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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

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

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

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

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

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

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人們對觀音信仰往往有一種誤解，似乎「稱名救難」就是全部

觀音信仰體系的唯一內容。這種誤解已經有相當長的時期了。其

實，觀音信仰這種在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宗教文化現象有著非常豐

富的內涵，其體系之龐大，包納之廣博，不亞於任何一種宗教文化

現象。它既集中體現了大乘的基本精神，又自成一種相對完整的宗

教文化體系。這種獨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形態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宗教

現象的特點。分析研究這些特點，對於認識和準確把握中國的觀音

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學術界在觀音研究方面偶見一些成果問世，但是從觀

音文化的體系、觀音信仰的形態、觀音法門的結構、觀音思想組成、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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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架構與特徵以及觀音信仰的中國化表現等角度進行研究者極少。我

認為，所有這些方面正是體現中國觀音文化特徵的主要因素所在。

在這裡，我結合過去的研究，對中國觀音文化（著重於中國漢傳佛

教的觀音文化）的一些基本內涵與核心體系作簡要的闡述。

二、三大信仰體系

中國觀音文化是由三大體系組成的，即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

藏傳佛教的觀音信仰和漢族地區民間的觀音信仰。漢傳佛教觀音信

仰自魏晉時代傳入中國後，經過南北朝時期的盛行，隋唐時期的普

及和元明時期的變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

系，是中國歷史上僧俗佛教信仰

者尤其是觀音崇拜者，在不同的

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繼承

印度佛教有關觀音經典的說教，

並根據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特別

是大乘菩薩信仰的基本教義，對

印度佛教觀音類原典進行進一步

發揮演繹，從而形成的一種獨具

特色的佛教信仰體系。

藏傳佛教觀音信仰自前弘期

便傳入西藏，中間經過一段沉

寂，後弘期始得源源不斷地從印

度傳入藏地。由於這時印度逐漸

興起了密教，而原來的顯教觀音

信仰也在佛教密教化的過程中， 藏傳銅鎏金「度母觀音」像，清乾隆年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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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地改造演化成密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傳入西藏的觀音信仰基本

上就是印度密教的觀音信仰。這種信仰形式又經西藏佛教信徒的進

一步發揮，形成別具一格的藏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並在整個藏傳

佛教信仰體系中占據主導的地位，以至認為觀音菩薩就是整個藏族

人民的祖先，歷世達賴則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布達拉宮也被看

作是觀音菩薩所居的宮殿，觀音的六字真言更是至高無上，幾乎成

為藏傳佛教的一個象徵，有關觀音類經咒、儀軌、法門以及由此產

生的各種形式的造像極為豐富。

與漢傳佛教觀音信仰不同的是，藏傳佛教觀音信仰以各種真

言、印契和與之相關的觀想等宗教義理與規範為主體，所以，儘管

在觀音信仰的基本理論上與漢傳佛教並沒有多大的區別，但由於實

踐體系的不同，以致在造像、儀軌及具體修持方法等許多方面都產

生了重要的區別。

除了以上兩種正規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之外，在中國漢族地

區，由於受到特有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印度大乘佛教觀

音信仰以及中國漢傳佛教觀音信仰中的許多成分，被通過各種方式

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調整與改造，從而形成了既有別於印度佛教和藏

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也有別於漢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的中國民間

觀音信仰體系。它與漢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之間區別的主要標誌

是，漢傳佛教觀音信仰有正規佛教經典的直接依據或理論基礎，而

它沒有，所以這種信仰體系在許多方面和正規佛教經典相違背，從

而呈現出一定的異端性。這種獨具特色的觀音信仰（或稱觀音民俗

文化現象），由於表現在各個不同的民間信仰派系或不同時期、不

同地區、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層次的人群當中，所以，其內容極為

豐富，體系也十分龐雜，甚至常有相互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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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種觀音信仰體系中，前兩種信仰體系均屬正規佛教信

仰的範疇，其中藏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屬大乘密教範疇，在整個

藏傳佛教體系中居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屬

大乘顯教範疇，在義理上涵蓋了漢傳佛教最基本的內容，在實踐上

代表了漢傳佛教最基本的表現形態。民間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屬民

間宗教的範疇，它最突出的特徵是沒有經典的依據，不同時代、不

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人均可以對其進行任意發揮，所以這種信仰體

系在外在表現形態上顯得紛繁散亂，在內在義理上和正規佛教的經

典說教在許多方面相違背，從而呈現出一定的異端性。三大體系的

觀音信仰，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連繫。其中，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

和民間佛教的觀音信仰均廣泛流傳於中國漢族地區。

三、五個歷史階段

中國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傳播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漢魏西晉為初傳期，其顯著特點是觀音菩薩名稱的傳入

及《光世音菩薩普門品》的出現，所修法門只是稱念觀音聖號，祈

求觀音保佑，解除現實苦難，尚未形成完整的觀音信仰體系，傳播

範圍僅限於以洛陽、長安為中心的中原個別地區。

第二、東晉南北朝到隋代為興盛期，其主要特點是在《普門品》

之外又翻譯出許多觀音類經典，神力保佑依然是主體的信仰形態，

所修法門雖仍以稱念聖號為主，但造像、禮拜、供養、誦經、念咒

等修持方式也日益流行起來，觀音信仰體系的基本框架業已形成，

觀音信仰已流行於社會的各個階層。

第三、從隋代到宋代為普及期，其顯著特點是大量觀音類經典

的譯傳，闡釋觀音信仰的著述紛紛湧現出來，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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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理論體系最終完善，觀

音信仰形態豐富多樣，觀音

信仰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

在社會上的傳播也更加深

入，更加普及。

第四、元明清為演變期，

主要特點是宋代開始萌芽、

宣傳女性觀音身世的妙善公

主的傳說，經元代的加工完

善而定型，並迅速普及，女

性觀音信仰成為漢傳佛教觀

音信仰的主流，與此同時，

中國式的「三十三觀音」等

造像作品紛紛出現，中國的

觀音主道場普陀山逐漸成為

朝拜的中心，觀音信仰成為

民間宗教的一個主要崇拜對

象，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外

在表現體系最終形成。

第五、民國以來為轉型

期，主要特點是觀音信仰與

現實人生的結合更加密切，

從原來純粹依靠觀音的被動型修行實踐，發展成依賴觀音的同時效

法觀音的精神與行為，人人爭作觀音的主動型修行實踐，觀音宗教

文化和觀音世俗文化得到進一步弘揚。

白衣觀音是漢傳佛教觀音 33 化身中最廣為
人知的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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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重文化結構

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古代印度的觀音信仰終於演變成中國化

的觀音信仰，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這種來自印度但

卻實現了中國化的觀音信仰，我們可以稱之為漢傳佛教的觀音文

化。

從宏觀上看，中國漢傳佛教的觀音文化可以劃分為觀音宗教文

化與觀音世俗文化兩部分，1其中觀音宗教文化就是觀音信仰的基本

義理和修持儀軌，它又可劃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觀音所具神力的

崇信；二是為獲得觀音神力加被而進行的修持。前者又分為因地觀

音和果地觀音的信仰；後者則是信眾所修的觀音法門的主要內容。

因地觀音信仰的主要內容是觀音的身世和觀音初發心以及修道

的歷程與方法等。果地觀音信仰的主要內容是觀音的品格和能力，

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智慧如海，這是觀音救世度生一系列

神力的基本前提；其二是慈悲無邊；其三是神通廣大，尤其是顯化

之力和感應之力。顯化之力指觀音為救度不同時期、不同種類的眾

生，而根據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隨時變化其身，從而呈現出

千差萬別的身相來。感應之力指觀音對任何時期、任何地點、任何

環境下的任何眾生，在按照觀音法門進行一定修持的前提下所產生

的形形色色的乞求，均能以種種靈活的方式予以滿足。

為獲得觀音神力加被而進行的修持，可分為義理的觀悟、功夫

的修鍊和福德的積累三個方面，這是觀音宗教文化中的內在形態；

而觀音宗教文化的外在形態，則表現為六種信仰形態並立與相互融

合。對此，我們下面還要作詳細論述。

1. 參見拙作：〈觀音文化簡論〉，《人文雜誌》1997 年第 1 期，西安：人文雜誌社。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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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世俗文化就是觀音信仰的世俗化，或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現

出來的觀音信仰，主要表現在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民俗、養

生等方面。觀音世俗文化中的哲學內容，是觀音法門般若思想普及

化、世俗化的結果，對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禪宗哲學產生了很大影

響。觀音世俗文化中的倫理思想主要來自觀音法門中的福德積累說

教。福德的積累在觀音法門中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解決當世之苦

和當下之困（也有解決轉生善道的問題）；二是為了種下善根，從

而為證得般若聖智，實現最高解脫打下基礎。不管出於何種目的，

福德積累的過程都是一樣的。在福德的積累中，除了大量宗教的內

容外，利益眾生、服務社會、慈悲仁善、無私奉獻、見義勇為等也

屬福德積累的重要內容。

觀音世俗文化中的文學內容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總結起來

主要有如下幾種：其一是具有文學色彩的各類觀音經典；其二是中

國歷史上出現的各類觀音應化顯靈故事；其三是各類觀音贊、觀音

偈、觀音頌以及觀音像題記、觀音寺遊記、觀音殿堂廳閣楹聯以及

豐富多采的觀音變文、俗講等；其四是各類文學作品中對觀音及其

有關角色、有關場景的描寫；其五是比較成熟的觀音文學，主要指

宋元以後形成的各類觀音傳記，以及專門表現觀音菩薩顯化濟世事

蹟的中短篇小說、戲劇、說唱作品。

觀音世俗文化中的藝術內容體現在建築、雕塑、繪畫、音樂等

幾個方面。2 觀音世俗文化中民俗方面的內容則大致有四類：一是

由觀音節日產生的廟會；二是由觀音顯化故事而形成的民間節日或

其他形式的風俗習慣，如雲南大理的三月街；三是由觀音法門中的

2. 參見拙作：〈觀音信仰對中國古代藝術的影響〉，《華夏文化》1996 年第 4 期，

西安：陝西省軒轅黃帝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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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義理或儀軌產生的風俗習慣，如觀音懺、大悲水法、觀音七、

觀音素等；四是受觀音神通信仰產生的風俗習慣，如觀音簽、觀音

鬮、觀音課等。

觀音宗教文化是觀音文化的主體，是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

分。觀音世俗文化是觀音宗教文化的副產品，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個重要方面。沒有觀音宗教文化就沒有觀音世俗文化，而觀音世

俗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觀音宗教文化的傳播。

五、六種信仰形態

從觀音信仰的基本義理以及與之相關的修持方式、修持目標等

方面入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漢地的觀音信仰其實是由四種形態

組成的：

雲南大理三月街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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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神力保佑型」。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根據是《普門品》，

基本特徵是相信觀音具有「觀其音聲」的「方便之力」和隨緣顯相

的「威神之力」，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若遇到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

和災難時，可一心稱念觀音名號，以求獲得感應，從而解決現實的

一切問題。這種信仰也可以簡稱為「保佑信仰」。

其二是「智慧解脫型」。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依據是《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楞嚴經》。與前一種信仰形態相比，智慧解脫型信

仰形態是為了使眾生證悟至高無上的佛智慧，從而獲得最終的解

脫，而神力保佑型信仰形態則只是暫時解除眾生的當下之苦，包括

自然的、社會的和人身的。佛教認為，擺脫現實的各種苦難並不等

於完成了最終的解脫，何況人生在世，苦難是絕對的苦難，要永遠

實現絕對的解脫，就必須掌握般若智慧，證得實相涅槃。即使已從

當下的現實苦難中擺脫出來，也要再進一步。而對於菩薩來說，若

只局限於尋聲救苦，就失去了「覺他」這一基本標誌。所以，觀音

救度眾生，既像《普門品》所說的，尋聲解救眾生的當下之苦，又

像《心經》所說的，最終還是通過般若智慧教化眾生，使眾生獲得

覺悟，從而「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這種信仰也可以簡稱為

「覺悟信仰」。

其三是「淨土往生型」。隨著阿彌陀佛和極樂淨土信仰在中國

的廣泛流傳，觀音在接引眾生往生極樂世界的能力和意願為信徒所

接受，人們相信觀音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兩大弟子之一（另

一是大勢至菩薩），法相極其莊嚴，法身清淨微妙，法力無邊無際，

心念大慈大悲，其職責就是協助阿彌陀佛接引虔誠念佛者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這種信仰在流傳過程中逐漸發生了一些變異，在部分信

徒中又出現了念觀音名號亦可往生西方的思想，而且觀音接引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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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不斷被放大，以至於出現觀音為引路菩薩的信仰。這種信仰

可簡稱為「往生信仰」。

其四是「密儀持咒型」。這種形態的觀音信仰內容十分豐富，

體系也非常龐大，在密教典籍中俯拾即是。完整的密教觀音信仰在

中國西藏流傳下來，中國漢地也曾有流傳，但很快又歸於沉寂。不

過，保留明顯密教特色的觀音信仰始終流傳於整個東亞地區，形成

了這種密儀持咒型的觀音信仰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專心念誦各種觀

音神咒，亦有伴以身結而契，心作觀想的，與完整的密教觀音信仰

已有許多區別。這種信仰形態被視為一種總持法門，因為它既可達

到稱名救難的目的，又能達到智慧解脫的目的。在現實生活中，這

西方三聖，左起大勢至菩薩、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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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信仰以加持滿願為主要表現，也可以簡稱為「加持信仰」。

其五是「解疑釋惑型」。這是一種流傳於廣大民間的觀音信仰

形態，其主要特點是把觀音當成世俗社會中指點迷津的神仙，求其

預測吉凶，解除疑難，具體方法則是五花八門，在中國最著名的是

「觀音簽」3、「觀音課」4 和「觀音鬮」5。特別是觀音簽，據說「向

來以靈驗著稱，只要誠心祈求，自有應驗」。6 這種信仰可以簡稱

為「解惑信仰」。

其六是「行善積福型」。很明顯，這種信仰形態是由觀音宗教

文化內部結構中的福德積累這一層面而來的。由於修慧不但可以得

到終極的解脫，而且可以促進求助觀音救難之感應的發生，所以，

修慧便成為最核心的法門；而修慧的成功絕對離不開修福，所以，

福德的積累便成為觀音法門中一個重要的環節。這裡所說的行善福

報型觀音信仰形態，並不是一種依附於其他信仰形態的非獨立的法

門，而是指一部分信徒就是以行善積福為其信仰的核心。這種觀音

信仰形態的主要理論依據是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主要目標是求得今

生或來世的福報，所以，行善是手段，積福是目標，主要修行方式

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廣行一切善事。這種信仰可以簡稱為「積

福信仰」。

3. 《釋門正統》卷 3：「又有菩薩一百簽，及越之圓通一百三十簽，以決群迷
吉凶禍福。禱之誠者，纖毫不差。敘其事者，謂是菩薩化身所撰，理或然
也。」依此說則有一百簽與一百三十簽兩種：一百簽者從天竺寺之觀音院起，

一百三十簽者從越之圓通寺起。

4. 參見〈觀世菩薩感應靈課〉，高雄市淨宗學會印 3 行本，2001 年。

5. 參見《佛祖統記》卷 26〈永明智覺法師傳〉：「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

遂上智者岩，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佛土。乃冥心清禱，

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

6. 《觀世音 100 零簽精解》前言，海南攝影美術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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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種信仰形態相互連繫，相互作用，形成體系完整的觀音信

仰形態。《法華經》在這幾種信仰形態的生成與發展過程中居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各信仰形態之間的關係首先表現在「稱名救難型」

與「智慧解脫型」的相互結合上，如《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說：

「願諸眾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

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諸眾生離怖畏已，複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永不退轉。」7 可見，從緩急角度來講，稱名救難在先，

智慧解脫在後，前者重在當下，可獲暫時之益，後者重在永久，可

獲最終解脫之效。而觀音之所以能尋聲救苦，也是因為他具有般若

智慧。

密儀持咒型觀音信仰形態和其他幾種觀音信仰形態之間的關

係，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看：從理論上講，咒語為總持法門，

自然可以包納其他兩種信仰形態；但從實踐上來看，一般都會再輔

之以其他幾種法門。「行善福報型」與「稱名救難型」的區別在於

後者以解除眼下痛苦為目標，而前者主要以獲得來日善報為目標。

「行善福報型」與「智慧解脫型」的關係主要在於前者為後者的基

礎，後者為前者的指導；即行善有助於智慧的修證，智慧有助於行

善獲得更高的福德。「解疑釋惑型」則是從稱名救難型發展出來的

一種信仰形態，和其他幾種信仰形態無論在目標上還是方法上均有

不同之處，但又相互連繫。觀音的救難品格、智慧境界、神通之力

等都構成解疑釋惑型信仰形態的基本前提。總之，上述六種信仰形

態是並行不悖的。

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大正藏》第 10 冊，頁 367 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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