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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敦煌遺存的華嚴經變，不乏於經變中配置入法界品圖，其依據《華嚴經》

的〈入法界品〉而來，但善財童子參訪畫面中並未有明確的參次，到了北宋入法界

品圖轉換成獨立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才出現明確的參次。中土出現獨立的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圖，目前發現最早的遺存案例為宋拓《參問變相經》孤本，藉由該拓

本有助於釐清此時期該造像藝術的發展特色。 

原本《參問變相經》為完整的五十三參連環畫，但目前僅存第二十七參以前的

內容，第二十八參以後的部分佚失。此本經變由忠上人所繪製，被當時文壇的高官、

雅士、高僧所推崇並書題跋，按照這些題跋考據，子忠禪師完成線描五十三參圖與

讚偈的時間下限為 1091 年，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 年）刊刻拓印流通。 

據考子忠禪師應該為臨濟宗黃龍派的僧侶，製作《參問變相經》之目的，是藉

由華嚴經變來闡揚佛理，在創作該作品時有別以往的釋道畫僅著重於宣教部分，更

加強作品本身人文畫的品味，每幅善財童子參訪畫面皆配上子忠禪師體悟的讚偈，

以及經文節錄參訪大意，使得佛法、偈語與畫作合一，圖文並茂具有濃郁的文藝氣

息，成為案頭雅賞作品，也使觀者寄情於善財童子身上、優游於華嚴法界之中。 

關鍵詞：華嚴藏海、華藏世界、五十三參、文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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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宋拓本《善財參問變相經》探討〉，為筆者於「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

之「佛藝專欄」所發表的〈宋拓本善財參問變相經〉一文之擴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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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問變相經》概述 

在盛唐時依據《華嚴經・入法界品》已經發展出相關造像，中唐時發展出入法

界品圖，描繪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歷程，從敦煌石窟壁畫可知，此時的入法界品

圖主要依附於華嚴經變中，但並未出現明確的求法參次計算與各參訪所獲得法門，

並未發展出獨立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母題。1到了 10 世紀中葉，已經發展出較完

善的善財童子參訪造像，例如在日本永觀二年（西元 984 年）法華寺舉行華嚴法

會，便使用木質材料，製作出七至八寸的小人偶，穿著華麗錦緞製成的衣服，一共

製作五十餘尊善知識作為法會供養用。2日本洛陽誓願寺，於 10 世紀末至 11 世紀

初時，舉行佛事曾掛置五十餘幅的《善財童子歷參圖》記載，每日誦經讚揚導入極

樂信仰。3此種彌陀信仰與華嚴的善財童子結合，應該源於中土，在五代時期吳越

國統治杭州資賢寺石窟便遺留彌陀與華嚴信仰融合的案例。4 

宋代時期，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已經由唐代「入法界品圖」，轉換為獨立的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並有作品傳世，且畫面中有明確的參訪脈絡次序、參訪對

象、獲得法門，甚至將每參進行讚偈解說，目前發現最早的案例為宋拓《華嚴經入

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以下簡稱《參問變相經》）孤本，藉由該拓本的探討，

釐清此造像藝術發展特色。 

目前所見《參問變相經》拓本，剪裱成經折裝，凹版印拓，一冊共二十八開，

每折高約 27 公分，寬約 15.7 公分，每一開呈現右圖左文的模式。原本應為完整的

五十三參連環畫，目前僅存第二十七參以前的內容，第二十八參以後的部分佚失。

該書原本裝幀上下兩冊，但隨著歷史流變使得下冊佚失？還是原本僅裝幀一冊，但

後半脫落佚失？依據東大寺僧人凝然（1240-1321 年）所撰《華嚴宗經論章疏目錄》

記載，該寺院曾經庋藏此本《善財參問圖像經》一卷。5由此推論原書應該是一卷，

裝幀成上下兩冊，下冊推論由第二十八參開始，一直到最後的跋文。 

 
1 陳俊吉，〈唐五代善財童子入法界品圖像探究〉，《書畫藝術學刊》第 20 期（臺北：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2016 年 6 月），頁 33-53。 
2 源為憲編，《三寶繪詞》，收錄仏書刊行会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1，頁 449。 
3 在善財童子參訪功德雲比丘（德雲比丘）時，比丘教導善財童子念佛三昧法門，藉由甚深念佛三

昧神力加持，必獲阿彌陀佛救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釋昌好，《洛陽誓願寺緣起》，收錄仏書刊行会

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7，頁 350。 
4 陳俊吉，〈五代吳越國資賢寺石窟造像探究〉，《靜宜中文學報》第 20 期（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系，

2021 年 12 月），頁 43-80。 
5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下）〉，《大和文華》第

16 號（大阪：大和文華館，1954 年 9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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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首開為序文與開經扉頁圖，從第二開一直到第二十八開，一共二十七幅畫

面，依序為善財童子第一參至第二十七參的內容，每一參左側刻《八十華嚴‧入法

界品》相關經文節錄大意內容與讚頌一首。例如在第一參前的文字刻「華嚴入法界

品善財參問變相經」標題，第二行開始節錄經文內容，善財童子於佛會中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文殊菩薩指引善財童子南參的情節進行交代，文後刻兩行讚

偈一首。 

傳世來源有序的《參問變相經》，在宋代時東渡日本，最早庋藏於奈良東大寺

中，著錄於《華嚴宗經論章疏目錄》，江戶時期被豐後國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伊

勢守高標（1755-1801 年）所收藏，書中鈐印「佐伯文庫」長形方印。6該書在其孫

第十代蕃王毛利高翰（1795-1852 年）奉獻給幕府，收納於紅葉文庫中，明治維新

之際，文庫被內閣文庫接收。7在佐伯文庫的《法帳目錄》曾記載「華嚴法帖 一

本」條目，即此《參問變相經》，至今包覆書籍紙套上仍墨題「華嚴法帖」，因此推

論至東大寺流出至佐伯文庫收藏前，該書下冊已佚失僅存上冊殘本。而佐伯文庫的

圖書大多毀於東京戰火之中，但不知何時此書流落民間，昭和時期（1926-1989 年）

由藝術史學者香見相雨（1874-1970 年）所收藏。82014 年 12 月《參問變相經》登

場在杭州西冷印社秋拍的會場，拍品第 2434 號，引起學界與各方人馬注意，最終

以 621 萬元人民幣高價拍出，目前為中國私人收藏。 

關於此書長期以來受到學界重視，不少學者進行探討研究，首先，香見相雨在

1954 年《大和文華》第 15 號〈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

て（上）〉、第 16 號載〈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下）〉，

第一次將該拓本進行全面探討解讀。9其次，1960 年《大和文化研究》，梅津次郎發

表〈「華厳入法界品善財参問变相経」解題〉，書寫一篇簡要介紹，並刊登此變相經

所有全圖，但甚為可惜當時紙質不佳又黑白印刷，相關圖片刊印體量甚小，每幅僅

5 公分高。10爾後，梅津次郎該文收錄在 1968 年《繪卷物叢考》一書中，篇名重訂

 
6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杭州：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4 年），頁 79。 
7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下）〉，《大和文華》第

16 號，頁 67。 
8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頁 79。 
9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上）〉，《大和文華》第

15 號（大阪：大和文華館，1954 年 9 月），頁 1-7。［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

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下）〉，《大和文華》第 16 號，頁 59-67。 
10 梅津次郎，〈「華厳入法界品善財参問变相経」解題〉，《大和文化研究》第 5 卷 11 號、通卷 31 號

（天理：大和文化研究會，1960 年 11 月），頁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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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該書的經變圖片較之前刊登在《大和文化

研究》略大些，圖片也較為清晰，但仍無法觀察畫作細節部分。11接著，1967 年荷

蘭學者 Jan Fontein 撰《朝聖之旅的善財：中國、日本、爪哇的華嚴經的圖像》（The 

Pilgrimage of Sudhana: A Study of Gandavyuha Illustr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Java）論

文中有談論該書，並與北宋末《文書指南圖讚》中的五十三參進行對比。12爾後，上

世紀 90 年代開始學界探討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大多皆引用日本學者研究成果。13

到了 2014 年 12 月 13 日該物品回到杭州拍賣，拍賣會之前的 10 月 15 日為此還舉

辦了研討會，與會學者使用圖像學、風格學、裝裱史等進行探討，將其發表文章書

錄於《天水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

一書之中。 

本文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重新對《參問變相經》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釐

清此作品與《五相智識頌》之間不一致之處，並且將《參問變相經》的序跋與作者

的關係，以及作品藝術風格重新仔細爬梳。 

二、 《參問變相經》與《五相智識頌》 

關於《參問變相經》後半闕失的內容實在令人遺憾，但值得慶幸的是日本所編

輯《卍續藏》收錄《五相智識頌》，可補充《參問變相經》後半闕文之不足。今日

所見《五相智識頌》為明治時期（1868-1921 年）小野玄妙（1883-1939 年）依據古

抄本所輯入藏經中，但古本今日已佚失。14 

按照《五相智識頌》文中題記得知：「建長三年四月九日，於知足院草菴，以

聖願房之所，渡觀良房之唐本，書寫之了，彼本雖有畫像并經文，依卒爾省略之

了。」15在建長三年（1251 年）四月九日，一位日本名心海（1224-？年）的僧人，

於東大寺知足院的聖願房（應為日籍僧人，生卒年不詳）之草菴處，看到觀良房（應

為日籍僧人，生卒年不詳）從宋朝帶回的此文本，便將圖冊中所配置序文、頌文、

題跋抄入，但因時間倉促，省略了圖像與經文。日僧心海抄錄該經，極可能反映出

 
11 梅津次郎，《繪卷物叢考》（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8 年），頁 80-95。 
12 Jan Fontein, The Pilgrimage of Sudhana: A Study of Gandavyuha Illustr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Java

（Hugue: Mouton, 1967）, pp.23-52. 
13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頁 80。 
14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上）〉，《大和文華》第

15 號，頁 1-2。 
15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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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為明惠上人（1173-1232 年）中興華嚴宗的趨勢，心海應該受到此思潮影響亦

有振興華嚴教法的心願。16 

現存《參問變相經》與《五相智識頌》在序文與前二十七參的頌文內容一致，

只是有些字出現訛字、別字、通假字，例如《參問變相經》序言的「摭是摽目」。17

《五相智識頌》則書「摭是標洎」。18另外，《參問變相經》中有避諱，所以部分文字

出現增筆或減筆現象，例如在善財童子參訪法寶髻長者，長者以香來度眾生，在《參

問變相經》云：「一丸香信傳來久。」19在《五相智識頌》將「丸」改為「九」。20在

《參問變相經》中「敬」、「殷」、「愍」等字都缺筆。21 

《參問變相經》的作者為忠禪師（生卒年不詳），《五相智識頌》乃抄錄《參問

變相經》而來，但《參問變相經》中並未記載任何關於「五相智識頌」的文字，香

見相雨提出可能是心海抄錄時自己取的新書名，此題目與忠禪師無關，因此有些記

錄「五相知識頌忠撰」是有誤的。22但香見相雨也沒有提出為何心海和尚另訂題名？

筆者認為應該和華嚴教法中的「寄位五相」有關，闡述華嚴判教思想極重要的：寄

位修行相、會緣入實相、攝德成因相、智照無二相、顯因廣大相。23此五相分別代

表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歷程中，五種修行階位德相，最後圓滿證入法界。至於「智

 
16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上）〉，《大和文華》第

15 號，頁 6。 
17 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編，《天水遺珍——宋刻《妙法蓮花經入注》、宋拓《善財參問變相經》書

影 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二〇一四秋季拍賣會暨「十周年慶典拍賣會」》（杭州：西冷印社拍賣

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一開。 
18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0 上。 
19 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編，《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部分精品選）》（杭州：

西冷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75。 
20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1 上。 
21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頁 64。 
22 ［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て（上）〉，《大和文華》第

15 號，頁 4。 
23 所謂「寄位五相」名相，在《佛光大辭典》云：「華嚴宗以寄位顯示教門深淺之差別，如寄別教

一乘位之順序於終教等。據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舉出華嚴經入法界品中之寄位五相，即：（一）寄位

修行相，謂善財童子初參文殊菩薩，為寄十信之位，乃由智明生信，發菩提心起淨行，而南行參諸

善知識以修圓頓自性，是為寄位修行相。（二）會緣入實相，緣，即一切事法；實，即一真之理。

謂善財童子由參摩耶夫人至參彌勒菩薩，為寄等覺之位，乃現大願身而遍滿虛空，含攝一切眾生，

三世諸佛皆各住自法而安住不動，融會諸眾事緣以歸於實理，是為會緣入實相。（三）攝德成因相，

德，即果德；因，即修因。謂善財童子參德雲比丘至參瞿波女，為寄三賢十聖之位，乃顯示不可思

議攝三世聖賢事行之德，而成一念皆具之因，是為攝德成因相。（四）智照無二相，智，即實智；

照，即照了。謂善財童子初參文殊菩薩，後歷參五十三善知識，於復參文殊菩薩時，仍不變初心，

始終不二，智理相合，是為智照無二相。（五）顯因廣大相，謂善財童子於如來前，見普賢菩薩身

上一一毛孔皆示現無邊光明雲，普賢菩薩摩其頂而為其解說諸法，善財即得一切佛剎微塵數三昧門，

與諸佛所證同等，是為顯因廣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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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頌」三字，則表示抄入忠禪師所撰《參問變相經》中善財童子參訪每參善知識的

讚偈。 

由上可知《五相智識頌》抄錄自《參問變相經》無疑，對照《五相智識頌》讚

偈可知，原本一共繪製五十四幅畫面，第一開序文旁的扉頁圖為開經圖像，而五十

三參圖由第二開的文殊菩薩指引善財童子南參起算，倒數第二參再會文殊菩薩，末

參為參訪普賢菩薩，一共描繪五十三幅參訪善知識情節。《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一

共參訪五十五位，其中文殊菩薩登場二次，有一會同時參訪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二

位善知識，所以應該會出現五十四位參訪畫面。但按照《五相智識頌》記載的畫面，

扣除第一開序文旁的扉頁定訂名為「守護天等」，剩餘為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情

節。24 

《五相智識頌》將善財童子參訪天主光女之後，所參訪遍友童子與善知眾藝童

子合為一參畫面，訂名為「遍友、眾藝」；善知眾藝童子與賢勝優婆夷也合為一參

畫面，訂名為「善知眾藝、賢勝」。25若按照《五相智識頌》抄錄此二回參訪的詩句

對照來看，在訪遍友童子與善知眾藝童子的頌為：「童子行行尋遍友，善知眾藝嗣

其後，唱持字母入圓明，別是一家風景秀。」26偈語出現遍友童子與善知眾藝童子

兩位善知識，依據《華嚴經》可知善財童子參訪遍友童子時，善知識並未說法，而

是指引善財童子南參善知眾藝童子，當善財童子參訪善知眾藝童子時，童子教其

「善知眾藝菩薩解脫」，也就是「四十二波羅蜜字母法門」，或稱「四十二字母法

門」、「華嚴四十二字母法門」。故將此二童子合為一個畫面，心海將畫面訂為「遍

友、眾藝」也是適切。至於，心海所訂「善知眾藝、賢勝」的畫面，筆者認為有誤，

因為該頌為：「次參賢勝諸三昧，底事元來無向背，多謝叮寧說悟由，不免登途又

辭退。」27偈語中僅出現賢勝優婆夷，並未出現善知眾藝童子，而善知眾藝重複出

現兩次也顯得不合理，況且在歷代五十三參的參次計算未出現如此排序，從南宋至

目前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基本上都將善知眾藝童子與賢勝優婆夷分為兩參。28推論

該畫面極可能僅描繪出善財童子參訪賢勝優婆夷的內容，可能是心海和尚當時判

斷圖片，或抄錄時筆誤，後人皆不察知。而此種將遍友童子與善知眾藝童子合為一

參，源於唐代華嚴三祖釋法藏（643-712 年）的判教思維。29可見忠禪師在製作《五

相智識頌》時，極可能受到華嚴祖師的判教思想影響，才會如此安排。 

 
24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2 上。 
25 同上註，頁 622 下。 
26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2 中。 
27 同上註。 
28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書畫藝術學刊》第 12 期（臺北：國立

台灣藝術大學，2012 年 6 月），頁 378-387。 
29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十八，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35 冊，頁 45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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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序文與跋文內容 

由《參問變相經》與《五相智識頌》來看，在卷首序文與卷末跋文，出現許多

文人的題文，為重要的文獻值得仔細研讀，在《參問變相經》序文如下： 

大華嚴藏，流出無邊萬行，種種差別，開方便門，以幻修幻，靈光徹耀，六

相俱空，此善財南遊，不思議境界也。有忠上人者，摭是標目，以筆三昧，

遊戲神通，幻出諸相，如鏡涵像，對現色身，若人如是觀，如是信解，不起

于坐，親見德雲比丘，初未發心，已契文殊室利，屬予為序，予欲無言得乎

哉，滎陽潘興嗣述。30 

忠上人囑託潘興嗣（1023-1100 年）為其作品寫序，可見二人關係密切。在序文中闡

述的重點：第一，華嚴的微妙法，唯心所造，如《華嚴經》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

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31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

生，無法而不造。」32而華嚴宗判教思想上謂「六相」：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

相、壞相，其本質也是空，善財童子的最終成就證入法界，實在不可思議。33第二，

忠上人以筆遊戲三昧，繪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實在精妙，心中幻化出諸相，如果

觀者可以如此觀，不用如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尋訪諸善知識，頃刻即參訪諸善知

識，當下便與文殊菩薩相契，則能入華嚴藏海。 

潘興嗣，字延之，號清逸居士，江西南昌新建人，幼以父蔭得官，授江州德化

（江西省九江市）縣尉，同郡許瑊（生卒年不詳）始拜江州守，他前往見之，許瑊

對他無禮，因而辭官歸去。34熙寧年間（1068-1077 年）召為筠州（今江西高安縣）

推官，不任官引退成為隱居在野文人。35他和王安石（1021-1086 年）、曾鞏（1019-

1083 年）等文人友好。36和北宋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 年）為至交，曾為他撰

 
30 原圖抄錄文字，圖片出自［日］相見香雨，〈新出現の宋拓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につい

て（上）〉，《大和文華》第 15 號，圖片頁 XI。 
3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頁 102 上-

中。 
32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頁 102 上。 
33 關於華嚴宗的六相探討，詳參釋明達，《華嚴六相思想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大學部第六

屆畢業論文，1998 年），頁 1-34。 
34 ［清］陳夢雷編著，《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十一卷居士部，收錄楊家駱主

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50 冊神異典下（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2153 上。 
35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10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6448。 
36 曾鞏曾為潘興嗣上奏〈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收錄《元豐類稿》中。［宋］曾鞏撰，《元本元

豐類稿》卷三十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年），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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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墓誌〈濂溪先生墓誌銘〉。37潘興嗣長期在江西南昌東湖上彈琴，曾經臨濟宗黃

龍派僧人潛庵清源（1032-1129 年）來訪，對答中充滿禪機。38潘興嗣將彈琴視為助

於風教，還帶有儒家的以樂移俗的文人思維，以此契機禪風。39而他好佛，平時喜

好與禪僧往來，曾協助新建鹿苑寺。40史料記載，潘興嗣退隱後，參禪雲遊，受黃

龍派慧南禪師（1002-1069 年）印可傳為法嗣。41 

卷末題跋一共四位，為當時著名的文豪與高僧，依據《五相智識頌》的跋文

如下： 

余頃閱華嚴，至德生童子，有悳童女品，以清涼疏主李長者諭主義，詳之未

諭，反復深思，忽自有省，作頌曰：「妙意童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罷南遊，

豁然頓入毗盧藏，悔向他山見比丘。」今因延慶老携所畫華嚴變相，及五十

二頌相示，因記前頌，筆于卷末，以足其意。紹聖四年閏二月十一日，知洪

州張商英筆。42 

張商英（1044-1122 年）在紹聖三年（1096 年）任職洪州（古時江西南昌、河

南輝縣分別稱洪州）知縣，隔年閏二月戊申日（二十三日）任江、淮、荊、浙等路

發運副使。43該題款於紹聖四年（1097 年）閏二月十一日，此時他還就任洪州知縣。

而文中悳童女應為有德童女。張商英曾獲臨濟宗黃龍派的兜率從悅禪師（1044-1091

年）印可，傳其法嗣。44跋文中所寫的偈語若能意味，則入華嚴藏海，便不用參訪

問道。此種思維有頓悟當下即是，佛在靈山莫遠求，在唐代禪宗臨濟慧照禪師（？

-866 年）也說過心即佛，莫外求。45北宋臨濟宗黃龍派雲庵真淨禪師（1025-1102

年）撰的〈不二〉云：「平等觀諸子，家門不二開。客程無是處，浪迹總歸來。法

 
37 曹月堂主编，《中國文化世家》江右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27。 
38 ［清］陳夢雷編著，《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十一卷居士部，收錄楊家駱主

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50 冊神異典下，頁 2153 上。 
39 蔣義斌，《宋儒與佛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103。 
40 ［清］謝旻等監修，《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6 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年），頁 662 上。 
41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6 冊（東京：國書刊行

會，1975-1989 年），頁 595 上。 
42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3 上。 
43 羅凌，《無盡居士張商英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78-280。 
44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6 冊，頁 595 中。 
45 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爾屋裏

報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爾即今目前聽法底人，秖為不向外馳

求，有此功用。［唐］慧然集，《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卷一，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

（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年），頁 497 中。 



宋拓本《善財參問變相經》探討 217 

 
 

寶名如意，禪朋號善財。共遊華藏界，寰宇一塵該。」46這些偈語並非表達參訪不

重要，宋代禪宗盛行學禪之人喜好雲遊參訪，為善財行的表現，當參訪踏尋歸來，

回歸自性了悟，發現華嚴法界即在當下，若沒有之前遍訪善知識，何來後來頓悟法

界。由跋文可知延慶老自身携帶所畫華嚴變相及偈頌前來，此延慶老與潘興嗣序文

中的忠上人實為同一人。而跋文中「五十二頌」之說有誤，計算實為五十三幅參訪

畫面，究竟是張商英誤寫，還是日僧心海誤抄，應該是誤抄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下

一段為黃庭堅（1045-1105 年）的跋文所寫的為「五十三」。黃庭堅的題記云： 

集賢校理黃庭堅一稽首：「竘工能畫諸世間，十方三世唯心造。五十三門一

關鈕，我與善財同徧參。幻人夢入諸境界，一切學道真規矩。菩提妙德生死

心，重重影現大圓鏡。」47 

黃庭堅（1045-1105 年），字魯直，號山谷，洪州分寧人，按史料記載：「哲宗

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

成，擢起居舍人。」48黃庭堅任集賢校理一職為元祐元年至六年（1087-1091 年）

編撰《宋神宗實錄》。黃庭堅對於佛學頗有研究，為禪宗黃龍派祖心禪師（1025-1100

年）的法嗣。49文獻記載他喜好作艶詞，廣為世人傳頌，一日與李公麟（1049-1134

年）一同去見雲門宗的圓通法秀禪師（1027-1090 年），李公麟被禪師喝斥畫馬未來

神識將投胎馬身，而喜好作艷詞的未來也將受報將比馬身更慘，二人惶悚悔悟，李

公麟不再畫馬，黃庭堅不再作艷詞迷惑世人。50黃庭堅該首讚偈，前面兩具闡釋華

嚴諸世間唯心所造，接著兩句講述若了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關鍵，便能與善財童子

同去參訪善友。最後四句講述，廣行菩薩行的心願，入華嚴教主重重無盡的華嚴法

界中，同《八十華嚴》中所云：「十方所有諸變化，一切皆如鏡中像，但由如來昔

所行，神通願力而出生。若有能修普賢行，入於菩薩勝智海，能於一切微塵中，普

現其身淨眾剎。」51此外，黃庭堅的讚偈也是目前發現最早，明確以「五十三參」

之名，來闡釋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經變圖，此乃唐五代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

品圖所沒有的現象。繼黃庭堅之後的跋文，由當時的大文豪蘇轍（1039-1112 年）

書寫： 

 
46 ［南宋］頤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卷四十五，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8 冊，頁 303 下。 
47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3 中。 
48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傳第二百三，收錄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

史第 15 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 年），頁 9627。 
49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6 冊，頁 598 上。 
50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卷十七，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0 冊，頁 362 中。 
5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頁 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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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聞李伯時畫此變相，而未見也，伯時好學，善楷書小，畫為今世道子。忠

師，未識伯時，而此畫已自得其髣髴，當往從之游，以成此絕技耳。眉山蘇

子由題。紹聖三年九月佛印元老自雲居訪予高安，携以相示。52 

由題記可知蘇轍書余紹聖三年（1096 年），蘇轍本身為佛教忠實信徒，為臨濟

宗黃龍派的洪州順禪師（？-1094 年）的法嗣。53書寫此時，蘇轍派任江西筠州（州

治在高安縣），佛印了元禪師（1032-1098 年）自江西雲居山至筠州拜訪蘇轍，恰好

攜帶忠上人的畫作便與蘇轍同品。蘇轍評論說曾聞李公麟（1049-1106 年）曾繪製

五十三參變相，當時李公麟可媲美唐代吳道子（685-758 年）的美譽，而忠禪師並

未認識李公麟，卻能自我體悟描繪彷彿李公麟所繪之作，蘇轍看待此經變圖的角

度，以文人畫的觀點看待，強調游於藝的技法高尚，對於該經變的華嚴教法，並無

著墨。該作品之後為佛印了元禪師的題跋，對於蘇轍的觀點頗有微辭： 

蘇公：「忠師之筆，髣髴李伯時。」此特見其畫耳。予謂忠師非畫也。直欲

追善才影迹，逍遙法界之間耳。後之覽者，不起于座，自於覺城東際。逆覩

文殊象王迴旋。平生際會南求善友，遍歷百城，曠劫之，一時參畢。所謂開

大施門，於末法之時，畫焉能盡之。紹聖丙子十月二十日臥龍庵佛印大師（了

元）跋。54 

對於，蘇轍著重於經變畫中人物表現技法的觀點，佛印了元禪師以出家人的身

分導回佛法本身，認為經變畫的圖像，不僅僅是表現出令人歎為觀止的高超技法，

而是傳達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歷程內容，著重於宣教的內涵，而該題記寫於

1096 年。 

四、 作者忠禪師 

由上述的題款可以得知，延慶老、忠上人、忠師實為同一人，但查閱中國佛教

藏經傳記中並無相關文獻，此本《參問變相經》從宋至清代藏經中也未收錄。但明

代時，該文獻似乎仍在部分佛門中流傳，在上世紀 80 年代，山西五臺山顯通寺銅

塔內發現了明代萬曆年間手書《大方廣佛華嚴經綸貫》，又稱為《複庵和尚華嚴綸

貫》，是指導讀經的教科書，複庵和尚（生卒年不詳）曾追隨真歇清了禪師（1088-

1151 年）學習，為兩宋時期復興曹洞宗的重要人物，融合諸教，主張禪淨雙修，

 
52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3 中。 
53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6 冊，頁 602 上。 
54 ［日］釋心海抄錄，《五相智識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8 冊，頁 6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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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品許多理念出自真歇清了，書中引用忠禪師《參問變相經》與惟白禪師《文殊

指南圖贊》的大量內容，可見該作品在宋代時受到禪宗的推崇。55 

依據清道光《靖安縣誌》記載：「延慶寺距縣西北八十里，忠夏都梁天監中建。

宋紹聖間僧子忠刻華嚴像，黃山谷為之頌云：『巧工能畫諸佛像，十方三世惟心造。』

後洪武初僧道泰復興。」56可知忠上人應為江西靖安縣延慶寺的延慶子忠禪師，生

卒年不詳，而目前學界考據皆如此認定。57至於，子忠禪師是屬於禪宗何派別？史

料中不無記載，但按照子忠禪師所邀請為《參問變相經》寫序文與跋文的潘興嗣、

張商英、黃庭堅、蘇轍等人皆屬於臨濟宗的黃龍派傳人，只有佛印禪師屬於雲門宗，

推論延慶子忠禪師可能請同門的在家居士撰文藉此提升該宗門聲望。此外，黃龍派

的發展整體上也和江西地域有密切關係，黃龍派開山祖師龍門慧南禪師，為信州玉

山人（今江西省玉山線），在楚圓禪師（986-1039 年）那得法後南遊，爾後主要在

江西一代活動，曾住錫廬山歸宗寺，後來又去江西黃檗山結庵，晚年在修水境內黃

龍寺宏揚禪法。58 

延慶子忠禪師究竟何時完成《參問變相經》的線描作品與相關偈文，由黃庭堅

任集賢校理所題頌偈時間推論，完成作品時間下限為 1091 年。最後一個跋的年份

為 1096 年，所以刻印拓本應該在此時間之後，而拓本完成的下限按縣誌記載為紹

聖年間（1094-1098 年）刊刻始拓，最遲不晚於 1098 年之年，已經開始拓印該經書

流傳。 

此外，在宋代文字避諱趨嚴謹且完善，皇帝七世祖以上的名字都須避諱，連讀

音相近也須避諱，如宋欽宗趙桓（1100-1161 年），因桓、紈讀音相近須避諱，《淳

熙重修文書式》記載垣、丸二字須避趙桓廟諱，但該《參問變相經》中的此二字並

未避諱，也證明該版為北宋欽宗之前刻本。59 

 
55 張雪芬，〈《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作者「忠上人」考〉，《世界宗教研究》總 175 期（北

京：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 2 月），頁 69-70。 
56 ［清］朱堂、李紀疇等編修，《靖安縣志》卷十二，收錄《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地方 913 冊 江

西省靖安縣志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頁 886。 
57 張雪芬，〈《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作者「忠上人」考〉，《世界宗教研究》總 175 期，頁

69-70。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

《天水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

古籍善本專場，頁 64-65。 
58 蔡日新，《五家禪源流》（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 年），頁 510-512。 
59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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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潘興嗣序文與經文書法差異 

目前傳世《參問變相經》的殘本來看，在序文的書法與內文書法的字體有顯著的差

異，並非同一人所書風格，在第一開序文的部分有屬名潘興嗣，該篇序文應該為潘興嗣

的書法摹刻拓本。至於，第二開至地二十七開的內文中，每幅經變圖另一側配置的小

楷，雖無屬名，推論應該為子忠禪師所書寫。二人的書風、字體結構上有明顯不同。 

潘興嗣的楷書字體較大，每字大於 1 公分，部分字體並帶有行書的筆法，最明

顯的「出」字，在豎劃連筆書寫，呈現行書趣味。亦有部首偏旁使用行書筆意，如

「辵」部的「述」字，但亦有辵部書寫上使用趨近楷書筆法，例如「遊」、「邊」字。

在水部旁的「氵」字，上面一點獨立，下方兩點會連筆成豎勾狀行書用筆，例如「流」、

「潘」字，亦有「氵」部將三點分離採楷書字形，如「涵」字（圖表 1）。整體而

言，通篇以楷書為主，部分略加行書筆意，使得字形大小錯落自然，別具風趣。 

圖表 1 潘興嗣書法表現 

圖片 

      

字形 出 述 遊 潘 流 涵 

出處 《參問變相經》第一開序文 

至於，子忠禪師所寫書風，通篇以楷書呈現，每字小於 1 公分，並且帶有唐楷

的趣味性，字體秀麗工整排列，每字的結構嚴謹，用筆細膩小心，例如「遊」、「寶」、

「離」等字。但少數有些字體在筆法上會加入行書筆意，例如「為」字下面四點、

有將其連為一筆的行草筆法，或以四點分開呈現的楷書筆法，例如在第十四開、二

十七開中所出現「為」字二次，便分別使用不同寫法，以增進書法的變化性。在第

二十七開中「門閫」二字，在「門」字採用標準楷書寫法，「閫」字的門部的表現

上使用行書的筆法，使得二字門部表現上有所變化（圖表 2）。 

圖表 2 子忠禪師書法表現 

圖片 

     

字形 遊 寶 離 為 閫 

出處 《參》24 《參》27 《參》27 《參》27 《參》27 

備註 參指《參問變相經》的代稱，本表編號指該書第幾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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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表現書法字形結構上也是有所差異，例如序文中「發心」中的「發」字，潘

興嗣上方書寫成「业」，而子忠禪師書寫為「癶」；「界」字，潘興嗣將田下方書寫成「分」

形，而子忠禪師書寫為「介」形；在善財童子的「善」字，潘興嗣將羊部的上段與下段

橫畫分開，並在橫畫上點頓撇上兩點，而子忠禪師書寫為羊部的上段與下段相連，並無

頓撇上兩點；潘興嗣的「心」字中的點是向上勾成為「✓」，而子忠禪師的中的點是向

下成為頓筆「ヽ」；在「此」字的表現上，潘興嗣將字體左右半以橫劃相連，帶有行書

筆趣，而子忠禪師則將字體左右半分開，呈現標準的楷書結構；而「無」字的表現上，

潘興嗣起筆的「ノ」、「一」，以行書連筆書寫，後半字形結構接著以楷書書寫；而子忠

禪師自起筆皆以楷書書寫；至於，華嚴的「嚴」字，上半部潘興嗣書寫兩個口，而子忠

禪師有同潘興嗣的筆法字體，也有將「嚴」的上半部，簡化為三點結構。除此之外，在

「欲」、「是」、「興」等字上也有明顯差異。雖然子忠禪師通篇以小楷書法撰寫，但用筆

上嚴謹、具有法度，有時相同字體在書寫上也注意到字體結構不同的變化運用，由此來

看子忠禪師也是一位擅長楷書外，亦會書寫行書的方家（圖表 3）。 

圖表 3 潘興嗣與子忠禪師書法表現比較 

字形 發 界 

圖片 

      

作者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子忠禪師 

出處 《參》1 《參》14 《參》16 《參》1 《參》14 《參》16 

 

字形 善 心 此 

圖片 

      

作者 潘興嗣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出處 《參》1 《參》2 《參》1 《參》16 《參》1 《參》5 

 

字形 無 嚴 

圖片 

      

作者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子忠禪師 

出處 《參》1 《參》5 《參》5 《參》1 《參》2 《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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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欲 是 興 

圖片 

      

作者 潘興嗣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潘興嗣 子忠禪師 

出處 《參》1 《參》16 《參》1 《參》28 《參》1 《參》16 

備註 參指《參問變相經》的代稱，本表編號指該書第幾開頁。 

六、 扉頁圖殘圖與序文 

現存拓本《參問變相經》的第一開右側為扉頁畫，左側為潘興嗣序文，仔細觀

察扉頁畫時，可發現該畫面並不完整，有殘圖的疑慮。扉頁畫心中央描繪文殊菩薩，

頭戴高冠，身著天衣菩薩裝，體格修長，跣足站立於蓮花之上，左手其中三指彎曲

欲與母指相捻，右臂伸出覆掌摩頂前方善財童子。文殊菩薩身後放置一座方形金剛

寶座，寶座後方站立兩尊雙手合十的脅侍菩薩，寶座版上刻劃一朵碩大蓮華寶相華

圖騰。文殊菩薩左側上方站立一位身著袈裟，雙手合十，眉清目秀的年輕比丘，身

後配置頭光，跣足站立蓮花上（圖 1）。比丘身旁出現殘存的另一個頭光局部，原

本應該配置一位比丘或者菩薩，在善財童子左側，即比丘所踏的蓮花的下方，還殘

存寶座圭角局部，該寶座圭角局部明顯比文殊菩薩的寶座還富麗繁華，原本的體量

應當大於文殊菩薩的寶座，推論原本寶座上極可能表現出是華嚴教主，端坐其上，

佛兩側至少各配置二尊脅侍，此畫面應為華嚴七處九會中的第九會，該會中出現文

殊菩薩攝善財的場景。 

在宋遼金時期的華嚴經刻版畫，在扉頁處常見到以華嚴教主為核心的構圖，而

該畫面中卻缺乏了華嚴教主，以及拓本殘存缺失圖像局部，扉頁圖明顯缺了左半，

而該扉頁圖與序文之間有拼接痕跡，原本應該序文與扉頁圖各自為獨立畫面，但為

何會成為目前的樣式，使人疑惑？筆者推論可能的成因：其一，延慶子忠禪師完成

《參問變相經》的線描作品與相關偈文，不久便找工匠進行摹刻雕版，當時每幅結

構十分一致，右側為圖，上下配置框線，左側為文字，未配置框線，只有扉頁圖例

外，圖橫跨左右兩側。當子忠禪師將畫作正本拿給當時文人與高僧觀看，並請他們

為作品寫下序跋，當文人序跋完成之後，再請工匠進行版畫摹刻文字，而本來預留

潘興嗣的序文為全紙，打算將其放置扉頁畫之前，但潘興嗣序文卻只書半紙，另一

半空白，顯得畫面排版不協調。而且每開都是右圖左文的模式呼應，子忠禪師衡量

結果將扉頁圖左裁除，強調善財童子發菩提心文殊菩薩摩頂部分，潘興嗣的序文右

側空白處裁除，將二者相接成為首開頁，且畫面扉頁圖裁切得宜，乍看並不會發現

缺了一半的扉頁圖，除非仔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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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當時序文與扉頁圖各為獨立畫面，而該拓本並非子忠禪師的始拓本，為

後人的再次拓本。當時雕版可能已經部分損毀或佚失，乃至漏拓。或者墨拓擁有者

佚失此張拓片，在善巧變通下才進行如此處理。但這種推論又有些不合理，因為此

本傳到日本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餘的每參畫面完整，乃至經變後方的跋文也沒

有遺失，僅獨缺半幅經畫面，顯得有些不合理。而該拓版完成後距離兩宋之際，年

代並非十分久遠，且江西兩宋之際，該處也沒受到戰火干擾，不應該缺版，若真有

缺版，當時該拓本禪門流傳甚廣，若有殘缺補刻並非難事，可惜擁有者並未進行翻

刻。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日僧心海訂名該扉頁圖名稱為「守護天等」，然

則實際畫面中並未出現任何關於天王、護法等圖像，該經變表現出善財童子於會中

發菩提心，文殊菩薩摩頂內容，心海不察題名有誤應該更改之。 

 

 圖 1 〈序文與扉頁圖〉，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一開，延慶子忠禪師，紙本

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讚偈；1097-

1098 年間刊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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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品拓印與裝幀 

經本背後襯紙也相當特別，使用雙層《崇寧藏》的《舍利弗阿毘曇論》殘經紙。

《崇寧藏》又稱《崇寧萬壽大藏》為中國南方系統第一部寺院所刻藏經，雕刻於福

州東禪寺等覺院，最初雕刻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 年）以前，至徽宗崇寧二年（1103

年）刻藏完成，但到了南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 年）又進行藏經補版。60在《參問

變相經》第二十一開背面出現鈐印朱紅長方印「□禪大藏」，缺字為「東」（圖 2），

在第三、四、六、八、十二、十五、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開襯紙經文的接縫處

刻印小字，其中以第十二開字樣最全，即：「邙／五卷／十二／安撫賈侍郎捨／丙

辰／江茂」（圖 3）。61「邙」為《崇寧藏》依據千字文排序的《舍利弗阿毘曇論》

字號；「五卷」表示該論第五卷；「十二」表示印刷紙次；「安撫賈侍郎捨」表示施

錢刻印功德主，撫賈侍郎據《福州府誌》考，賈侍郎為賈達（生卒年不詳），於淳

熙十三年至十六年（1186-1189 年）擔任福建安撫使。「丙辰」為刻印年代，即慶元

二年；「江茂」為刻工名。62 

現存《參問變相經》屬於第一次原裝幀，使用南宋 1196 年《崇寧藏》印刷殘

經作襯紙，此現象說明《參問變相經》裝裱時間應在此時間之後，但又距離不遠，

所以才出現大量《舍利弗阿毘曇論》殘經廢料足夠用以裝幀不以為珍，而當時裝幀

並非十分精美略顯粗糙。 

現存該本《參問變相經》刻板最遲於 1098 年以前完成，裝幀約在 1196 年左

右，墨拓應該在此段時間中。在該扉頁圖中兩尊脅侍菩薩的上方，出現一條拓本殘

缺的紋路，呈現橫線（圖 1）。此種現象說明，該拓本應該並非 1098 年的始拓版，

為後人使用舊版再拓印，拓版使用久了出現部分損毀老化現象。若進一步由《參問

變相經》紙張取樣分析來看，墨拓紙與托紙皆為構皮白棉紙二者應屬同材質，襯紙

為竹漿紙，而構皮白棉紙與竹漿紙為南宋常見的印刷紙張材料，該拓本在南宋印拓

的可能性極高，但版畫內容拓印尚且清晰來看，版畫老化情況尚未嚴重，可能拓印

於兩宋之際。63由此來看墨拓與托底的時間相近，可能江西靖安縣延慶寺墨拓完後

不久便進行襯底，而後作品流傳到福建福州，運用《崇寧藏》殘紙進行裝幀。 

 
60 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70-71。 
61 佚名，〈日本佐伯文庫舊藏宋拓連環畫帖《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綜述〉，《天水

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

本專場，頁 72。 
62 同上註，頁 75。 
63 王菊華，〈拓本《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紙樣分析報告〉，《天水遺珍・古籍善本

宋版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本專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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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禪大藏朱文印〉，出自《參問變

相經》第二十一開背面襯紙，印高約 7cm；印

寬 3.2cm，裝幀約在 1196 年左右。 

圖 3 〈經文背後襯紙刊記〉，出自《參問變相

經》第十二開背面襯紙，裝幀約在 1196 年左

右。刊刻「邙／五卷／十二／安撫賈侍郎捨／

丙辰／江茂」文字以紅線標示。 

八、 作品拓版與拓法 

流傳至今《參問變相經》孤本究竟是木刻拓本，還是石刻拓本，目前學界尚

無定論，其中認為木刻本的觀點佔多數，理由為刀法細膩、線條流暢、無斷版現

象，應為初拓本，因為木刻版印刷久了會產生開裂或斷版等情況，另一派學者認

為應該是石拓，認為木拓之目的通常為了加快印刷速度，應該使用陽刻版，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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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刻版，審度該拓版尺寸較小，因而推論石拓原版可能是玉版冊書之類的墨拓

成品。64 

宋代雕版印刷技術成熟，石刻多用於書法的法帖中，在佛經部分目前並未發現

宋代玉冊的實例，但在明清時期宮廷佛經不乏此工藝技法的展現。如果進一步仔細

審度作品，可以發現在某些墨拓的部分出現似木紋的質感，例如第一參文殊菩薩身

後的祥雲與背光處，可看見數條斜紋（圖 4）；第四參善住比丘下方大海，隱約可

發現數條縱紋呈現出木質年輪（圖 5）；第五參彌伽長者身後的祥雲也出現木質垂

直紋理以及不規則的肌理（圖 6）。準此判斷，大體上推論可能是木刻版非石板，

如果進一步觀察第一開扉頁畫的拓本中，畫面脅侍菩薩圓光中拓印殘缺的紋理，呈

現橫線，說明應該為木紋開裂現象，而非石紋的表現。 

 

圖 4 〈善財童子首參文殊菩薩局部〉，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二開，延慶子忠

禪師，紙本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讚

偈；1097-1098 年間刊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圖 5 〈善財童子第四參善住比丘局部〉，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五開，延慶子

忠禪師，紙本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

讚偈；1097-1098 年間刊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64 周心慧，〈從版畫史角度看《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天水遺珍・古籍善本宋版

精萃：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本專場，頁 87-88。佚

名，〈《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問變相經》專家發言及討論〉，《天水遺珍・古籍善本宋版精萃：

西冷印社二〇一四秋季十周年慶典拍賣會》2014 年 12 月 13 日古籍善本專場，頁 129-130。 

 



宋拓本《善財參問變相經》探討 227 

 
 

 

圖 6 〈善財童子第五參彌伽長者局部〉，出自《參問變相經》第六開，延慶子

忠禪師，紙本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

讚偈；1097-1098 年間刊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在椎拓技法上也極為特殊，畫面依據拓印物件對象不同採用濃淡不一拓墨，此

拓法稱為「鑲拓」，該拓本為目前發現最早的案例。在祥雲、背光、水波、虛空等

處使用淡墨擦拓，其餘部分使用深墨拓印，使畫面產生虛實濃淡變化的層次。雖然

淡墨與深墨拓印之間界線不明，鑲拓表現不如明代技法成熟，濃淡之間有明確的界

線，卻透露該技法早期發軔面貌略顯稚趣，為鑲拓工藝發展，留下歷史重要例證，

顯得十分珍貴。 

九、 宋代世俗場景融入與白描表現 

在《參問變相經》畫面構圖結構，基本上都是兩段式構圖，前景與中景的安排，

在中景的部分通常表現出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求法內容，在前景的部分有時會配

置世俗生活的場景。將經變圖中融入大量世俗生活的表現，在宋遼金時期的經變圖

中，不乏相關案例，例如北宋山西開化寺壁畫，金代山西巖山寺壁畫等。 

《參問變相經》第五開畫面表現出善財童子第四參，參訪善住比丘，比丘身著

袈裟，雙手當胸合十，站立祥雲上，從虛空而降，比丘下方描繪波濤大海，波岸邊

求法的善財童子恭敬合十遙拜。畫面下段岩石與樹叢後方描繪一棟飯館，高高懸掛

旗幟，旗布中書「酒」大字，表示飯店販賣酒水，吸引來往商旅遊客。飯店外空地

上來往三位旅人，肩上駝著貨物辛勞的工作（圖 7）。另一幅第二十三開畫面，即

第二十二參，表現出善財童子參訪鬻香長者，畫面前室屋內大廳擺放桌案，居士坐

於案前，桌面上放種種香，善財童子雙手合十恭敬的求法。屋外庭院中刻劃一隻狗

在奔跑，庭院後方擺放太湖石，以及種植芭蕉。中景為迴廊，其後方為後院，屋內

工匠們正在搗碎檀香料磨製香粉的勞動場景（圖 8）。在第二十七開，即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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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棟豪華屋宇內端坐著婆須蜜多女，善財童子恭敬合十向善知識請法。屋外前

庭來往的人群可分為兩組畫面，一組畫面為貨郎背負宋代獨特的牛角挑桌，桌面上

放各式玩具，貨郎身後兩位孩童見之興奮地前往之。另一組的畫面表現出一位男子

騎乘馬匹上，身後一位僕人馱負物品跟隨於後的趕路辛勞的模樣（圖 9）。 

 

圖 7 〈善財童子第四參善住比丘〉，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五開，延慶子忠禪師，紙本墨拓，

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讚偈；1097-1098 年間刊刻拓印，

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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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善財童子第二十二參鬻香長者〉，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二十三開，延慶子忠禪師，

紙本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讚偈；1097-1098 年

間刊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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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善財童子第二十六參婆須蜜多女〉，出自《參問變相經》第二十七開，延慶子忠禪師，

紙本墨拓，每折 27×15.7cm，宋元祐六年（1091 年）以前完成手繪圖與讚偈；1097-1098 年間刊

刻拓印，日本東大寺舊藏，現今私人藏。 

子忠禪師所描繪的《參問變相經》原版為白描之作，北宋諸位文人見此作品進

行的序跋，認為可以媲美李公麟五十三參的白描。宋代《宣和畫譜》對於繪畫進行

分科評判，認為人物畫是最難，而且形貌與神韻兼備才為佳作，李公麟為當時是著

名的人物畫藝術家，認為所繪〈華嚴會〉的人物像可媲美唐代吳道子的〈地獄變相

圖〉，當時北宋御府也收藏李公麟的《華嚴經相》一共六幅。65今日並無李公麟的相

關佛畫作品傳世，目前可信的傳世作品為〈五馬圖〉，描繪五匹元佑初西域所進獻

的名馬，利用寫實白描細膩的筆法，略施丹青而成。李公麟人物畫始學六朝顧愷之

（？-405 年）、陸探微（生卒年不詳）、張僧繇（生卒年不詳），唐代吳道子等名家

之作，繼承寫實的傳統，延續唐代吳道子一脈的著重線條表現，也強調人物的傳神

 
65 ［北宋］佚名，《宣和畫譜》卷四、卷七，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一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頁 42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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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韻，改變吳道子豪邁大氣的線條表現，轉為含蓄內斂，帶有剛勁變化的線描，趨

向文人品味，並將現實生活融入。66 

若將《參問變相經》與李公麟的〈五馬圖〉相比，《參問變相經》的線描為線

刻手法，勢必不如繪畫於紙上的作品如此細膩。但該刻本的線條運用上還是相當靈

活生動、頗具神氣，在不同描繪對象物使用不同表現，在人物衣紋表現上多使用粗

細虛實變化活潑的蘭葉描，例如第五開的善住比丘；界畫與人物背光使用堅挺中鋒

行筆的鐵線描，例如第二十七、二十八開等；岩石使用小斧劈皴與釘頭描結合，例

如第二十三開等。祥雲、水波、火焰線條的曲線流動活潑，粗細變化隨筆鋒蜿蜒自

然胖瘦，例如第十一開等。這些線描為北宋繪畫常見的表現手法，也反映出該作品

的時代風格。 

李公麟所引起宋代文人畫的新時代風潮，對於當時藝文界影響力極大，雖然子

忠禪師並未見到李公麟的五十三參圖，但從子忠禪師結識當時文壇相關文豪來看，

或許也耳聞到李公麟的白描特殊性，便使用白描藝術來表現五十三參圖，同李公麟

將原本佛教壁畫宣教意味極強的宗教畫，轉為文人的案頭雅賞的小品，畫面圖案表

現十分精緻。子忠禪師雖然其目的性是藉此來宣揚佛法，但《參問變相經》的工藝

手法以及凹版印刷使用深淺墨拓的難度，顯然比凸版印刷複雜許多，印量也應當較

少，流通量也有限，而該書的前序後跋模式，使此作品更契合文人案頭雅賞的書籍，

主要應該在文人、釋門高僧，以及部分信士群體中流通。該拓本印刷無法普及推廣，

某種程度限縮其傳播性。 

十、 作品的文人品味融合 

《參問變相經》打破以往佛經的形式，更像是忠禪師個人繪畫與文學結合之

作，多位文人雅士於經書中前序後跋的形式，實在有別以往傳統佛教經典，更像文

人墨客的藝文著作，無疑將佛教典籍轉換為更具文學性與藝術性的道路。該作品的

出現深刻影響後來佛經插圖之發展，成為一種獨特表現的佛教版畫藝術。 

敦煌藏經洞發現唐代時期抄經文中已有配置圖案的形式，如《因果經》、《法華

經‧普門品》，但在版畫印刷經典則通常在卷首扉頁畫才出現圖像，目前最早記年

實例為晚唐咸通九年（868 年）刻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宋代雕版印刷的進步，

使得佛教文化帶動刻經風氣，一般延續著在卷首處刻印扉頁畫的傳統，但該經卻在

卷中配合經文插入若干圖像，頗具新意。在每一參的節錄經文之後方，還配上子忠

禪師所作各參讚偈，此乃之前佛經所未見的新樣式。而禪師將經變圖像與讚偈文學

 
66 張光福，《中國美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頁 47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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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反映出宋代的文字禪與禪詩的興盛，子忠禪師對於佛學經論、文學修養、

繪畫造詣顯得深厚，藉由表現五十三參佛教題材來呈現自我特殊才氣。 

宋代理學興起成就繪畫獨特的理論與藝術涵養，認為繪畫作品是人格與思想

的理想寄託，例如山水畫的興起，在郭熙（約 1000 年－約 1087 年）在《林泉高

致》視為：「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

至此，皆入妙品。」67在宋代禪宗雲遊參訪的風氣依舊盛行，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寄情於畫作中，觀畫者自身彷彿自身便是參訪的男主角，黃庭堅說：「五十三門一

關鈕，我與善財同徧參。」佛印禪師也說：「遍歷百城，曠劫之，一時參畢。所謂

開大施門，於末法之時，畫焉能盡之。」藉由觀畫以藝入佛，而寄身華嚴法界。 

十一、 小結 

宋代孤本《參問變相經》流傳之今雖僅存殘本，尚可得見於世，實乃不幸之大

幸也，此瑰寶因為拍賣得以重新展現世人眼前，得以仔細品味該經變圖冊結合藝

術、文學、印刷、宗教等特色於一身的風華，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傳到日本的《參問變相經》，相關文字內容被心海和尚所抄錄，依據華嚴的寄

位五相，以及各參善知識的偈頌關係，另取名為《五相智識頌》，而該書在識別圖

文時有些許錯處，序文旁的扉頁圖並非「守護天等」，善知眾藝童子與賢勝優婆夷

合為一參應該有誤，張商英的跋文提到「五十二頌」有誤，應改為「五十三頌」。 

依據本文探討可知《參問變相經》的作者為子忠禪師，為江西靖安縣延慶寺僧

人，作品完成下限為 1091 年，拓印版最遲完成時間為 1098 年，目前傳世孤本的

《參問變相經》，此時拓版已出現些許受損痕跡呈現在拓本中，種種跡象顯示目前

傳世的《參問變相經》並非首拓本，為原版再拓本，應該拓於兩宋之際或南宋初，

該書裝幀使用《崇寧藏》的紙張，應該裝幀於 1196 年左右。 

還有目前傳世的《參問變相經》，在第一開的經變圖扉頁畫，並非完整的圖，

僅出現文殊菩薩摩善財童子頂的內容，至於畫面中的華嚴教主卻不見身影，僅存少

部分臺座構建，顯然有意裁去，將另一側黏接潘興嗣的序文。 

《參問變相經》結合《八十華嚴》節錄經文、經變圖像、各參讚偈、文人序跋、

刻工技法、墨拓藝術集於一體顯得別具韻味，反映獨特歷史文化。蘇轍評論忠禪師

所作的五十三參變相圖，可以與當時文壇李公麟所繪製五十三參圖媲美。當時文豪

 
67 ［宋］郭熙著，《林泉高致》，收錄張瓊元編，《林泉高致》（新竹：黃山國際，2015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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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士與釋門高僧為其作品作序書跋，文人對其繪畫藝術的讚譽似乎比讚偈更加重

視，而佛門僧侶視乎更重視於佛法的思想傳達。 

該作品為北宋傳世最早的獨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每幅參訪配上子忠禪師

體悟下所寫下偈語，使得畫與詩進行緊密的結合，將宗教藝術品提升至文人品味。

藉由觀賞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彷彿自身如同善財童子，遍訪諸善知識，優游於華

嚴法界之中，對於經變圖產生此種獨特的時代性審美品味。 

《參問變相經》為綜合性的藝術表現，除了本身書法、畫面、經文、偈語、序

跋等融為一體，在拓本的刻工、拓印工法，裝幀手法也是一門獨特的藝術表現，反

映出宋人所理解的佛教藝術，並非單純的表現，而是結合多元藝術的表現形式，呈

現出宋代佛教美術獨特的美學觀，可在作品中仔細品味。 

  



234 202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