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

過一個諸葛亮」，即便我們凡

夫俗子沒有如孔明般的才智與

謀略，然而只要同心協力、集

思廣益，也能有機會提出比

《三國演義》中所描寫的絕世

天才還要更好的點子。

然而，您是否知道這句話

在日文中有一個類似表達方式

呢？看到本期的專題內容，想

必已經有讀者猜出一定跟文殊

菩薩脫不了關係。

沒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在日文中的講法，

便是「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若結合三人的力量，也能有

匹敵文殊的智慧。

相對於中文典故，帶出了古代歷史上的知名人物，日本人則

選擇以文殊菩薩，作為諺語中象徵智慧高超的代表，由此也可

觀察到文殊菩薩在日本膾炙人心的程度。甚至每逢考季，許

多考生或是擔憂孩子成績的父母，亦會前往供奉文殊菩薩的

各地寺院，虔心祈求能夠金榜題名，就如同台灣人祭拜文昌

帝君一般。

除了為考試祈福，文殊菩薩在日本更與幫助貧病民眾等社會

救濟事業息息相關。

究竟文殊信仰在日本是如何發達起來的？本文將簡介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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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流傳的文殊信仰故事，希

望讀者對於不同地區的文殊

信仰，能有更多的理解。

一

據《續日本紀》記載，

聖武天皇（724～749在位）於天

平十三年（741）發布了建立

國分寺的詔書，下令於日本

全國各地，創立官營的公

寺，並每月舉行誦經及誦戒

等佛事。

其後，聖武天皇開啟了

一個更大膽的計劃─傾國

家之財力，要來建設一尊大佛。這個計劃最終的成果，便是目前坐鎮於當

時設立的總國分寺─奈良．東大寺的盧舍那大佛。

然而，在建造大佛的過程中，並非一切順利無礙地進行，

只憑官府的財力與物力，根本無法完成這項聖武天皇念茲

在茲的任務。為此，他決定向一位曾被官府斥為「詐稱

聖道，妖惑百姓」（《續日本紀》卷七）的人合作，盼望他能

伸出援手。

聖武天皇這根不得不抓的救命稻草，就是時

人尊稱為「菩薩」的行基法師（668～749）。

出身於河內國（相當於今大阪府東部）的

他，青年時代即得度出家，其後更向曾入玄

東大寺盧舍那大佛

手持如意象徵文殊菩薩轉世的行基法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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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流傳的文殊信仰

奘法師門下的道昭（629～700）學

習，因此行基可以說是玄奘法師

的再傳弟子。看似走向官僧的順

遂道路，他卻在中年時選擇了

180度相反的人生。

離開了官方佛教體制的行

基，開始在民間傳揚佛教，並以

「知識結」這樣一種僧俗混合的

團體形式，以近畿地方為中心，

從事救濟貧民、治水灌溉及搭建

橋樑等社會公共事業。

然而當時在國家法令中，

有一部管制僧人活動內容及範

圍的〈僧尼令〉，其中禁止僧

人恣意在寺院外活動

和宣傳佛法。因此，

行基的活動便被官府

視為眼中釘，深怕他

聚眾行善的背後，有

著不可告人的「反政

府」陰謀。

雖然長期受到官

府的壓制，但他的團

隊所累積的工程技術

能力，以及動員民眾

的巨大能量，卻為此 供奉文殊菩薩的家原寺本堂大殿前掛滿祈求考試合格的白手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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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原寺供奉的智慧文殊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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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原寺供奉的智慧文殊菩薩

時的天皇所需，於是行基被任命負責「勸進」的工作，向社會大眾蒐集資

源和募款。

最終，他甚至成為首位被賜予了僧官制頂點「大僧正位」者，也被尊

為建立東大寺的「四聖」之一（其餘三人分別為功德主聖武天皇、大佛開眼供養儀式之指

導者菩提僊那、東大寺開山住持良弁）。

而行基之所以被稱為「菩薩」，乃是因為相傳其乃文殊菩薩轉世。

根據《日本靈異記》中的一則故事記載，有位名為屋栖野古的高階官

員忽然去世，然而屍體明明已沒有呼吸但卻散發著芬芳的香味，得知此事

的推古天皇（592～628在位），下令為了紀念他對皇室的忠心耿耿，七日內不

得移動他的屍體。

沒想到這位屋栖野古過了三日後便

死而復生，向妻子訴說著他「死亡」期

間不可思議的經歷：透過五色雲的指

引，他來到了一座黃金山，更遇到了當

時已薨逝的聖德太子。一同登上山頂的

兩人，看見一位比丘樣貌的人，而在太

子的指引下，屋栖野古吞服了仙藥，並

禮拜比丘，口稱「南無妙德菩薩」。太

子則告訴他，待「我悔過畢，還宮作

佛」。沿著原路回來的屋栖野古，便從

這場夢一般的經歷中甦醒。最終活到

九十多歲才往生。

本書編者景戒在故事的最後，先讚

賞了屋栖野古由於信敬三寶，而得死後

復生。後面則分析其神秘經歷，認為

妙德菩薩即文殊菩薩，黃金山就是五
12世紀檜木文殊菩薩像，為日本指定國寶，
現藏於奈良興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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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山；還宮作佛的太子，即是轉世為聖武天皇；而「爾時並住行基大德

者」，乃「文殊師利菩薩反化也」。行基出生之處，後世也建為供奉文殊

菩薩的家原寺。

二

文殊信仰在中國，早期是以《維摩詰

經》為重心而興盛起來，經中文殊菩薩與維

摩詰居士法論往來的情節，深深吸引了南朝

貴族們的眼光，在玄學清談的風氣中，佔有

一席之地。這樣的信仰型態，也透過壁畫或

雕塑傳進日本，到了平安時代（794～1185）初

期，以文章經國為理想的漢文學開始流行，

此種貴族式的信仰也漸漸興盛起來。

例如在菅原道真（8 45～9 03）的《菅家文

草》中，就收錄有如下的漢詩：

山寺（廿頌十四）

古寺人蹤絕　僧房插白雲　

門當秋水見　鐘逐曉風聞

老臘高僧積　深苔小道分　

文珠何處在　歸路趁香薰

尋師不遇（四首第四）

尋訪文珠何處行　老松春色早鶯聲　

自慙香火因緣盡　橋上徘徊斗藪情

日本所流傳的文殊信仰

日本安平時代木造聖僧文殊菩薩坐像，
現藏於教王護國寺（東寺）

12世紀檜木維摩詰像，為日本指定國寶，
現藏於奈良興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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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紀檜木維摩詰像，為日本指定國寶，
現藏於奈良興福寺

詩中將文殊（珠）菩薩描寫為幽棲山中的得道高僧形象，則反映了當時

貴族的文殊信仰型態，充滿了文人雅致的情調，但也讓菩薩利益眾生、智

慧高超的面隱而不現，可以說

是一種欣賞、審美式的信仰。

三

至於五臺山文殊信仰在日

本的流傳，則可追溯至慈覺大

師圓仁（7 9 4～8 6 4）。於承和五

年（8 3 8）入唐的他，原先希望

能參禮自宗祖庭天台山，卻因

故未得官府允准，因此改變初

衷，輾轉至長安及五臺山等地參訪，後因

遭逢會昌法難而被迫暫時還俗，最終得以

保全身命回國，成為比叡山延曆寺第三代座

主，弘揚天台圓教及密法。

有緣巡禮五臺山的圓仁，想必對於當時

安置於各堂的眾多文殊像留有深刻印象。根

據他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敘述，他

首先在能望見中台的普通院禮拜文殊像，

也觀察到食堂的入口安置了文殊像，更

在菩薩堂院看見了栩栩如生的騎獅文

殊像；他也記錄了眾多被視為文殊菩

薩示現的祥瑞。因而回國後，圓仁於

貞觀三年（861），在比叡山東塔地區造立

手抄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13世紀五台山文殊菩薩像，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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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殊樓，在內安放

文殊造像，成為天台

宗文殊信仰的中心。

此外，在圓仁與

第五代座主圓珍（814～

891）兩人的努力之下，

日本天台宗的密法教

理與儀軌得以粲然大

備。其中，圓仁也引

入了有關文殊的密教

修 法─ 文 殊 八 字

法。此法是以唐代菩提流志

所譯之《文殊師利寶藏陀羅

尼經》為本，最早於嘉祥三年
（85 0）時，曾由圓仁在當時的

天皇寢殿仁壽殿舉行法會。

此文殊八字法，雖多用於確保

建物平安的鎮宅用途，但亦以

具備除病延命、安產、禳除天

災等功能，而為公卿貴族們所

重視。

四

文殊信仰在日本，最為特

別的是將其與社會救濟活動連

日本所流傳的文殊信仰

比叡山延暦寺文殊樓

13世紀八字文殊及八大童子像，日本MOA美術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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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紀八字文殊及八大童子像，日本MOA美術館收藏

結起來，其根據在於西晉．聶道真所翻譯的《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經文中說：

「此文殊師利法王子，若有人念，若欲供養修福業者，即自化身，作貧

窮孤獨苦惱眾生，至行者前。若有人念文殊師利者，當行慈心；行慈心

者，即是得見文殊師利。」

若有修行人願供養文殊菩薩、培植福德者，文殊菩薩便會化身為貧窮

孤獨苦惱的眾生，來到我們的面前，因此真能對此等眾生行慈心，盡己所

能協助他們，就是得見文殊菩薩。

此經於奈良時代傳入日本，由此典故，在僧正勤操及元興寺的泰善兩

位大德的申請下，太政官於平安時代初期的天長五年（828）二月下令，地

方諸國須於每年七月八日舉行「文殊會」，在此法會中供養文殊菩薩，並

1203年造立高約7公尺的巨型渡海文殊像，為日本政府指定國寶，現藏於日本安倍文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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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流傳的文殊信仰

布施食物給貧困百姓。原先屬於私人性質的施食，到此則轉變為具備國家

性質的法會。此會前後三日不但禁止殺生，更向集結而來的百姓們授予五

戒，也教導他們稱誦文殊菩薩及藥師佛的名號，除了在經濟上的支援外，

更盼望能藉此結下法緣。這般布施加上授戒的模式，也成

為其後同類活動的基本型態。

以文殊信仰為根據的社會救濟活動，其後至十三

世紀，由忍性法師（1217～1303）發揚光大。

近世以來的日本佛教，時常被揶揄為所謂的

「葬式佛教」：佛教對於一般人的生活來說，只

在需要喪葬服務時，才會尋求法師的服務。然而，

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日本，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

狀況。

當時對於「死亡」這樣一種人生必經之路，

受到神祇信仰的觀念影響，視其為污穢而不

淨的災厄，甚至帶有傳染性，假若生者

接觸或靠近，便會被認為沾染上了死

亡的污穢，而須暫時與他人隔離，也

不得從事某些宗教活動。加上在神佛

交融的情況下，當時的大寺院多兼設有

鎮守神社，並有官僧固定於神前誦經，

所以也讓官僧普遍避諱著有關死亡的情

事。因此即便身為僧侶，若非名顯當世之

輩，死後遭人遺棄於路旁乃至郊外亦為司

空見慣之事。

既然僧人無法處理喪葬事項，那麼仍

必須有其他人來承擔這樣的工作，

14世紀文殊菩薩騎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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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從事殯葬相關行業的人，如掘墓人、處理屍體的人，加上得了當時被

視為業障病的漢生病（痲瘋病）患者等，這些被一般社會歧視並排擠的人們，

形成了所謂的「非人」階層（以下為方便行文，仍採用此名詞，敬請見諒）。

對於這些普通僧侶避之唯恐不及的眾生，忍性及其師西大寺叡尊法師
（1201～1290），卻投注了無比心力，以

慈悲的胸懷全力幫助他們。

受到母親的影響，忍性自幼便對

文殊菩薩信仰甚深，15歲時，順從母

親的遺願，入額安寺出家為僧，並參

禮日本三文殊之一的安倍文殊院（其

他兩者為宮津的智恩寺與龜岡的大聖寺）。後

於23歲時，他脫離官僧的身分，到

奈良投入以重興戒律為志的叡尊門

下，也將自身虔誠的文殊信仰帶入僧

團中，開始了他傾注無比心力的救濟

活動。

如上所述，救助非人的方式，以

布施加上授戒為主，針對漢生病患者

則是以當時的觀念與技術進行治療，

此外也進行文殊菩薩的供養法會。

所謂布施，是提供飲食、金錢、

日常生活用品或洗浴的服務。當時非

人們由於受到歧視，因此多在奈良、

京都的郊外邊緣形成自己的聚落，稱

之為「宿」。忍性等人便是屢次前往

不同的宿區進行布施，也不避諱與非 14世紀文殊菩薩像，典藏於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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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接觸。這樣的行為，在被污穢觀念所束縛的人們看來，可以說是破天

荒的舉動吧！

授戒部分，則以十戒中的九戒（除了手捉錢財外）及《梵網經》所說的十重

四十八輕戒為主，盼望能藉此因緣，使非人走上成佛之路。

針對醫療方面，由於忍性曾參訪聖德太子所創設的大阪四天王寺，感

佩於其所設置的施藥、療病、悲田、敬田四院，因而於其中年後的主要活

動據點鎌倉極樂寺中，也設置了如施藥院、療病院、藥湯寮等的治療、福

利設施。

由於此等難以想像的

慈悲事蹟，時人也稱呼忍

性為「醫王如來」、「生

身如來」，可見得他的行

動在當時所造成的深厚影

響力。

結語

以上簡單敘述了文殊

菩薩在日本的不同信仰型

態，如同第一則與第四則故事所示，文殊菩薩在日本，最特別的就是表現

為與公共事務、社會救助等方面的深刻連結，這也說明了文殊菩薩的大智

慧，乃是不離慈悲心的大智慧―悲智雙全，方能成就佛道！

參考資料
•末木文美士等（編），辛如意（譯），《蓬勃發展的中世佛教—日本II》（新亞洲佛教史12）。台北：
法鼓文化，2020年。

•速水侑，《菩薩 由来と信仰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19年。

日本所流傳的文殊信仰

鎌倉極樂寺山門

photo by Σ64｜
From

 W
ikim

edia Com
m

ons|CC BY-SA 3.0

3030∣∣ 雜誌雜誌  627627  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