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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新世紀海峽兩岸攜手共育敦煌學新才 

──「二○○二年研究生敦煌石窟研習營」活動述評 

 

王蘭平 

蘭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 

  由台灣「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主辦，絲路佛教圖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協辦的「二○○

二年海峽兩岸研究生敦煌石窟研習營」活動，於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日在中國大陸成功舉辦。

參加本次研習活動的十三位學員均為來自中國大陸、台灣、美國和英國高校的碩士、博士研

究生。「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會長郭英玉女士蒞臨指導，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先生對本

次活動也給予了大力支持，並肯定了所取得的成績。 

  本次活動分兩個梯次進行，第一梯次由賴鵬舉先生率隊參加了由蘭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主辦的「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路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議期間考察了麥積

山石窟、天水市內古跡景觀和慶陽北石窟寺等佛教文化遺址。會議結束後於二十三日前往新

疆吐魯番進行學術考察，參觀了吐魯番市博物館、交河古城、吐峪溝石窟和柏孜克里克石窟。

二十七日到達敦煌莫高窟，開始營隊研習的準備工作。第二梯次學員則在郭祐孟先生帶領下

於七月三十一日抵達敦煌與第一批次隊員會合。從八月一日起至十五日全體學員開始對敦煌

石窟進行專題研習活動。八月八日參觀了敦煌西千佛洞，十四日晚上還參觀了鳴沙山和月牙

泉。十六日，營隊學員離開敦煌，部分學員在老師帶領下前往西安，於十七、十八日兩天參

觀了西安市博物館、碑林博物館和耀縣博物館。十九日全部研習活動結束。 

  本次活動課程安排採取上午看窟、下午專題講座和晚上小組研討三種方式結合進行，在

為期半個月的集訓中，學員們按年代順序考察了八十餘個莫高窟的代表性洞窟，聽取了十三

場專題報告。進行授課的老師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賀世哲、李正宇、彭金章、殷光明先

生和台灣地區的賴鵬舉、潘亮文、郭祐孟先生，他們分別就敦煌莫高窟考古、敦煌史地、佛

教圖像和佛教禪法、義理等幾個重要主題進行報告，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和好評。下面我就

對十三個場次報告的主要內容做一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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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學對敦煌學發展之基礎性作用早已為學界所公認，忽視或缺少對石窟考古研究成果

的吸收，就難以建立石窟內容與時空背景。鑑於此，研習營邀請了兩位對敦煌石窟考古有著

重要貢獻的專家為學員開設這方面的講座。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先生首先作了「莫高窟洞窟分期的方法與成果」為主題的報告。

樊先生考慮到學員的知識結構和學習要求，對在解決莫高窟洞窟分期問題上起重要作用的考

古學作了簡明扼要的說明。她說，考古學是一門通過對古代留下的遺物和遺址進行調查、發

掘和研究來探討人類社會歷史發展規律的科學，屬於歷史學的範疇，但又有自身獨立的方法

論。由於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有

著密切的關係，因此判斷遺存年代也必須採用多種方法，但最基本的方法是利用層位學和類

型學的研究。將考古學具體應用到洞窟時代研究中則主要從兩個方面來進行：一方面，大量

沒有紀年的洞窟，採用類型學和層位學的方法，對洞窟形制結構、彩塑和壁畫的題材布局、

內容等區分為若干類別，分類進行型式排比，排出每一類型自身的發展系列，又作平行各類

型系列的相互比較，從差異變化中找出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將類型相同的洞窟再進行組合，

從雷同相似中找出時間上的相近關係，並以遺跡的疊壓層次關係，綜合判斷洞窟和其彩塑、

壁畫的相對年代。又以有題記紀年的洞窟作為標尺斷定其絕對年代，採用這種方法，不僅完

成了敦煌莫高窟北朝、隋代、唐前期、唐後期、回鶻、西夏等時代洞窟的分期斷代；特別排

比出北周、回鶻的一批洞窟，而且還揭示了莫高窟洞窟發展演變的規律和時代特徵。以同樣

的方法，對莫高窟北周時代的洞窟作更進一步的分期排年，找出十餘個洞窟年代上的先後關

係。對莫高窟中心塔柱除作分期和年代的探討外，還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探討此類洞窟的

淵源和性質。另一方面，依靠洞窟題記、敦煌文書、碑銘結合歷史文獻，作了深入細緻地探

討校訂。相當一部分洞窟的具體修建年代、敦煌石窟年代研究的學術成果，不僅解決了洞窟

本身的年代，而且還為敦煌石窟各項研究提供了時代的依據。這些成果都是我們開展石窟研

究的基礎，今天的敦煌學研究在很大程度上都直接、間接地使用著這部分成果。 

  敦煌研究院彭金章先生作了「敦煌莫高窟北區的考古」報告。首先，彭先生對考古前的

北區石窟概況作了介紹，他說，北區崖面長七百餘米，開鑿洞窟數百個，其中僅有五個石窟

敦煌文物研究所進行了編號和記錄，其餘洞窟因多無壁畫和塑像，也就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重

視。在講到北區石窟現狀及形成原因時，彭先生認為北區也和南區崖面所開鑿的石窟一樣，

彼此上下相接，左右毗鄰，狀如蜂巢。崖面石窟最密集處上下可達五層或六層，亦十分壯觀。

千百年來，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北區崖面及石窟內部已遠非當年的原貌。大泉河水的泛

濫、驟降的暴雨以及突發的地震，是莫高窟北區石窟遭到破壞的自然因素，而外國探險者和

國人的亂挖亂掘，大肆攫寶，則是北區石窟遭到破壞的人為因素。其中洪水和暴雨對崖面的

沖刷，是造成該區石窟崩塌的最主要原因。之後彭先生談到了自一九四四年成立國立敦煌藝

術研究所以來到一九八八年前對北區石窟的保護研究工作，認為保護工作取得了很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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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值得肯定，但研究工作相對滯後，需要加強。鑑於此，自一九八八年至一九九五年前後，

他主持進行了六次系統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除對北區洞窟進行清理和資料收集外，還發現

了一些被掩埋的洞窟和重要的遺物。通過窟區全面清理，探明了洞窟的數量、分布、類型，

分析了作為僧眾生活、修行、埋葬的僧房窟、禪窟、瘞窟、禮佛窟和廩窟等不同形制洞窟的

結構特點、性質、作用，每個或每組洞窟的使用狀況及其時代。最後彭先生總結到，北區洞

窟的功能與南區有別，南區是佛的殿堂，又是僧俗禮佛的場所；北區則主要供僧眾生活、居

住、習禪和死後瘞埋。南北兩區洞窟群合在一起才構成了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 

  對敦煌史地的必要瞭解是我們認識敦煌、讀懂敦煌歷史文化所不能缺少的知識儲備。為

此研習營邀請了資深研究員李正宇先生作「古代敦煌的史地」主題報告。首先，李先生對敦

煌的地理位置與環境作了詳細介紹。認為黨河是敦煌農業、工業及人畜用水的主要水源，沒

有黨河就沒有敦煌，更不會有燦爛的敦煌文化。可以說，黨河就是敦煌的母親河，是敦煌的

生命之源。同時敦煌地處亞洲大陸腹地東緣，屬於大陸性氣候，乾旱少雨和溫差對比明顯是

其兩個重要特徵。氣候的乾燥決定了敦煌必須高度重視引水灌溉，所以從古到今敦煌的水利

事業一直很發達。敦煌遺書中反映這方面的記載也很多，水利問題的研究，也就成為敦煌歷

史、地理、社會、民生、民俗以及城鎮村莊的形成、道路交通的變動、生態之變遷等各項研

究的基礎性課題之一。李先生還分析了敦煌溫差對比明顯的九種情況，在此基礎上指出溫差

大對人們生活帶來的利弊。溫差懸殊會給人民生活造成諸多不便已經是不爭的事實，但掌握

了其變化規律後也可以趨利避害，如晝夜溫差大就十分有利瓜果的生長和糖份的聚合，敦煌

以「地產美瓜」而聞名就是這個原因。本場報告的另一主題是關於敦煌郡、縣、鄉、里的形

成過程。李先生介紹到，西漢初期，敦煌地區是匈奴的領地，實行軍事奴隸統治，無郡、縣

及鄉、里建制。漢武帝元狩二年（西元前一二一）匈奴渾邪王降漢後，河西分置武威、酒泉

二郡。從此敦煌一帶被納入漢朝版圖，開始設縣，隸屬酒泉郡。元鼎六年（西元前一一一），

漢庭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據《漢書‧地理志》記載，西漢時期敦煌郡轄有敦煌、冥安、效

谷、淵泉、廣至、龍勒六縣。西晉以來，縣以下改置諸鄉，鄉下置里，里率民戶。魏晉南北

朝時期，敦煌地區六縣又屢有分合，敦煌郡名也先後改稱沙州、瓜州。到了唐代，原敦煌郡

分置瓜、沙二州，瓜州下轄有晉昌、常樂二縣；沙州下轄有敦煌、壽昌二縣。李先生認為敦

煌郡、縣、鄉、里整套建制的形成反映了敦煌社會進步的迅速，而這種快速進步是由漢朝軍

隊的進駐接管所帶來的，可以說，漢朝軍隊的進駐接管結束了敦煌遲滯落後的狀態，揭開了

敦煌進步繁榮的新篇章。 

  對敦煌石窟圖像的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兩大主題之一，學界已經在這方面取得了巨大

的成果，這些都將是我們今後開展敦煌石窟文化研究的基礎。為此邀請三位著名學者作了四

場次的報告，他們或從美術史角度對石窟內單尊或單鋪造像進行多角度研究；或選擇一特定

圖像主題，將其放置於整個時代背景下進行立體式的考察；或將圖像結構與石窟功用進行結

合研究，總的說來是各有特色，互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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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研究院賀世哲先生作了題為「敦煌金剛經變」的報告。賀先生首先對《金剛經》在

漢地的流傳情況作了簡要介紹，指出《金剛經》有六種漢譯本，其中以鳩摩羅什譯《金剛般

若波羅蜜經》最為流行。此經是般若類經典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大的佛典，其思想可以「一

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來概括。其次對敦煌壁畫所存之金剛經

變作了總體說明，指出現存的十七鋪金剛經變中，有十三鋪繪於吐蕃佔領敦煌時期，另外四

鋪繪於張氏歸義軍時期。這些金剛經變都是依據鳩摩羅什譯本而繪製的。同時在談到敦煌金

剛經變出現的歷史背景時，賀先生認為敦煌禪學從中起了極其重要的作用。最後，賀先生結

合幻燈片對敦煌所存十七鋪金剛經變的題材內容、構圖形式作了仔細的講解，為學員總結出

判斷金剛經變的幾個帶有標誌性的畫面，認為只要有舍衛城乞食、比丘講《金剛經》、供養

塔廟、歌利王本生和被人輕賤等場景，基本上就可以斷定為金剛經變。 

  台南藝術學院潘亮文副教授作了兩個場次的報告，第一場次題為「初期至唐代的敦煌文

殊菩薩造像初探──以文殊變的內容為中心」。首先，潘先生根據敦煌石窟內容並結合藏經

洞出土文獻，按時代順序對敦煌文殊變作了系統的整理工作。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各個歷史

時期敦煌文殊菩薩像的特徵和流行情況。他認為在初期，如西魏二八五窟東壁門北作品所呈

現的，文殊菩薩是無量壽佛說法中的一尊護持菩薩，文殊菩薩的形象與其他菩薩並無太大的

差異，由此推測此時文殊菩薩的尊格特性並不明顯。自初唐起，以文殊菩薩為中心所組成的

文殊變與普賢變多配對出現在西壁龕外或南、北側，這樣的發展一直延續到整個唐代。但初

唐時期的文殊變，以三三一窟為例，是以搭配西壁的九尊塑像而存在的，同時內容簡單，所

以認為此時將文殊變進行單獨創作的意識尚未形成。同時文殊變之構圖形式也沒有一定的規

律，構件之要素也沒有固定，這種現象正可說明初唐時期的敦煌文殊菩薩造像並不發達，文

殊菩薩信仰亦尚未興盛。盛唐時期，文殊變出現的位置有仍在西壁龕外，也有在東壁門側的

情況。因畫面空間大小與構圖形式關係密切，所以文殊變出現在東壁門側，也意味著文殊變

圖像有成長的空間，文殊菩薩、獅子、牽拉獅子的昆侖奴成為識辨是否為文殊變的圖像特徵。

但從中唐時期文殊變中諸隨眾尚未完全成形來看，這或可說明盛唐時期敦煌文殊信仰尚未完

全深植於民眾。中唐時期文殊變的構成要素──文殊菩薩、獅子、牽拉獅子的昆侖奴、隨侍

（天王、力士、大菩薩與供養菩薩等），基本上已經形成固定的模式。依據此時期文殊變圖

像內容的發展過程，可以說文殊變的構圖形式已經確立，並呈固定化發展趨勢。同時，出現

了不見於前期所謂的五台山圖。同時山水雲彩的表現也較前期豐富多樣，可見其重要性已相

對提高。晚唐時期的文殊變，無論是從其出現的位置或作品本身的組合要素，乃至洞窟形制

與構圖內容的關係等來看，皆是延續中唐發展而來。且同一洞窟多出現排列順序、構圖形式

等與普賢變幾乎對稱的文殊變作品，由此推測晚唐時期敦煌地區的文殊變在構圖上已經形成

固定的模式，這種現象正可說明文殊菩薩信仰已有了一定深入的發展。 

  潘先生做的另一場報告題為「敦煌地藏菩薩像初探」。眾所周知，地藏菩薩是佛教四大

菩薩之一，有著悠久的發展歷史，隨著地藏菩薩信仰的流行，歷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地藏菩薩

像，其在宗教和藝術上都具有很大的影響力。因此潘先生選擇敦煌地藏菩薩像為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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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構圖特點、圖像變化所折射出來的問題作了深入的闡釋。首先，透過對漢譯經典中地藏

圖像的分析，認為其主要是以沙門形象的地藏像為主，這與現存地藏像作品所呈現的特點也

相一致。同時，通過對作品的分析、綜合與歸納，可以知道敦煌地區的地藏造像約肇始於初

唐時期，主要以單尊、手持如意寶珠的沙門形造像為主。這種如意寶珠持物一直延續至五代、

宋，可以說是最典型的地藏像持物。盛唐時期，地藏菩薩除了前期所見形象外，也多出現以

手結印契的情形，這種表現恐怕與密教重印契思想有一定關係。同時，盛唐時期也有手持錫

杖的地藏像出現，但這樣的表現形式不多見，可以說只是處於萌芽階段而已。直到中唐後，

這種造型的地藏形象依然僅限於少數作品，錫杖成為地藏像特有形象應該是到了五代以後才

開始的。此外，在中唐時期的地藏作品中有了六道的構圖，這充分表現了地藏菩薩解救六道

眾生的思想。在地藏與六道信仰結合的基礎上，晚唐時期又加入了地獄十王的觀念，其漸漸

發展成為地藏、六道與十王的組合，而此三者所形成的構圖模式在五代時期達到了鼎盛的局

面，同時也演變成為一種固定的樣式。同時從善惡童子、道明和尚、獅子等形象的加入也可

以說明疑偽經與民間傳說對地藏作品的形成也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力。 

  敦煌研究院殷光明先生作了題為「由疑偽經看敦煌壁畫藝術的中國化」的報告。殷先生

今年七月份剛剛從蘭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本場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其博士論文〈敦煌壁畫藝

術與傳統文化──以疑偽經為中心〉的濃縮和精華。首先，殷先生對涉及本主題之「疑偽經」

作了內涵與外延的界定，指出疑偽經主要是「以歷代經錄為依據，對一些被學術界懷疑為偽

經，或有明顯作偽現象的佛經」。在此基礎上，主要以敦煌經變畫為主，對壁畫藝術與傳統

神話題材、敦煌石窟中之地獄圖像與冥報思想作了詳細的闡釋。殷先生認為在佛教傳入之前，

中國已經形成了本民族的宗教思想和神學理論，並創造出了自然崇拜的神靈和民俗信仰的諸

神圖像。佛教作為一種外來宗教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正是適應和吸取了中國傳統

的民間宗教內容。從敦煌石窟中一些中國神話傳說題材就可以看到本土信仰是如何融入與改

造外來宗教並將之蛻變為中國文化的歷史現象。關於地獄圖像與冥報思想，殷先生認為，「中

國地獄思想源自印度佛教。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其與傳統文化經過長期的融合、滲透，到五

代、宋時期已經形成了具有中國特性的冥報思想。敦煌石窟中出現的地藏菩薩、十王經變、

目連變相所表現出來的冥報思想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神鬼思想與印度佛教中的天堂地獄思想相

互融合的結果。」 

  台灣空中大學郭祐孟先生作了題為「敦煌密教窟的圖像結構及其體用觀──以莫高窟晚

唐十四窟為中心」的報告。敦煌密教窟的研究一直是敦煌石窟研究中的難點和弱點，郭先生

在此方面提出了一種新的石窟解讀方法，正如他所指出的：「他要就密教窟的圖像結構，參

酌觀行儀軌及其所根據的禪法系統，做一段圖像義理與密法操作間的對話。」首先，郭先生

從總體上對十四窟的石窟結構和窟內造像作了概要性的解說，在此基礎上對此窟主室圖像結

構進行了仔細的考察，認為就中心佛壇與東、西壁造像角度觀察，「以中心佛壇上的主佛及

化佛統攝南北側面的藥師、彌勒經變，構成了十方三世佛的總體。依東壁門上的二佛並坐與

西壁千佛說明法脈傳薪的燈燈無盡，藉三世的段演來展現法、報、化三身的不一不異。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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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兩側的文殊、普賢變則可結合中心主佛做三聖圓融觀法，視為智法界與理法界的統合。

從總體上來看，本窟中軸線圖像結構是全窟一切理觀和密法的背景」。如從中心佛壇、窟頂

與南北壁造像組合觀察，就「中心佛壇與窟頂的圖像結構」而言，「窟頂垂幔內的圖像結構

基本上承襲早期中印度四方佛系統，但似乎也預告著後代敦煌密教窟窟頂以中印度五方佛圖

像為主體的發展趨勢。垂幔外的東、南、北三披可視為四方佛的表現，若將垂幔內外諸佛分

別稱為四方佛和十方佛，則也是可行的。這樣就進一步將四方佛與十方佛加以聯繫，可以說

是把中印度的四方佛說及華嚴的十方佛說連結起來了，本窟窟頂或也代表著這種趨勢下所產

生的結果。」此外，郭先生還對西披塔剎提出了新的觀點，恢復了十四窟窟頂的原貌。之後，

郭先生講到「南、北壁的密教曼荼羅對應結構」應該是金剛母與金剛薩埵對應；十一面觀音

與觀音經變對應；不空羂索觀音與如意輪觀音對應；千手眼觀音與千手鉢文殊對應。因此從

整體上說，十四窟是以華嚴、法華思想主導的「十方三世佛觀」為顯、密共遵的理體，而以

觀音、文殊、普賢之別尊曼荼羅法是為適應因緣變化的方便進道密要。最後郭先生以「金剛

薩埵法、不空罥索觀音法、如意輪法、千手眼觀音法、千手鉢文殊法」為例對本窟的體用觀

作了解析，認為從對十四窟結構的解讀上是可以體會到外觀圖像與內觀意象之間微妙聯繫的。 

  本次研習活動課程安排的第三個主題是「佛教義理與禪法」。近年來，台灣圓光佛學研

究院的賴鵬舉先生在這方面取得了一系列重要的研究成果。作為本次學習的一個重點內容，

共安排了賴先生五個場次的報告，考慮到它們之間的關聯性，我將其放在一起來介紹。 

  第一場報告是「北涼以『十方三世』為內涵的『涅槃』思想、禪法與造像」。賴先生首

先從「北涼石塔」內容中尋找出北涼佛教「十方三世」、「涅槃」及「中心塔柱」等三個討

論主題；接著結合石塔與酒泉十六國墓室造像內容說明北涼佛教「十方三世」思想的形成過

程；之後進一步由涼州當地譯經及高僧來瞭解北涼佛教如何由「十方三世」為內涵進一步形

成其「涅槃」義學與禪法；最後則以北涼流亡政權在高昌吐峪溝所開鑿的四十四窟來說明「十

方三世」思想主導下的具體造像。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認為北涼佛教由傳統文化「上圓

為天，下方為地」的宇宙觀與宗教觀出發，並進一步從阿富汗與長安佛教中接受了「十方佛」

與「三世佛」的思想與禪法，並在自身「涅槃學」的指導下將兩思想合為一更大體系的「十

方三世」思想，且行之為禪法、密法及石窟的造像，這是中國佛教第一次形成體系如此龐大

的禪法，它主導了爾後中國禪法的主要發展方向。 

  賴先生作的第二場報告是「以敦煌造像看北朝佛教由涅槃『白衣佛』到華嚴『盧舍那佛』

的轉變」。首先，賴先生認為從敦煌北朝石窟的形制及各壁造像內容上來看，其大多屬於「涅

槃窟」，但正室主尊並非是中心柱前面龕內的造像，而是正室西壁的主尊──「白衣佛」。

之後，他對莫高窟「白衣佛」的出現及其產生原因作了具體的解釋，認為「白衣佛」出現在

北魏以「涅槃」造像為主的中心柱窟內，其原因是五、六世紀造像背後思想由《十住經》擴

大至《華嚴經》而引起的。這表現在造像上就需要另立一尊代表整個法界至尊的「盧舍那佛」，

因此就在一般佛像身上加上王者的裝飾，如寶冠、披肩等來顯示這種變化。北魏四三五窟「寶

冠佛」之出現代表著「涅槃」思想在北朝時的發展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為稍後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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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八窟「佛衣盧舍那佛」介入涅槃窟埋下了伏筆。而從北周四二八窟南壁出現之代表華嚴

系主尊「盧舍那佛」來看，我們可以看到此時莫高窟造像由涅槃系逐漸被華嚴系吸收、取代

的過程。但這種取代並不是一蹴而就的，中唐之前，「盧舍那佛」與「白衣佛」還多在莫高

窟中同時出現。直到中唐榆林窟二十五窟正壁正式出現寶冠盧舍那佛造像及「清淨法身盧舍

那佛」題記後才最終完成這個取代過程，前後經歷了一個相當漫長的歷史時期。 

  賴先生作的第三場報告是「東魏北齊以『佛衣畫』為主的『盧舍那佛』造像、銘文與思

想」。正如上述第二場報告所揭示的那樣，敦煌佛教造像由「涅槃」一系轉變到「華嚴」一

系的發生時間是在北朝，因此選擇東魏、北齊之「佛衣畫盧舍那佛」來探討其造像及思想就

顯得非常有意義。通過對東魏、北齊盧舍那佛衣造像的細緻分析，賴先生認為此類造像相對

突顯「十道眾生」的內容，表示源於中亞《十住經．法雲地》的須彌山世界及十道眾生造像

在進入中國後有偏重後者的趨勢。且由震旦文教基金會所藏佛衣造像的具體內容中可以看出

其「十道」造像中「人道」與「地獄道」的比例偏多，故北齊的盧舍那佛衣造像除影響初唐

杜順「法界觀」的形成，亦為爾後唐代敦煌石窟造像及絹畫中「報恩經變」與「地獄變」埋

下伏筆。 

  賴先生作的第四場報告是「唐代莫高窟的多重華嚴『盧舍那』結構」。賴先生認為華嚴

思想自北周開始進入莫高窟起，進入隋唐時期的敦煌莫高窟華嚴造像，出現了以華嚴經義為

主的多樣性內容，且每樣內容與石窟主尊的結合，單獨皆可定義主尊的「盧舍那」性格，因

而形成唐代莫高窟的多重「盧舍那」結構，即有周壁為「十方三世」造像；兩側壁一邊為代

表「三世」的彌勒淨土，一邊為代表「十方」的彌陀淨土；正壁主尊兩側或入門兩側有《華

嚴經》的二位上首菩薩。之後，賴先生逐一對上述多重「盧舍那」結構的形成過程及涵義作

了解釋。首先，認為在「涅槃」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十方三世」佛觀出現在唐代以「華嚴」

為主要造像思想的莫高窟洞窟中，其原因可以用華嚴「法界觀」來解釋，正是華嚴一宗對「十

方三世」的持續開展提供了莫高窟窟頂的「十方佛」與四壁的「三世千佛」在唐代以後持續

存在的基礎。其次，賴先生尋找出了唐代華嚴學對「彌勒」和「彌陀」兩淨土含攝的內涵。

最後，從莫高窟「華嚴三聖」造像與中唐澄觀「三聖圓融觀門」之關係來解釋唐代、五代莫

高窟文殊、普賢菩薩與主尊佛結合所體現出來的「盧舍那」華嚴義學本質及禪學之背景。賴

先生借助對石窟主尊屬性的定位，確實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佛窟造像指引出了一個新的方向。 

  賴先生作的最後一場報告是「由敦煌莫高窟六十一窟看五台山文殊道場的形成」。隨著

敦煌學研究的日益深入，把敦煌文獻與石窟藝術結合起來將是未來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

展方向，賴先生作的本場報告就是開展這方面研究工作的有益探索，不管我們對其所得到的

研究結論是否同意，但這種研究理路確實向我們展示了敦煌文獻與石窟結合研究所帶來的光

明前景。首先，賴先生分析了唐代五台山文殊思想興起時的佛教思想背景，認為五台山的造

像與思想歷來是以「華嚴」思想為主的。其次，向學員展現了文殊信仰的發展軌跡，從文殊

開始作為釋迦佛的一位脇侍，到初唐時期朝禮五台山文殊菩薩風氣的流行，至文殊最後登上

殿堂主尊的位置，有一個漸次發展的過程。之後，分析了這種發展過程背後的原因，認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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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在華嚴思想背景下地位的提昇得依於曇摩流支所譯《如來莊嚴智慧光明入一切佛境界經》，

經文中因藉文殊對「法身」境界的請問與闡發，令文殊的地位幾乎與華嚴法身「毗盧遮那佛」

等同起來。唐代敦煌佛教亦是以「華嚴」為主流思想，晚唐以來流行於敦煌的禮懺文《文殊

法身禮》採擷了上述《入一切佛境界經》中文殊的偈頌，形成《法身禮》的主體，而所禮的

對象即在華嚴的法、報、化「三身」之外，另加入了「文殊菩薩」，終於讓文殊登上了懺儀

殿堂主尊的位置，這便是敦煌六十一窟的情形。從敦煌寫本《文殊法身禮》結合六十一窟之

造像結構、思想背景、空間結構及懺儀空間看，敦煌佛教中的文殊思想發展狀況與《文殊法

身禮》所產生的影響是互相平行的。 

  賴先生在上述五場報告裏，以造像時間為經度，對北朝至隋唐以來的莫高窟造像背後所

體現出來的佛教義理、禪法作了一次系統、綜合的研究，揭示了該歷史時段莫高窟造像的整

體內涵。這種研究理路確實我們以後研究石窟造像開啟了一個新的方向。 

三 

  敦煌石窟藝術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學界對此主要從石窟考古與歷史，石

窟造像內容、特點以及造像背後的經典、思想和禪法等三個不同層面來開展研究工作，但要

對敦煌石窟形成全面性的理解則必須將三者有機結合，在以前研究敦煌石窟的年輕學者中，

有些雖也親自參觀了石窟，但因不瞭解石窟造像內容及造像背後的含義而受益有限；有些雖

有瞭解但流於片面，故難以結合上述三種層面形成全面性的認識，收效不大。敦煌石窟研究

的日益深化和綜合化發展趨勢，對從事該領域學術研究的年輕學者提出了更高的能力要求。

鑑於這種情況，將課堂選在莫高窟，在現場觀察的基礎上，由考古、造像與禪法三方面專家

聯合對學員進行全面授課是目前培養佛教石窟藝術研究人才的最佳方式之一。本次研習活動

的主辦單位台灣「佛教圖像」研究後援會是一個以推動佛教研究，培養年輕佛學人才為宗旨

的民間基金組織，多年來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出了積極的貢獻。協辦單位台灣絲路佛教圖

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也是一個以絲路佛教造像為研究重點的學術機構，近年來在該領域取得

了一系列令學界矚目的研究成果。在新世紀裡，由以上兩家單位聯合舉辦的「敦煌石窟研習

營」活動不僅加強了海峽兩岸學術研究資訊交流，而且對培養兩岸年輕佛教藝術研究人才有

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因此值得予以充分的重視和肯定。 

作者後記 

  本次研習活動，筆者有幸得到台灣「佛教圖像後援會」基金的全額資助而得以參加，我

首先要對基金會為培養海峽兩岸佛教圖像研究人才所做出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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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隨營學習的近一個月時間裡，指導老師給予了我們生活上無微不至的照顧和學術研究

上的悉心指導。整個營隊的活動始終是在緊張、有序、嚴肅、活潑氣氛中開展的，這是本次

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對此，我要對主辦單位為此所作的艱苦努力表示衷心感謝。 

  每每憶及在敦煌學習的那段難忘時光，倍感師生、同胞手足之情深，友誼之珍貴。作為

本次學習活動的一個簡要總結，綴此小文，為的是紀念那段難忘的美好時光。 

  蘭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國家教育部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基地自成立

以來在開展國內外學術交流、培養年輕學術人才上一直不遺餘力。近年來該所同「絲路佛教

圖像文獻整合研究中心」保持著良好的學術交流活動，主辦單位全額資助該所選送的三名博

士研究生參加本次研習活動就是兩單位在人才培養領域內的第一次友好合作。相信美好的因

緣一定會成就不平凡的事業。 

  本文寫作過程中，參看了賀世哲、李正宇、賴彭舉、潘亮文、郭祐孟先生的授課講義，

此外還參考了其他授課老師以下相關論著： 

  (一)承蒙殷光明先生贈送〈由疑偽經看敦煌壁畫藝術的中國化〉講稿，在寫作時得以參考。

同時又參考了其博士論文「敦煌壁畫藝術與傳統文化──以疑偽經為中心」，中國敦煌吐魯

番學會蘭州大學資料中心庫藏。 

  (二)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北朝洞窟的分期〉，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文版第一卷（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一九八二年）第

一八五－一九七頁。又見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

族出版社，二○○○年）第一－二十八頁。 

  (三)樊錦詩、關友惠、劉玉權，〈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

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文版第二卷（文物出版社、株式會社平凡社出版，一九八四年）第

一七一－一八五頁。又見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

族出版社，二○○○年）第一一二－一四二頁。 

  (四)樊錦詩、劉玉權，〈敦煌莫高窟唐前期洞窟分期〉，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

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年）第一四三－一八一頁。 

  (五)樊錦詩、趙青蘭，〈吐蕃佔領時期莫高窟洞窟的分期研究〉，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

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肅民族出版社，二○○○年）第一八二－二一○頁。 

  (六)參考了彭金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北區石窟》第一卷「前言」第一節〈敦煌莫高

窟北區石窟概況〉和「結語」上部分，分別為第一－十、第三三八－三五一頁（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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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參季羨林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彭金章執筆的「莫高窟北區」條（上海辭

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十一頁。 

  (七)賴鵬舉，「絲路佛教的圖像與禪法」，列印本。 

  (八)賴鵬舉、郭祐孟、賴文英、王麗娟合著，「莫高窟現場考察手冊」，列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