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好莊嚴－佛道兩教「相好」概念初探
釋傳遠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四年級
提要：殊勝的相好在兩教中除了表現出諸天神佛莊嚴的形相外，更具特別的宗
教意義。佛教傳統中一般認為轉輪聖王或佛具足三十二種殊勝的形相，三十二
相之說也可能早於八十種好，八十種好必與三十二相相隨，其作用是輔助三十
二相而增益佛身的莊嚴。對於佛教而言，相好的重點在諸多經典中，是為了進
一步彰顯佛陀的神聖性，並以此勸修、引導發心要修菩薩行的行者有修習妙相
的法則，架構了相關的修行理論，論述三十二相成就的原因，開始發展出相關
的修持方法。在道教的經典中，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相關敘述，道教的
「相好」甚至融合中國本土相術或神仙形象等資料，及漢代讖諱、古代帝王異
相傳說、仙人骨相，發展出道教特有七十二種勝相八十一好的說法。在中國道
教認為，有特殊成就甚至是可成仙之人會擁有一些異相，所以，有相好者不限
於某一特定的真人或仙人身上，但是，雖得仙相，標誌了此人成仙的可能，但
若不能符合道，行善濟事，則是在敗壞仙相。道教中三十二相應是直接襲用佛
教的說法，與三十二相相比，七十二相的說法在道藏中較為普遍，敘述也較清
楚。而八十一種好在道教中，通常是以七十二相再另外加上九種殊勝的相好，
合成八十一相。無論是佛教或是道教，在「相好」上皆有不同的著墨和強調，
兩者對於相好一開始皆明顯的有其「標記」的功能，佛教中，要擁有相好，必
經過一番長久的修行過程；在道教中則傾向於相好為先天自然化現，但人們仍
可透過種種行持獲得相好。但不論是佛教影響道教或是道教影響佛教的相好概
念，兩者皆從對方身上汲取了許多養分，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內容
關鍵字：相好、三十二相、七十二相、八十種好、八十一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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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佛道教經典中對於法相的表現，具體者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相的特徵，這
些天生就異於常人的外貌形象，集合各文化中代表尊貴、殊妙等莊嚴的形相，
後來更落實為佛道教造像藝術的表現依據。這些殊勝的相好在兩教中除了表現
出諸天神佛莊嚴的形相外，更具特別的宗教意義。而本文欲以佛教《中阿含經》
卷十一〈王相應品〉十四經中的第二經〈三十二相經〉及道教《三洞珠囊》
〈相
好品〉等經典為主要文本，討論經典中「相好」於佛教及道教的意義與比較兩
教「相好」的異同。
貮、妙相莊嚴－佛教的三十二相：
佛教傳統中一般認為轉輪聖王或佛具足三十二種殊勝的形相，如《長阿含
經》卷一：
太子初生，父王槃頭召集相師及諸道術，令觀太子，知其吉凶。時，
諸相師受命而觀，即前披衣，見有具相，占曰：
「有此相者，當趣二處，
必然無疑。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四兵具足，以正法
治，無有偏枉，恩及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勇健，能伏外敵，兵杖不
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學道，當成正覺，十號具足。」時，諸相師即
白王言：
「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當趣二處，必然無疑。在家當為轉
輪聖王；若其出家，當成正覺，十號具足。」 1
相師觀察初生之太子相貌時，說明太子擁有三十二相，而擁有三十二相者若是
在家，必為轉輪聖王，統領天下；但若出家，則能覺悟成佛。三十二相又常與
八十種好共同提出，兩者合稱「相好」
。我們可以簡單區分兩者：三十二相顯而
易見、一目了然，故稱為「相」
；八十種好因細微難見，不易查覺，但能使人生
起欣喜愛樂之心，便稱為「好」
。又八十種好是隨著三十二相而有，是故稱為「八
十隨形好」。
特別的是，三十二相之說可能早於八十隨形好，因為在《大智度論》中提
到，八十隨形好於三藏中原本並無相關敘述 2，隨後又於其段落下書八十種好
的產生原因：
以有人求索是法故，諸聲聞論議師輩，處處撰集，讚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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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搜尋較早出之四部阿含經典，可發現已有提及八十種好，如《長阿含經》卷
二：
時諸清信士聞佛與諸大眾遠來至此巴陵樹下，即共出城，遙見世尊在
1
2

《長阿含經》卷一(CBETA, T01, no. 1, p. 4, c20-p.5,a1)

見《大智度論》卷二十六〈序品〉
：
「如汝所信八十種好，而三藏中無。」(CBETA, T25, no. 1509,
p. 255, c23)。
3
見《大智度論》卷二十六〈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56, a14-15)。
2

巴陵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善調第一。譬猶大龍，以水清澄，
無有塵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歡喜，漸到佛所，
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4
或《雜阿含經》卷二十三：
時，王聞神所說歡喜，施十萬兩珍寶而去，又將王入城裏，語言，此
處菩薩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體紫磨金色。時，王向此處作
禮，興種種供養。 5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阿含或其餘諸經中提到八十種好前必先提及三十二相；
而提及三十二相的相關經典則不一定會提到八十種好。我們或可大膽猜測兩種
可能，一是以三十二相含攝八十種好，故於經典中不一定會清楚提及兩者；但
也有可能就如同《大智度論》所言，八十種好本於三藏中無，但為了度眾所需
要，宣揚讚嘆佛莊嚴的身相及其修身相的功德，而經過諸位古德撰集糅雜於經
典中。不論是何者說法，可以確定的是八十種好必與三十二相相隨，其作用是
輔助三十二相而增益佛身的莊嚴，故本文便以三十二相為主，八十種好則略。
而為什麼言「三十二」相，三十二這數目有何意義？在《阿毘達磨大毘婆
沙論》卷一百七十七中提出了下列的看法：
問何故大丈夫相唯三十二不增不減耶？脅尊者說曰：若增若減俱亦生
疑，唯三十二亦不違法相；有說，三十二者世間共許是吉祥數，故不
增減；有說，若三十二相莊嚴佛身則於世間最勝無比，若當減者便為
闕少，若更增者則亦雜亂，皆非殊妙故唯爾所。如佛說法不可增減，
佛相亦爾，無減可增、無增可減故。 6
此段說明三十二相若是增減皆會使眾生產生疑意，且有違法相；另一方面三十
二是世間共許的吉祥數字，若減少其中一相則無法成就世間最殊勝無比的身
相，但若又增加任何一相則會流於雜亂，失其殊妙。簡言之，三十二除了是當
時印度的吉祥數字外，而三十二種身形莊嚴「剛好」可彰顯其殊勝，而又不會
過於龐雜。
此外，在較早出的阿含經典中，三十二相多是指涉佛陀具有莊嚴的色身形
像，而具有此三十二相的佛陀可能成為統攝天下的轉輪聖王，或是放棄天下、
出離世間而成為偉大的宗教師，其敘述重點並不在三十二相的修持或內容，故
在相關段落中，大多未清楚提及是哪三十二種殊勝的形相特徵。只約略有《中
阿含經》〈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 7、〈梵志品梵摩經第十〉 8和《梵摩渝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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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長阿含經》卷二(CBETA, T01, no. 1, p. 12, a28-b4)。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三(CBETA, T02, no. 99, p. 166, c22-25)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七(CBETA, T27, no. 1545, p. 889, a10-19)。
見《中阿含經》卷十一〈中阿含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第二〉(CBETA, T01, no. 26, p. 493, c15-p.
494, a26)。以下略稱《三十二相經》。
8
見《中阿含經》卷四十一〈梵志品梵摩經第十〉(CBETA, T01, no. 26, p. 686, a24-c17)。以下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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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9中有列出，將其表格化後整理如下：
《中阿含經．三十二相
經》
足安平立
足下生輪。輪有千輻。
一切具足
足指纖長
足周正直
足跟踝後兩邊平滿
足兩踝傭
身毛上向
手足網縵。猶如鴈王
手足極妙柔弱軟敷。猶
兜羅華
肌皮軟細。塵水不著
身一孔一毛生。色若紺
青。如螺右旋
鹿 [ 蹲 - 酋 +( 十 / 田 /
ㄙ)]腸。猶如鹿王
陰馬藏。猶良馬王
身形圓好。猶如尼拘類
樹。上下圓相稱
身不曲阿。身不曲者。
平立申手以摩其膝
身黃金色。如紫磨金
身七處滿。七處滿者。
兩手．兩足．兩肩及頸
其上身大。猶如師子
師子頰車
脊背平直
兩肩上連。通頸平滿
四十齒牙．平齒．不踈
齒．白齒．通味第一味
梵音可愛。其聲猶如加
羅毘伽
廣長舌。廣長舌者。舌
從口出遍覆其面
承淚處滿。猶如牛王

《中阿含經．梵摩經》 《梵摩渝經》
足安平立
足下生輪。輪有千輻。
一切具足
足指纖長
足周正直
足跟踝後兩邊平滿
足兩踝傭
身毛上向
手足網縵。猶如鴈王
手足極妙。柔弱軟軟。
猶兜羅華
肌皮軟細。塵水不著
身一一孔一毛生。色若
紺青。如螺右旋
鹿[跳-兆+專]腸。猶如
鹿王
陰馬藏。猶良馬王
身形圓好。猶尼拘類
樹。上下圓相稱
身不阿曲。身不曲者。
平立伸手以摩其膝
身黃金色。如紫磨金
身七處滿。七處滿者。
兩手．兩足．兩肩及項
其上身大。猶如師子
師子頰車
脊背平直
兩肩上連。通頸平滿
四十齒牙。齒．不
踈
齒．白齒．通味第一味
梵音可愛。其聲猶如迦
羅毘伽
廣長舌。廣長舌者。舌
從口出。遍覆其面
承淚處滿。猶如牛王

稱《梵摩經》。
9
見《梵摩渝經》(CBETA, T01, no. 76, p. 883, c22-p. 884, a9)
4

足下安平正
手足有輪。輪有千輻
鈎鎖骨
長指
足跟滿
手足細軟。掌內外握
鹿[跳-兆+專]腸
手足合中縵
陰馬藏
身色紫金光輝弈弈
身猶金剛。瑕穢寂靜
肌皮細軟。塵水不著身
一一孔一毛生
毛紺青色。右轉盤屈
方身
如師子上身
不曲身如梵身
肩滿具肉連著身
平住兩手摩膝
頰車如師子
四十齒
方齒
齒間平
齒白無喻
廣長舌

眼色紺青
頂有肉髻。團圓相稱。
髮螺右旋
眉間生毛。潔白右縈

眼色紺青
味味次第味
頂有肉髻。團圓相稱。 聲如梵聲
髮螺右旋
眉間生毛。潔白右縈
七合滿起
眼中白紺青色
眼睫上下眴如牛王
白毛眉中跱
頂有肉髻

其中，
《梵摩經》和《梵摩渝經》詳閱經文後可知應是同本異譯，但前者和〈三
十二相經〉同為東晉僧伽提婆譯，所以關於三十二相的敘述完全相同。後者則
是吳支謙所譯，在年代上，支謙譯本早於僧伽提婆的譯本。所以〈三十二相經〉
和《梵摩經》在三十二相的敘述和順序上幾乎相同。但若和《梵摩渝經》比較，
則在排序上差異極大，內容也有些許的不同。
首先，
〈三十二相經〉和《梵摩經》雖言三十二相，但按經文內容排序後則
只有二十八相，但若和《梵摩渝經》比較後又會發現，雖《梵摩渝經》在三十
二相上並無漏失，但〈三十二相經〉和《梵摩經》
「身一一孔一毛生，色若紺青，
如螺右旋」到了《梵摩渝經》便分開為「一一孔一毛生」和「毛紺青色，右轉
盤屈」兩種相好；
「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立伸手以摩其膝」也分立「不曲身
如梵身」及「平住兩手摩膝」兩種；
《梵摩渝經》對於牙齒的相好也單獨分開成
四項，但在〈三十二相經〉和《梵摩經》則全是「四十齒牙。齒，不踈齒、白
齒、通味第一味」一項等等。
所以，
〈三十二相經〉和《梵摩經》中所敘之二十八相若和《梵摩渝經》比
較的話，較像是再整合過的結果，相較之下也比《梵摩渝經》的說明還要清楚。
此外，或許是整合後的相好無法滿足三十二數，於是在前兩經並無明確的標出
第一相、第二相，而是用重覆的套句「復次，大人（填入相好）
，是謂大人大人
之相」來列出各種形相，不同於《梵摩渝經》明確的寫明第幾個相是什麼形相：
略說其要，絕世之相三十有二，一相足下安平正；二相手足有輪，輪
有千輻；三相鈎鎖骨；四相長指；五相足跟滿；六相手足細軟，掌內
外握…… 10
雖然從表格之中所列的「三十二相」在排列上有些不同，以及對於「三十二相」
的解釋上有些許差別，但共通處仍佔多數，而從目前常見的三十二相通常將四
十齒、齒白等特徵分開來看，則與《梵摩渝經》較為相似。
此外，前面提到，三十二相多為外在顯而易見的特徵，但其中「陰馬藏」
「廣長舌」兩相因不外顯而常被質疑：
梵志梵摩告曰。優多羅。汝往詣彼沙門瞿曇所。觀彼沙門瞿曇為如是。
10

《梵摩渝經》(CBETA, T01, no. 76, p. 883, c22-25)
5

為不如是。實有三十二大人相耶。優多羅摩納聞已。稽首梵志梵摩足。
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觀世尊身三十二相。
彼見世尊身有三十相。於二相疑惑。陰馬藏及廣長舌。 11
而面對此種疑惑，佛陀通常會慈悲示現廣長舌與陰馬藏相讓問難者消解心中的
疑慮：
世尊念曰。此優多羅於我身觀三十二相。彼見有三十相。於二相疑惑。
陰馬藏及廣長舌。我今寧可斷其疑惑。世尊知已。即如其像作如意足。
如其像作如意足已。令優多羅摩納見我身陰馬藏及廣長舌。 12
其後，在諸多經典中，為了進一步彰顯佛陀的神聖性，並以此勸修、引導
發心要修菩薩行的行者有修習妙相的法則而架構了一套修行理論，提出三十二
相成就的原因，開始發展出相關的修持方法，如《優婆塞戒經》：
善男子，菩薩常於無量劫中，為諸眾生作大利益，至心勤作一切善業，
13
是故如來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報也。
其下就以《優婆塞戒經》卷一〈修三十二相業品〉 14說明修得各相好的方法，
比較此經與《梵摩渝經》在三十二相上的敘述，並解釋各相：

1
2
3
4
5
6

《梵摩渝經》

《優婆塞戒經》

足下安平正

足下平相

手足有輪。輪有千
手足輪相
輻
鈎鎖骨
纖長指相（併入足
長指
跟長相） 15
足跟長相（併入纖
足跟滿
長指相）
手足細軟。掌內外 手 足 柔 軟 勝 餘 身
握
相

7

鹿[跳-兆+專]腸

鹿王腨相

8

手足合中縵

手足合網縵相

11

於無量世布施持戒。修集道時其心
不動。
於無量世供養父母師長善友。如法
擁護一切眾生。
至心受持第一第四優婆塞戒。
至心受持第一第四優婆塞戒。
於無量世以手摩洗師長父母身。除
去垢穢香油塗之。
至心聽法至心說法。為壞生死諸過
咎故。
以四攝法攝眾生故。

見《中阿含經》卷四十一〈梵志品梵摩經〉(CBETA, T01, no. 26, p. 685, c15-21)。
同上經(CBETA, T01, no. 26, p. 685, c21-26)。
13
《優婆塞戒經》(CBETA, T24, no. 1488, p. 1039, a10-13)
14
見《優婆塞戒經》卷一〈修三十二相業品〉(CBETA, T24, no. 1488, p. 1039, a26-p. 1040, a18)。
在此表格中的排列並不依照經典中敘述的順序，主要是以《梵摩渝經》的次序為主，從本經中
去找相對應的相好及修持方法。
15
原文為：「得是相已次第獲得纖長指相。何以故。為菩薩時。至心受持第一第四優婆塞戒。
是故次得。纖長指相足跟長相」。
6
12

9

陰馬藏

15

身色紫金光輝弈
弈
身猶金剛。瑕穢寂
靜
肌皮細軟。塵水不
著身
一一孔一毛生
毛紺青色。右轉盤
屈
方身

16

如師子上身

17

不曲身如梵身

18

肩滿具肉連著身

19

平住兩手摩膝

20

頰車如師子

21

四十齒

22

方齒

23

齒間平

24

齒白無喻

25

廣長舌

26
27
28

味味次第味
聲如梵聲
七合滿起

10
11
12
13
14

16

象王馬王藏相
身金色相

於無量世見怖畏者能為救護。心生
慚愧不說他過善覆人罪。
於無量世常施眾生房舍臥具飲食
燈明。

軟 身 一 一 孔 中 一 於無量世親近智者樂聞樂論。聞已
毛生相
樂修。樂治道路除去棘刺。
身毛上向靡相

於無量世常化眾生。令修施戒一切
善法。
於無量世常施一切眾生病藥。

身方圓相
（併入頰車如師
於無量世中自無兩舌教他不為。
子） 16
為菩薩時善受師長父母善友所教
身傭滿相
勅故。
於無量世善能分別善不善相。言無
缺骨滿相
錯謬不說無義。可受之法口常宣
說。不可受者不妄宣傳。
終不欺誑一切賢聖父母師長善友
手過膝相
知識。
（併入師子上身） 於無量世中自無兩舌教他不為。
於無量世以十善法教化眾生。眾生
四十齒（併入白
受已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
淨、齊密相） 17
德。
於無量世以十善法教化眾生。眾生
齊密相（併入四十
受已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
齒、白淨相）
德。
於無量世以十善法教化眾生。眾生
白淨相（併入四十
受已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
齒、齊密相）
德。
四牙白相
於無量世修欲界慈樂思善法。
廣長舌（併入肉髻 於無量世至心受持十善法教兼化
相） 18
眾生。
味中最上味相
於無量世不待求已然後方施。
梵音相
於無量世自不惡口教他不為。
七處滿相
於無量世可瞋之處不生瞋心。樂施

原文為：「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上身。二者頰車。皆如師子。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
量世中自無兩舌教他不為。是故次得如是二相」。
17
原文為：「得是相已次得三相。一四十齒。二白淨相。三齊密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
量世以十善法教化眾生。眾生受已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德。是故次得如是三相」。
18
原文為：「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肉髻。二廣長舌。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至心受
持十善法教兼化眾生。是故次得如是二相」。
7

眾生隨意所須。
29
30
31
32

眼中白紺青色
眼 睫 上 下 眴 如 牛 牛王紺色目相
王
白毛眉中跱
白毫相
肉髻（併入廣長舌
頂有肉髻
相）
無見頂相

於無量世等以慈善視怨親故。
於無量世宣說正法實法不虛。
於無量世至心受持十善法教兼化
眾生。
於無量世頭頂禮拜一切聖賢師長
父母。尊重讚歎恭敬供養。

在《優婆塞戒經》中，仍有數目上不相符的問題，但大致上與《梵摩渝經》對
於三十二相的說法大同小異。
「鈎鎖骨」19與「毛紺青色，右轉盤屈」兩相在《優
婆塞戒經》則難以歸納至任何一相中，此外，
「無見頂」相在《梵摩渝經》中也
未被提及，但此相在其他佛教經典中則非常常見，於戒經中更特別說明此相殊
勝無比，所有的功德，乃至於任何一相之功德，皆不及無見頂相：
善男子，一切世間所有福德，不及如來一毛功德。如來一切毛孔功德，
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種好功德，不及一相功德。一切相功德不如
白毫相功德。白毫功德復不得及無見頂相。 20
無論是何種相好，對於佛教而言，重點皆在於這些相好的成因，和如何圓
滿這些相好。而這些相好成因，在不同的經典中，又有不同的著墨，依各
經典所偏重的修行法門而對三十二相的修持有不同的方法。雖說法門千般
不同，但都顯示了吾人若要成就正覺，必定是要廣行諸善法，慈悲無有損
惱眾生，福慧雙修，才能獲得莊嚴圓滿的身相，最終成佛。
參、金姿玉形－道教的相好觀：
在道教的經典中，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相關敘述，進一步比對更可發
現，道教的「相好」甚至融合中國本土相術或神仙形象等資料，及漢代讖諱、
古代帝王異相傳說、仙人骨相，發展出道教特有七十二種勝相八十一好的說法。
這其中，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很深。就如同佛教之三十二相所具之標誌性，標記
了擁有此相的佛陀在將來可成為轉輪聖王或覺者；在中國道教也認為，有特殊
成就甚至是可成仙之人也會擁有一些異相，而擁有這些相好的人，通常也是在
仙界早有名籙的人：
若生有金闕玉名者，則其人眼有日光，青齒白血；其為人也則仁慈而
樂仙，明穎而秀挺。若上清有金書玉籙者，則其人背誌如河魁，胸前
有偃骨；其為人也恭和而下人，德及虫昆蟲…… 21
這些於仙界有不同名籙的人，就會顯現出各種不同的相好，相好又有分高下，
19

《長阿含經》卷一：「 鈎鎻骨。骨節相鈎。猶如鎻連。」(CBETA, T01, no. 1, p. 5, b4)。
《優婆塞戒經》卷一〈修三十二相業品〉(CBETA, T24, no. 1488, p. 1039, a6-10)
21
見《三洞珠囊卷之八》〈相好品〉：「金書仙誌真記及後聖九玄道君列紀」。
8
20

代表得道程度不同，得上相的人，已注定在將來必定成上仙， 22又，雖得仙相，
但：
夫人有仙真相好者，其要在慈心觸物，以輔相好，然後得仙矣。不能
忍性容非，仙相敗矣 23
簡言之，雖得仙相，標誌了此人成仙的可能，但若不能符合道，行善濟事，則
是在敗壞仙相，棄離仙道。
另一方面，相較於佛教以「佛」為中心而展開關於相好的論述，在道教的
經典中，則是呈現出複雜多樣的面貌，數字化和體系化的相好應是佛教影響下
的發展，因為在大部分經典中，有相好者不限於某一特定的真人或仙人身上，
古昔諸仙擁有不同的仙相，在各種經典中被提及，而這些仙相又多與古時所描
寫之帝王相、富貴長壽等相大抵相同，在《月波洞中記》中就有記載「人有貴
氣者，形神骨肉自然異于常倫」 24，如在《三洞珠囊》〈相好品〉提到神仙相好
有：
頭圓法天，頂象崑崙；伏晨盤鬱，玉枕徐起；皓髮如鶴，長餘七尺；
虎髭龍髯，素潔如絲……。
文中提到「玉枕徐起」，而在《月波洞中記》也有云：
凡人有此骨者皆貴相，如作僧道雖不貴，有此玉枕者皆主壽，凡人稍
有玉枕，但有骨徵起者，雖主祿壽旺；平下無者，祿壽難逢。 25
所以，
「玉枕徐起」在古代相書中，本就是一種壽祿大貴之相，諸如此類，或言
「手長過膝」
，在道教和佛教經典中皆為相好的一種，而在中國也傳說是帝王相
的一種，如劉備、晉武帝司馬炎等。
若我們集中在提到「三十二相」或「七十二相」的經典上的話，會發現言
「三十二相」者約有《太上洞玄靈寶十師度人妙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
妙經》、《太上洞玄靈寶淨供妙經》、《太上玄一真人說三途五苦勸戒經》、《太上
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記》、《混元聖紀》、《洞玄靈寶太上真人問疾經》、《洞玄靈
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道門經法相承次序》、《三洞珠囊》等經；言「七十二
相」者則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太上洞
玄靈寶十號功德因緣妙經》
、
《太上玄一真人說勸誡法輪妙經 》
、
《上清三元玉檢
三元布經》
、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
《太上妙始經 》
、
《混元聖紀》
、
《太

22

註同上：
「……諸有如此上十三形，悉皆上相，必得上仙，亦可學而得，亦可不學而獲……其

次青骨。青骨者，其為人也，皆樂聞五香之氣，好學神靈之事。其次鶴行龍趍，項生玉枕，耳
後伏晨，脅下有青誌，體生絡文，及心真膽靜，耳堅氣寬。此皆次仙之相也。」
23
24
25

見《三洞珠囊卷之八》〈相好品〉：「太極隱秘寶訣經」。
見《月波洞中記》。
註同上。
9

上混元老子史略》、《猶龍傳》、《墉城集仙錄》、《太清道德顯化儀》、《太上三洞
傳授道德經紫虛籙拜表儀》、《雲笈七籤》、《太玄真一本際妙經》、《一切道經音
義妙門由起》
、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
《三洞珠囊》
、
《太上出家傳度儀》
、
《道教義樞》、《道德真經廣聖義》、《靈寶玉鑒》等。相較之下，言七十二相者
較多，其中，言三十二相者幾乎皆無明確的書寫出是哪三十二相，且多是在敘
述老子所具有的形象，或許這與老子化胡的說法有關，在此前提之下，則三十
二相應是直接襲用佛教的說法。與三十二相相比，七十二相的說法在道藏中較
為普遍，敘述也較清楚，而七十二之數，應與上中下分二十四生神有關，或許
也是道教在最大的程度上去表現出神仙們所能擁有的殊妙之相。而八十一種好
在道教中，通常是以七十二相再另外加上九種殊勝的相好，合成八十一相；簡
言之，八十一種好其中有七十二好和七十二相完全重疊，只另外創新了其下九
種不同的相好：
左扶青龍，右扶白虎，頭生朱雀，足履玄武，身若金剛，貌若瑠璃，
圓光五明，頭上紫氣，胷前真字。此九好，兼前七十二相，合成八十
26
一好也。
和三十二相相較之下，具有七十二相者範圍則擴大至可能是天尊、道君或老子，
在《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的〈造相品〉中對於各天真神人的相好數就
有明確的制定：
凡造像，皆依經具其儀相。天尊有五百億相，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
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華座，並須如法。 27
這邊清楚的說明了天尊相好有五百億之多，應是表示天尊之殊妙形相無以論
數，世間絕有，而道君則有七十二相，老君在此還是以三十二相為主，各真人
則具二十四相，但文中並未清楚列出是哪些相好，且在其他經典中，對於天尊
或真人的相好數又有不同的記載。 28
考察《三洞珠囊》〈相好品〉，裡面搜集了許多經典中對相好的描述，如前
所述，在此也呈現出道教相好的豐富和複雜，其中又有兩種各具特色的說法，
清楚列出是哪七十二相，一者仍可看出佛教相好的影子，但另一者在敘述上則
明顯的已完全獨具中國特色：
一、「靈寶三部八景」云七十二相為：
上分
一者兩目有雙光
二者兩眉如初生雙月

26

中分
一者心具九孔，孔有九毛
二者胷前如重文貝，萬輻
相輪，字相分明

下分
一者兩足平滿，如雙輪闕
二者兩足 下具千輻 輞 輪
相

見《三洞珠囊》〈相好品〉「法輪經」。
見《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28
如《三洞珠囊》〈相好品〉「大劫上經」云：「上皇上古真人七十二相、八十一種好」。與這
邊所言真人二十四相又有所不同。
10
27

三者髮如紺青色
四者頂生雲髻如紫金印

三者正身平立，兩手摩膝 三者兩足下策如天河
四者兩腋下平，滿如樞星 四者兩足 指長合縵 網 具
足
五者頭頂四圓
五者身相如璇璣
五者兩足 下有蓮花 相 輪
登
六 者 頭部上 圓下方如 紫 六者心左如太光官
六者兩足 跟具足滿 好 分
金山
明
七者天中光起
七者心右如太玄宮
七者兩足 趺高平好 與 跟
相稱
八者金華分中有七寶光
八者腹垂如懸盤
八者兩足踝垣然
九者玄丹分中有雙天柱
九者臍如靈寶珠
九者兩脛如雙柱
十者太皇分中方如玉璽
十者臍一具足三要
十者兩膊如覆金船
十 一 者明堂 分中圓如 車 十一者龍顏鳳姿
十一者一孔一毛，首色柔
輪，自然白毫
軟右旋
十 二 者洞房 分中有紅 暈 十二者陰相如蓮子
十二者兩膝珂如魒星
紫絡
十 三 者泥丸 分中金精 流 十三者背平直如騰雲
十三者兩膝內如騫實
液，混合萬端
十四者兩耳如金城郭
十四者背左如東華闕
十四者兩膝外如騫花
十五者面如紅蓮，圓如滿 十五者背右如西靈闕
十五者膝上如玉匣
月
十六者睫如雙皇太微
十六者坐如蹲龍
十六者股如雙玉軸
十七日(者)兩目臉(瞼) 十七者倚如牽牛
十七者兩股內如玉衡
如雙月上弦，眼瞳清徹，
緩而不瞬
十八者兩耳後如北斗柄
十八者行如鳳翔
十八者兩股外如金梁
十九者鼻如金柱具三窗
十九者髓化成骨，骨如盤 十九者兩股上有玉光
龍
二十者口如丹朱，咽內三 二十者華顏玉質
二十者兩 股通有雙 骨 如
處津液，流出具足無量微
盤龍
妙聲音
二十一者通骨軿齒
二十一者金暉紫貌
二十一者金骨玉髓，內外
洞見
二十二者舌有金流，廣長 二十二者兩乳如□□
二十二者通身廣長，力如
覆面
金剛
二十三者頰如師子，頤如 二十三者兩乳下如南辰， 二十三者色如紫金，不少
印科
不乏
二十四者頭如天柱，具足 二十四者 通身紫色 紅 暈 二十四者通身明淨，洞照
三要
曜日
十方
這邊不論是獅子頰、足下平滿、千輻輞輪等相，在用字遣詞甚至與佛經無異，
處處可見佛教影響的結果，不過其中有許多部分還是道教思想的產物，如「髓
化成骨，骨如盤龍」、「金骨玉髓，內外洞見」兩相對骨相的重視，應與道教中
11

對成仙條件或骨籙的看法有關 29。另外，這邊也明確的將體現於身形上的相好
以上中下之分，分別說明在頭部、軀幹及下半身會出現哪些相好。
二、「法輪經」云七十二相：
頭圓法天，頂象崑崙；伏晨盤鬱，玉枕徐起；皓髮如鶴，長餘七尺；
虎髭龍髯，素潔如絲；眉如北斗，色如翠綠，中有紫毛，長餘五寸；
耳無輪廓，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兩目鏡徹，日精紫光；
方瞳秀朗，規中綠觔；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脣如赤丹，
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含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
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甘香，其聲如金，其音如玉；
頰似橫隴，頤若阿丘；籠籠日角，隱隱月懸；犀文直理，龍顏神變；
金容黃色，玉姿潤顏；額有三理，參午上達；天庭平填，兌面壽徵；
腹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手過膝，手把十文；
指有玉甲，身有綠毛；背有河魁，胸有偃骨；心有九孔，外有錦文；
臍深一寸，腹軟如綿；腳方如矩，雙躡法輪；足蹈二五，指有乾坤；
內滋白血，外示老容；身長丈二，遍體鮮香；行如虎步，動若龍趍，
此是七十二相也 。
30

較之於《三部八景》，《法輪經》明顯的在敘述上和佛經有較大落差，就算是相
似的相好，如對頰相的描述，前經仍是取用佛教「頰如獅子」的比喻，但在此
處則創新變成了「頰似橫隴」
，與前經相比，則在用字遣詞上更具中國特色，是
再經過轉化和修正後的結果。此處所描寫的似乎是一位身具異相的莊嚴「老
者」，這或許與中國傳統尊敬老者、老者是寶或老者深具智慧等印象有關。
另一方面，在諸經中提到的仙相，多會提到臟腑或骨相等描繪內在器官樣
態的妙相，這或許與道教內觀的修法有關，但可以確定的是，原本在中國就存
在著某些特殊之人，其體內臟腑必也異於常人這樣的傳統，如《法輪經》提到
其中一相為「心有九孔」
，而在中國古代的記載中，也有聖人心多孔竅的例子，
如比干「心有七竅」等。
肆、略明兩教異同與影響
不論是佛教或是道教，在「相好」上皆有不同的著墨和強調，在宗教意義
上，兩者對於相好一開始皆明顯的有其「標記」的功能，在佛教中，具三十二
相者被認為是轉輪聖王或是覺者：
時。諸相師即白王言。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當趣二處。必然無疑。
29

參見自李家愷著《成仙之「相」－骨相與道教命運觀的關連》。文中提到，據蒲慕洲所考察
之《神仙傳》
，便得出在道教中成仙的條件有誠意、專心、機運、骨相四類。見蒲慕州，
〈神仙
與高僧—魏晉南北朝宗教心態試探〉收入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
史》(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頁 25。
30
這邊若以四字為一斷句，則實有七十二相，但若依分號為一組相好來算的話，則不滿七十
二相，只在三十相上下，所以，標點在此應是後人整理統合過的結果，問題在於其中有些組句
又可再分為不同相好，故此處仍是以四字為一組來討論。
12

在家當為轉輪聖王。若其出家。當成正覺。十號具足。 31
在道教中，具有相好之人，除了是有名籙於仙界之外，也常是可以得見天真神
人或可得道法之人，其中可能和道法的秘傳性有關，能得道法之人，必定要有
一定的機緣和資質，而選擇這些身有異相之人，也代表這些人必定比常人有更
佳的條件受持和道法：
人之一身自無寶骨綠血，又五藏無金玉之神光者，則雌一帝一之道不
可聞見也。又云：兆體自無朱雲之液、玉和之氣，發玉華於泥丸之內，
元鬱太素之精於絳宮之內，森瓊林之柯於命門，伏九舞之羽於太極之
上者，則《大洞真經》不可聞見也。若兆無此相好者，上帝不令授子
矣。 32
其後，在佛教中，對於各相好有明確的描寫稍後才開始大量出現於經典中，
而與三十二相好有關的修持方法在經典中大部分要到了隋唐後出的譯本才有著
墨，故應是到了隋唐時，相關的修持方法才漸漸的盛行，這又與大乘佛教對佛
身與菩薩行持的關注有關，這也表示，要擁有相好，必經過一番長久的修行過
程，所以也有「百劫修相好」之說：
問曰：菩薩幾時能種三十二相？
答曰：極遲百劫，極疾九十一劫。釋迦牟尼菩薩九十一大劫行辦三十
二相。 33」
但在道教中，並無對應於各相好的修法，對於如何獲得相好，有說是自然而成，
而有相好的人甚至不需學道即握有進入成仙之道的門票：
仙十相者：第一，生有金格玉名；第二，大玄宮有素籙；第三，左手
有大字；第四，背有青誌，象如河魁；第五，身有七星誌；第六，頂
中有紫光，自照見其體；第七，鶴行龍趍，身體絡文；第八，心中九
孔，肺下青穴；第九，頭生五氣，上接重雲；第十，玉聲金響，口生
紫氣。若生有此者，不須學道，期必仙也。
另一方面，也有一說認為相好可後天而成，如奉行齋戒、服食天地精華等：
一日持齋，滅身中五十種罪，得五日餘糧；二日滅身中一百種罪，得
十日餘糧；三日滅身中一百五十種罪，得一十五日餘糧；五日已上，
滅身中五百種罪，得千日餘糧；百日身中萬罪皆滅，行廚來至，玉女
扶迎，衣食自然；千日三界侍□，五帝扶持，門戶昌熾，子孫興隆，
天人來格，吉慶日臻，過去得生天王之門，或耳□□明智慧，相好端

31
32
33

見《長阿含經》卷一(CBETA, T01, no. 1, p. 4, c27-p. 5, a1)。
見《三洞珠囊》〈相好品〉「大洞真經」。
見《大智度論》卷四〈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87, b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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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年命長遠，歡樂自然。 34
「八素經」云：服日月之精者，體映玉光，面發金真。 35
簡言之，在道教中較傾向於諸天神祇之相好為先天自然化現，但人們仍可透過
種種行持獲得相好。
在相好的順序上，佛教多從下而上描述；道教則是從頭開始由上而下。而
三十二和七十二數，前者在佛教中認為是一吉祥數；後者在道教中，可能與占
數、節氣曆數等特殊的術數有關，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關係，是中國傳
統中常用的成數。如道教經典中常出現的「七十二候」 36、七十二聖、七十二
天、七十二福地等。在兩教影響上，可以確定的是，數字化和系統化的相好是
從佛教開始，三十二種相好的內容在相關的經典中大同小異，如「廣長舌」
、
「陰
馬藏」和「千輻輪」等相皆如出一轍；在道教，佛教所提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提供了發想的基礎，如《三洞珠囊》
〈相好品〉
「靈寶三部八景」中的某些相好，
就可在佛教經典中找到幾乎完全相似的形容，但其中許多形相，又含有道教的
特殊名相和思想，在「法輪經」中的七十二相又可看出道教在其上發展出更符
合中國意義的相好敘述。
伍、結論
佛道教經典中對於相好的相關敘述，從《中阿含經．三十二相經》、《梵摩
渝經》
、
《三洞珠囊》
〈相好品〉等經來討論，會發現三十二相在佛教中一般認為
是轉輪聖王或佛所具足之三十二種殊勝的形相，而三十二是世間共許的吉祥數
字，不論增減，皆無法成就世間最殊勝無比的身相，流於雜亂，失其殊妙。其
後，在大乘經典中，為了進一步彰顯佛陀的神聖性，並以此勸修、引導發心要
修菩薩行的行者，讓眾生有修習妙相的法則，而從三十二相架構了一套修行理
論，提出三十二相成就的原因，發展出相關的修持方法。
道教的「相好」則融合中國本土相術或神仙形象等資料，及漢代讖諱、古
代帝王異相傳說、仙人骨相等，發展出道教特有的相好觀。在道教中認為，有
特殊成就甚至是可成仙之人會擁有一些異相，而擁有這些相好的人，通常也是
在仙界早有名籙的人，另一方面，有相好者不限於某一特定的真人或仙人身上，
古昔諸仙擁有不同的仙相，在各種經典中被提及，而這些仙相又多與古時所描
寫之帝王相、富貴長壽等相大抵相同。此外，和三十二相相較之下，具有七十
二相者範圍則擴大至可能是天尊、道君或老子，可以確定一般諸仙雖擁有相好，
但能具七十二相者，還是在較高層級的神祇身上。特別的是，道教諸經中提到
的仙相，多與臟腑或骨相等描繪內在器官樣態的妙相有關，這或許與道教內觀
的修法也有關係。

34

見《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持齋品第七〉。
見《三洞珠囊》〈相好品〉。
36
古代以五日為一候，一月六候，三候為一節氣。一年二十四個節氣，共七十二候。它是根
據動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現象變化的徵候，說明節氣變化，作為農事活動的依據。見《漢語大
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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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論是佛教影響道教或是道教影響佛教，兩者皆從對方身上汲取了許多
養分，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內容，如前所述，佛教或許在相好的討論上提供了最
佳的發想，但從實際的兩教造像藝術來看，有更多的佛教神像早失去印度的特
色，而明顯的與道教造像藝術相似，這可能是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其中，道教
的影響應不可忽視。最後，本文在這之中有著許多的問題點是沒有被討論到的
地方，因為能力有限，故而只能做一些資料的堆積和描述，不足之處尚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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