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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觀世音是最獲得華夏婦女信奉的一位佛教菩薩，其原因如下： 

第一，佛經描述這位菩薩能救苦救難，而人們經常會遇上苦難，尤其在

過去儒家大男人主義籠罩社會的時代，女性所面對的苦難特多。因此華

夏婦女非常渴望當她們遇上苦難時蒙這位菩薩的保祐而脫困厄。 

其次，佛經又說這位菩薩能保祐已婚婦女生育男嬰。在華人重視子嗣的

觀念之下，婦女非常希望觀世音能保祐自己產下兒子，使自己在家庭中

受到翁姑的重視。同時，已生育兒子的女性也希望這位菩薩的愛能伸延

而保祐自己的骨肉。 

第三，前已言之，婦女在過去的社會中最受委屈，她們的滿腹辛酸，只

好在禱告時向觀世音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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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佛經所載，觀世音是一位男性的菩薩，雖然祂能變身為女形而

向女子說法，但婦女又豈放心向一位男菩薩細訴自己心中的祕密？因

此，她們希望這位女性救主的本身，同時也是女性！緣於這種共同意念

之下，好幾種描述觀世音出家前是一位印度王國的公主；苦修之下成為

女性菩薩的小說出現。經過小說的渲染，婦女們便篤信觀音確屬女子，

由是如今華人不論男女，都普遍地接受這位菩薩屬慈悲的女子這一觀

念。 

本文更考出大約在北宋乾德 2 年（964）以前，觀世音已被普遍視作女

菩薩，不過在唐代元和 8 年（813）左右，「她」的性別仍未改變。 

本文原屬仕邦於民國 88 年～90 年度繳交給本研究所的研究專題《佛教

傳入中國後對婦女的革命性影響》中的第十章，如今稍作修改，先提出

以應本學報的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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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1.儒家大男人主義的中國社會  2.觀世音能救苦救難  3.觀
世音能保祐已婚婦女生育男嬰  4.「女性救主本身屬女性」的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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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以下簡稱「觀音」）是受到華人普遍信奉的一位佛教菩薩。

在一般人心目中，觀音毫無疑問應該屬女性的菩薩，起碼我們廣東人往

往稱美女為「生觀音」，意即這女子美得像活生生的觀音。又有調侃男

子追求美女的「觀音兵」一詞，指一群男子整天纏著一位美女展開追求，

美女要他們做什麼便做什麼，不敢違抗，有如士兵的聽令於指揮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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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稱他們是觀音手下的「兵」。此外，所知形容美女的名詞又有「八面

觀音（從哪一角度看都美）」，半截觀音（美中不足的麗人，如面孔漂

亮但身裁不好看）」，「冷面觀音（凜若冰霜的美女）」和「辣手觀音

（武俠小說中的美女殺手）」等等。加上民間小說中有一部講觀音得道

的故事（忘其原名），內容說觀音得道前是妙莊王的三公主妙善，父王

為了阻她出家，用盡種種方法來折磨她，但她仍堅持初志，終修成菩薩。

這小說的結構比講述方世玉、至善禪師等的武俠小說《萬年青》更差，

但卻被廣大的婦孺們接受，其口耳流傳，比前者更廣，一般人心目中的

觀音印象，恐怕來自書中故事。仕邦甚至懷疑倘使觀音不是「女子」，

這位菩薩不會有這許多人信奉。 

然而硬說觀音是女性，佛教的法師們一定反對，而在佛教團體所辦的中

小學受業的同學們，也一定馬上說觀音是「男人」！ 

那麼這位菩薩屬男屬女？往往教人糊塗起來。例如明吳承恩（1500？～

1582？）的著名神魔小說《西遊記》[2] 中觀音再三自稱「貧僧」， [3] 
分明是男性的法師。但書中又說觀音「未梳裝」。 [4] 再說孫悟空在心

中罵觀音「該他一世無夫」， [5] 更述唐太宗在夢中受涇河龍王的冤魂

糾纏時「有一個女真人上前」驅走龍王，卻「原來這是觀音菩薩」。 [6] 
不特此也，小說描述觀音初出場時；其容貌是「眉如小月，眼似雙星，

玉面天生喜，朱唇一點紅」， [7] 都屬於將觀音描寫成女性的筆調。大

抵吳承恩覺得「男性」或「女性」兩說都各有勢力，不願得罪任何一方

的擁護者，因此將男女兩性的形容詞都用上，故意講得含糊。然而據上

所引，吳氏本人是傾向於觀音屬女性的！ 

由於本章要探討華夏婦女對觀音的信仰，因此也順便研究一下這位菩薩

的性別問題。職是之故，本書的下限雖然止於唐代，但不免跟第五章一

樣，要延伸到唐朝以後的觀音信仰底情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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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世音經》與《觀世音經》的興替 

研究觀音，不能不自記載觀音的最重要底佛經講起。華人所以知道這位

菩薩能救苦救難和替無兒子的婦女「送子」，主要是從《觀世音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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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而這部佛經，其實由東晉時鳩摩羅什（kumarājīva 344～413）所譯

《妙法蓮華經》（《大正藏》編號 262）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抽

出獨立成書，這種情況在佛家目錄學中謂之「別生經」。 [8]這部別生

經的存在，最早記載於梁釋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以下簡

稱《祐錄》，《大正藏》編號 2145），其卷 4〈新集續撰失譯雜經錄第

一〉略云： 

光世音經一卷出正法華經，或云光世音普門品。觀世音經一卷出新法華

經（頁 22 中）。 

讀上所引，讀者或會訝然於《觀世音經》之外，還有一部《光世音經》，

何以故？卻原來除了什公所譯的《妙法蓮華經》之外，還有西晉竺法護

（約 266~308 時人）譯出的《正法華經》（《大正藏》編號 263），其

卷 10 是〈光世音普門品〉。據此，則〈光世音經〉是從《正法華經》

別生出來的經典。 

護公與什公譯出上述兩經的時代，據唐釋智昇（約 730 時人）《開元釋

教錄》（以下簡稱《開元錄》，《大正藏》編號 2145）卷 2〈總括群經

錄上之二〉中的〈西晉錄〉略云： 

正法華經十卷。本注：（晉武帝，256～290 在位）太康 7 年（286）8

月 10 日出（頁 494 上）。（中略）右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沙

門竺曇摩羅察（Dharmarakṣa），晉言法護，其先月氏國人，出光讚般

若經等一百七十五部（頁 496 下）。 

同書卷 4〈總括群經錄上之四〉中的〈後秦錄〉略云： 

妙法蓮華經八卷。本注：（後秦姚興，394～415 在位）弘始 8年（406）

出（頁 512 中）。（中略）右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沙門鳩摩羅什，

秦言童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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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人也（頁 513 下）。譯大品、小品、金剛等經七十四部，三百八十

餘卷（頁 514 下）。 

據上所引，知道兩「法華經」的譯出前後相距一百二十年，而兩者的「普

門品」都分別有別生經（《祐錄》稱《觀世音經》是「出新法華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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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於什譯），人們所以自大經中抄出這「普門品」而成別生經，自因

經文中有他們特別需要的東西，那麼且讓我們看看這兩「普門品」的內

容吧！《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 [9] 普門品〉略云： 

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所以名之光世音乎！義何所趣耶？

佛告無盡意曰：若有眾生，遭億百千?困厄、患難苦毒無量，適聞光世

音菩薩名者，輒得解脫，無有眾惱，故名光世音。設遇大火，身墮火中，

得聞光世音名，火即尋滅。若入大水，稱光世音菩薩，一心自歸，則威

神護令不見溺。若入大海，載滿船寶，假使風吹其船，流墮黑山迴波，

若經鬼界值魔竭魚（Makara，即鯨魚），眾中一人竊獨心念光世音菩

薩，而稱名號，（本人）及其伴侶，眾得濟渡，故名光世音。若見怒賊

欲來危害，即稱光世音菩薩名號，而自歸命（即「皈依」），賊所持刀

杖尋段段壞，手不得舉，（怒賊）自然慈心。若人犯罪；若無有罪（即

被冤枉），若為惡人縣官所錄，縛束其身，扭械在體，若枷鎖之，閉在

牢獄，拷治苦毒。（其人）一心自歸，稱光世音名號，疾得解脫，開獄

門出，無能拘制，故名光世音（頁 128 下～129 上）。若有女人，無有

子姓，求男求女，歸光世音，輒得男女。一心精進自歸命者，世世端正，

顏貌無比。光世音菩薩所遊世界，或現佛身而班宣法，或現菩薩形像色

貌，說經開化。欲度鬼神現鬼神像，欲度豪尊現豪尊像。光世音菩薩，

遊諸佛土，而普示現若干種形，在所變化，開度一切（頁 129 中～下）。 

《妙法蓮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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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

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善男子，若有無量百千億眾生受諸苦

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聲者， [10] 皆

得解脫。若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號者，設入大火，火不能燒。若為大水

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若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金銀、琉璃、車

渠、珊瑚、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羅剎（Rāksasa）

鬼國，其中若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諸人等，皆得解脫羅

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若復有人，臨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

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設復有人，若有罪若無罪，杻

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名者，悉皆斷壞，即得解脫（頁 56 下）。

若有女人，設欲求男，禮拜供養觀世音菩薩，便生福德智慧之男；設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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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女，便生端正有相之女。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若有眾生應以佛

身得度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說法。應以梵王身得度者，即現梵

王身而為說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羅門、婦女身得度者，即現

婦女身（等）而為說法，應以童男童女身得度者，即現童男童女身而為

說法（頁 57 上～中）。 

讀了上靣兩〈普門品〉的節引，大家對「光世音」或「觀世音」的救苦

救難和令婦女得到子嗣的能力，有了一個大致的概念。至於上所引兩者

內容大同小異，則非關乎譯筆，而是兩者所據原本有所不同。隋闍那崛

多（Jñanagupta，約卒於 604）與達摩笈多（Dharmagupta，卒於 619）

共譯的《添品妙法蓮華經》（《大正藏》編號 264），卷首有未詳作者

的〈添品妙法蓮華經序〉，略云： 

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帝）之世，譯正法華經。後秦姚興，更請

（鳩摩）羅什譯妙法蓮華經。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羅之葉， [11] 

什似龜茲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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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檢經藏，備見二（原）本，多羅則與正法（華）符會，龜茲則

共妙法（蓮華）允同（頁 134 下）。 

據上所引，知道〈序〉的作者親校護譯與什譯的原本，知道前者的原本

是梵文本， [13] 而後者的原本則是龜茲文本。 [14] 兩者的內容大同

小異，而「小異」部份彼此相差頗大，原因就在此。 

記載「光世音」和「觀世音」的經典討論過了，繼之討論一下這兩別生

經的流傳和興替。 

首先，《正法華經》譯於太康 7 年，這是晉武帝攻滅吳國（222～280），

結束「三國時代（221～280）」的太康元年（280）底七年後，其時中

國開始再度統一，無有戰亂，故《正法華經》即使譯成漢言，也不會太

受注意。 

然而武帝駕崩，惠帝（291～306 在位）繼位之後，先有「八王之亂（291
～306）」， [15] 跟著是「永嘉之亂（309～316）」， [16] 匈奴劉氏

俘虜了西晉的懷帝（307～313 在位）和愍帝（313～315 在位），從此

開啟了二百七十多年的中國長期分裂之局。在這長期分裂時代，各分裂

政權固然彼此互相攻伐以圖佔有更多的土地與人口，而在每一政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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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亦有因奪權而屢生內戰，又有民眾因受不了政府搾取的揭竿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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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生活於這二百七十多年間動盪不安的民眾，可謂身心俱苦，因此他

們極需宗教的安慰。 

此時節，信佛的人想起了《正法華經》介紹了一位能救苦救難的「光世

音菩薩」，因此大家?起念誦〈光世音菩薩普門品〉；或口誦和心稱這

位菩薩的聖號，來祈求保祐。而這一卷的經文，因此也獨立出來而為別

生經，於是《祐錄》便登錄了它，使我們知道它曾經存在。而這別生經

曾被用來求祐的證據，則且待本章次節方進行討論。 

然而〈光世音菩薩普門品〉據前面的節引，讀來不免有點不夠清楚和流

暢。其不清楚之處，例如它始終講不明白這位菩薩何以名為「光世音」，

又對無子嗣的女性如何祈求子女講得太簡單。 

及至一百二十年後鳩摩羅什譯出《妙法蓮華經》，其中〈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的譯筆流暢得多，又清楚地解釋了這位菩薩的名號是緣於祂能「觀

（考察）其聲音」 [17]而對受苦的世人施以救助， [18] 更明示婦女祈

求子嗣之時要「禮拜供養」這位菩薩，而非如〈光世音菩薩普門品〉那

樣交代一句「歸（命）光世音」便算。是以大家從此既樂得讀《妙法蓮

華經》，其〈普門品〉也獨立而成別生經。是以如今《觀世音經》可以

在任何出售佛教文獻的書店買到，而《光世音經》則早被人們遺忘而散

佚不傳了。 

二、唐代以前的婦女與觀音信仰──兼論這時期的觀音

性別 

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眾所周知，而古時中國婦女所面對的最大苦難，卻

是婚後不能替夫家生下子嗣，因此這位菩薩對她們提供的希冀，便是保

祐她們能孕育出男丁！ 

讀者們也許會問：前節引兩〈普門品〉，都說這位菩薩既能保祐婦女生

男，也能保祐生女的啊！何以只聞華人向觀音求子而不聞求女？ 

卻原來，這關係到中印兩種文化的大不相同。印度人有投生轉世的觀

念，一個人身後會依著生時所作的業，經過輪迴而在來生地位上升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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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既然可以轉世，則一個人生命告終之後，另有去處，因此印度女子

在婚後若不能生下男孩，並不被看得很嚴重。更河況，印度文化是接受

女子為王的。如北涼曇無讖（Dharmarakṣa，385～433）所譯《大方等

無想經（古時稱為《大雲經》）》（《大正藏》編號 387）卷 6〈大雲

經初分增長犍度篇三十七之餘〉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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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涅槃已七百年後，是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有王名等乘。其王

夫人產育一女，名曰增長。其王忽然崩亡，爾時諸臣即奉此女以繼王嗣。

女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Jambudv?pa）中所有國土悉來承奉，

無拒違者（頁 1107 上）。 

這是佛經所示印度有女王的證據。 [19] 緣於印度人既能接受女子作一

國之君，則印度雖然跟中國一樣是「男尊女卑」的社會， [20] 但已婚

婦人在家中倘使不能產下男孩，不會因此受到什麼壓力。 

中國則不然，華人在接受佛教之前，根本無「投生轉世」的觀念，因此

非常重視「香燈之繼」──一個家庭要有男丁替祖先的神主早晚燒香點

燈來供養，不然祖先便成了無主孤魂。因此男人結婚之後，妻子能產下

男孩，男孩長大後成婚，產下孩子，如此香燈便繼續有人供奉，由是永

傳不絕。 [21] 是以身為正妻者，往往要「追」一個男孩， [22]若不能

成功，則為夫者便納妾以求嗣，甚或因「無子」而休妻另娶！因此「無

子」對一位正室而言，其精神壓力是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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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兩《法華經》先後譯成漢言，經中介紹一位能保祐婦女生育男女的

菩薩，於是看重子嗣的華人社會，便紛紛禮拜光世音或觀世音來求子了。 

仕邦能找到的最早求子成功的故事，是記載於唐譯法琳（572～643）《辯

正論》（《大正藏》編號 2110）卷 7〈信毀交報篇〉，略云： 

阿練託生，胡音逸口。本注：冥祥記云：瑯玡王珉妻無子，常祈觀音乞

兒。（王）珉後路行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之）子。

少時，道人 [23] 果亡。三月間，（王）珉妻有娠。及生能語，即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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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十六國音，大聰明有氣度，即晉尚書王淵後身也，故小名阿□（練？），

敘前生時事，事有驗也（頁 537 下）。 

上引法琳〈注〉中所引《冥祥記》，是南齊（479～502）王琰撰， [24] 
屬於「感應傳」一類的著作， [25] 今已佚。《冥祥記》所言王珉妻求

觀音而得子的故事，特別標誌了王珉的郡望「瑯玡」，以示王珉是六朝

時「瑯玡（今山東省青島一帶）王氏」這天下第一大族的族人，是一位

身份很高的人。而瑯玡氏中的王導（267～330），正是建立東晉政權的

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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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又王導正有一位孫兒叫王珉。《晉書》卷 65〈王導傳〉附孫〈王

珉傳〉略云： 

（王）珉（365～388），少有才藝，善行書。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Deva？）

妙解法理，（王）珣（王珉之兄）兄弟講毘曇經，（王）珉時尚幼，講

未半，便云已解。後歷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兼中書令。

太元 13 年（388）卒，時年 28，追贈太常。二子（王）朗、（王）練，

義熙中（約 411）並歷侍中（頁 856）。 

據上所引，王珉不但屬東晉重臣的孫兒，並且自身既解佛法，又歷仕中

央官，更有兩子，他們也做過中央官。大抵王琰便將向觀音求子的故事

附會到他這郡望高又闔家作中央官的人底身上，這是「感應傳」的一向

作風。 [27] 

唯是王珉卒年是公元 388 年，去《妙法蓮華經．觀世音普門品》譯出的

公元 406 年（參本文首節）凡十八年，王珉妻即使求子，她也不知道觀

音菩薩的存在呀？ 

然而《正法華經．光世音普門品》在公元 286 年已譯出（亦參本文首節），

王珉妻若要求子，大可向光世音菩薩求賜子嗣。退一步說，王珉妻其實

未向光世音求子，但《冥祥記》所述的故事，也反映了王珉同時代的已

婚婦女，會向光世音祈賜嬌兒，這也反映了自《正法華經》別生的《光

世音經》（同樣參,文首節），在《觀世音經》未出現之前，曾有不少華

夏婦人誦讀這部經來祈福，也就是《光世音經》曾風行一時的間接證據。 

至於《冥祥記》何以不稱「光音」而稱「觀音」？一來南齊時「觀音」

一名已大行，王琰或已忘了這位菩薩在王珉的時代稱為「光世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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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華人著史不似西方史家的追求「zealfor the truth」， [28] 故以人們

所熟習的「觀音」來稱呼東晉時的「光音」吧！ 

除了王珉的故事而外，唐以前更有如下向觀音求子的記載。唐釋道世（卒

於 668 以後）《法苑珠林（以下簡稱「珠林」）》（《大正藏》編號 2122）

卷 17〈敬佛篇〉中的〈觀音驗〉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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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孫道德，益州人，奉道祭酒， [29] 年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精舍（劉

宋少帝［423～424 在位］）景平中（約 424），沙門謂（孫道）德：必

願有兒，當至心禮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孫道）德遂罷不事道，單

心投誠歸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遂產男云（頁 410 中）。 

《續高僧傳》卷 25〈唐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略云： 

釋靜之（604～660），姓趙，雍州高陵人。父母念善，絕無子息，祈求

遍至而無所果。遂念觀音，旬內有孕，能令母氏厭惡欲染，辛腥永絕。

誕育之後，年七、八歲，樂阿彌陀觀，性樂出家。既有一子，誓而不許，

隨父任蜀，不久（父母）崩亡，乃迴心剃剪，用伸罔極（頁 601 下～602

上）。 

上述都屬仕邦找到向觀音求子得嗣的故事，至於唐代以後的有關故事，

且留待本文第三節纔加以討論。 

華夏婦女除了向觀音求子之外，更希望這位菩薩保祐自己兒女的平安。

《辯正論》卷 7〈信毀交報篇〉略云： 

車母燃燈，不期兒至。本注：車母者，（其子）遭（劉）宋廬陵王青泥

之難，為佛佛虜（東 I十六國時夏國君主匈奴人赫連勃勃，407～424 在

位）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來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晝夜精心哭觀

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年。其子忽得叛還，七日七夜行，獨自南走。

值天陰，不知西東，遙見有七 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不可至。

如是七夕，不覺到家，見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見七燈，因乃發悟。母

子共談，知是佛力。出宣驗記（頁 53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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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注〉中所引的《宣驗記》是劉宋臨川康王劉義慶（403～444）所

撰， [30] 今已佚。  

 
p. 167 
 
這是紀述因母親極誠敬地祈求觀音保祐而兒子能夠逃命歸家的故事。 

緣於觀音能使婦女得子；而且在兒女長大後保祐他們的平安，因此大為

華夏婦女的信奉。 

至於兩晉至唐代的觀音的性別為何？據仕邦未刊專書《佛教傳入中國後

對婦女的革命性影響》（以下簡稱《佛教影響婦女》）第六章所論，觀

音是西方極樂世界領導人阿彌陀佛的左右手之一，而在這世界中是無有

女性的，因此在唐代以前，未聞觀音屬女性的講法，因此，現存於故宮

博物館中的觀音畫像，其中不少將這位菩薩繪成有長髯的男子漢。不特

此也，這位菩薩又有「觀音大士」之稱，迄今依然如此。而「大士」中

的「士」在古代指「士人（「女士」是近代纔有的對女性底稱呼）」，

其原始定義是「受過文藝訓練的武士」， [31] 後來漸轉變而為專指讀

書以謀求出仕作文官的文人。在中國的帝王時代，女子是不許作「士人」

的。 [32] 再說，梁代的著名佛教居士傅翕（497～569）， [33] 人稱

「雙林大士」，而這位「傅大士」娶妻劉氏；更生有兩子， [34] 這非

男子漢而何？ [35] 觀音菩薩既有「大士」之稱，當然也屬男性了！ 

三、唐代以後的婦女與觀音信仰──兼論這位菩薩的

「變性」及其原因 

唐代以後；甚或唐代中葉開始，觀音在人們心目中漸漸被肯定地視為女

性了。關於這位菩薩「變性」的轉變過程，老友 [36] 杜德橋講座教授

（Prof. Glen Dud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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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李文彬等譯的《觀音菩薩緣起──妙善傳說》（以下簡稱《妙善傳

說》） [37]作了相當詳細的考論。在這部力作之中，杜德橋教授不但找

到最早將觀音菩薩講成是妙善公主苦修成道的香山寺一份碑文是撰成

並刊刻於北宋哲宗元符 3 年（1100）， [38] 又將收在《八瓊室金石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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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卷 109 的上述碑文的殘存部份，拿來跟據此碑文敘述妙善公主成道

故事的兩種文獻：南宋釋祖琇（約 1163～1164 時人）撰《隆興佛教編

年通論》（按，見於《卍續藏》冊 130）和明釋覺連撰《銷釋金剛科儀

會要注解》底內容作詳細對照， [39]使讀者們更完整地知道妙善成道這

一傳說的具體內容。 

再者，觀音屬女性這一概念的建立，是有許多小說（包括「寶卷」）在

旁推波助瀾的。在《妙善傳說》之中，也將這些小說作詳細的校勘。 [40] 

不特此也，《妙善傳說》找到了小說中所述的「妙莊王」源出《妙法蓮

華經》卷 7〈妙莊嚴王本事品第 27〉所述的光明莊嚴國的君主妙莊嚴王。 
[41] 又找出妙莊王的三位女兒：妙音公主源出《妙法蓮華經》卷 7〈妙

音菩薩品第 24〉中的妙音菩薩、 [42] 妙顏公主源出梁釋寶唱（約 495
～527 時人）編集的《經律異相》（按，見於《大正藏》編號 2121）卷

30〈 阿育王夫人受八歲沙彌化〉中的有神通力量的八歲沙彌妙顏， [43] 
而妙善則屬唐魏徵（579~642）《隋書》卷 69〈王劭傳〉所載隋獨孤皇

后駕崩之後，王劭對隋文帝上表稱獨孤后因奉佛而在身後成了「妙善菩

薩」， [44] 杜德橋教授並視為這是「指稱一以女身現形的菩薩」。 [45] 

此外，《妙善傳說》又指出清代學人認為這一傳說可能在唐代已興起， 
[46] 又謂觀音受到整個中國社會的崇敬，因為十三世紀的資料特別強調

妙善行孝報父恩。 [47] 

 
 
p. 169 

杜德橋講座教授在《妙善傳說》中所表現的搜羅廣博，用力精勤，實在

使人佩服。唯是觀音在中國何以變身而為女性的菩薩？《妙善傳說》未

有交代，因此仕邦在這為老友提供一點芻蕘之見。 

首先，前面提到隋代的王劭說獨孤皇后駕崩之後成了「妙善菩薩」，王

劭如此上表固然是為了安慰剛剛喪偶的隋文帝，而王氏所以將皇后說成

女性得作菩薩，是佛經給他提供了靈感！《妙法蓮華經》卷 7〈妙莊嚴

王本事品第二十七〉略云： 

爾時彼佛（雲雷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度阿羅訶三藐三佛）為王說法。爾

時妙莊嚴王及其夫人，解頸真珠瓔珞，價直百千，以散佛上。其王即時

以國付弟，與夫人、二子并諸眷屬，於佛法中出家修道（頁 6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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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釋迦牟尼佛）告大眾：妙莊嚴王豈異人乎？今華德菩薩是。其淨德

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頁 60 下）。 

據經文所言，妙莊嚴王的夫人淨德是以女身修成「佛前光照莊嚴相菩

薩」，而非似同一佛經所言的龍女先變作男身始行成佛。 [48] 《妙法

蓮華經》是在華夏非常流行的佛經，因此它提供了王劭以靈感。經過王

劭提出女性的「妙善菩薩」，自然替後來的傳說供應了主角「妙善公主」。 

其次，陳觀勝先生所著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以下

簡稱 Survey） [49] 中引述法國漢學家 H. Maspero 之說，稱密宗認為

「覺」是「智慧」與「同情」的結合，而這兩者分別由「男」與「女」

來標示，故密宗的佛像和菩薩像皆設一女性的夥伴，而觀音的女伴衣

白，華人便稱之為「白衣觀音」。這「白衣觀音」在密宗是歸於「胎藏

界」（Garbhakośadhātu）──萬物孕育的源頭──之中，因此白衣觀音

也轉化而為「送子者」。而《妙法蓮華經》早已說這位菩薩能「送子」，

故 Maspero 認為這是觀音漸被形容為女性的原因，而唐代也開始有作

女形的觀音繪像云云。 [50] 

當然，有了密宗的觀音女像，自必大有助於把這位菩薩轉化而為女性。

然而光有密宗的因素是不夠的，因此，我們不能不考慮一下「男尊女卑」

思想強烈籠罩下的社會因素。仕邦曾在〈觀音菩薩的性別問題與華人的

觀音崇拜〉（以下簡稱〈觀音性別〉） [51] 中提出如下的個人推論，

現在轉述於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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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女子不論身為不嫁的獨身女、大婦、妾侍、婢女、妓女，

各有不同程度的苦楚，她們不特要受異性的氣，更往往要受同性的氣（例

如婆媳之間）。倘使女子不受苦，小說戲劇便少了許多重要的題材，即

使八十年代以前的中國電影，不是大多數屬於描寫女子如何受苦的悲

劇，靠著女觀眾們的眼淚來養活的嗎？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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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時代，不特男性充滿大男人主義，連女性本身也討厭生為女子，

因此渴望在此生變性為男或來生投胎為男子， [53] 不然，也希望死後

往生極樂世界，從此脫離女身！ [54] 

過去的婦女既然深受壓迫，滿肚委屈，她們會覺得女子的痛苦，只有女

子纔能了解，因此她們希望女性們的救主，同時也是一位女性。而佛經

說觀音專救厄難中的苦命人，這位菩薩自會救助受苦的女子本身和她們

的子女。何況更能「送子」，使他們因產下男孩而在翁姑叔伯面前有地

位。這位菩薩若是女子，哪多好！倘使有了一位女性的菩薩，女子的痛

苦，又何必由臭男子去解救！ [55] 

雖然，佛經說觀音能化身女子去幫助女性， [56] 但他本身究竟是一位

男性菩薩，女士們又哪能放心在禱告時向他細訴苦楚？女子要對著女

子，纔放心說俏俏話細訴衷曲的啊！ [57]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觀音便會漸漸地被「認為」是女性，久之乃有「三

公主苦修成道」的民間故事，這故事大抵在當初零零碎碎地講， [58] 最

後結集成幾種不同的小說。當女士們讀到（生於中上家庭，仍許受有限

度教育的人）或聽到（完全文盲，只好聽人家講故事的人）有關「三公

主」能成菩薩之前受過頑固父親妙莊王加予她身上的許多苦難，不免想

到自己所受的苦又算得什麼？！由於從這民間故事得到精神安慰，她們

當然成為這一故事的忠實擁護者，觀音屬女子之說便愈來愈確立了。 

[59] 

當然，倘使沒有密宗介紹進來的女形觀音像，這位菩薩或較不易被形容

作女子。因為菩薩像也作女形嘛，觀音自然是女子了！ [60] 

上面所陳，僅屬仕邦的私見；從社會心理方面去推想古時女性的心理而

得此芻蕘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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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觀音能被華人社會普遍地接受，除了《妙善傳說》中提到的「妙善

行孝報父恩」的因素之外，上所陳的管見也屬值得考慮的因素。 

及至自趙宋以來「觀音是女菩薩」的觀念日漸凝固之後，人們慢慢忘了

這菩薩本屬男性。仕邦曾讀朱其麟居士主編的《在家學佛寶典》， [61] 
其〈敬僧第三〉略云： 

（居士）若對尼侶，當稱大士（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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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居士的提出信佛俗人們應稱比丘尼作「大士」，便是緣於心目中堅強

地認為觀音是女性；而不知「大士」一詞來源 [62] 而生的誤解！ 

至於唐代以後中國婦女對觀音菩薩的信仰，限於研究計劃僅有兩年，因

此也僅能找到四個向觀音求子的故事：南宋釋宗鑑（約 1237 時人）《釋

門正統》（《卍續藏》冊 130）卷 5〈本支輝映傳〉中的〈慈雲懺主傳〉

略云： 

（慈雲）遵式（964～1032）字知白，葉姓，天台人。母王，乞男於觀

音大士，夢美女授以明珠。嚥之，生師。（遵式年僅）七月，能從母稱

觀音名。稍長，不樂隨兄為賈，潛往東山求（釋）義全為師（頁 117 背

面上）。 

傳稱釋遵式的母親向觀音祈求賜子而「夢美女授以明珠」，果然在後來

誕下男孩，可見在宋太祖（960～976 在位）乾德 2 年（964）以前，華

人心目中的觀音已屬女性。 

清周克復（約 1659 時人） [63] 編集的《觀世音持驗記》（《卍續藏》

冊 134）卷下〈宋翟楫傳〉略云： 

宋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鎮。年五十，無子，繪觀音像，虔禱。其妻

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其後）生男。出轉劫輪（頁 486 背面

上）。 

這故事說翟楫祈子於觀音而他懷孕的妻子「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

來，跟著果然生下男孩。這故事同樣顯示華人視觀音為女菩薩，而且是

「白衣觀音送子」概念的具體表現。同書同卷〈明龍子翬妻蕭氏傳〉略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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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間（1368～1398），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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