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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筆者認為，宗教藝術是一種「無言」的教化，藝術承載著信仰其

真、善、美、聖的本質，帶領我們衝破此岸的「有限」，到達「彼岸」

的無限。然，有沒有一件藝術作品，可以各自表達基督宗教與佛教的教

義精神，卻又能夠在藝術型態的會通點上有所交集，進行比較與交談？   

我們都知道，歐洲中世紀常被喻為「黑暗時代」，魏晉南北朝即彷彿一



條「歷史黑河」。戰爭頻仍、民不聊生、災難深重，兩個國家皆失落了

精神的重心。卻在此歷史進程間，歐洲哥德時期出現了「微笑聖母

像」；中國北朝時代也出現了「微笑觀音像」。此二「微笑」的出現，

是否能為身陷苦難中的生靈，帶來些許的星光？是否能夠代表二者最重

要的信仰本質──「中保」觀與「入世」思想？以此問題出發，筆者以

文獻研究法、比較宗教學的平行比較方法，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   

筆者在第一章，以歐洲中世紀基督宗教史為根基，探討基督信仰對文化

融合有何貢獻？朝聖熱潮與十字軍東征，如何能夠替藝術型態帶來展新

的面貌？與中世紀女性修會與「貞潔觀」的提倡，此三進路與哥德式微

笑聖母像有何關聯？   第二章則依循上述的思想進程。以中國魏晉南

北朝佛教史為根基，佛教信仰是否也融合了外族的文化？北朝時期的宗

教思想、遷都計畫對佛教本身有怎麼樣的改革？此時期女眾出家者大

增，對女性「貞潔觀」、「審美觀」的論著大量出現，這些歷史思潮是

否影響北魏微笑觀音的誕生？ 以歷史為經，接下來便要以教義為緯。筆

者在第三章所著重的乃是教義的平行比較：先從聖母與觀音的歷史生

平、經典內容論述，再論及最重要的「中保」觀與「入世」思想的同、

異點。藉此了解藝術作品的本質思想，如何撫慰處在苦痛邊緣的人心？   

然而，在宗教信仰的傳播裡，宗教藝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將教

義圖像化，使聖母與觀音的動人之美得以流傳。筆者在第四章論述，何

謂宗教藝術？宗教藝術如何以俗世媒材，表達神聖之真善美？在藝術已

經「迷亂」的當代社會，聖母「中保」與觀音「入世」精神的宗教情

懷，是否能超越時空，為宗教藝術的困境帶來解答？這也是筆者所認為

的──宗教藝術的當代價值。  

摘要

(英) 

  To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art in the carries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qualities of Religious faith itself. It guides us to break through the finite, to reach 

Infinity. Can we find 2 works of art, one in Christianity and one in Buddhism each 

expressing the spirit of its religion, upon them we can open a dialogue, based on 

the converging point of their artistic value?   We know in Europe the period of 

Middle Ages is called “The Dark Age”, while in China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 is named a “Black River of History”. Both represent a period of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Europe and China have both lost their center of spirituality. 

But precisely during this period appeared in Europe the Gothic statue of Smiling 

Mary, and in the Northern Wei of China the statue of the Smiling Kwan-Yin.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two smiles, did they bring to the suffering crowd some light in 

darkness? Could they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both religions- the concept of 

“Mediatrix” and the “Into-Worldness”? Starting on this point, I use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s to developed this 

thesis.   In the first chapter I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Middle Ages Christianity 

to study the role of Christian Faith in the great Melting Pot of Cultures. How the 

activities of Pilgrimage and Crusades brought new development to the artistic 

images? The monastic life of woman, the promotion of Chastit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e practices and the Smiling Virgin?   The second 

chapter follows the same direction, based on Chinese history of Buddhism during 

Six Dynasties. Did the Buddhist believe bring in foreign cultures? The Buddhism of 



the North, the moving South of the capitol, what all of these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of Buddhis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women dedicated to 

monastic life increased greatly. A lot of books dedicated to the praise of Chastity 

and Beauty. Have all these contribu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Smiling Kwan-Yin? 

My study is a net work woven with History and dogmas. The third Chapter 

compares dogmas. First we take a book at the life of the Virgin and of Kwan-Yin. 

Than I look into the classics, than I study the dogmas of “Mediatrix” and 

“Enter-into-Worldnes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art looks bring consolation to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To spread 

Religious Faith, Religious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at nothing can replace. It 

gives to the dogmas an image, immortalizes the beauty of the Virgin Mary and 

Kwan-Yin. But what is Religious Art? How Religious Art can use the media of the 

world to express the Divine throug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the world today even 

art is lost. The Mediatrix concept of the Virgin and the “Enter-into-Worldness” 

concept of Kwan-Yin, can they raise us beyond time and space, to bring a solution 

to Religious Art? This is also what I thought to b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ligiou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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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906010 2010.3.29 19:45 218.160.111.6 new 02 496906010 2010.3.29 19:51 

218.160.111.6 new 02 

異動

記錄 

C 496906010 Y2010.M3.D29 18:47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8:49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04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08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09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36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37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38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55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56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57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19:57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20:00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20:01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20:02 218.160.111.6 M 

496906010 Y2010.M3.D29 20:02 218.160.111.6 M reli2791 Y2010.M3.D29 20:08 

218.160.111.6 M reli2791 Y2010.M3.D30 11:41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10.M3.D30 11:41 140.136.129.39 I 030418 Y2010.M3.D30 14:10 



140.136.208.42 M 030540 Y2010.M4.D16 10:5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20 10:51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