.01，頁 2。 



圖 2-1-2 唐末-五代初《觀音經冊子・以金剛姿態現示的觀音》紙本墨畫淡彩  

《觀音經冊子・以金剛姿態現示的觀音》寫本，以繪畫引導受眾視覺認知方

向，幫助信徒在腦海中建立佛教典故的具象形態，深植於視覺經驗；以書法文字

理性規範教義內容與內涵，指導教徒提升認知的基礎和思考境界，幫助教徒從初

級的視覺展示傳播階段成長，積極的向深刻學理內涵方向發展。 

繪畫與法書的結合，是宗教發展過程中，對於各種文化基礎、各個學法階段

多重個性化信眾的智慧關照。佛教有眾生平等的傳播理念，因而在其教義傳播的

過程中，從視覺展示的面向，應照顧到不同程度信眾對於教義學習的理解過程的

困難，結合藝術多元的闡釋功能，為信眾建立層次豐富的學法路徑，最終殊途同

歸，獲得佛法無限的智慧指引。 

從寫本到刻本，書畫結合的教義傳播方式獲得普遍認同後的大規模刻印，將

宗教藝術傳播的效力推進了新的進程節奏。 

北宋政和六年（1116 年）創作的刻本《佛說觀世音經》，在卷首扉頁位置

繪製佛畫，此本是宋代古老的版畫作品之一，藏於浙江省博物館。如圖 2-1-5，

圖 2-1-5， 

刻本《佛說觀世音經》標誌著此期，宗教書法與繪畫結合為一體的藝術傳播

方法，已經歷了刻印批量製造由質變向量變的發展過渡。既說明宗教運用書畫結

合的方式積極傳導，也反映了教徒對此種傳播形式已經達成足夠量的需求。 

 



圖 2-1-5 北宋政和六年 麗水碧湖宋塔出土《佛說觀世音經》刻本（局部） 

 

圖 2-1-5 北宋政和六年 麗水碧湖宋塔出土《佛說觀世音經》刻本（局部） 

    宗教典籍圖文刻本的廣為流傳，擴大了視覺傳播的時空範圍，尤其是册頁等

小幅書畫摹本，便於攜帶和珍藏，不僅將教義原本的經典內容傳播至今，還能直

接保留其具象載體的樣貌，供後人代代相傳。這是宗教千年前智慧富有遠見的理

念實踐，體恤眾生，一直持續關照至今，不得不另今人敬畏並讚歎。 

三、普度眾生的展覽視覺傳播 

   宗教藝術是當今社會公認的重要文化遺產之一，爲了更好的保存並延續其文

化生態，當代眾多博物館或藝文組織承擔起部份研究、展示和傳播的職責。敦煌

藝術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揚州佛教文化博物館、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館以及夏

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這些社會公益性組織機構，以各自不同的位置和角色，共

同維繫著宗教藝術古往今來的對話平台，默默堅守著文化保存與傳播的使命，將

宗教藝術的恩澤不斷傳續並發揚。 

在當代古老宗教藝術的繼承與傳播，融匯時代的思維和語境，依然富有活力。

這是尊重歷代滋養普羅大眾的傳統文化，所自發回饋的尚古情懷和知覺本體促

動。作家陳念萱分享了她多年來讀誦、注解《金剛經》的心得，著成《念念不忘，

必有回響》她說： 



念是一種力量，回響是一種感性的本能。9 

「念」本身是一個修法過程中的途徑和理念，其並不嚴格的考究「念」的形

式，通過宗教藝術展覽，創造大眾「念」的氛圍與場域，促進視覺帶動心靈深處

的「迴響」，是引導信眾個體本能反應重要過程。 

歷史上各個時代的宗教藝術展覽活動，在當時皆是「當代宗教藝術展」，其

意義與今日的展覽活動如出一轍，其功德必然深遠。因而宗教藝術的弘揚與傳播，

古今皆不拘展覽活動的規模，不限制其時間與空間範圍，更不需強調藝術作品的

年代、作者和具體表現題材，皆有其獨特而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效果，只要持續的

在推動和進行。 

（一）宗教藝術公眾性的傳續 

    宗教藝術的公眾性，在展覽的語境下，可以理解為無論藝術品的經濟價值發

展至怎樣的程度，其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皆屬於普羅大眾。在夏荊山居士宗教傳

播理念及藝術造詣的累積和感召下，聚集了一批當代的智慧青年，以更具時代活

力的方式，有組織的為公眾創造知覺互動平台，將宗教藝術的真、善、美展示並

傳續於社會。 

臺灣『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於 2014

年元月 1 日正式啓動，至今持續宗教藝術推廣已三年有餘。以非營利組織形式、

社會公益性質，充實到當代的藝術社會領域，將佛學與藝術透過基金會各項學術

研究，並藉藝術展演等多元活動方式實踐宗教藝術的公眾性理念。 

借助基金會的宗教藝術傳播機構，將夏荊山居士宗教藝術珍藏、佛畫藝術精

髓，以視覺展覽為主的社會分享形式傳遞。活動不僅透過傳統實體畫廊的畫展等

受眾熟識的方式為主軸，還聯合藝術研究機構（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等高等學府）

共建宗教藝術研討等宗教藝術內涵發掘的氛圍，集收藏、展覽、研究和藝術推廣

                                                             
9 陳念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10，頁 2。 



於一體，為宗教藝術廣結善緣。 

據不完全統計，基金會近年來共舉辦宗教藝術展覽活動十餘場次以上，觀覽

人數累積分享受眾群超過一萬人次。10 

序號 時間 展覽名稱 觀覽人次 

1 
2017.06.01-

2017.07.26 
夏荊山書畫藝術展 Exhibition of Xia 

Jing Shan's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2 2017.04.02 春之頌-夏荊山書畫藝術裝置展 
300人以上 

（開幕當日） 

3 
2016.12.17-

2017.01.02 

夏荊山故事館-經典藝術國際特展——吳園藝

文中心主展場 
5000人以上 

4 
2016.12.25 

 

夏荊山故事館-經典藝術國際特展 

《時光流轉的聲音-夏荊山文化的新意傳遞

與藝術史說》 

300人以上 

5 2016.12.24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走進夏

荊山》郭博州老師 
50人以上 

6 2016.12.24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夏荊山

嬉遊曲》聖誕音樂會 
300人以上 

7 2016.12.18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走進夏

荊山》廖慶章老師 
50人以上 

8 2016.12.18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乘著荊

色的翅膀》露天音樂會 
300人以上 

9 2016.12.17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主題活

動《夏荊山與德布西的音樂藝想》】 
300人以上 

10 2016.12.17 
夏荊山故事館 經典藝術國際特展《走進夏

荊山》沈政乾老師 
50人以上 

11 2016.04.17 夏荊山藝術沙龍「宗教藝術與文化創新」 20人以上 

12 2016.01.16  千年明月・江曉航觀音藝術特展 200人以上 

13 2016.03.05 
「夏荊山與江曉航觀音佛像繪畫藝術」論壇

暨展覽 

120人以上 

14 2015.11.27 
夏荊山文化藝術跨國研究國際研討會——推

展應用論壇與書畫藝術特展 
350人以上 

                                                             
10 數據資源，由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行銷企劃部提供，時間 2017-05。 

http://www.xjsacf.com/TW/News/ugC_News.asp?hidNewsCatID=8
http://www.xjsacf.com/TW/News/ugC_News.asp?hidNewsCatID=8
http://www.xjsacf.com/TW/News/ugC_News.asp?hidNewsCatID=8
http://www.xjsacf.com/TW/News/ugC_News.asp?hidNewsCatID=4


累計 

不同規格宗教展覽活動 14次以上 10000餘人次 

表 3-1-1 財團法人夏荊山藝術基金會 佛畫藝術展覽統計表 製錶人：蔡靜野 2017.06 

除了堅持傳統的宗教藝術視覺展覽傳播方式，基金會還結合當代傳媒思維，

利用網絡平台和時尚 FB 社群、藝術沙龍等多元的傳播渠道，拓展宗教題材書畫

藝術的在新時代藝術社會的展覽領域。整合夏荊山及其門下佛畫藝術家最新宗教

藝術轉譯資源成果，至 2017 年 6 月止，先後出版發行宗教藝術展覽資料二十餘

冊（其中荊山美學三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五冊，夏山論衡學術研究期刊三冊，

書畫圖冊五本，宗教藝術展覽內容介紹二冊等），宗教藝術視聽資源二十四部，

無償為社會大眾提供，回歸宗教藝術眾生平等分享的質樸初衷。11 如圖 3-1-2，

圖 3-1-3， 

  

圖 3-1-2 宗教藝術研究研討會 論文集 

圖 3-1-3 2016 年 4 月 財團法人夏荊山藝術沙龍「宗教藝術與文化創新」
12
 

宗教藝術本體的創造與其傳播方式的創造，二者同樣是推進其發展，傳續其

生命活力的不同面向，皆是宗教藝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以教義內容為基礎，

藝術描述的傳播方式，隨著時代發展和時代特色而精進。闡釋的方法和表達技巧

在每一個時代當下，皆是適應受眾群體所需的順勢而為。這便是宗教藝術千年以

來持續受到信眾內心接納，表現形式不斷發展、豐富的根本。 

                                                             
11 出版數據資源，由財團法人夏荊山藝術基金會藝術資源管理部提供，時間：2017-05。 
12 網絡資源：http://www.xjsacf.com/TW/News/ugC_News_Detail.asp?hidNewsID=55，瀏覽日期

2017.05。 



（二）荊山水閱：夏荊山書畫藝術展  

        （Exhibition of Xia Jing Shan's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此次基金會舉辦的《荊山水閱：夏荊山書畫藝術展》，為期兩個月。展品中

有許多夏荊山居士早年書畫力作，展覽內容豐富、技法多元，以不同的題材語境，

將宗教與藝術的經典和主觀闡釋有機結合。展覽作品內容深入淺出、厚積薄發，

每一幅書畫作品皆有不凡的寓意，彙聚於一個展示空間，以特殊的展品搭配呈現，

給觀覽受眾豐富的視覺體驗。    

如此次展覽展出的畫幅<拜請九天>，縱 48 公分，橫 32 公分，絹本設色，藏

於北京荊山畫院。畫中內容描繪張天師手舉寶劍，口誦咒語，拜請神明助法。張

天師與書生仰望天界，目之所及方向，神明手持法器，騰雲駕霧，感召而至， 演

繹了生動的道教神話情境。神話故事性的道教經典傳導，生動形象的視覺語言，

和嫺熟的傳統繪畫技法，以同一幅二次元視覺語言表達，向不同知識背景的觀覽

受眾，轉譯道教本土宗教濟世救人的精神和其藝術氛圍。無論受眾能夠從畫面的

人物、場景、情境等任何一個面向進入，皆會以結合自身經驗的角度，加以解讀

和知覺闡釋，由表及裡，最終內化於心。如圖 3-2-1， 

      
圖 3-2-1 夏荊山 2011<拜請九天> 絹本設色；圖 3-2-2 夏荊山 2011<寒山捨得> 紙本設色； 

再如夏荊山居士 2011 年創作的<寒山捨得>，縱 136 公分，橫 73 公分，紙本



設色，藏於北京荊山畫院。圖中所繪二人為唐代天臺山國清寺隱僧寒山與拾得，

相傳是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的化身，行跡怪誕，言語非常。是相親相愛、情深義

重的象征。 

在民間，他們多以童子面目出現，是拉近神明與凡人信徒之間距離的形象寄

託，表示祥和、圓滿的意思。寒山和拾得在佛學、文學上的造詣都很深，他倆常

一起吟詩作對，後人曾將他們的詩匯編成《寒山子集》三卷。寒山問拾得：「如

果世間有人無端的誹謗我、欺負我、侮辱我、恥笑我、輕視我、鄙賤我、厭惡我、

欺騙我，我要怎麼做才好呢？」拾得回答說：「你不妨忍著他、謙讓他、任由他、

避開他、耐煩他、尊敬他、不要理會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絕妙的問答，

蘊含了面對人我是非的處世之道，因此雖經一千多年，至今仍然膾炙人口。民間

珍視他倆情同手足的情誼，便把他倆推崇為和睦友愛的民間愛神。至清代雍正年

間，皇帝正式封寒山為「和聖」、拾得為「合聖」，「和合二仙」從此名揚天下。 

夏荊山居士的宗教題材書畫創作，可謂「一畫一世界」，觀之意味深遠、思

之開悟心靈，視覺與內涵彙聚，宗教藝術的持久生命力。在當代藝術家的筆下持

續轉譯、不斷豐富，展覽中予眾生以平實的視覺的感動，藉由宗教書畫藝術，引

導內心的慎思，化解心靈的困惑，修復受眾們共同擁有的善美的初心。 

展覽的中國畫作品主要有《高仕圖》系列， 《寒山拾得》系列，以及<揖禮

祝壽>、<松鶴延年>等等傳統民間習俗主題的作品，精彩紛呈；以及多幅夏荊山

居士佛學闡釋的法書作品，意涵深遠。如表 3-2-1，13 

   《荊山水閱：夏荊山書畫藝術展》 

 （Exhibition of Xia Jing Shan's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序號 作者 作品名稱 材質 圖幅尺寸 創作年代 收藏地 

                                                             
13 數據資源（不完全統計），由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行銷企劃部提供，時間

2017-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8F%B0%E5%B1%B1%E5%9B%BD%E6%B8%85%E5%AF%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AE%8A%E8%8F%A9%E8%90%A8/23222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AE%E8%B4%A4%E8%8F%A9%E8%90%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4%E4%B8%96%E4%B9%8B%E9%81%93


  1 夏荊山 <高仕圖>一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49 公分 

橫 63 公分 
1990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 夏荊山 
<高仕圖>二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49 公分 

橫 63 公分 
1990年 

北京 

荊山畫院 

3 夏荊山 
<高仕圖>三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109公分 

橫 52 公分 
1988年 

北京 

荊山畫院 

4 夏荊山 <寒夜雅會> 
絹本本 

水墨設色 

縱 48 公分 

橫 32 公分 
199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5 夏荊山 <拜請九天>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48 公分 

橫 32 公分 
199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6 夏荊山 <揖禮祝壽>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48 公分 

橫 32 公分 
199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7 夏荊山 <秋嬉賞菊>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48 公分 

橫 32 公分 
199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8 夏荊山 <松鶴延年>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118公分 

橫 68 公分 
2009年 

北京 

荊山畫院 

9 夏荊山 <寒山拾得>一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136公分 

橫 73 公分 
201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0 夏荊山 <寒山拾得>二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137公分 

橫 73 公分 
201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1 夏荊山 <寒山拾得>三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164公分 

橫 70 公分 
2011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2 夏荊山 <漁家樂>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194公分 

橫 79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3 夏荊山 <桃李夜宴>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107公分 

橫 52 公分 
1970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4 夏荊山 <竹林七賢>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107公分 

橫 52 公分 
1970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5 夏荊山 <遊春圖>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180公分 

橫 55 公分 
1977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6 夏荊山 <梅竹雙樂> 
絹本 

水墨設色 

縱 37 公分 

橫 81 公分 
1965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7 夏荊山 

<書法作品>一 

「什麽事真多文化」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4 公分 

橫 44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8 夏荊山 
<書法作品>二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44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19 夏荊山 

<書法作品>三 
「文化是人們生存的

伴侶」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44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0 夏荊山 
<書法作品>四 
「文化旨意」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44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1 夏荊山 
<書法作品>五 

「文化是人民之靈魂」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44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2 夏荊山 
<書法作品>六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32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3 夏荊山 
<書法作品>七 

「德善是文化之精髓」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4 公分 

橫 35 公分 
2012年 

北京 

荊山畫院 

24 夏荊山 

<書法作品>八 

「什麽是人生最大成就」 

紙本 

水墨設色 

縱 68 公分 

橫 45 公分 
2010年 

北京 

荊山畫院 

表 3-2-1 荊山水閱：夏荊山書畫藝術展（ Exhibition of Xia Jing Shan's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

宗教書畫展品精要 2017.06-07  

在新北市圖書總館為期近兩個月的宗教題材書畫展覽活動，將為眾多愛智求

真的讀書人，提供近在眼前的宗教藝術觀覽和學習的寶貴機會。時尚的當代公共

空間，展覽傳播形式更符合快節奏學習生活的需求。展覽場域不拘泥於特定的場

合，深入民眾平實的學習生活周圍，在讀書之餘的休息時間或不經意路過的時間，

完成點滴形象到內涵的滲透。這是當代在藝術社會靈活多元的大環境中，宗教藝

術傳播的方式之一，無聲無息，不知不覺，幾千年的宗教文化傳續使命便已然在

周遭重演。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教授，14 有豐富的書畫藝術創作和展覽組織策

劃經驗。他在指導碩博士生鑒賞書畫藝術品時，以引導尋找作品本體規律和技巧

入手，成為書畫藝術展覽的有效受眾主體，如何觀覽書畫藝術作品展覽；或進而

                                                             
14 黃光男，台湾画家、学者、与政府官员，高雄人。曾任国立屏东师专副教授、台北市立美术

馆馆长（1986-1995）、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1995-2004）、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校长（200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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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書畫展覽策劃研究與實務工作時經常講到： 

     如畫之無言，無言可明象。15 

宗教藝術在展覽環境中，需要簡明扼要的閱讀指導，也要為受眾留有自我

闡釋的思想空間。尤其是宗教題材的書畫藝術，其畫面內容本身即帶有自我闡述

和傳播的效力。傳統的宗教藝術視覺轉譯的傳播方式，在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檢驗

中被保留， 信守其核心真諦，發展和豐富其形式手段，是當代策展的永續之途。 

對於每一次宗教書畫藝術展覽的效果，都不必短視的以各種衡量標準去計

較，因為宗教藝術的傳播從來都不是功利性的追求，而是普度眾生的分享和給予。

相信書畫藝術的魅力和其蘊含的力量，將伴隨美好的知覺體驗，無聲無息的侵潤

人心，不知不覺中在思想深處開花結果。 

過去、現在、未來，時代發展永不停歇，藝術社會的傳播語境總是隨之變

化。《兜沙經》開首：「一切諸佛威神恩，諸過去當來今現在亦爾。」16 宗教藝

術隨著時代在不同形式和規模的展覽中不停轉譯，為探索每一階段「當代受眾」

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而探索和嘗試，終使得其內涵獲得豐富，外在表現力同時獲得

不斷的發展。宗教藝術展覽繼承過去，重視當代，造福未來，策展用心經營，觀

者不捨辜負。每一個宗教藝術展覽都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善舉，都是藝術社會發展

中承前啟後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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