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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本文主要分成五章。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

研究的主題範圍。其次，說明研究本文的研究方法。在第三節中則是參

酌學者的研究成果與考據經典的描述來探討觀音信仰在亞洲的發展情

形。此外，並探究觀音信仰與塑造像在中國風行流布的遠因、近因與潛

因。 第二章 觀音本質的探討與定位： 本章主要根據經典內容中來探討



觀音的字意、異名與具神變的特質。在第四節則是探討觀音在佛教中的

定位。 第三章 觀音造型系統的溯源： 本章主要將觀音分成顯、密兩大

系統。並分別整合經典中顯教與密教的觀音形象。第三節則探討觀音形

象的象徵意義。第四節則是探討千手觀音在敦煌石窟的沿革。 第四章 千

手千眼觀音內涵的探討： 本章第一節主要在探討千手觀音的「四十手持

物」象徵義蘊。第二節則是分別探討四十手的「別尊修持法」。第三節

則是探討西夏時期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主要是以榆林第三窟為研

究主題，筆者嘗試以相似的範例來比較分析與解讀該經變所要表達的意

義。第四節則是以《佛教造像量度經解》來看千手千眼觀音。 第五章 結

論： 本章主要是歸納比較顯教與密教觀音的形象特色與異同。主要就造

形的描述、形態與嚴飾、容貌儀態來比較其異同。其次歸納密教唐卡構

圖的特點，並提出本文專題?「千手觀音」的研究成果與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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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1 / T12）。 後漢?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1 卷，（No. 0630 / 

T15）。 元?盛熙明述，《補陀洛迦山傳》1 卷，（No. 2101 / T51）。 元?

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1 卷，（No. 2008 / T48）。 清?工布查布

譯解，《佛說造像量度經解》1 卷，（No.1419 / T21）。 清?阿旺扎什

譯，《白救度佛母讚》1 卷，（No. 1109 / T20）。 京都東寺觀智院藏本?

興然集，《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四），〈圖像集〉七卷中之第二

本（觀音），pp. 312—329。 〈白寶口抄〉卷第五十六?千手觀音法雜集

（上），《大正新脩大藏經? 圖像部》（六），pp.634—643。 澄圓集，

〈白寶抄?千手法中〉，《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十），pp. 802—

812。 【作者不詳】《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1 卷，（No. 1108B / 

T20）。 【作者不詳】《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3 卷，（No. 

2871 / T85）。 【作者不詳】 疑似部，《佛說法句經》1 卷，（No. 2901 / 

T85）。 【作者不詳】《大聖妙吉祥菩薩說除災教令法輪》1 卷，（No. 

0966 / T19）。 【作者不詳】《如意輪菩薩觀門義注祕訣》1 卷，（No. 

1088 / T20）。 【作者不詳】《法王經》1 卷，（No. 2883 / T85）。 

（二）專書 / 基礎書 後藤大用（著）黃佳馨（譯），《觀世音菩薩本

事》，天華出版，民國 7 年 1 月。 聖嚴著，果茂整理，〈觀世音菩薩的

出典〉，《佛教文化季刊》第 9 期， 民國 57 年 5 月 1 日。 朱光潛譯，

黑格爾：《美學》第 2 卷，商務印書館，民國 68 年。 鄭聖沖著，《呂

格爾的象徵哲學》，台中市：哲學與文化社，光啟出版 社，民國 73

年。 李文生，〈龍門唐代密宗造像〉，《文物》，民國 80 年第 1 期。 

李明明著，《古典與象徵的界限》，東大圖書，民 82 年 12 月初版。 歐

子陵，〈亞洲地區的觀音信仰〉，《觀世音菩薩聖德新編》，迦陵出 版

社，民國 84 年 5 月。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文物出

版社，民國 85 年 12 月。 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

分期〉，《敦煌研究文 集》，甘肅人民出版社，民國 85 年。 王秀珍

〈重探西藏宗教藝術之色彩原形〉，國際學術研討會∼「密教藝 術」研

究系列，《金色蓮花》53 期，民國 86 年 5 月。 中村 元著，江支地譯，

《慈悲》，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6 年 9 月。 蔣述卓著，《宗教藝術

論》，暨南大學出版社，民國 87 年 8 月第 1 版。 賀世哲〈北宋時期的莫



高窟壁畫藝術〉，《敦煌藝術小叢書》之 11，甘 肅人民美術出版社，民

國 89 年 2 版。 英國奧雷爾?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彥譯，《發現藏經

洞》，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民國 89 年。 杰克?特里錫德（Jack 

Tresidder）著，石毅、劉珩譯，《象徵之 旅》，中央編譯出版社，民國

90 年 1 月。 田德新〈西夏佛教研究〉載《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民國 90

年，佛光山 文教基金會出版。 顏素慧編著，《觀音小百科》，橡樹林文

化出版社，民國 90 年 9 月 15 日。 李玉珉著，《中國佛教美術史》，東

大圖書出版，民國 90 年 8 月。 張總，《說不盡的觀世音》，上海辭書

出版社，民國 91 年 4 月。 白濱，〈西夏時期的敦煌佛教〉，《敦煌與

絲路文化學術講座》，國家 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

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民國 92 年 9 月。 徐庄編著，《西夏藝術》，

西夏文化小叢書，寧夏人民出版社，民國 92 年 12 月。 芳岡良音，〈觀

世音菩薩的起源の起源〉《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號

【13】。 佐和隆研編，《佛像圖典》，吉川弘文館，ｐp302—305。昭和

37 年 2 月 1 日出版。 向逵譯，Si r Aurel Stein 著，《斯坦因西域考古

記》，台灣中華書 局。 林保堯、關友慧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

藝術卷》，甘肅文化出 版社，〈榆林窟第三窟千手觀音經變樂器圖〉一

文是收入在《1990 年敦 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1995 年，遼寧美術出版

社。 （三）期刊 于君方，〈觀音在正統經典中的形象〉，《香光莊嚴》

43 期，84 年 9 月 20 日。 彭金章〈千眼照見，千手護持－敦煌密教經變

研究之三〉，《敦煌研 究》，民國 85 年第 1 期。 宋道發，〈清淨為心

皆普陀，慈悲濟物即觀音－觀音感應初探〉，《法 音期刊》第 12 期，

民國 86 年。 于君方著，徐雅慧、張譯心譯，〈閃現光與慈悲的菩薩?印

度的觀 音〉，《香光莊嚴》59 期，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 于君方著，徐

雅慧譯，〈大悲咒與大悲觀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成為 大悲觀音〉，

《香光莊嚴》60 期，民國 88 年 12 月 20 日。 于君方著，釋自衎譯，

〈空花水月鏡中像?水月觀音〉，《香光莊嚴》 61 期，國 89 年 3 月 20

日。 林純瑜，〈萬德莊嚴──波昂大學中亞所唐卡研究方法應用實例之 

一〉，中華佛學研究所，第四期，民國 89 年 3 月。 郭祐孟，〈大悲觀

音信仰在中國〉，《覺風季刊》第 30 期，民國 89 年。 于君方，「宗教

學研究方法」一文刊載於《青松萌芽》第四期。 （四）圖片資料來源 

（Ⅰ）書籍 祕殿珠林三編清宮著錄，收於《故宮書畫圖錄》（一），民

國 78 年 8 月 初版，國立故宮博物院，p. 33。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12，錦繡出版社，民國 78 年 5 月，p.178。 祕殿珠林續編乾清宮著錄，

收於故宮書畫圖錄（三），民國 78 年 10 月初 版，國立故宮博物院，

p.15。 祕殿珠林續編乾清宮著錄，收於《故宮書畫圖錄》（十四），民

國 83 年 9 月初版，國立故宮博物院，p.172。 林保堯編著，佛教美術全

集（貳）《佛教美術講座》，美術家出版社， 民國 86 年 12 月，p.112。 

林保堯編著，佛教美術全集《佛像大觀》，藝術家出版社，民國 86 年 10 

月，p. 31、172。 吳健攝影，佛教美術全集（伍）《敦煌佛影》，藝術家

出版社，民國 87 年 1 月，p. 186。 敦煌千佛洞（ch.xxviii.006）請參酌

《西域考古圖記》第四卷， （英）奧雷爾?斯坦因（Aurel Stein,1862—

1943）原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民國 87 年，p.64。 敦煌千佛洞

（ch.lvi.0019）請參酌《西域考古圖記》第四卷，（英） 奧雷爾?斯坦因



（Aurel Stein，1862—1943）原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民國 87 年，

圖版 LXIII，p.63。說明內容則參酌該書第二冊，p. 616。 敦煌研究院

編，《敦煌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國 89 年 7 月， p.50。 顏素慧編

著，《觀音小百科》，橡樹林出版社，民國 89 年 9 月 15 日，p. 23。 田

中公明編，ロルフ?ギーブル英譯， ART of THANGKA，チべット仏教 

繪畫集成?タンカの藝術?第二卷，ハンビッツ文化財團藏/臨川書店， 民

國 89 年 4 月 1 日，p.157。 策旺尼瑪喇嘛、鄔堅喇嘛繪，李宜臻編，

《西藏唐卡大觀?善觀聖者身 像明燈》，法如出版社，民國 89 年 12 月，

p. 105、107。 敦煌研究院編輯，《敦煌?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週

年》，天衛文化 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 8 月，p. 110。 敦煌研究院編

輯，《敦煌—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天衛文化 圖書有限公

司，民國 89 年 8 月，p.104。 黃春和，〈藏傳佛教造像題材分類及其藝

術特徵〉，《法音》民國 90 年，第 8 期（總第 204 期），p. 35。: http: // 

fy. fjnet. com / 2k0108 / b2k0108f06. htm 《俄藏敦煌藝術品》（五），俄羅

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上海古 籍出版社，民國 91 年 2 月，p. 

317。 張總，《說不盡的觀世音》，上海辭書出版社，民國 91 年 4 月，

p.178。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文物出

版社， 圖版 20。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一，〈大悲胎藏大曼荼

羅〉（蓮華部 院），pp. 650—670。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一，

〈大悲胎藏大曼荼羅〉（虛空藏院） 的觀音，p.104。 《大正新脩大藏

經?圖像》卷一，〈胎藏界大曼荼羅圖〉（真別處 本），p.540。 《大正

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二，〈兩部曼荼羅私抄卷〉（上）， p.1012。 釋亮

憲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二，〈胎藏界曼荼羅尊位現圖 抄

私〉卷第二，pp. 1041—1047。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三，〈別尊

雜記〉卷第十七，No. 150。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三，〈別尊雜

記〉卷二十二，p. 268。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三，〈圖像抄?圖

像〉卷第六（觀音 上），p. 26 後附圖 No. 60。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

像》卷三，〈圖像〉卷第七（觀音下）p.32 後附 圖 No.70。 《大正新脩

大藏經?圖像》卷三，〈圖像〉卷第七（忿怒），p.34 後 No.77。 《大正

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三，〈別尊雜記〉卷二十二（青頸、阿麼?、水

月）p. 264。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三，〈圖像抄?圖像〉卷第六，

p. 26 後附 圖。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四，〈覺禪抄〉第五十六

（青頸），p. 545。 《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卷六，〈觀音應化身像?圖

像法華經法〉 p.14 後附圖。 （Ⅱ）網站資源 【蓮花生大士?佛教藝術網?

法相大全?千手千眼觀音、四臂觀音、馬 頭明王、度母、準提佛母】 

http: // www. buddhanet. idv. tw / buddha_art / thangka / tk_bodi / index. html 

【孝親圖庫?千手千眼觀音】http: // www. xiaoqin. com / tuku/desktop. 

asp?id=918 【法相集珍】http: // www. oom. com.woodcarving / all-link. htm / 

【全佛?西藏金銀泥佛畫藝術特展】http: // www. buddhall. com. tw / index . 

htm） 【白描圖集?白度母、綠度母】http: // www. nmzx. com / bmtk / bmtk-

34. htm 【竹巴噶舉傳承?白度母】http: // www. gc-dpkg. org.tw / 

new_page_654. htm 【密法源流簡介】http：// amply.100 megsfree5.com / 02 / 

tr-00. htm 【網路蓮花佛教資訊網（NetLotus）】http: // www. netlotus.com / 

picture. php 【藏傳佛教密宗寧瑪白玉派札瑪寺全球資訊網?馬頭明王】



http: // www. oom. com.tw / libe / zangzu-d-08. html 【法像集?準提佛母】

http : // www. tbsn. idv. tw / download- main. htm 【淨心網?藏傳佛教世界?馬

頭明王】http: // home. kimo. com. tw / andyliao158 / hankka / thankka. htm 

【神秘色拉（色拉寺）?四臂觀音】http: // www. tibetinfor. com. cn / tibetzt / 

sem. cn / sela / chineses / shenmi /works / dj- 13. htm 【竹巴噶舉傳承?四臂觀

音聖像】http: // www. gc-dpkg. org. tw / index . htm 【唐卡?佛畫?佛咭】 

http: // www. buddhistbooks. com. hk / cards. html 【四臂觀音灌頂】http: // 

www. lopon-tenzin. org / action / 2003 / 1213initation / 1213-1. htm 【宗教百科

網?菩薩部?四臂觀音】http: // www. oom. com / libe / zangzu-c-10. html 【東

京觀藏院?胎藏界曼荼羅尊位】http: // www. daihorin-kaku. com / books 

/contents / TAIZO-MANDARA-S. htm 【中華文化信息網?中國的世界文化與

自然遺產】http: // www. ccnt. com. cn / culture / relic /index .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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