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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遼朝，是東亞歷史中少數具備非漢族政權、舉國奉佛以及有效治理漢民與

少數民族，三條件於一身的王朝政權。作為一代興起於東亞大陸的非漢族政

權，遼代王朝治理漢民與少數民族的成功之處，來自於其強盛的武力與文化政

治手段。 

興盛的佛教為遼代王朝的特色之一，遼代君王更將觀音菩薩尊為契丹家

神，納入木業山祖廟，而作為一代以契丹民族為首所建立的王朝，佛教更彷若

國教地位的存在於遼代社會中。此外，據史料記載，佛教文物亦曾數次成為遼

朝贈送與東亞他國使臣的朝貢禮，這顯示了遼朝將王國文化展現於佛教文物中

的可能性。 

  本論文欲以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之遼代佛教造像為例，從遼代佛教造像的

風格流變、特色或造像裝飾中，結合史料文獻的梳理，說明其文化意義，以及

佛教的發展歷程與遼代社會之間的關係。古來佛教文物，皆出自於生活在當時

代的匠人之手，而各朝代所展現的不同雕塑風格，亦源於不同時代雕刻者，對

其所處的王國政治認同或社會文化理解，因此各朝各代的社會面貌，亦透過匠

人而納造於佛教造像中。本論文從遼代佛教造像的特色風格，討論佛教的發展

對當時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以佛教造像為縮影，窺視佛教的發展對當時遼朝社

會文化的影響。 

關鍵字：遼朝、佛教藝術、佛像、契丹、宗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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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the Khitan-founded Liao dynasty was special because 

of its popular Buddhist beliefs and successful reig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specially Khitans and Hans. The Liao government promoted powerful military forces 

and multiculturalism and it led to its conquest of the large landscape in Northern 

china.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ao dynasty was its prosperous Buddhist beliefs. 

Buddhism w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mponent in Liao dynasty, proven by two 

historical records. First, the “ Avalokiteśvara, ” a famous bodhisattva in East Asia, had 

been worshiped as a god in Khitan’s ancestral temple. This historical fact shows that 

Buddhism seemed to have risen to become the state religion of Liao dynasty. Second, 

the Liao government had often used Buddhism cultural relics as diplomatic gifts to 

other Eastern Asian diplomats. Historical records showed that Liao dynasty has likely 

transmitted its culture and beliefs through these Buddhist cultural relics. 

  Through studying the style alteration on Buddhist statues, specifically the 

collection in Chung Tai World Museum,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Liao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 with Liao’s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Since all ancient Buddhist statues 

were handmade by artists during that time based on their various degrees of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government and social-cultural practices, 

Buddhist statues from different time and location can reflect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contexts. Therefore, through analyzing Buddhist statue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one can discover different styles of Buddhist statues, which mirror the rich 

and diverse society value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In sum, this paper applies historical 

records analysis and Buddhist statues appreciation to discus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Key words: Liao Dynasty, Buddhist Art, Buddhist Sculptures, Khitan, Religiou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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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茲鑒近代佛教藝術研究專文〈佛教雕塑藝術概論〉一篇提及： 

佛教的雕塑藝術，隨南傳、北傳佛教而傳布了整個亞洲地區，堪稱是亞

洲信仰面積最大的宗教，同時也造就了亞洲最大量，最精質的宗教藝術

與文化遺產。1  

誠如上文所述，佛教文物堪稱亞洲最大量，又最精質的宗教藝術與文化遺產。

而在工業時代來臨前，造像的雕刻皆出自匠人之手，在精雕細琢的過程中，無

不蘊含了匠人對當世環境的心境，與所生存的社會文化。佛教興起於印度，發

揚於中國，傳承於亞洲當代社會。對於東亞世界而言，不同國族文化，歷經朝

代更迭，各自迥異。而古來釋儒道三教，一直與東亞人民的精神生活、社會背

景、文化風俗及政經環境不可分割。是以，從不同時代的佛教文物造像風格

中，都能象徵著某種程度上，不同地域、時空、背景的歷史文化、民族特色與

朝代精神。 

又〈佛教工藝藝術概論〉一篇中亦提到： 

工藝，是人類文明的象徵。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轉而追求精

神層面的提升。人們透過雙手，展驗巧思，自然地傳達出每個時代的文

化背景和精神意涵。……佛教工藝文物則多了一分神聖的宗教性、信仰

                                                

1 林保堯、陳慶英、嚴智宏撰：〈佛教雕塑藝術概論〉《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雕塑》（高

雄：佛光山宗教委員會出版，2012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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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佛教美學之旨趣
2
 

藝術文物，無論透過任何方式呈現，舉凡字畫、詩詞、木像、石雕、金工，都

是某一時代文化與精神薈萃下的產物，其珍貴性為自帶當世社會的精神價值，

具有獨立又無法取代，不可逆或難以回朔，甚至無法複製重建的時空背景。即

便擁有龐大的史料或是文字而沒有文物的流傳呈現，想憑空遙想古人生活情

境，實在難以完全模擬，因此筆者便在探索佛教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

中，踏入了研究各國歷代佛教文物之藝術風格與文化意義的領域。 

中台世界博物館是由創辦人惟覺老和尚籌備超過三十年時間所創立，本館

在西元 2016 年落成，展示面積約一萬六千平方公尺，坐落於臺灣南投縣埔里

鎮，館藏來自多年來各地佛教徒所捐贈，文物以佛教文物為主，囊括印度犍陀

羅時代的造像、中國漢末至民國歷朝各代之造像，以及東南亞與日本之佛教造

像。在本館的佛教造像中，將文物分為石刻系列與金銅系列，豐富的館藏文物

歷經千年的時空，並跨越東西地域，為研究佛教文物藝術風格的學者，提供了

豐富的資源，也為各地佛教徒，保存了佛教的歷史文物，與古人奉佛的悲心願

力。此外，該博物館也將各國歷代之木刻系列造像，獨立館藏於木雕分館，展

示面積約三千七百平方公尺，距離本館約 800 公尺，包含中國漢末至民國年間

的佛教造像，以及東南亞、日本、韓國等部分木刻系列佛教造像，館方將木刻

造像文物藏於獨立的空間，特別調節濕度與溫度，為歷時千年且豐富的木刻佛

教造像，提供良好的保存空間。目前中台世界博物館當期所展出的文物，包含

常設展物，共 1125 座，由於中台世界博物館創辦人的用心，中台世界博物館是

一座以保存佛教文物為目標的博物館，來自各地佛教徒的於海內外的捐贈，更

讓該博物館的館藏佛教文物，成為中華民國地區目前最豐富且文物時代跨越最

為久遠的佛教文物博物館，提供了筆者以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作為研究範圍的

                                                

2 林保堯、陳慶英、嚴智宏撰：〈佛教雕塑藝術概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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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在歷代佛教造像文物中，遼代的佛教文物，因其興盛的佛教，與遼朝契丹

的民族意識，在佛教造像藝術史的風格脈絡中，不僅別出心裁，同時也對前朝

後代的造像風格，扮演著承上啟下的角色。遼朝是為契丹族所建立的國家，自

西元 907 年由遼太祖建國，至 1125 年由北宋協金朝攻滅而亡。據《遼史》載，

在遼朝 218 年的建國期間，統治疆域於國力最盛時期，北邊達至今日俄羅斯聯

邦境內的石勒喀河，與流經蒙古國與俄羅斯之色楞格河一帶，東北至今日俄羅

斯聯邦最大島嶼庫頁島，南邊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之海河、河北省霸

縣、山西省雁門關一帶，西邊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阿爾泰山脈，統治範圍皆

屬目前中國所治轄的區域，分析《遼史》文獻記載，東亞古代一朝遼代王國，

在其統治期間，上至帝王的虔誠供養；下到民間百姓，對於佛法都有高度的崇

信，而遼朝在二百餘年的盛世期間，前後總共歷經九任帝王，自遼太祖耶律阿

保機至遼朝天祚帝耶律延禧，每一任帝王皆有推行佛教的記錄。3而遼道宗耶律

洪基，更曾受戒皈依為佛弟子，4帝王受戒的歷史記載，展現了當時佛教在遼朝

的興盛與不凡，在楞嚴經中提到的三無漏學：「因戒生定，由定發慧」5就闡述

了戒在佛門中的首要性，皇帝基於對佛教教法的認同，故身體力行落實於生活

中，展現了遼朝佛教的特殊性，不僅止於單純的誦經、禮佛，而是出現了帝王

因認同佛法，而身持佛門戒法的歷史背景。 

  遼朝帝王以身作則的奉佛行儀，就佛教於東土的發展史而言，佛教在遼代

的地位，可謂相當興盛與不凡。有著帝王的扶持，遼代的朝廷也經常以佛經、

佛像文物，作為他國向遼朝進貢時，予使臣的回贈，此等舉國奉佛的文化背

                                                

3
 元˙脫脫等撰：《遼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4-36。 

4
 喻昧庵編：《新續高僧傳》《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頁

7197-7199。 
5
 唐˙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譯、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菩薩

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

嚴經》，（臺北：世樺國際出版社，2002 年），頁 369。 

 



4 

 

景，為筆者創造了極高的探究動機。此外，在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遼代館藏文物

亦為豐富，筆者在細究遼代佛教造像研究相關文獻後，發現大抵以山西大同華

嚴寺、河北獨樂寺的觀音閣，以及天津廣濟寺為主要研究目標，而筆者因藉中

台世界博物館的落成，期以該館豐富的佛教文物館藏，豐富遼代佛教造像的藝

術風格研究，並從該館各國歷代多樣的造像文物中，探索遼代佛像風格所具有

的文化意義。 

  誠如前文所述，若無文物的具體呈現，即便擁有龐大的史料或是文字也無

法憑空遙想古人生活情境、難以一探當時風情，而筆者在探究佛教發展對社會

文化的影響過程中，也巧逢中台世界博物館的成立，該館陳列了世界歷代的佛

教文物，其中更有豐富且不同材質的佛教造像，令筆者面對這些豐富的館藏資

源時，對朝代佛像文物的藝術風格與文化意義，興起莫大的動機。是以，本文

以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之遼朝佛教造像為例，一門深入地研究造像的藝術風

格，並期許以歷史文獻的細讀與對照，綜和探析遼代佛教造像中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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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針對本研究「遼代佛教發展歷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以遼代佛教造像為

例」的論述主題，本文將文獻回顧的論述重點以與本計畫議題相關範圍較為密

切者為主，並概分為遼代佛教造像研究、遼代佛教文化研究與遼代政治社會研

究三部分。 

一、遼代佛教造像研究相關 

  攸關遼代佛教造像的相關研究，多半論述於佛教藝術總論的專書中。在近

代著名的建築藝術工作者，梁思成所著寫的《佛像的歷史》中，提到東亞世界

過去的歷史發展中，長期忽略的造像中所蘊藏的藝文風彩，錯失了深究雕刻藝

術的機緣。6該書以中國視角為主體，以現存中華佛教文物，論述造像藝術風格

在東亞世界的發展，由於此書研究重點著重於佛像的歷史脈絡，故在遼代造像

藝術層面，僅以陳述造像風格和遼宋當時歷史背景為結，而此書中所提及東亞

世界過去對於佛教藝術的忽略，也為近代才開始發展的佛教造像藝術研究作出

說明。 

  在 1997 年所出版的《世界佛教藝術源流》中，將佛教藝術的風格，以世界

宏觀的角度，分析佛像在不同國度文化間的雕刻藝術。7書中論析遼代的佛教藝

術，篇幅甚少，僅以數章山西大同華嚴寺的遼代造像圖示為例，並簡述遼朝王

國歷史簡要，以造像藝術專詞，簡明的敘述遼代造像的人物刻畫生動，而針對

造像人物的文化表徵，並未作深入詳細的解剖。另，於同年出版的《千年佛雕

史》一書，行文以佛教自西入東，至東漢末年以後的時間脈絡，來梳理佛教造

像的風格流變，在論述遼代造像風格的部分，深究了遼朝尚武的社會風氣與遼

                                                

6
 梁思成著、林洙編：《佛像的歷史》（香港：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2011 年），頁 230-

277。 
7 吳進生：《世界佛教藝術源流》（高雄：諦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6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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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佛教造像風格之間的關係，卻又在造像衣飾的審美風格中，連結出遼朝無法

超越宋朝，且必須學習宋人文化以壯大自身的觀點為結。8 

  又，中國近年來著名的美術評論家，同時也是上海美術學院教授，為晉唐

宋元文化研究者的徐建融，在其《菩薩造像》一書中，將南北朝至明清時期的

佛教造像藝術流變，層次梳理，在論述遼代佛教造像部分，雖篇幅不大，卻也

扼要地分析出遼代造像風格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該書中將遼代造像風格，

譽有「唐塑遺風」的藝術流變9。該書論點呼應著本文章題，對遼朝和唐朝造像

文化連結的觀點也有相似之處。 

  而國立臺灣大學的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李玉泯，在其著書《中國佛教美術

史》當中，將佛教藝術在東亞大陸的發展，以中國各個朝代作為脈絡，分析不

同時代的佛教造像流變，書中分析遼代佛教造像時，主要以現今山西大同的華

嚴寺，將造像風格與樣式，以佛教藝術的專詞細膩的描述與呈現10。著作展現了

作者在研究佛教藝術的專業，同時也為本文提供了解析佛教藝術風格的方向。 

  素來在佛教藝術頗有耕耘的佛光佛教學院，在其出版的《世界佛教美術圖

說大辭典》中，將世界佛教藝術以工藝、人物、雕塑、建築、石刻、繪畫、書

法、篆刻等歸類進行梳理，並成書二十冊，其中在「雕塑」部分尚有提及遼代

佛教造像藝術，以分析遼代造像碩大健美的體魄風格，呼應遼代契丹文化，細

緻的分析了遼代造像的藝術風格。11 

二、遼代佛教文化研究相關 

  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提到遼朝素來被中國視為異邦，故在近代

東亞學界中，對於遼代佛教文化的研究，又以日本學界的野上俊靜之著最為優

                                                

8 龐靜平：《千年佛雕史》（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 年），頁 287-313。 
9 徐建融：《菩薩造像》（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頁 230-290。 
10 李玉泯：《中國佛教美術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176-181。 
11 星雲法師監修：《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高雄：佛光山宗教委員會，2012 年），頁 2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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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12
在野上俊靜的著作中，其綜合二十世記以來日本學界對遼金佛教的相關研

究，論述了遼代皇室與佛教的關係，並提出佛教之所以在遼代具有國教地位，

是以建國之初遼代的經濟與文化是由漢民來支撐，在有漢民的地方建設寺院讓

漢僧居住，有助於安撫對國家經濟有利的漢民，此外，該書論述也認為在遼代

皇室為達成在統治範圍各民族的融合，以佛教作為中間橋梁連接契丹民族與漢

民族，是有其政治意圖與影響，該文對於遼代佛教文物研究，則提示了遼代續

刻《房山石經》13與出版《契丹大藏經》14一事，具有遼朝宣揚國威與文化水準

的意味。15 

  縱觀以上佛教藝術專書研究，諸有提及遼代佛教造像藝術的論述，雖有細

膩雕著風格型態者，然未見深入連結造像文化與遼代社會關聯者，其於相關佛

教藝術研究專文，甚者將宋代造像與遼代造像誤植，在談論遼代造像風格的研

究背景，多以宋朝造像為主篇。故本文期許以一門深入的研究方式，探析遼代

在佛教造像的風格中，體現的造像藝術與遼代社會文化的關聯，以此說明佛教

在遼朝的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三、遼代社會研究相關回顧 

  攸關遼代社會相關研究，東亞與西方學界皆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就西方世

界而言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中關於遼代歷史與社會是最舉有代表性的著作，其遼代篇章先

                                                

12
 Denis C. Twitchett., Franke Herbert., John King Fairbank. (Eds. ) 史衛民、馬曉光、劉曉、吳玉

貴、定宜莊、陳煜、何峻、王湘雲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科學社會出版

社，1998 年），頁 668-678。 
13 自隋唐時代開始刻造，由僧人靜碗所開創，至唐末五代時期中斷，直至遼代重新恢複刻造事

業，遼朝皇室停止資助房山石經刻造事業後，當時僧人通利大師及其弟子善定仍依靠民間的援

助而繼續刻造，此一事業持續至金代。 
14 在《房山石經》刻造的同時，遼朝亦開始進行《契丹大藏經》的出版，在野上俊靜先生的研

究中，認為《契丹大藏經》有《宋藏》抗衡的意圖。 
15 野上俊靜：《遼金の佛教》（京都：平樂寺書店，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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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時代劃分各章節梳理之，再以主題式撰寫遼代朝政與對外關係的變化。16 

  1881 年出版之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Pt. V: The Khitai or Khitans 以

嚴謹的文獻考證方式，綜和梳理了契丹民族整理歷史性發展。17 

  1983 年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了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r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14th centuries 一文，收錄了近代針對中國 10 至

14 世記的歷史發展研究專論，當中說明瞭當時形成北亞多國制局面的歷史脈

絡，並提及契丹遼朝在當中的影響性。181983 年 Ang, Melvin Thlick- len 於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博士學位論文 Sung-Liao diplomacy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ty China: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 梳理了遼宋之間的外交關係歷史脈絡，以及決定不同時期外交政策對應

方針的背後因素。19 

  而以東亞學界而言，近代歷史學家將馮家昇、陳述與傅樂煥，並稱為遼史

三大家。1984 年出版的《遼史叢考》一書，收錄了傅樂煥生前大量針對遼史的

研究成果，該研究在針對遼史的參獻主要來自於北宋朝廷文獻，並盡可能透過

考古材料還原遼代朝廷皇室生活，以及遼朝與北宋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對中國

學界遼代歷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成果。20而陳述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比較

專注於論述遼朝歷代社會經濟的改變，對於遼朝建國前與建國後，整理歷史發

展脈絡中社會與經濟的改變，以及社會階級和土地的關係和發展，系統且詳細

的梳理之。21陳述先生另一本《契丹政治史稿》對於契丹民族與遼朝的政治歷

                                                

16 Denis C. Twitchett., Franke Herbert, John King Fairbank. (Eds. ) 史衛民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

元史》，頁 44-148。 
17 Howorth, H. H. (1889). Art. IV.—The Northern Frontagers of China. Part VIII. The Kirais and 

Prester Joh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361-413. 
18 Rossabi, Morris (1983)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r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14th 

centuries. Californi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3-25. 
19 Ang, Melvin Thlick- len. (1983) Sung-Liao diplomacy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ty China: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 (Ph.D’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database. (NO. AAI8315983) 
20 傅樂煥：《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36。 
21 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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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描述上，依照歷史脈絡的發展，以建國前的契丹族與部落政治、耶律阿保機

建國時的契丹族與遼國制度、遼朝的漢人的地位以及歷代朝政的變化，以及遼

朝瓦解後的契丹部落發展，分別詳細且系統化的論述。22 

  而中國歷史學家張正明先生，也傳有《契丹史略》一書，不僅將契丹民族

發展至遼朝的歷史脈絡詳細說明，對於契丹族源、早期部落生活方式和制度、

契丹族的崛起以及遼朝的建立、遼朝的社會經濟與制度，和遼朝的衰亡都作了

詳細且系統的說明，該文比較了當時遼朝與東亞各國間的關係。23 

  此外，於 1972 年出版《姚從吾先生全集—遼金元史講義》，為姚先生 1971

年去世後，門生陶晉生將其講義編稿成冊出版，姚從吾又為中國近代這名歷史

學者，此書也成為中國近代研究遼代政治社會歷史發展上的重要參考研究文

獻，該文在針對遼朝史部分，以研究契丹部落生態與政治、耶律阿保機創建遼

朝的建國制度、以及遼朝與宋朝的政治外交關係為主。24 

  陶玉坤於 2005 年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遼宋關係研究》系統的分析了遼宋

之間的各種關係，針對北宋與遼朝邊境屬地，人民的活動，以及兩國對邊境得

政治措施分析當中的利益關係，更從中分析造成此差異的原因和影響，該文也

揭示了在遼宋互存時期，有部分遼國人依附於北宋，被稱為契丹歸明人，組成

有漢人、契丹人以及少數民族，在遼宋合盟前兩國積極吸納歸明人，合盟後對

歸明人則有所限制與保留，該文以分析北宋朝廷任用歸明人的政策與改變，分

析遼宋關係發展間的脈絡。25 

  總觀以上所述可知，前人對於遼代政治社會研究已有豐富成果，不僅有針

對各種角度分析遼朝與他國間關係的著作，亦有針對遼朝政治制度和皇室繼承

                                                

22 陳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11-135。 
23 張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22-48。 
24 姚從吾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全集—遼金元史講義》（臺北：正中書局，1972

年）。 
25 陶玉坤：《遼宋關係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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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之研究，而本文所期許的是，以造像風格為例，窺探當時世人在遼朝對社

會文化的映象與王國形勢，藉此分析佛教發展歷程對遼朝社會的影響，以及二

者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概要 

  本文的研究方法，將藉分析現存於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造像中的遼代造像

的風格，論述遼朝佛教造像的風格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聯，並引用該館出版的

館藏圖錄，以此舉證遼朝佛像圖照，並以說明佛教的興盛與遼朝社會的關係與

影響作為行文方向。 

  為使研究論述更加具有清晰的條理與明確的論點，本文遼代佛教造像所體

現的風格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連接，主要分為五大章節說明，以下將概要說明此

五大章節的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在第一節說明瞭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以中台世界博物館

的成立以及遼代佛教造像的特殊性為由，期許以歷史文獻和朝代文物的結合分

析，豐富佛教藝術的研究成果。第二節文獻回顧，評述了遼代佛教造像相關研

究，以及遼代社會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第三節為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章節

概要。 

  第二章以「唐韻到遼風」為題，藉由遼朝當時前朝與當代佛教造像樣式風

格中，其體現的王國歷史文化與形象，來論述遼代佛教造像風格的承繼與獨立

性，並以「佛教造像中唐韻」、「契丹文化與漢式審美的體現」與「富有遼代貴

族元素的造像樣式」三大節，說明佛教造像中所蘊含的王國社會文化。 

第三章以「遼朝佛教造像風格—以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為例」作題，論述

從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館藏遼代造像中，何以一探遼代的社會風光，並將造像風

格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係，分為「造像中的遼代符號—曲蛇紋」、「英武飛揚的

衣袖」、「身著鎧甲的菩薩造像」、「引經據典的遼代造像」，以及「以僧服制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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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造像—戰事與佛事」等五節，各別從館藏佛像造式的不同遼朝元素符號，說

明造像風格中的文化意義，並從造像風格中窺視佛教文化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

係。 

  第四章以「佛教發展對遼代社會的影響」為主題，論述遼代佛教造像中匠

心獨具的設計，如何呼應的遼朝王國形勢，以及佛教文化在遼朝王室與社會民

間之間，三者間互動的關係，本章將內容分為「造像形象與意義對遼代社會的

影響」和「遼代佛像文化對中國佛教歷史發展的影響」二節，以綜和分析說明

遼代佛教造像對中國社會和佛教發展的影響，為豐富本文研究之論述。 

  第五章為結論，將前四章之主題內容與行文脈絡作結，並條理論述本文研

究成果。以遼代佛教造像在東亞文化的流變為背景主題，說明造像樣式中所體

現的遼朝歷史文化，再承以分析遼代造像的特殊樣式與風格，承現遼代王朝國

境內，因興盛普及且地位崇高的佛教，對遼代社會或造像的工藝事業所帶來的

影響。最後以將行文焦點轉向遼朝造像中，匠心獨具的鎧甲飛袖造型，說明遼

代如何融合菩薩精神與王國征戰的形象，藉此更為深入的襯托出遼朝佛教文

化，對當世王朝和社會的綜合影響。期許用這樣的章節邏輯和論述要點，以多

方面的視角，從佛教造像風格樣式中，梳理遼代佛教發展歷程對社會文化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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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韻到遼風 

  縱觀佛像雕塑的歷史源流，源自於佛教徒在佛陀涅槃之後，歷經時代更

迭，異域傳頌後，為因應日常修行所需而生，即透過佛像，緬懷遙想佛陀的教

誨，藉此思維佛法的道理，並落實在生活。 

  北京首都博物館研究員黃春和，在其《漢傳佛像時代與風格》一書中提

及： 

佛像藝術便與佛教的發展緊密相伴，以象徵主義的藝術形式廣泛宣傳佛

教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時又因應不同時代、地域人們的審美情趣，融

合改造，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展現出不同的時代和地域文化風貌。26 

是以，因佛教並非東亞地區的本土宗教，故東亞世界初始對於佛教的瞭解，必

然藉由傳播與學習外國文化而來，而歷經時代更迭，東亞世界佛像的塑造風

格，不僅呈現出當朝對佛教的理解，同時也植入不同的王朝文化，各放異彩。 

  細觀當今東亞世界的佛教文物，當屬由中華歷史中所刻造者居多，在〈佛

教雕塑藝術概論〉一篇提及： 

中國的造像，尤其是佛教雕刻，幾為西方人所開啟，再加上佛教的傳播

自西而來，因而佛教造像的風格，幾乎源自西方的犍陀羅式樣。27 

由是推論，佛教文化最初進入東亞世界時，仍保有濃厚的印度風格，並體現在

佛教造像中，這與現代在東亞世界所看能見到的佛像造型，風格大有不同。 

  以當今東亞地區所能找到最早的佛像，是位於中國江蘇省的孔望山摩崖為

                                                

26 黃春和：《漢傳佛像時代與風格》（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頁 5。 
27 林保堯、陳慶英、嚴智宏編：〈佛教雕塑藝術概論〉，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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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該造像判定乃東漢末年立像，其中的造像風格與印度犍陀羅風格的佛像一

致，並包含了一點神仙方術的意象。此外，現今存放於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福

格博物館的西晉末年佛教造像，身著漢式袍服，卻擁有非常鮮明的犍陀羅風格

輪廓，藉由造像的藝術，佛教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可見一斑。 

 

圖 1：東漢末年佛造像，江蘇省孔望山摩崖遺跡，資料來源：

http://js.ifeng.com/travel/impression/view/detail_2015_01/04/3373231_0.shtml，最

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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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西晉末年佛教造像，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藏，資料來源：http://an-

artistic-stage-of-stone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11.html，最後檢閱時間：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在江蘇省孔望山摩崖的造像中，可以發現匠人在設計造像時，最初是以神

仙方術意象元素而成，初期佛教的東傳，世人並不能一點而通佛法的道理，故

佛教只得採用使東亞世界文化能夠容易理解，最相近「佛」的意象，讓東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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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民得以認識佛教，神仙方術與佛像的結合，即可證明此說。而在二晉開始

造像中，保留了印度犍陀羅風格，並出現漢式袍服的衣著，也代表了佛教在東

亞世界開始受世人重視佛教傳承的正統性，故開始自印度汲取佛教文化，而佛

教也正處於融入東亞文化的階段。 

  倘若從時間軸來剖析佛像的造像風格，與不同王朝的歷史背景，可知佛像

造像的風格流變，與佛教在東亞世界，和不同王朝之間的互動緊密相關。 

  而佛教的發展傳承，自東漢末年起，到南北朝、隋唐時期，締造出後世佛

教興盛的經典年華。由唐義淨大師所寫之詩偈「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

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28此一偈傳頌了佛教歷史自西而東

的不易，不僅描繪了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大量的漢僧西行取經，或梵僧東度弘

法的民間風氣，也間接呈現了當時佛教在東亞社會的流行。故，僧侶在東土西

行取經和譯經的事業中，為佛教在東亞世界的發展，奠定了無可比擬的基石，

同時也影響了東土社會對佛教的認識與瞭解。佛教造像的設計，亦隨著漢文經

典的翻譯，或僧侶攜回的佛像粉本，逐漸形成了屬於東亞的佛教造像風格。 

  學者梁思成在《佛像的歷史》一書的筆稿中，提到： 

唐佛像之表現仍以雕像為主，然其造像之筆意及取材，殆不似前期之高

潔。日常生活情形，殆已漸漸侵入宗教觀念之中，於是美術，其先完全

受宗教之驅使者，亦與俗世發生較近密之接觸。29 

是以，梳理現今佛教造像風格的歷史脈絡，可知佛像在隋唐以後的造像風格，

與前朝有著微妙的分水嶺，出現了更多蘊含東亞民族風情的造像藝術，以及承

先啟後，日益光大的佛教文化。 

                                                

28 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 54 冊（臺北：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cbs.ntu.edu.tw）頁 185。 
29 梁思成著、林洙編：《佛像的歷史》，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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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代興起於唐末以後，五代亂世之間的遼朝王國，其雄厚國力曾統治東

亞大陸北方二百餘年，也在此期間成功治理了契丹人、漢人與少數民族。根據

史料記載，遼朝世代帝王皆信奉佛教，第二任君王遼太宗更將觀音菩薩尊為契

丹家神，高官貴族也經常以「觀音奴」、「彌勒奴」等稱號，為子女命名，如

《遼史》載：「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30

又「蕭觀音奴，字耶甯，奚王搭紇之孫。」31或「大丞相高勛……子觀音」32

等，諸則史載有關佛教文化融入契丹貴族的跡證，由此可知，遼朝佛教的興盛

非比一般。 

  佛教乘以遼朝強盛的國勢，在遼代社會中發展出一片璀璨的光輝，而本文

細究現今遼朝所遺留下來的佛像文物，其中的造像風格，生動傳遞了遼朝當世

對於佛教的印象，也牽起了遼朝佛教發展歷程與遼代社會歷史的連結。 

  而遼代的佛教造像藝術，也有「前繼唐風，後啟金式」的美譽，故本章期

許以遼朝佛教造像為例，從造像中的風格與元素，一探遼朝佛教文化的始末，

以及佛教的發展與整體遼朝民族和社會間的關係。 

  

                                                

30 元˙脫脫：《遼史》，頁 101。 
31 同註 29，頁 111。 
32 同註 29，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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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佛教造像中的唐韻 

  在佛教藝術界中，遼朝佛教造像風格又有「上承唐風，下起金式」的歸

別，這樣的形容，顯然是後人在試圖具象化東亞佛教藝術，對遼朝造像風格的

定位。 

  所謂唐代的遺韻，指的是唐朝雍容大方、氣度寬厚的氣質：表現在佛教造

像上，則能顯現為造像的身型寬厚、面龐飽滿。中台世界博物館副館長釋見迅

於〈寶相莊嚴—石質文物的圖像教理〉一文中提： 

有唐一代是我國雕塑的成熟期，更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高峰期，

除了注重外觀形象的描寫，以相顯性，亦將嚴淨之佛心表露無遺；同時

更從笈多藝術中吸取養分，融會貫通，故以寫實自然著稱，形成唐代造

像的獨特風格33 

是以，從唐朝的佛教造像中，可以發現其藝術風格，多有淬取印度笈多藝術的

養分，並將唐朝國勢鼎盛，佛教興盛多元的面貌，薈萃一身。為使唐代造像的

風格得以更加鮮明的呈現，以下將微舉唐朝造像為例說明。 

  下圖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木雕館藏，唐朝木上彩觀世音菩薩立像： 

                                                

33 釋見迅：〈寶相莊嚴—石質文物的圖像教理〉《寶相莊嚴》（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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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唐朝觀世音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15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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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尊唐朝的觀世音菩薩立像中，造像的面容豐圓，眉宇開揚，身型飽滿

豐腴並略微呈現 S 型，雙肩厚實而手指纖長，無疑便是唐室風雅，雍容大方的

氣質，此乃唐朝佛教造像主要的造像手法。由於唐朝一代盛世，統治疆域版圖

遼闊，也因此形成了唐朝社會多元大方的活潑風景。唐朝社會氣息的心寬大

度，隨著國勢的鼎盛，民間百姓也能豐衣足食，而佛教在唐朝也演繹出八宗成

熟的教義，故唐代匠人在雕刻造像的同時，也將現世對生活的滿足度，和佛教

在社會多元的發展，展現在佛像的形態中，隨之影響唐代的佛教造像的風格，

演繹出大氣磅礡，莊嚴具現的佛教造像藝術， 

  在《漢傳佛教時代與風格》一書中有云： 

唐代，佛像藝術終於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造像豐腴肥美，風格成熟，

技法高超，形式多樣，展現出生機勃發的盛世氣象。唐代佛像藝術之所

以取得如此成就，是與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和佛

教發展水準等諸多因素分不開的。34 

是以，從下圖一尊唐朝石刻佛教造像中，可以明顯看出唐朝佛像風格與唐室多

元文化相互輝映的情景。 

                                                

34
 黃春和：《漢傳佛教時代與風格》，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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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唐朝石刻佛陀坐像，砂岩，高 79.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萬法歸宗》（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3

年），頁 110。 

  此尊造像面相方圓，身軀飽滿，以禪定姿態端坐，氣質雍容莊嚴，頸戴珠

串瓔珞，形似蠶紋，胸膛寬闊大方，腰間自然束姿，呈現唐室泱泱大國的風

韻。此外，該尊造像也為初唐盛行的菩提瑞像流式，在《大唐西域記》中有

載，此造像相傳為彌勒菩薩親塑的釋迦文佛真容，原存於古印度。而文獻記

載，唐朝使臣王玄策，西行印度臨摹此造像，並傳塑於京城洛陽，又唐武周時

宜的義淨大獅，也攜此像圖像回歸唐朝，該造像行像風行一時。菩提瑞像流式

的主要特色為，以寶冠瓔珞來嚴飾如來造像，右垂降魔印，左持禪定印，造像

結跏趺坐，意象如來初成道場。然而此造像的圖稿傳本多樣，如長安七寶臺造

像，亦見未冠形像的造像風格，菩提瑞像流式在唐朝的影響深遠，加上當時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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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譯經事業，大量被翻譯出典的佛教大乘經藏，當中的淨土彌陀、大日如來

或華嚴毗盧造像等圖像，也常以寶飾莊嚴其身。由此研判，在唐朝時因為興盛

的譯經事業，以及僧侶在西行東度的弘法旅途中攜回的佛像樣本，改變了佛像

在東亞世界的造像風格。 

  綜觀以上所述，唐代佛像在有國勢雄厚，佛教蓬勃發展，八宗齊開的年華

中，佛像的造像風格也隨之呈現與人雍容華貴、豐腴飽滿、形態生動的樣式。 

  然而在佛教藝術發展史中，將遼朝佛教造像藝術的風格脈絡，定義為「前

繼唐風」之譽，顯然佛教造像藝術流變的風格體徵，是由後人所定義，當時代

在建造佛像時，並不會刻意區分自身造像風格的起承。而在林保堯等佛教藝術

學者，所共撰的〈佛教雕塑藝術概論〉篇提到： 

山西大同的上、下華嚴寺造像是遼代代表，碩大健美的體軀，寬厚重實

的肩背，婀娜曲婉的體態，基於盛唐的體式且更勝一籌的優美獨特造

型，堪稱中土造像的極致。35  

由是可知，遼代造像中所的遺留的唐朝風氣，有造像身軀飽滿，體態婀娜，面

頰豐腴等造像風格，此不僅是遼人本身的長相特徵，同時也連結了遼朝王國與

唐朝王室，提供社會同樣豐衣足食，也包含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與此同時，

遼代社會也延續了唐代對於打造佛像的樣格，引經據典形塑佛像樣式與造像元

素，下列將舉遼朝造像為例，依造像的風格和設計元素，綜合說明之。 

  針對遼朝造像中的唐韻樣式，本節將以「體格型態」、「文化傳承」和「文

學元素」三部分說明之。 

  第一部分為遼、唐相似的「體格型態」，說明造像中的唐韻為開端。下圖為

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遼朝木上彩的自在觀音坐像： 

                                                

35
 林保堯、陳慶英、嚴智宏撰：〈佛教雕塑藝術概論〉，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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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遼代木上彩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9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

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1。 

此尊自在觀音菩薩造像，面容圓潤，身型飽滿，有如唐室遺韻，表現了人

民在社會中豐衣足食後，對現世的滿足感，而造像中有著比唐朝更加雄渾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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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風格，則屬遼代社會自身的形勢。 

細觀唐朝佛像與遼朝造像，同樣飽滿的身型，與寬厚的雙肩，各自表述當

代的形象風格，「唐韻」指的是遼代造像中，有如唐室一般雄渾的風情，但綜觀

來說，造像中的風格，還是體現了遼朝社會自身的形象。此尊造像五官寬闊且

深邃，頗具胡人特質，整體造型身軀飽滿，兩肩寬厚，同時造像身型的上半身

偏長，是以具備了契丹人身形之特色，也有著草原馬上民族雄壯與豪放的風

格。從目前存放於赤峰博物館的遼代木葬品中的二人形木俑中，可以發現兩肩

寬厚與身軀飽滿的契丹民族的身型特色，將此對比遼代佛教造像風格，便能明

顯的看出，遼朝將以契丹人的身形特色，融入遼代佛教造像中的設計符號，而

在造像氣勢上，所表現了草原民族豪放與人民雄壯的風格，也體現了遼朝武力

強盛的王國形象，藉此一展遼朝武力強盛的王國形象。是以，唐、遼佛教造像

身形體格的相似，說明瞭遼代社會與唐代社會的相似之處，卻也在雍容大方和

勇健穩然的表述中，體現了兩者的不同之處。 

本節第二部分為「文化傳承」，雖說遼代佛教的造像風格，是在本自具有的

社會文化中打造，然由於遼朝民族的早期歷史，遼代的社會文化也頗受唐室文

化的影響。 

  綜觀唐室對遼朝社會的影響，可往前追溯到契丹民族早期的歷史，據《舊

唐書》文： 

貞元四年，與奚眾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十年，複遣

使來朝，大首領悔落拽何已下，各授官放還。十一年，大首領熱蘇

等二十五人來朝。自後至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時遣使來

朝貢。36 

                                                

36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市 : 鼎文書局，1981 年），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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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段引文顯示，唐德宗時，契丹民族因被唐世強盛的軍力和國勢降服，在

年歲更迭之間，皆有遣使至唐室朝貢的記錄，由此可知契丹民族與唐室之間的

密切互動，而契丹使臣的往返，必然帶動契丹文化與唐室文化的交流。又《舊

唐書˙卷九百七十二》云： 

會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

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舊用回

紇印，今懇請聞奏，乞國家賜印。」許之，以「奉國契丹之印」為

文。37 

  上文描述，於唐武宗會昌年間，當時的契丹王奏請唐朝賜予國家新印，顯

然契丹民族此時已有相對成熟的國族意識，而唐朝以強盛的國力，使契丹民族

歸順依靠。在契丹與唐室之間的共和年代，契丹民族在東亞大陸北方的邊地，

一方面受著唐室文化的薰陶，同時也逐漸發展契丹國族的凝聚力。 

  本部分結合史實，以及前文所述唐室佛教發展的鼎盛成熟，和佛教造像樣

式的豐富，續下將以遼代造像風格中的唐代佛教文化，說明社會是如何透過佛

教的發展，連結漢文化與自身文化的可能。下圖為一尊以唐室佛教文化的唐密

經典，作為造像樣式的塑造之例： 

                                                

37 後晉・劉昫：《舊唐書》，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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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遼代銅鎏金五髻文殊造像，銅鎏金，高 20.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

社，2016 年），頁 93。 

從上圖造像中，可看出該造像頭頂紮有五髻，面龐飽滿圓潤，並現童子之

相。此造像的形象，為唐密胎藏界的五髻文殊，在密教胎藏界中，將五髻喻為

五佛與五智，而胎藏界為密教開立大日如來之智體為五，為如來藏學派。據史

料記載，唐開元年間，胎藏界由善無畏大師傳入中國，其弟子一行承繼，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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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經疏》，至不空三藏大師，遠赴錫蘭學習密法。在普賢阿闍黎座下受金剛

界與胎藏界二部灌頂，後將密法傳回中國。因弟子眾多，故唐密則以不空三藏

的傳承法脈為主，也因此形成唐密有金剛界與胎藏界二部密法融合的風格。又

據密典記載，胎藏界的文殊菩薩示現五髻童子之相，可見此尊五髻文殊菩薩造

像，以經典內容為體，作為主要的雕刻依據，不難看出，也南北朝至隋唐時

代，由於譯經事業的成功，幫助了佛教走入東亞世界的社會，並體現在佛像造

像的雕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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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遼代銅鎏金五髻文殊造像，銅鎏金，高 20.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93。 

上圖為同一尊五髻文殊造像的側面圖示，從圖片中可看出該造像不僅頂五

髻，其雙耳掛環，頸部配飾瓔珞，身形飽滿健壯，更為唐朝遺韻的風格。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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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該造像的身形整體比例而言，菩薩的上半身明顯較長，身上披著雲肩，

胸前著有束帶，在下身雙盤坐姿所穿著的衣裙上，飾有曲蛇紋，這是遼朝佛教

造像獨具的表徵。由此可知，遼代佛教造像風格，在承繼了盛唐以後的佛教文

化，也加入了契丹民族的風格元素，譜出屬於遼代王朝獨特的藝術風格。 

再有，造像中的「五髻」與「童子相」的表現，也說明瞭遼朝佛教造像，

同樣唐密胎藏界的經典內容為依據，來雕塑佛像的精神意象。此尊遼代五髻文

殊造像，也同時證明瞭唐代所翻譯的漢文經典，對於遼朝社會對佛教的學習與

造像藝術，功不可沒。因為在佛教歷來譯經事業中，經典並沒有被翻譯成契丹

文的記錄，所以在奉行佛教的遼代王朝，漢文佛教經典勢必成為遼朝社會學習

佛法的途徑，這也顯示出遼朝社會，將契丹文化與漢人文化的融合後，加入了

契丹民族文化元素，發展獨有的遼朝造像樣式，從中不僅看到遼代民族對於遼

朝王國的自信與認同，同時也連結了唐室佛教文化遺韻對遼朝社會的影響。 

  本節第三部分為「文學元素」，析分遼代佛教造像中的唐韻，除了從相似的

體格，連結出遼、唐同樣豐衣足食的社會景況，以及歸功於唐室興盛佛教文化

的承繼與遼朝社會的發揚，從造像中有出現受唐代文學形象影響的元素，也為

佛教藝術的發展中何以稱遼代有「前繼唐風」的脈絡作解。從造像中的唐文元

素，間接說明唐代高度的文學造詣和蓬勃的發展，如何影響遼朝的社會文化，

下圖則為一尊具有唐代文學元素的遼代文殊菩薩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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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遼代文殊菩薩造像，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40.htm，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上圖 8 之菩薩造像梳有高髮髻，頭戴五葉冠，肩搭帔帛，胸膛護有鎧甲，

為富有契丹民族文化元素的風格特徵。而此造像中的文殊菩薩，端坐在座騎獅

背的蓮座上，該造所身騎的獅像，前刻有一位馭獅奴，並擁有外族面孔，身著

鎧甲，姿態驍勇英武。而馭獅奴並非存在於佛教文化中的任何一環，追溯禦獅

奴的文化，其起源於唐室，在唐時又稱為「崑崙奴」，是在唐朝作奴隸或從事技

藝工匠的南海國人，也是唐時外來勞工的概念名詞，在唐人斐鉶所寫的文言短

篇小說〈崑崙奴〉篇，將崑崙奴武藝高強，身懷多種技藝，能幫主人解決各種

困難的形象，描繪得十分生動，深植民心。38 

                                                

38
 唐˙裴鉶著、汪辟疆教錄：〈崑崙奴〉《唐人小說》（臺北：河洛圖書，1974 年），頁 246-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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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禦獅奴既非佛教文化的一環，而攸關禦獅奴形象的任何記載，在諸多記載

遼朝歷史的文獻中，並未能見得，又禦獅奴的形象，是藉由唐人文學，才得以

被記憶於人心中。故本文據《二十二史劄記》中載：「遼族多好文學」39一錄，

以及「遼太祖起朔莫，而長子人皇玉貝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

宮，又藏書于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為世傳誦。」40、「耶律庶成善

遼、漢文，尤工詩。」41和「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上

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禦制詩文，曰清寧集。」42等記載，結合中國文

學史的脈絡承集，詩的形式與體制，在唐時發揮成熟，唐代文學也以詩作著

稱，由是推論對於歷代都被形容為沒有禮儀的契丹民族，加上契丹所生存的地

理環境，對於文學的學習，勢必透過漢文化的薰陶，故遼朝的文學，必然自漢

文學發展而成，故遼代佛教造像出現禦獅奴的樣式，也為體現了遼代佛教興盛

的發展，以及漢式文學在遼代貴族民間上下流行的風景。是以，此造像中的禦

獅奴，也為遼代社會受唐朝「崑崙奴」的文學形象影響而生。 

  明白此節，可得知遼朝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不單是遼朝自有的文化而

已，實則蘊藏了時空堆砌下，淬煉的精華。時代從南北朝至隋唐，事蹟上有大

量僧侶的西行和東度，和文化上興盛的譯經事業，促使東亞社會對於佛教的認

識更加廣泛與深入，造就了佛教雖在印度起源，卻在東亞大路茁壯的曠世瑰

寶。 

  遼朝造像中的「前繼唐風」，從造像樣式的元素中，反映出唐室發展佛教的

成果，影響了後世佛教與漢文化之間的連結，造像中所散發的唐朝大方廣闊的

氣質，以及所傳承的佛教文化脈絡，也表現了遼朝王國的治國風格，以及契丹

民族歷史。遼、唐同樣為武力強盛的一代王朝，所治理的民族也包含了不同東

                                                

39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頁 368。 
40 同註 38，頁 368。 
41 元˙脫脫：《遼史》，頁 114。 
42 同註 38，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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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文化，將王國文化體現在佛教造像的藝術中，便出現唐室與遼朝形似的造像

風格，然而雖然同樣具有飽滿的身型和寬厚的雙肩，但遼朝佛教造像身形的寬

厚比起唐朝造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更顯契丹遊牧民族遼闊自信的草原傲

骨氣勢呈現，這是匠人在造像時，對自身王朝社會的交代，同時也是遼代社會

藉由造像所體現的王國風情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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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契丹文化與漢式審美的體現 

  承前文所敘，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後，東亞世界對於佛教的認知，已不同於

過往只是外來的神仙方術。隨著經典的翻譯，以及僧侶透過博大精深的中文解

釋佛經，東亞社會更加普遍且深入的認識佛教，帝王的支持與僧侶的弘法也促

成了佛教在東亞大陸上的遍佈生根。 

  因此，在五代亂世建立遼朝的契丹，所承繼的佛教文化，是從東漢至隋唐

一帶，佛教已然在東亞社會的不同朝代，歷經興衰跌宕，而與東亞文化交融出

璀璨的光輝。這時造像藝術的發展，也在亂世中藉由遼代王朝，形成傳承前朝

佛教發展的歷史命脈，同時又不失專屬遼代王朝的佛教造像風格。 

  而據史料中的記載，在契丹民族建立遼代王朝以後，除了在遼朝王國中樹

立契丹民族的道統，同時也融入的唐室漢文化的元素。在治理契丹人、漢人與

少數民族的過程，以強盛的武力和文化政策的運用，番洗契丹民族過往依附於

周邊強權國家，並被漢文史籍形容為無禮頑囂的國族形象。而遼朝王國的治國

方針，與契丹民族的歷史，也為遼朝佛教文化與漢文化之間，提供了承繼與發

揚的空間。此外，南北朝至唐朝間，成功的譯經事業，也使得漢文化得以藉由

佛教的弘揚，遍及於東亞世界社會文化中。據《遼史》記載，遼太祖在建立遼

朝以後，隨即頒布興建孔子廟、道觀與佛寺的政治措施，《遼史》之〈本記第

一〉： 

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43 

孔子廟、道觀與佛寺，此三者為表相儒道釋三家的物質文化，而形塑儒道釋三

家文化的風行，亦為延續盛唐時代的功績。而從從造像中出現的漢文化審美樣

                                                

43
 元˙脫脫：《遼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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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佐證了遼朝將契丹文化和漢文化相容並蓄的王國政策。 

  下圖為一尊青銅漆金的遼朝觀音菩薩立像： 

 

圖 9：遼代銅漆金觀音菩薩立像，青銅漆金，高 4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96。 

此尊遼朝青銅漆金菩薩造像，身形修長，態勢雍容，面容方圓豐腴，頭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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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聳的髮冠，當中刻有一尊小化佛，花雕飾於左右，繒帶繫結垂於兩肩，髮髻

雙分，絲縷分明，耳飾花環，頸佩項圈。從此造像的高聳髮冠、垂繒和面容與

身型風格，鹹繫遼朝造像風格與元素。 

  然而，此尊青銅漆金的菩薩立像，除了在髮髻、面容與身型有遼朝契丹文

化的色彩，該造像在衣飾和底座的設計，卻採宋式格範。觀察菩薩像的衣式，

身著外披對襟寬袍，細腰緞帶長垂，下身裙賞緊貼身軀，裙襬垂紋層次分明，

彰顯修長的下身，體現典雅的氣質。造像底座為須彌座樣式，座上富有蓮台，

有如雙層殿階砌疊，以連珠角柱在四方座作為頂立，台座束腰而中空，展現宋

式風格。此造像風格中，高度融合了遼朝契丹民族的元素，和宋朝衣飾。也印

證了遼朝與宋朝之間的關係，及遼朝對於漢文化的審美認同。據史料記載，遼

代王國朝廷服飾，採用漢服與契丹服二制並行，皇帝與南班漢官在上朝時穿著

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官在朝時，則穿著國服（及契丹服飾）。此造像共同蘊含

契丹民族風情，與漢文化的元素，也如同遼朝當世朝廷風景，並不突兀。 

  下圖為一尊遼朝青銅立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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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遼代青銅立佛像，青銅，高 2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90。 

此尊造像面容圓潤，五官開闊立體，頭部髮髻低緩，兩肩渾圓，有如遼朝

契丹人物形象。又造像的五指修長柔和，衣裙緊貼下半身，展現修長身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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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宋朝風雅的造像風格之姿，而佛像下半身的衣裙上，又刻有遼朝專屬的

「曲蛇紋」，是謂集聚遼朝契丹民族符號，與宋朝漢式衣飾審美於一身的造像風

格。據史料記載，遼代初期帝王藉由不斷爭戰的勝利，取得廣闊的土地，遼朝

常年與北宋戰火不斷，為的是解決遼朝生存於大陸北方的民資糧食與生活條件

貧瘠的問題。北宋原先處於節節敗退的形勢，卻在宋真宗時，終於獲取難得的

勝利。於是，遼朝在遼聖宗與蕭太后的領導下，決議與北宋簽訂史上著名的

《澶淵之盟》。在條約中，可以見得遼朝與北宋之間，以歲幣和物資，換得二國

彼此之間的和平，以及社會安定人民無戰亂的百年歷史。在迎來和平盛世之

後，遼朝也從北宋每次和宜的歲幣，解決的生存環境條件的民生資糧問題。據

《遼史》載：「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為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

十萬匹。」44北宋與遼朝以歲幣議和的歷史，不但促成南北二國和平百年的局

面，也促成宋朝與遼朝文化更為豐富的互動。據《宋會要》載，宋朝帝王曾下

令禁止國土人民模仿遼朝人民的衣冠和裝飾：「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

之人，以戴氊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45
又「俗皆

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46由上述二段引文可知，遼朝與宋

朝雖然互為敵對的局勢，但民間仍有交流的景況。在澶淵之盟後，宋遼邊界的

社會民間交流的風景，一時興起。故北遼南宋的王國和戰篇頁，開啟了兩地民

間文化的交流。遼代的佛像造像風格，也展現出相對的文化特色。在佛教造像

的風格中，形成了以遼代契丹為主軸塑造佛像的風格，並可能隨著當時社會的

風情，加入宋朝文化元素，如衣飾審美觀等。 

縱觀上述，遼代的佛教造像設計，展現了王國的出身與治國風格，在造像

當中所遺留的唐風餘韻，是佛教在唐室發展的盛況下，不可抹去的清香。在前

                                                

44 元˙脫脫：《遼史》，頁 19。 
45 宋˙吳曾：〈昭禁外制衣裝〉《能改齋漫錄》（上海：中華書局，1960 年），頁 377-399。 
46 宋˙江少虞編：《四庫全書補正子部˙事實類苑六三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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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豐富而成熟的造像藝術之下，遼代完美地再放入特有的契丹因數，成了如今

後人所見：佛教與漢文化、漢文化與契丹文化、唐朝與遼朝兩代複雜交融的成

果。而遼代與唐代，均為武力軍事強盛的朝代，反映在佛教造像的形象中，便

呈現了同樣具有大方廣闊的氣勢風格，以及身軀飽滿，態勢雄渾的風格特色。

再有，從佛像造像風格中的承繼與依循，也看出遼朝對於漢文化與契丹文化相

容並蓄的手段。自文獻中記載，遼代朝廷同時具有北面官與南面官的制度，以

北面官治理契丹貴族與漢人，南面官治理多數契丹人和少數民族，北面官與南

面官的設立，說明瞭遼朝在多元文化的國策中，也不忘契丹文化的治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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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富有遼代貴族元素的造像樣式 

  梳理《遼史》中本記篇的所有記載，發現遼代每任帝王都有奉佛、崇佛的

記錄。諸如遼太宗「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改親嘗，仍告太祖

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七月乃愈。」47遼景宗「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

節設無遮會，飯僧祝厘。」48遼聖宗「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

飯僧。」49、遼興宗「戊戌，朝皇太后，召僧論佛法。」50、遼道宗「一歲而飯

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51等，以上事例都表述了遼朝佛教在皇室的發

展，從飯僧萬人、舉辦無遮大法會、遣官飯僧，到帝王因有感於佛法義理，故

請僧眾至朝廷說法，討論佛理，又遼道宗為遼朝歷代最為推崇佛教志業的帝

王，史有一歲飯僧數十萬，舉日奉佛祈福的評價。而帝王在遼代王朝對佛教義

理的落實，也勢必影響著民間社會。 

  遼代佛教與皇室文化的深刻牽連，當屬自遼太宗尊觀音為家神後，歷朝遼

代帝王皆尊而奉之開始。據《遼史》載： 

太宗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為家神。於拜

山儀過樹之後，增「詣菩薩堂儀」一節，然後拜神，非胡刺可汗之

故也。興宗先有事於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

服、節文多所變更，後因以為常。……52 

  上述ㄧ文說明瞭自遼太宗至遼興宗，一共六任皇帝，前後相距百年時間。

自遼太宗將觀音菩薩尊為家神，並且制定詣菩薩堂儀，遼朝君王祭祀祖廟的儀

                                                

47 元˙脫脫：《遼史》，頁 9。 
48 同註 46，頁 13。 
49 同註 46，頁 15。 
50 同註 46，頁 24。 
51 同註 46，頁 32。 
52 同註 49，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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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從先拜山儀過樹，拜菩薩堂儀，再拜神。最後到了遼興宗時，已成了有事

先拜菩薩堂，以及木葉山遼河神，再行拜山儀。另木葉山祖廟的存在，代表了

契丹民族在建立遼朝之後，皇室對於契丹文化的不忘本，以及起到遼代帝王對

於凝聚國族意識的作用。由此看來，遼太宗將觀音菩薩，恭奉在具有民族文化

代表性的木葉山上，遼興宗有事先拜菩薩堂的歷史記載，更顯現了佛教在遼代

與皇室之間的關聯，以及崇高的地位。 

  帝王的奉王，對佛教在遼代社會的興盛，帶起一定程度的功效，首要則在

貴族間流行的文化。在前文章節中，已有遼代貴族奉佛出家的史跡，遼朝王室

自上而下的信佛風情，更不贅言。而在遼朝佛教造像中，也有諸多表現皇家氣

象的元素，如嵌筒式佛冠、高髮髻的造像和花蔓冠的形制，都是遼代將佛教與

皇室文化結合的體現，以下將就上述特徵，分為三部分各別描述。 

  本節第一部分為「造像中的嵌筒式佛冠」，如以下的遼代造像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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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遼代菩薩造像，山西大同華嚴寺佛像，圖片為筆者拍攝。 

圖 11 中前後兩尊菩薩立像，皆為遼代造像。從造像型態中，可以見到菩薩

頭戴著高聳的嵌筒式佛冠，「嵌筒式頭冠」是另一個別於曲蛇紋，遼朝佛教造像

的特色之一，而此佛冠造型又與遼代貴族金冠的形制，不謀而合。 

在近代於遼朝古都陸續出土的遼代文物中，可佐證遼朝佛像上高聳的嵌筒

式佛冠，與遼代契丹貴族的金冠造型之間的連結。1986 年內蒙古自治區的考古

研究所，發掘出遼代陳國公主墓，讓世人得以從墓葬文物中，窺視遼朝契丹貴

族服飾與流行器物。在〈故陳國公主耶律氏墓誌銘〉云： 

……公主姓耶律氏，先漆水人也，景宗皇帝之孫，秦晉國王皇太

弟，正妃肖氏之女，吳國公主之妹，本其姓氏之始，曾高之裔，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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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葉。帝王之族矣！……駙馬都尉肖紹钜，即皇后之兄也。……駙

馬先公主而逝。今皇帝因思同氣，追懷手足之悲，俯念諸孤，特降

絲綸之命。……以開泰七年戊午三月七日薨於行宮北之私第，享年

十八，終天已決，遠日逼期，特遣使臣，速營葬事，至於迫封之

命，賻贈之儀並加常典……自古人雖皆有死。陳國公主太夭年。 

  從上述墓誌銘文可知，陳國公主為遼朝第四任帝王，遼景宗之孫女，身分

高貴非凡，備受皇帝寵愛與重視。公主亡卒時，更年僅十八歲，因此朝中相當

重視公主的葬儀。此墓葬出土時，陳國公主與駙馬皆頭戴金冠，造型高聳華

美，雕琢細緻，可以明顯看出遼代貴族金冠的風格特色。從出土文物中貴族的

金冠，明顯與遼朝佛像嵌筒式頭冠風格，如出一轍。是以，遼朝佛教造像的嵌

筒式頭冠，有自於契丹貴族的造型，這也代表了佛教在遼朝社會中，崇高的地

位。下圖為另一尊具有「嵌筒式頭冠」的山西大同華嚴造遼代菩薩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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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遼代菩薩造像，山西大同華嚴寺佛像，圖片為筆者拍攝。 

遼代佛教造像的嵌筒式頭冠，與遼代墓葬出土的貴族金冠形式一致，而遼

朝社會的匠人在打造佛教造像時，將貴族金冠戴上菩薩立像，也為間接體現遼

朝帝王奉佛對社會的影響實例。 

其次，本節第二部分為「造像中的高髮髻造型」，下圖為一尊中台世界博物

館館藏遼代造像的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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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遼代木刻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0。 

從上圖的造像的側面特寫中，可明顯看出此造像曾有頭冠的遺跡，而頭冠

中的高髮髻，也有如史中記載於遼代朝廷中，官場流行的髮式。在現今河北省

出土的張世卿墓葬中，壁牆畫有生動的人物形象，由於張世卿為遼朝西京的歸

化州漢人，從壁畫中生動人物特寫，與街景風情，豐富了世人對遼朝社會的理

解。據史料記載，歸化州位於西京，在遼朝治理東亞北方疆域時，將國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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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京，西京為遼朝與宋朝主要交界處，也為遼朝賦稅的收入地，為遼朝收服

後晉土地之後得名。史載張世卿於遼朝擔任官職，並且與契丹耶律氏通婚，在

張世卿墓葬壁畫中，遼朝人物形象多有高束髮髻的特色，由於墓葬主人在遼朝

的官職身分，以及與契丹王族耶律氏通婚的高度社會地位，故判認遼人高束髮

髻的造型，也為遼朝當世貴族的流行髮飾。 

宋朝使臣宋綬出使遼朝，返國宋朝時，著有〈契丹風俗〉語錄，呈與朝

廷，當中記載遼朝社會與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其中便有提到契丹人「貯髮一

總」的髮飾特色：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及漢服。番官戴氊冠，上以金華為

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重金花織

成夾帶，中貯髮一總……53 

  由上述史料引文及張世卿墓葬中的壁畫，可知遼朝契丹民族有將髮髻高束

的髮飾流行，「貯髮一總」估計為當時朝廷中，北面官穿著國服時所流行的髮

飾。對照遼朝佛教造像風格中的髮髻形象，便可得知遼朝佛像造像中，有遼代

官場元素的風格，下圖同為具有高髮髻的遼代造像實例： 

                                                

53
 宋˙葉隆禮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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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遼代木雕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8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4。 

在此造像的側面特寫，同樣得以明顯的出菩薩頭部遺失頭冠的痕跡，而頭

冠中所蘊藏的高髮髻，也有如上文中，宋人對遼朝官場髮式「貯髮一總」的描

述，彷若為遼朝透過文物造像，無聲地訴說著遼代貴族風光。 

  本節第三部分為「造像中花蔓冠的樣式」，下圖為一尊具有花蔓冠造型的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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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菩薩自在觀音坐像之頭部特寫： 

 

圖 22：遼代木雕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82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

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0。 

此尊菩薩造像五官深邃，眉眼開闊，胸膛飽滿，肌紋明顯，頭戴花蔓寶

冠，髮髻高聳豐滿。而不同於一般觀世音菩薩造像，頂戴一尊小化佛的頭冠造

型，本尊造像頭冠以華美的花蔓座為菩薩寶冠，這樣的頭冠造型也是來自於遼

朝貴族與民族之間流行的髮飾。 

1993 年於河北省發現的遼朝張世卿墓，在其墓壁畫中，有許多張世卿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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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遼代的社會街景。壁畫中的人物風貌刻畫生動活潑，不僅可窺探遼朝民

間於樂的情景，也能發現當時遼代一般婦女頭頂上，有梳髮髻著花蔓造型，而

朝廷貴族也有在官帽兩側著以花飾的風朝。據《格致鏡原》中的第十三卷載： 

氊冠，上以金華為飾，或以珠玉翠色。蓋漢魏時遼人步搖之遺象也。額

後垂金花織或夾帶，中貯髮一總……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

撅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繫帶，帶末綴珠。54 

  在上述史文中，以文字訴說了遼朝冠帽的造型樣式，而張世卿墓葬出土的

壁畫，則給予史料文獻最佳的圖像呈現。是以，此尊菩薩造像中的花蔓寶冠，

正具象化了遼代文獻，和遼人墓葬文物中，對於遼代冠帽的樣史刻畫與描述，

表述了遼代將當時社會流行裝飾，融合在佛教造像雕塑中的風俗。 

  縱觀以上對於「造像中的貴族樣式」，以就現今所能找尋到的遼代佛教文物

特色，陳述完善。又陳如本皆開頭所述，佛教造像出現貴族元素的樣式，為遼

代帝王奉佛對社會影響的自然體現。 

  撰文至此，我們已知遼代將王國形象和民族風情，藉由佛教造像風格的展

現，其王國磅礡大氣的國勢。而從佛像的雕刻設計中，也瞭解到遼朝契丹文化

和漢文化的共融，同時體會遼朝佛教文化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性。因此，遼朝的

佛教造像，在整體東亞世界的發展脈絡中，有著承繼盛唐以後的文化薈萃，並

注入遼朝民族對王國的自信與契丹文化，和草原民族的磅礡氣宇，是以，下一

章節將以遼朝造像的特殊樣式與風格為主題，深入說明遼代佛教造像風格的文

化意義。  

  

                                                

54
 清˙陳元龍撰：《格致鏡原》（上海市：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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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遼代佛教造像風格―以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為例 

  臺灣知名佛像收藏家蔡志忠，曾在著書《中國金銅佛像》云：「每尊佛菩薩

都有時代的臉孔，每個時代裡佛菩薩的細部裝飾也都有不同的特徵」55是以，遼

代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也不為例外， 

  遼代在佛教非常興盛的背景中，造像事業的繁盛自然不在話下，現今山西

大同華嚴寺中，仍遺留了大型遼代佛教造像，又內蒙古研究院，在近年也挖掘

了遼代都城遺址考古。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西山坡是一處遼代始建的

佛家寺院遺址，由於位置位於當時的遼上京，上京又為遼代的皇都，歷代帝王

居住的城邦，故從西山坡規模龐大的佛寺遺址，佛教在遼代的興盛與崇高，可

見一斑。 

  誠如中台世界博物館所出版的文物專書所言： 

自古以來，佛教造像與佛教經典緊密關聯，通過佛法藝術化，以相表法

的佛教造像精神，用有形、可視、可觸及的藝術形式，把教義形象化；

以有形的造像表達無形的宗教義理、文化內涵和精神象徵。尤其是歷經

千古風雨的石雕造像，經過了信仰與毅力的雕琢，才能堅毅千年，釋放

出不同時代獨特的歷史能量。56 

遼朝社會在強盛的王國勢力與興盛的佛教文化作為搖籃下，遼代的佛教孕育出

蓬勃的造像事業。而在佛教造像的雕塑中，也將揭櫫遼朝社會的工藝水準，和

藝文審美，在造像中充分表達了契丹民族的社會風情，體現佛教造像藝術，深

受當時民間社會文化左右的背景。故本章將以佛教造像中，特屬遼代獨有的佛

教造像風格為例，一揭佛教在遼代社會當時的面貌與造像的物質文化。 

                                                

55 蔡志忠：《中國金銅佛像》（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7 年），頁 8。 
56 釋見迅：〈寶相莊嚴—石質文物的圖像教理〉，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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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造像中的遼代符號—曲蛇紋 

  佛像收藏家李玉泯：「遼代佛菩薩的造型很特殊，非常容易鑑別出來」57從

收藏家的經驗可知，遼代佛教造像自有其特殊符號，而這樣的現象可顯現出遼

代造像的特殊符號元素，來自於民族國家性特色，而非時代演變。而在遼代造

像的判別中，「曲蛇紋」的造像符號，更為遼代造像的判斷依據。 

  下圖為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金銅造像館藏，遼朝銅鎏金菩薩立像： 

                                                

57
 李玉泯：《中國佛教美術史》，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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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遼代銅鎏金菩薩立像，銅鎏金，高 15.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98。 

  此尊菩薩造像立於方形束腰殿階上，腳踩蓮臺，神情莊嚴肅穆，造像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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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潤，胸膛飽滿，頂戴寶冠，繒帶繫結垂於兩肩，頸戴瓔珞，身著對襟長袍，

胸前繫有束帶，下身裙賞垂紋分明，裙衣緊貼，展現修長的身型，而下身衣裙

刻有二道「曲蛇紋」，則是判定此尊造像為遼代佛教造像的依據。「曲蛇紋」可

以說是遼朝佛教造像的獨特風格，許多遼朝的佛教造像都會不約而同地出現曲

蛇紋，造像中出現專屬遼朝佛教文化的符號，就說明當時佛教的遼朝的興盛非

比一般，才能夠在這二百年間的佛教造像，讓各地遼朝社會都以曲蛇紋，作為

該朝代的印記。 

  而此尊菩薩立像，在造像衣飾中，也穿著了漢服與表現了漢式審美的風

格，衣裙緊貼下身，衣紋分明，在有漢服審美的前提下，又雕塑了兩道曲蛇

紋，彷若展現了遼代社會中，契丹文化與漢文化的相容並蓄，以及北遼南宋的

社會風情。 

  下圖為一尊富有契丹民族文化元素的遼朝銅鎏金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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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遼代銅鎏金佛坐像，銅鎏金，高 11.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84。 

此為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遼朝銅鎏金佛坐像，此造像面容圓潤，耳垂飽滿，

造像頭部有髻珠，眉間有白毫相，符合佛門中論述如來三十二相好。整體造像

身型飽滿，具有渾圓的雙肩，頭部低矮平緩且多螺髻，上半身明顯偏長，此為

遼朝佛像造像風格的主要潮流，同時也是契丹人身型的特色，而該造像也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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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前述遼朝特有的「曲蛇紋」符號，下圖為此尊造像的側面圖示： 

 

圖 17：遼代銅鎏金佛坐像，銅鎏金，高 11.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頁 85。 

從造像雙腳所穿著的衣賞，以及肩膀側邊的衣袖，都能明顯看出「曲蛇

紋」的刻繪，此一特色已為現代判定遼朝金銅造像的準則之一。雖然就目前文

獻資料並無法認知「曲蛇紋」的由來與意義，但如前文所述，大量遼朝金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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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都共同出現曲蛇紋，從佛教在遼朝的社會地位，上至一國之君，達官顯要，

下至市井小民，販夫走卒無不供奉。便可大膽推斷，「曲蛇紋」這個遼朝特有的

印記，就代表了佛教在遼朝的興盛，以及佛教與遼朝社會的默契符號。除了

「曲蛇紋」之外，該造像具備了遼朝契丹民族身形特色，或衣著等文化元素，

也符合前述遼朝君王在以多元文化治國的同時，也不忘乎留存自身的契丹文化

與王族自信的觀點。據《遼史》載： 

……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

繪塑二聖並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

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

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

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58 

分析上述行文，可知遼朝以木葉山，作為契丹民族的起源的祖廟，並以堅信神

話中神人與天女之後代，即為遼代契丹之強盛的八部眾。遼朝君王每至行軍與

春秋時分，必用白馬青牛以祭，此舉表不忘契丹民族之本。該文獻說明瞭遼朝

統治者，對於契丹民族本身意識的重視，和凝聚不同民族共同意識的思想，有

助於鞏固遼朝王國的強盛。而遼朝佛教的造像藝術，也呼應著遼代的王朝文

化，是以契丹文化為骨幹，引入漢文化為點綴的策略。 

  是以，從造像風格與歷史背景，可知遼朝社會在奉行佛教的同時，不僅僅

是一般所知的宗教文化，作為民族精神寄託的佛教，同時也被遼朝社會吸收為

自身文化的一部份。由此推論，「曲蛇紋」對於遼代造像的符號表徵，表現了佛

教在遼朝社會的興盛，更說明遼朝在文化治國的同時，也不忘乎保存自身的契

丹文化，與王族自信的背景。 

                                                

58
 元˙脫脫：《遼史》，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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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武飛揚的衣袖 

  觀察遼代佛教造像風格，其特殊之處還來自造像英武飛揚的衣袖，於北方

民族擅馬的遊牧和馳獵風情，由於遼朝所處的地域環境，以及當時代所需求的

代步工具―馬匹，對於擁有廣大腹地而人口卻不及北宋的遼朝而言，禦風駕馬

的馬上民族，是對遼朝風土民情的最佳形容，觀遼朝佛教造像上飛揚的衣袖，

宛若表現遼朝民族在遼闊土地上與馬奔馳的豪邁英姿，同時也是遼代佛教造像

的獨特性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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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遼代木上彩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0。 

上圖為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木雕館藏，遼代木上彩菩薩坐像。該造像姿態

端嚴，身型飽滿，菩薩低眉垂目，面容圓潤，五官深邃，眉眼開闊，鼻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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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頗具胡人長相特質。又菩薩身著契丹服飾，肩披斗篷，胸前佩掛瓔珞，帔

帛自左向右斜過身前，腰間繫有束帶，兩手衣袖向上飛揚，有如契丹民族馬上

禦風的英武姿態。據史料記載，遼朝由契丹貴族耶律阿保機，率兵戰馬收服契

丹各部，並以武力降服周邊國家，建立遼朝盛世，據《遼史》載： 

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眾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

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59 

上述史文，說明瞭遼朝主要征戰的工具，便是善用馬匹。而練馬、馴馬的成

功，以及嚴謹的軍隊編列，即是遼朝在歷代的爭戰中得以屢戰屢勝，攻城掠

地，最終取得大陸北方大幅的土地重要關鍵。 

  對照遼朝所處的地域環境，以及民族擅馬的遊牧和馳獵風情，此尊遼代菩

薩造像中，英勇飛揚的衣袖，對於遼朝民族在遼闊土地上，與馬奔馳的豪邁英

姿甚為傳神。再有，佛教造像的風格與元素之於遼朝王國，非但只有宗教意

義，根據史料中記載，遼太宗尊觀音菩薩為家神，而遼朝世代帝王皆尊崇佛教

的背景來看，佛像的雕塑，也必然與皇室風情及王國文化有關。據《宋會要輯

稿˙蕃夷道釋》載，宋使在覲見遼朝皇帝時，於朝廷中，見到遼朝帝王勉強換

上漢服，在下朝後又趕緊換上契丹服飾的情景： 

  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60 

  上文顯示了遼朝帝王除了上朝之外，仍舊習慣穿著契丹服飾，以及對於馬

匹和射獵文化的熱愛。此尊菩薩造像身著契丹服飾，衣袖飛揚，肚腹的肚臍微

露，如此具有契丹民族風格的造像設計，使得後人對於遼代騁馳的王國文化宛

                                                

59 元˙脫脫：《遼史》，頁 40。 
60 清˙徐松輯錄：《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76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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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親見。下圖為另一尊擁有英武飛揚衣秀的遼代菩薩造像： 

 

圖 19：遼代木上彩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6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6。 

此尊造像端坐在蓮辦圓形台座上，身型飽滿，面容圓潤，五官立體，鼻根

高挺，髮髻高聳，繒帶分段打結垂於兩肩，前額髮際雙分，且根根分明，髮髻

高聳，呈現遼朝貴族流行的裝飾。菩薩手持說法印，其手勢有如將繩結解開之

姿，象徵著菩薩宣說佛法，解開眾生的煩惱，破除無明，造像又身著契丹服

飾，胸前佩掛如意瓔珞，衣袖英武飛揚，生動地展現契丹民族迎風禦馬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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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及遼朝貴族流行的裝飾。此尊菩薩造像的風格，可說是結合佛教中菩薩

悲智雙運的精神，以及遼代王國的社會風情。 

是以，遼代佛教造像藝術中，獨特的飛袖造型，為傳達了遼代社會中契丹

人禦馬驍勇，征戰各國的馬上民族王朝形象，也是遼代王朝藉由興盛的佛教發

展，和造像中菩薩慈悲濟世形象，雙管齊下歸順遼代社會各種民族，對王朝的

認同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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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著鎧甲的菩薩造像 

  在遼朝佛教造像風格中，除了有獨具的飛袖之外，身著鎧甲衣賞的菩薩造

像風格也為遼朝的獨特文化。下圖為前文引用的遼代文殊菩薩造像： 

 

圖 20：遼代文殊菩薩造像，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40.htm，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陳如前文所述，此尊造像除了有唐室元素的遺跡，該造像身著鎧甲，衣袖

飛揚，彷若體現了遼朝王國馬上民族，與征戰強盛的社會風景。這尊遼朝菩薩

坐像，在神情表現上，展現了菩薩慈悲自在的面容與精神，在衣著服飾上，也

彰顯了遼朝王國征戰強權的形象。而遼朝王國的征戰形象，並不同於漢文化自

古以來的男性霸權，而是有著女性參戰的史料記載。在《遼史》中文： 

遼太祖宗室盛強，分迭刺部為二，宮衛內虛，經營四方，未遑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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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際，摘蕃漢精銳為屬珊軍；太宗益選天下精

甲，置諸爪牙為皮室軍。合騎五十萬，國威壯矣。61 

  又《遼史》云： 

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裡，生應天皇後述律氏，適太祖。

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後有力焉。……本回鶻部牧地。應天皇後

以四征所俘居之……62 

  上述兩段史料，說明的是遼太祖的皇后述律平，在遼太祖征戰期間，協助

太祖管理軍隊，練兵操營，又帶兵征戰周邊國家，如此豪邁有力的女性形象，

有別於古代漢文化中的女性生存方式，在遼朝朝政的措施中，遼太祖對於皇后

諫言的態度，也不同於漢文化政權中的情況，如下《遼史》所文： 

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

為蕭氏。63 

  上述引文不僅止在說明遼太祖崇慕漢文化的歷史，文中所言「乙室、拔

里」皆為後室，而蕭相國在漢時為輔佐朝政的宰相功臣，遼太祖將皇后取漢姓

為「蕭」，而非漢高祖的皇后「呂」氏，或是其他漢文化歷史中的後妃之姓，

可以見得遼朝皇后的「蕭」氏，是刻意為之，也是遼朝皇帝對於後室的期許，

便是作為一名如同宰相得以輔佐朝政的皇后。而遼代帝王視皇后為得以共同治

理國家的理想，並非只存在於美言之間，而是有實際的例證，如《遼史》文： 

                                                

61 元˙脫脫：《遼史》，頁 40。 
62 同註 60，頁 44。 
63 同註 60，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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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即位，群臣上尊號曰地皇后。神冊元年，大冊，加號應天大明

地皇后。行兵禦眾，後嘗與謀。太祖嘗渡磧擊黨項，黃頭、臭泊二

室韋乘虛襲之；後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64 

  此段引文為描述遼太祖的皇后述律平的生平事蹟，從史文中可以看出皇后

在王朝中的權力，雖非獨斷，但卻能與皇帝共語朝政，加上前文所引的皇后參

戰事跡，可以見得遼朝王國的女性獨立、有力的形象。是以，在傳達慈悲為懷

的菩薩造像上，身著象徵戰事的鎧甲，其中的衝突感，也彷若呼應的遼朝豪邁

獨立的社會形象，展現了遼代那份豪邁與大氣的國家形象，和男女皆擅其兵的

國勢文化。 

  下圖為二尊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之遼代菩薩坐像側面圖照： 

                                                

64 元˙脫脫：《遼史》，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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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遼代木雕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8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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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遼代木雕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50。 

從這二尊遼代菩薩造像的側面特寫圖照中，可以明顯看到菩薩不僅身著契

丹服飾，身型飽滿，頭梳契丹貴族高髮髻的造型，其兩手向上飛揚的衣袖向上

飛揚，不僅有如契丹民族馬上禦風的英武姿態，底下更露出戰士護臂的甲裝，

盡現遼朝率兵戰馬，以武力降服周邊國家，驍勇善戰的王國形象。而下圖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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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尊更具菩薩慈悲精神與遼代戰士驍勇風情於一身的遼朝菩薩造像： 

 

圖 23：遼代石刻菩薩造像，砂岩，高 14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寶相莊嚴》（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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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砂岩材質的遼朝菩薩造像，有寬厚的雙肩與飽滿的身形，造像上圓

潤的面容，深邃的五官和寬闊的眉宇，頭戴五方佛帽，上有一尊小化佛，周邊

為花蔓冠的雕飾，繒帶分段打結垂於雙肩，處處展現了遼朝佛教造像的風格特

色，菩薩手結說法印，以善跏趺坐的姿態端坐在有吉祥獸為護法的臺座上，而

別於前文所引的遼朝佛教菩薩造像，菩薩的身上穿著鎧甲，衣袖雖然也是有如

馬上迎風的飛揚形式，卻是以鎧甲外型的方式表現，前手臂包覆著有如戰甲上

的護腕。 

在此尊造像中，菩薩同時具有慈悲的神情、圓潤飽滿臉龐和寬闊的眉宇，

穿著鎧甲並有飛袖造型的衣著上，又披有瓔珞，彷若在描繪著當時遼朝社會男

女豪邁的氣節，以及強盛的國族形象，傳遞著遼朝全民能征戰豪強，與男女地

位形象可能趨於平等的國家風情。而女性在遼朝的獨立地位，在遼朝的佛教發

展中，也能略見其風氣，在《契丹國志》有云： 

法天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

放蕩不覊。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

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歡而返。尤重浮屠

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

多舍男女為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於

微行，後皆任顯官。65 

  上述文述來自於遼興宗時期，其中「貴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為僧尼。」66

一語，表現的正是遼朝佛教發展的興盛對社會文化影響的例證，不僅有契丹貴族

為以佛教的力量，出家為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記載從貴族中出家的人物，

有男有女，貴族女性得以出家的文化，也表現了遼朝文化中不同於東亞古代的女

                                                

65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頁 91-92。 
66 同註 64，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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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風貌。 

  縱觀以上所述，在遼代佛教興盛的社會中，有男女形象相近平等的文化，

故遼代佛像造像的事業，在舉國奉佛的背景中，締造了興盛的背景，又在男女

皆驍勇善戰的社會風情底下，體現了遼代菩薩身著鎧甲的獨特造像風格，實為

印證了佛教的遼代的興盛與普及，以及佛教文化與社會風俗結合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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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引經據典的遼代造像 

  陳如本文第二章「佛教造像中的唐韻」一節中所述，遼朝興盛的佛教文

化，可謂承繼了自盛唐以前的佛教發展脈絡，以及受盛唐時發展成熟的佛教文

化影響，以豐富且與東亞文化融合的面貌，光輝於遼代當世社會。 

  故隨著的帝王的奉佛，形塑了遼朝上下對於佛教的虔誠，以及佛教在遼朝

社會的普及程度。又在遼太宗尊觀音為家神以後，觀世音菩薩在遼朝的形象，

又有象徵皇室精神的地位，故遼代匠人對於觀世音菩薩造像的琢磨，自然不敢

隨便。下圖為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遼代補坦伽羅山式自在觀音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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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遼代補坦伽羅山式觀世音菩薩坐像，木，高 92.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

館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5。 

  上圖為一尊遼代補怛洛伽山式自在觀音菩薩像，此尊造像的風格相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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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也極具故事性。該菩薩造像在佛教造像藝術史上，屬於流行於宋遼之間的

「補怛洛伽山」形式。造像型態為菩薩彷彿座落於樹木山林之間，此尊觀音像

雙肩有如自然呈現的蓮台，各有禽鳥安立於上，菩薩頭身向左傾靠，枕於吉祥

獸上，有如菩薩身處於泉流縈映，樹林蓊鬱的環境中，自在安詳。然而「補怛

洛伽山」形式的觀音造像，又與唐代翻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有

關，充分印證本文前述，遼代佛像脈絡除延續前朝風格，也依漢文佛經中所載

而造。 

  漢譯《華嚴經》有三個版本，分別為東晉時期所翻譯的六十華嚴，唐朝時

期翻譯的八十華嚴和四十華嚴。而在東土世界最廣為流傳的版本為八十華嚴，

是由唐代僧人實叉難陀所譯。八十華嚴在東土的遍佈，又歸功於中國史上第一

位女性皇帝武則天，甚至親自為八十華嚴作序，其名為〈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

嚴經序〉。據史料記載，唐僧實叉難陀所翻譯的《華嚴經》受到皇帝的重視，武

則天為翻譯《華嚴經》的志業「親受筆削，施供食饌」。自古以來民間的流行文

化，都是由朝廷的上行下效開始，身為皇帝的武則天如此重視《華嚴經》的翻

譯，可想而知後來經典譯出在唐朝的流傳與風潮。而此尊遼代補怛洛伽山式的

觀音坐像，其造像風格故事便是來自於實叉難陀所翻譯的八十華嚴。據《大方

廣佛華嚴經》云： 

善男子！於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

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即說頌言：「海上有山

多聖賢，眾寶所成極清淨，華果樹林皆遍滿，泉流池沼悉具足。勇

猛丈夫觀自在，為利眾生住此山；汝應往問諸功德，彼當示汝大方

便。」時，善財童子頂禮其足，遶無量匝已，慇懃瞻仰，辭退而

去……漸次遊行，至於彼山，處處求覓此大菩薩。見其西面巖穀之

中，泉流縈映，樹林蓊欝，香草柔軟，右旋布地。觀自在菩薩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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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寶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遶，而為宣說大慈悲

法，令其攝受一切眾生。67 

  觀上引經文，對觀自在菩薩的描述，謂菩薩居住於海上之山，其山多有聖

賢，山中眾寶清淨無染，遍滿華美樹林，泉流池沼具足，表生命之生生不息。

觀自在菩薩為利益眾生，居住山中。時善財童子，遊行彼山，處處尋覓觀自在

菩薩，後於一泉流縈映、樹林蓊欝、香草柔軟而右旋布地之處，見觀音菩薩於

金剛寶石上結跏趺坐，為無量菩薩宣說大慈悲法。此尊遼代補怛洛伽山式的自

在觀音造像，其雙肩各有禽鳥，手枕祥獸，自在安詳，不正是經文所載，善財

童子所見所聞，樹林蓊欝的補怛洛伽山上。 

  而本尊補怛洛伽山式的觀音菩薩像，也如自在觀音的坐姿，並身著契丹人

服飾，胸前佩掛一串瓔珞，頭戴嵌筒式頭冠，袒露上腹，披帛自肩上斜落於前

胸，身型飽滿，上半身偏長，姿態雍容。在遼代的自在觀音坐像中，更具有穩

健安然的態勢，不僅看出遼代當局所面對的東亞局勢，為維護自身王國的勢

力，必須以強盛的軍事為基底，進而社會才能有富足安康的背景，同時也呈現

了遼代成功地為百姓建立了安定的生活，令民間百家得以發展藝文事業，雕塑

出型態自在安詳，並轉化文字想像和山水變畫，補怛洛伽山式獨有的自在觀音

菩薩像。 

  此尊造像與目前收於世界知名的法國巴黎居美博物館中，遼代補怛洛伽山

式觀音菩薩像，為相同形式，故推論該造像風格，實為遼朝蔚為風潮的造像形

象。在前文所述中，遼代造像有多數將經典義理融入佛像雕刻設計的實例，然

而在此尊補怛洛伽山式的自在觀音造像中，不僅將經典義理融入造像設計，更

將經典內容有如山水畫般，雕繪於佛像造像中，展現了遼代社會對於文字的理

                                                

67
 唐˙於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九冊》（臺北：和欲出版社，2007

年），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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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化想像以成真，和工藝技術的發展。 

  是以，誠如史料記載，遼太宗尊觀音為家神，並恭奉於木葉山，歷代君王

皆尊而崇之，故觀音菩薩的造像樣式，自然於遼代受到最大程度的重視。從遼

代觀音菩薩造像中，出現補坦伽羅山的景象刻畫，後人不難瞭解遼代社會工匠

對於觀世音菩薩造像技藝上的追求。以及佛教興盛的發展，促成大乘經典的研

讀，將經典文字刻繪成山水意境的造像風格，也因此體現了遼代社會對於文學

與藝術的高度造詣。 

  除此之外，由於北遼南宋向來敵對的國事中，即便在澶淵之盟的合宜後，

兩國雖未停止對彼此的征服野心，但從漢譯佛教經典的成功，以及南北朝至唐

室以儒家義理解釋部分佛教經典的背景，遼代舉國上下對於漢文化的學習，佛

教經典的閱讀不外乎帶來很大的幫助，故此尊造像對於經典意象的呈現，也間

接表態了遼代社會中將契丹文化與漢文化相容並蓄的面貌。 

  以下為另一尊遼代自在觀音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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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遼代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7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48。 

此尊造像為遼代自在觀音坐像，木刻的彩繪，至今仍存遺部分色彩在造像

上。造像身型飽滿，面容圓潤，五官深邃，鼻根立挺，頭戴裝飾華美的寶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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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梳有聳高的髮髻，兩肩披有帛巾，垂順臂膀而下。菩薩胸前掛有如意瓔珞，

寶飾以珠串造型莊嚴在兩臂和手環，袒露前胸，腰腹束有繫繩，下身著契丹服

飾，以自在泰然之姿坐落。而菩薩坐落的台座造型，又有如樹葉繁蓋於上的設

計，菩薩左倚於台座，左手枕靠在台座隆起的高勢，右手自然垂放於右膝，雖

不同於前尊造像有豐富的山水畫意象，仍不失呈現漢譯大乘經典中，描述觀世

音菩薩於補坦伽羅山的景象。 

  同樣於其它遼代佛教造像風格，本尊自在觀音坐像，也具有契丹飽滿身

形、遼代貴族在官場高髮髻和嵌筒式佛冠的造型，以及契丹服飾，由此可知，

在遼代的佛教造像中，擅以豐富的契丹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藉此湧現遼代皇室

風情或王國磅礡的氣勢，同時一見遼代社會民間的街景樣貌。 

  下圖為另一尊同樣具有類似呈現補坦伽羅山風景的觀世音菩薩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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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遼代補坦伽羅山風景觀世音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82 公分，中台世界

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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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尊菩薩造像五官深邃，眉眼開闊，胸膛飽滿，肌紋明顯，頭戴花蔓寶

冠，中有高髮髻，而造像身軀飽滿，態勢穩健自在，左倚在臺座上，肩披雲肩

式斗篷，穿著契丹服飾，同前一尊自在觀音坐像，此尊菩薩造像的以覆蓋樹草

的臺座，取代蓮花造型的座臺，彷若將契丹風俗結合經典文字想像，形塑造像

風格。不同於一般觀世音菩薩造像頂帶一尊小化佛的頭冠造型，本尊造像頭冠

以華美的花蔓座為菩薩寶冠，這樣的頭冠造型也是來自於遼朝貴族與民族之間

流行的髮飾。 

又在本尊遼代自在觀音坐像中，菩薩造像披有明顯的裘衣式雲肩斗篷，據

《契丹國志》載：「每秋則衣褐裘」68此句文表述了遼代社會披裘的衣著文化，

又據《宋會要》載：「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織人，以戴氊笠子，著戰

袍，繫番束帶之類」69上段描述宋人在澶淵之盟後，風行遼代契丹服飾的街景，

而由此陳述，也能端詳出遼代服飾有「裘衣」與「戰袍」等特色。 

  興盛的佛教文化，為遼代匠人帶來虔信佛法的社會底蘊，透過佛像雕塑的

鑽研，也促進了遼代工藝的發展，從經典內容形塑而成的補袒伽羅山式自在觀

音菩薩，富含山水想像的造像呈現，即為證例。 

  又，然若本文前章論述過的，宋使在覲見遼朝皇帝時，於朝廷中，見到遼

朝帝王勉強換上漢服，在下朝後又趕緊換上契丹服飾的情景：「強服衣冠，事

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70顯示了遼朝帝王除了上朝之外，仍舊習慣穿著

契丹服飾，以及對於馬匹和射獵文化的熱愛，本節諸尊以經典內容想像而雕刻

的自在觀音像，又彷若體現了一尊從補袒伽羅山上而來的觀世音菩薩，身披契

丹貴族服飾，於遼代社會弘法濟世的形象，呼應了遼代王室上下，舉國奉佛的

社會情景。 

  

                                                

68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頁 253。 

69
 宋˙吳曾：〈昭禁外制衣裝〉《能改齋漫錄》，頁 383。 

70
 清˙徐松輯錄：《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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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以僧服制的佛教造像—戰事與佛事 

在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之遼代佛教造像中，除了有上述「曲蛇紋」、「衣袖

飛揚」、「身著鎧甲」等遼代特殊樣式外，在其館藏中，也發現一尊以僧服制的

遼代佛像。 

下圖為一尊以僧眾服制為造像樣式的遼朝青銅佛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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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遼代青銅佛坐像，青銅，高 41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89。 

  此造像材質為青銅，身高 140 公分，佛像面容圓潤，五官寬闊，身軀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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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雙肩寬厚，上半身偏長，展現了遼朝造像的契丹風格。而造像內著僧祇

支，外著雙領下垂的大衣，衣緣自然懸裳於座下，將當時僧眾的服飾，體現在

佛像的雕刻中，也側面展示了遼朝佛教興盛的歷史背景。 

  此外該尊遼朝青銅坐佛像，也有一貫飽滿的雙肩，寬廣大方的胸膛，頂戴

氣勢磅礡的五方佛鉗筒式頭冠，內著僧祇支，外披對襟大袍，以泰然莊嚴之

姿，穩健地端坐在蓮臺上。蓮臺由束腰六角形臺墊拱起，呈現仰蓮式造型，衣

緣自然懸賞於蓮瓣下，呈現出遼代社會日漸充滿佛教文化的人物寫實造像風

格。而本尊造像最為引人注目之處，當屬佛像的頭頂戴著磅礡高聳的寶冠，從

圖示可見，珠心繁飾在頭冠上，帽繒在耳際處打結，垂於雙肩，頭冠造型十分

華麗，這是結合佛教文化中的五方佛寶冠，與遼代契丹貴族的鉗筒式頭冠造

型。據《遼史》載：「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厘。」71此

一則發生在遼景帝時期的史載，說明瞭遼代曾舉辦佛教無遮施食法會的事蹟，

據佛門佛事行儀，主法無遮法會的僧眾，有戴五方佛帽的形制，本尊佛教造像

頂戴磅礡氣勢的五方佛頭冠，內著僧祇支，彷若將主法於無遮法會中僧眾形

象，體現於造像風格中。又據史載，遼代的佛事多有與戰事結合的案例，《遼史

˙卷十一》文：「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賜從臣。又以殺

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偉事一月，飯僧萬人。」72上述載文，記錄的是與北宋長

發生征戰的遼聖宗時期，聖宗有感殺敵多，故於遼上京開隆寺辦法會一月，飯

僧萬人。又在遼道宗時，也有因戰事而飯僧的記載：「以戰多殺人，飯僧南京、

中京」73從上述史例中，可以看見遼代佛事與戰事之間的關係，遼代帝王皆有為

戰事而生靈塗炭的遼代將士和宋代戰將，飯僧的紀錄。由是可知，遼代也藉由

佛事，以菩薩廣行六度濟世的慈悲精神，來安撫社會對戰事的不安和對生命逝

                                                

71 元˙脫脫：《遼史》，頁 95。 
72 同註 70，頁 52。 
73 同註 70，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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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悲痛。 

  據史載，北宋與遼朝自二國建立以來，在東亞史上有征戰不休的王國歷史，

以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為例，即是宋朝與遼潮多次開戰以後的合宜條約。北

宋使臣彭汝礪曾作〈記使人與承子開侍郎深之學士二兄〉一首，道：「往來道路

好歌謠，不問南朝與北朝，但願千年更萬歲，歡愉長祇似今朝。」74又有〈記中京

伶人口號〉一首云：「伶人作語近初筵，南北生靈共一天，祝願官家千萬歲，年

年歡好似今年。」75此二首詩作中，描寫的是《澶淵之盟》簽訂後，遼朝境內對於

和平無戰事的喜悅。在戰亂之中，對於《澶淵之盟》的簽訂，得以獲得和平的民

間社會而言，比起擴張王國勢力，更期望的是國家得以年年歡好，再無戰亂。是

以，《遼史˙卷七十七》便道： 

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理、奴瓜、蕭柳等俱有降

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為統軍，直祗澶淵。將與宋戰，撻凜

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

耶！76 

  上文中記載遼朝在統和年間，數次與北宋的征戰，在《澶淵之盟》的簽訂後，

為南北民間所帶來的和平情景，以及民間對於征戰不休的厭煩。而遼代佛教的發

展，對於不斷與北宋征戰的遼朝而言，在社會民間也有著安定國情、民心的功能， 

  是以，分析上述史文與遼代歷史，佛教在遼朝的發展，初期因為帝王的支

持，所以對民間帶來上行下效的影響，在佛教成為遼朝上下的流行文化後，舉

佛事、飯僧的善舉，也都能為遼朝帝王，為安撫將士與民間社會，爭戰不休的

勞累，以及因戰亂而逝去的生命，而僧眾的形象，也在佛事興盛，戰事亦然的

                                                

74
 宋˙彭汝礪：〈記使人與承子開侍郎深之學士二兄〉《全遼詩話》（湖南：嶽麓出版社，1992

年），頁 321。 
75
 宋˙彭汝礪：〈記中京伶人口號〉《全遼詩話》，頁 322。 

76
 元˙脫脫：《遼史》，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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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深植於遼代世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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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佛教發展對遼代社會的影響 

縱觀本文二、三章所述，遼代的佛教造像，在樣式依據中，承繼了前朝豐

富的佛教文化，面對造像人物刻劃，則呈現屬於契丹民族的體魄風格，而由於

遼代王朝相容並蓄多元文化的治國體制，又在造像中可以看見漢式審美與契丹

文化符號並存的痕跡。是以，遼代的佛教，在極為興盛與普及的背景中，與其

社會文化產生深刻的連結，並展現在佛像造像的風格裡， 

  儘管從造像的樣式與工藝中，可以作證佛教在遼代的發展相當興盛，又根

據史料記載，契丹原非信仰佛教的民族。論析史料中對契丹民族早期的記錄，

至少在隋朝以前，契丹仍是一支被漢文化形容為蠻橫粗鄙的民族。相較後來興

盛的遼朝，不單是佛教相當興盛，其孔子廟和道觀的建立，表遼朝儒道釋文化

風行的歷史記載，其民族形象可謂相去甚遠。據《隋書》載： 

契丹室韋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

於松、漠之間。……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77 

從上可知，在隋朝時，契丹被漢文化視為東亞大陸北方各民族中，最為蠻夷下

等的種族。由隋至遼朝在西元 916 年建國前，期間僅約三百多年的時間，契丹

如何從漢文化極度鄙視的地位，一躍成為透過武力征服周邊民族，有系統有規

劃，汲取漢化精華，結合自有文化，在東亞史上寫下建國的ㄧ頁。更如何在建

國之後，收服不同於契丹的異族民心，尤其是擁有高度文化自恃的漢民族人

口。經由分析史料文獻，本文認為主要還是利用文化政策，來達到收服東亞世

界不同民族的戰略。如《遼史˙本記第一》：「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

道觀。」78縱觀佛教在遼代的發展，在遼太祖出建國時，就有建佛寺的史跡。又

                                                

77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隋書》（臺北市 : 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881。 
78 元˙脫脫：《遼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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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遼史˙本記第一》文：「十一月，祠木葉山。還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

年，議朝政，定吉兇儀。」79該文描述遼太祖祀木葉山後，反省契丹民族風俗，

並引見族中長者，共議朝政、制定吉凶儀等，描述了遼朝統治者也運用漢文化

的治國方式，來打造遼代皇朝。再加上史料亦記載，遼太祖建立遼朝之後，就

以文化建設為措施，於國境內，詔建孔子廟、佛寺與道觀，這三者屬於盛唐文

化中的儒道釋三家物質。此一鐵證，顯示出契丹是從建立遼朝以後，才開始有

信仰佛教的文化出現。而遼朝統治者在稱霸東亞世界時，也運用了儒道釋三

者，來作為文化主軸，再輔以武力征戰，讓不同民族的民心，得以歸順依靠。

因此佛教在遼朝的興盛，不啻為帝王本身的信仰，也與遼代王朝的治國方針，

以及當時帶動整個東亞世界流行儒道釋的文化背景因素有關，此為遼代初期興

佛的背景，而工藝正是展現文化的最好體現， 

  本章為筆者在探究遼代佛教文物藝術後，比照遼代史料文獻，連結起造像

的風格文化與遼朝王國的關係為主題，期許行文能以遼代獨特的造像風格，從

歷史事件的分析，綜合梳理出佛教發展對於遼代社會的意義與影響。 

  

                                                

79 元˙脫脫：《遼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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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造像形象與意義對遼代社會的影響 

  佛像在遼代社會的雕塑，因為佛教的興盛與其在皇室崇高的地位，為遼代

王朝提供了發展雕塑工藝的背景。此外，透過佛事和戰事的關聯，遼代王朝更

將菩薩的造像形象，結合了安定社會的功能。 

  針對本節「造像形象與意義對遼代社會的影響」的主題，以下將以「佛妝

的出現」、「工藝的體現」與「安定社會的療效」三部分綜合論述之。 

  第一部分為「佛妝的出現」，據史料記載，「佛妝」是一道遼代社會特別的

風景。 

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娘，面塗黃為佛妝。汝礪詩云：

喬女夭夭稱細娘，真珠落髻，面塗黃，華人怪見疑為瘴，墨吏矜誇

是佛妝。80 

  上述引文出自於北宋使臣彭汝礪，在出使遼朝期間所作的詩文。彭汝礪生

於西元 1046 年，是在宋貞宗與遼聖宗簽訂《澶淵之盟》後，被北宋英宗派遣為

使臣出使遼朝的官員，彭汝礪留下了許多詩文，記載了其在出使遼朝期間，沿

途所見風光與心情寫照。而佛妝，是遼朝婦女面黃之特色，不僅為宋人出使遼

朝時所怪，佛妝的出現，也代表了佛教在遼朝相當普及與流行的印證。 

  據宋人張舜民之〈使北記〉中載： 

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
81
 

  遼朝的「佛妝」，顯現出佛教在遼朝的普及，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無不崇

                                                

80
 蔣祖怡、張滌雲編：《全遼詩話》（湖南：嶽麓出版社，1992 年），頁 161。 

81
 宋˙張舜民：〈使北記〉《契丹國志》，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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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將佛像面容的金妝，延伸到人面上的妝容，便是最佳佐證。面黃與佛妝，

當中的關聯來自於佛像臉上的金光，而最能表現臉上金光的佛教造像材質，便

為青銅質，或銅鎏金材質造像。從《遼史》的記載中可知，佛教的觀音菩薩更

被遼太宗尊為家神。遼朝歷代帝王皆有齋僧，與推行佛教的記載，故佛教造像

的數量，勢必在遼朝甚為普遍，或在皇室具有崇高的地位表徵，才得使婦女以

佛面金妝為飾，此一歷史事件，體現了由於遼朝興盛的佛教事業，所帶動的佛

像塑造風氣，也逐漸影響著遼朝社會文化。 

  又據〈雞肋編〉載： 

燕地……無寒暑必系綿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家，方留

發。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

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82 

  從述引文可知， 遼朝燕地的婦女，有將面部塗黃的風俗，並將此名為「佛

妝」，遼朝的佛妝風俗，是在冬天時以括蔞為材料塗面，並且在冬日時加覆不

洗，至春天溫暖時才洗滌「佛妝」，以此保護燕地婦女的皮膚，不被冬日酷寒的

風霜侵襲，待至春暖時洗淨，臉上得以潔白如玉。 

  《遼史》中記載，遼朝將統治疆域，分為上京、中京、南京、東京、西京

等五京，對遼朝五京的記錄，可分析出遼朝整體疆域的東北方延伸至今日為俄

羅斯統轄範圍的庫頁島，北方至今日蒙古國的色楞格河與石勒喀河，西邊延伸

到阿爾泰山，南邊則是在與北宋簽定《澶淵之盟》後，確定與北宋的交界為今

日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縣與山西省雁門關一帶。 

  由次可知，遼朝是生存在海拔高度一千至二千公尺的高原與草原地形，北

緯六十度至三十五度，東經七十度至一百四十度之間，而佛妝盛行的地域（即

                                                

82
 宋˙莊綽撰、蕭魯陽點抄：〈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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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指之「燕地」）為遼南京，在冬天會出現因太陽照直射南回歸線，北半球

散熱，進而形成蒙古冷高壓的冬季季風特色，影響該地在冬天的氣候都保持於

零下的溫度，最冷甚至能到達零下三十度，北宋使臣彭汝礪就曾在出使遼朝

時，作〈再和子育〉五首，道： 

朔風白疊不勝寒，青曉馬行霜雪間，縱目還經望雲嶺，傷心不見采

芝山。……氣血畏寒深畏勞，養生曾去問參寥，我今與子俱錯計，

霜雪正嚴山正遙。83 

  二述兩首詩文，都表達了彭汝礪在冬天出使遼朝所感受到的嚴寒，而對於

生存在有這樣嚴峻氣候的遼朝人民，為預防因冬天氣後所產生的皮膚凍裂，想

出了以「括蔞」塗面，以其藥效，使婦女在冬日得以不生瘡皮。又據《証類草

本》的「括蔞」條載可知，遼朝燕地婦女用以作為佛妝的「括蔞」，又有作為治

癒皮膚爛瘡的功效，能夠悅澤人面，而呈現深黃的色澤，是括蔞的藥草特性。

遼朝燕地的婦女運用藥草，讓皮膚在整個冬天都面覆深黃，得以預防冬傷，然

而，臉上凸顯的深黃色，如何在生活中得以貼近日常文化，更顯自然，承蒙佛

教在遼代社會的興盛，所以婦女將人面黃妝，結合了佛像的的金妝，將凸顯的

面黃，提升到佛妝的意象，此為遼朝佛教流行的例證，也為遼代佛教造像風格

影響遼代社會的最佳實例。 

  佛妝的出現，又再次佐證了遼朝佛教流行的盛況，遼朝民間為解決冬日的

皮膚冬傷，以括蔞塗面日傅不洗，為使臉上所出現的深黃造型，更得自然地出

現在日常生活，作出了以佛面金妝巧飾的說法。由此可見佛教文化對遼代社會

的影響非比一般，其深其廣。 

  第二部分為「工藝的體現」，誠如本文第三章與第四章所述之內容，緣由佛

                                                

83
 宋˙彭汝礪：〈再和子育〉《全遼詩話》，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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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遼代如同國教的地位，以及觀音菩薩與遼朝王室之間的關係，遼代佛教造

像風格中英武飛揚的衣袖，和契丹民族的服飾，便是顯現該民族的文化，與帝

王和佛教關係的表徵。 

  在遼代佛教造像中，善以飛袖作為展現契丹民族馬上英姿，身披契丹服

飾，頭梳遼代貴族流行裝飾，並結合菩薩悲智雙運、慈悲濟世的精神，彷彿訴

說著帝王的推崇，發展出興盛的遼代佛教，以及佛教的發展，對遼朝社會的正

面影響，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而遼代皇帝將觀世音菩薩尊為家神的史例，也使匠人為雕塑觀音菩薩的形

象更加深入的雕琢，故引經據典的「補袒伽羅山式」的自在觀音造像，也體現

了遼代將文學想像體現於造像工藝的造詣。 

  綜上所述，在遼代興盛的佛教文化中，造像的藝術也體現了佛教與社會文

化結合的風格，並生動地傳達了王國文化。經由佛教造像的管道，將漢與契丹

的物質文化滲透至遼代社會之間，見微知著，以下將以一尊遼代菩薩立像為

例，為此部分的觀點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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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遼代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51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3。 

上圖為一尊遼代木上彩菩薩立像，該造像身型飽滿，面容豐腴，額上髮髻

雙分，絲縷分明，頂戴嵌筒式佛冠，繒帶分段打結垂於兩肩，菩薩身著契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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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左手持與願印，右手捉取自腰間順流而下的衣帶，下身裙裳一縷佩帶垂

地，整體風格展現出遼朝的威盛風情，以及獨有的契丹文化。在《遼宋西夏金

社會生活史》中提到，遼代民間百姓有「上衣，名為團衫，直領左衽，前拂

地，後曳地餘尺，前雙垂紅黃帶。」84對照此尊遼代菩薩造像中，有拂地的衣帶

和裙裳，以及契丹服飾的造型，便能判定此尊造像所體現的正是遼代風俗。 

一如前文所言，遼代佛教造像中所流露的契丹民族元素，有為遼朝王國展

現當時社會工藝成熟之效，又回溯本文前章數尊具有漢式衣著審美的遼代造

像，造像雖以漢人審美觀的風格呈現，但仍在多處刻意彰顯契丹民族的符號。

如曲蛇紋、花蔓冠、嵌筒式頭冠或契丹民族的身型，此等保留漢文化審美於佛

教造像風格中，同時又凸顯契丹民族文化元素的造像藝術，為後人帶來活靈活

現，彷彿身歷其境的遼代社會。不同民族共融的生活街景，不同文化交流衝擊

的衍生，藉由精緻的工藝，蘊藏了豐富的造像層次與意涵。 

  第三部分為「安定社會的療效」。茲鑑史料中，帝王數次將戰事結合佛事的

跡證，誠如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的內容可知，佛教在遼代社會具有安定民心的療

效，戰事結合佛事，以菩薩廣行六度的慈悲行儀，安撫民間生靈塗炭的悲痛，

此為遼代發展佛教與其佛像形象有安定社會的例證之一。 

  又根據史料記載推測，遼太宗尊觀音為家神的因素，可能不僅止於信仰的

意涵，有其他的意義在於歸順民心，據《遼史》文： 

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為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皇帝、

應天皇後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母兄弟聚觀于此，歲時

未幾，今我獨來！」悲嘆不已。乃自製文題於壁，以極追感之意。

                                                

84
 朱瑞熙、張邦煒、劉復生、蔡崇榜、王曾瑜等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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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悲之。
85
 

  由史文記載可知，當時的觀音菩薩像，對於遼太宗而言，有著過去與父

兄、母親共樂情景之聯想。然而在遼太祖建立遼朝時，即有建設佛寺的政策，

但佛教真正在遼朝顯現出崇高的歷史地位，應從遼太宗尊觀音菩薩為家神始

之，故佛教的發展對遼朝社會的深遠影響，當自佛像對於遼太宗的意義探究。 

  分析上述史料引文所發生的時間，在遼太宗尊觀音菩薩為家神之前，文中

所謂大聖皇帝乃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應天皇後即為遼太宗之母述律平，人皇王

為遼太宗之長兄耶律倍。據《遼史》記載，遼太祖曾立長子耶律倍為皇太子，

故遼代王朝本應由耶律倍，來繼承遼朝王位。但遼太祖在一次出征返國時，不

幸駕崩，次子耶律德光便在蕭氏太后的輔佐下，登基為遼朝君王，史稱遼太

宗，在位二十一年，而耶律倍則被尊稱為「人皇王」，人皇王耶律倍在遼太宗登

基後，即被遣使至遼朝邊地為王治，後又去國至後唐，被後唐以天子之禮待

之，在後唐末戰亂時，人皇王耶律倍被暗殺於後唐境內。又此歷史事件，也巧

妙地發生在人皇王耶律倍去國至後唐以後，故遼太宗因為皇后飯僧祈福一事，

至弘佛寺適見白衣觀音菩薩像，對群眾表現出其思念父兄之意，此舉不僅可展

現了君王孝親尊長、憶念父兄的情懷，更可為遼太宗在面對登基後的王位不正

當性開脫，說明遼太宗並非無情之王。 

  是故，佛教觀世音菩薩的聖像，對於遼太宗的意義，是藉由王朝皇位繼承

的事件，在面對白衣觀音像時，以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情境下，抒發己感，

念過去同父兄共樂之舉，力排其不義不忠之嫌，說明己身對父兄的無時或忘與

感懷，更多了一份讓民心歸順的表徵。而被遼太宗尊為家神的觀世音菩薩，頂

戴一尊阿彌陀佛是觀世音菩薩的造像樣本。這樣的造型起源於佛教經典中記

載，觀世音菩薩發願於未來際廣行菩薩道，聞聲救苦，寧願此身碎為千片，也

                                                

85
 元˙脫脫：《遼史》，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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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退失菩提心。然眾生頑強執迷不悟，在此過程中，亦曾因煩惱生起退轉行

菩薩道的想法。此時阿彌陀佛為觀世音菩薩的老師，為其開示解惑，令觀世音

菩薩重新發願行菩薩道，永不退失。是以「頂戴阿彌陀佛」即是表願向觀世音

菩薩學習，感恩師父、尊師重道與恭敬三寶之意。回應本節主題，如此具有尊

師重道，以及悲智雙運的觀音菩薩造像精神形象，作為遼朝王室的家神，具有

為當時的遼太宗，消弭自身越過兄長登基為王的不孝不忠的作用，更能安撫當

時遼朝出以武力征戰取得的非契丹民族文化。 

  由此可知，在特殊的王朝歷史背景中，佛像對於遼太宗的意義，除了緬懷

兄長，親情之意，更有幫助王位穩固的功能，而遼太宗尊觀音菩薩為家神，歷

代帝王皆信奉尊崇之，也表示遼代帝王運用佛教文化，傳承契丹皇室風氣，以

及為國締造文化拉力的手段，此為佛教的發展與佛像造像意象，有安定遼代社

會的意義例證之二。 

  除了遼太宗與觀世音菩薩造像意義的淵源以外，又據史文載，遼代五京中

的南京，有著遼太祖滅渤海國後，將渤海居民遷著於此的記載。其中說到，渤

海國在被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率眾攻破之前，曾以唐禮為儀，建立渤海國的內政

與社會秩序，並以儒家思想為渤海國民基礎的道德規範。 

  現今存於吉林省德渤海塔，與黑龍江寧安渤海鎮南大廟中的渤海石燈幢，

皆為證明渤海國流行佛教的遺跡。而根據《舊唐書》與《新唐書》之中對契丹

民族無禮頑囂、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的記載，相較之下，渤海國可謂較有

文化素質的國家。因此被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以武力征服後，對遼朝而言，發展

文化水準和宗教，同時興建儒道釋三家物質文化的建設，便成了有效治理就渤

海國土人民與收服民心的政策之一。故推論，佛教文化作為契丹民族與渤海國

民族的共同語言，遼朝王國莫不以文化作為民心的拉力，並以佛教文物的發

展，為遼代工藝水準傳頌，此為佛教發展與文物情懷得安定遼代社會的延伸例

證之三。 

 



92 

 

第二節 遼代佛像文化對中國佛教歷史的影響 

  遼代王朝將佛教文物作為外交禮物，加上佛教在遼代的特殊地位，故為當

時東亞各國的佛教文化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北遼南宋二國，因民情的不

同，進而形塑的不同造像風氣，也多元了東亞佛教藝術的風格面貌。 

  據史載，遼朝歷代帝王皆信奉佛教，並有著數次以佛教文物作為賞賜使節

禮物的記載，而將佛教文物，餽贈給前來覲見的他國使臣，也間接代表了佛教

在遼代的興盛，以及於遼朝崇高的地位。如據《遼史》載：「是日，那沙乞賜佛

像、儒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

一部。」86上述引文說明的是遼聖宗時期，他國向遼朝請賜佛像與儒書，從此一

記載來看，連外國都能向遼朝請賜佛教文物，遼朝佛教的興盛可見一般。又

《遼史》載：「庚寅，賜高麗佛經一藏。」87上述引文又來自於記載遼道宗時

期，遼朝賜高麗國佛經一藏的歷史，而此賜與高麗契丹大藏經，目前也為韓國

高麗大藏經的底本。又朝貢文物為最能向他國表現自身國族文化與國勢的方

式，故遼朝賜他國以佛教文物作為朝貢品，不僅說明瞭佛教文物為能代表遼朝

社會的作品，也是能彰顯遼朝國力的物質文化。 

  是以，在遼代王朝以佛教文物作為外交禮物的例證為背景，遼代佛教文化

對東亞佛教歷史發展的影響，見微知著，在當時盛行佛教的遼代社會中，除了

有漢民族在前朝已受佛教文化的薰陶感染，遼朝王國統治疆域內的其他國族，

也有先行崇奉佛教的歷史。據史料記載，遼代朝廷將國土分為五京，遼上京為

皇都，契丹帝王居住於上京北城，而漢族與其他民族居住於南城（又稱漢城），

上京採契丹帝王、貴族與漢人分居的城邦形制，在上京的漢城南邊也紮有回鶻

營，供回鶻商販駐紮停留，而回鶻一帶在當時也為佛教興盛的地域，據《遼

                                                

86 元˙脫脫：《遼史》，頁 20。 
87 同註 8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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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 

八月丙戌……沙州敦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以對衣、銀

器等物賜之。……甲申，回鶻進梵僧名醫。88 

  從史料記載觀之，回鶻曾向遼代王朝進獻梵僧名醫，此一史實不僅呈現了

遼代佛教興盛的景況，進而促使他國以佛教作為外交手段進貢。又透過《遼

史》中記載，當時與遼代王朝互動的外國邦交，也多有信佛的王國環境，據

《遼史˙卷十二》載：「甲寅，回鶻、於闐、師子等國來貢。」89上述回鶻、於

闐和師子國，在《大唐西域記》中都被記載為當時奉行佛教的王國環境。而遼

代五京中的中京，為上京的陪都，中有建設大同譯以接待宋使，來賓館和朝天

館接待西夏或新羅的使者。而遼代中京所遺留至現世，許多著名的遼代佛寺和

大塔，皆由遼代皇室所興造。以此推論，當時奉行佛教的遼代王朝，武力著稱

不說，建立外交形象的同時，也運用造像風格，將遼朝王國的國勢鼎盛與豐富

高端的工藝技術，一顯於各代奉佛王朝的使臣面前。故遼代佛教造像的契丹元

素，不單是遼代佛教興盛的象徵，也是遼代社會在面對外國文化時，透過造像

工藝作為外交管道之一，來彰顯王國雄厚精深的物質文化。 

  本節在論析歷史性地位與影響，有有豐富東亞佛教藝術的面貌作結，故以

「北遼南宋的多元造像風格」與「下啟金代佛教造像樣式」二部分說明。 

  本節第一部分為「北遼南宋的多元造像風格」，「前繼唐風，而類宋式」為

一詞形容遼代佛教造像風格的表述。 

  相對於遼代王朝，在東亞大陸南方同時也有由漢人趙匡胤所建立的宋朝，

同樣是在唐末五代亂世，一同承繼了前朝文化歷史脈絡，兩雄各據南北一方。

兩代佛教造像也自有不同的韻味。 

                                                

88 元˙脫脫：《遼史》，頁 18。 
89 同註 87，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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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宋朝，因擔憂唐室藩鎮割據導致王國的悲劇重演，故而風行文人治

國的政策，而北方的遼朝，則以武力軍事強盛著稱，因此兩代王朝的佛教造像

風格，也因王國文化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造像藝術。 

下圖為一尊中台世界博物館木雕館藏，北宋木上彩自在觀音坐像： 

 

圖 29：北宋木上彩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13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45。 

  上圖的自在觀音造像，面容圓潤，五官的連結緊密，頗具漢人特徵。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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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觀音造像左倚於台座，左腳自然垂地，右腳跨座於台座上，右手垂放於右

膝，展現出自在安然的氣質，呼應著宋朝興盛的理學文人風骨。 

  而造像整體身型相對纖細，雙肩不比唐式風韻寬厚，頂戴著雕刻細膩的頭

冠，中有一尊小畫佛，胸前簡單掛飾一環如意瓔珞。衣袍自右側開襟，右肩僅

有一片衣角貼服於髮辮下，上身衣著露出內裳，將宋朝士人的理學清雅氣質，

惟妙惟肖於造像的人物形象刻畫。處處呼應著宋代文人治國的王朝風氣。下圖

為另一尊宋朝木上漆，自在觀音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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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宋朝木上漆自在觀音坐像，木上漆，高 96.7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39。 

此尊自在觀音造像，菩薩左椅在台座上，右手順勢倚靠膝上，左手輕靠台

座，五指修長，身著通身長袍，衣袍自然下垂於坐緣，菩薩頭頂毗盧式頭冠，

並擁有高髮髻，胸前佩掛瓔珞，整體造型洗鍊簡約，自在內斂，將宋代崇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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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人的清雅風格，具象化於菩薩的造像中。 

對比宋朝的自在觀音坐像與遼朝的自在觀音坐像，二者的造型風格有明顯

的不同，一樣具有人物寫實的特質，但宋朝的自在觀音坐像呈現的是有如北宋

文人的風雅氣質，遼朝的自在觀音坐像卻呈現遼室武力雄渾、王國氣勢恢宏的

造像風格。 

  佛教造像的風格在宋遼時期，表現出二代王朝不同的風土民情，以及一文

一武的王國文化。而遼朝所展現的造像意義深遠，物質上顯現契丹民族的人物

風情，意義上，是顯赫國力的背景展示。除了承先啟後的歷史定位，更是差異

懸殊的文化融合所成。 

  撰文至此，我們已知遼代將王國形象和民族風情，藉由佛教造像風格的展

現，其王國磅礡大氣的國勢。而從佛像的雕刻設計中，也瞭解到遼朝契丹文化

和漢文化的共融，同時體會遼朝佛教文化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性。因此，遼朝的

佛教造像，在整體東亞世界的發展脈絡中，有著承繼盛唐以後的文化薈萃，並

注入遼朝民族對王國的自信與契丹文化，和草原民族的磅礡氣宇，發展出與宋

朝截然不同的佛教造像人物形象，表現出當時東亞大陸南北兩國各具特色的風

情。 

  細究了遼、宋的佛教造像風格，同為佛像，各代別具風情。宋朝在人物形

象刻畫中，彰顯了文人雅士的逸致。而遼代透過肅穆威雅的造像，散發出草原

民族的雄渾氣魄，和遼朝國勢以武力稱著的國家形象。在遼朝與宋朝不同的佛

教造像風格中，也傳遞出當時東亞大陸上，北遼南宋各以文武治國的王朝文

化，豐富了東亞佛教藝術的多元面貌。 

  第二部分為「後啟金代造像樣式」，同於遼朝，在後世一樣於東亞大陸北方

崛起的金代王朝，由女真人完顏阿骨打領導金族，聯合宋朝攻滅遼朝王國，並

取得遼朝土地。據史料記載，作為皆以少數民族來領導漢族與其他民族的王國

背景，金朝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不外乎也以文化為政策來治理人民。並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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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朝的北面官和南面官制度，來治理境內的女真族與漢族，而佛教在金朝的發

展，也相對興盛。 

  金朝的佛教文化，在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的因素下，自然順接了遼朝所留

下的佛教文化。不同的是，在佛像的風格上，比起遼朝的造像，金朝越發雄壯

威武，彷若宣示般，金朝又以更強盛的武力，攻破遼朝王國盛世的氣宇軒昂。

下圖為一尊金代木上彩觀音菩薩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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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金代木上彩觀音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12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頁 67。 

該造像菩薩五官深邃，面容方圓且臉頰豐腴，鼻下有鬚，頂戴裝飾巧麗的

羽冠，髮髻高束，頸後髮辮垂落於雙肩，肩上的披帛，造型生動且色彩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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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墜於身側和雙臂。整體造像身型雄壯威武，上身較長，胸膛與腰腹比起遼朝

造像更加雄厚，在形象刻畫上更具有人物寫實，造像元素中的設計也更加巧

麗，展現出金朝的王國風格和建國歷史背景。在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中，將金

朝風格喻有「承於遼宋，發其深微」的歷史地位。由於金朝王國是由女真族聯

合宋朝攻滅遼朝所建，故金朝造像與遼朝造像彼此的風格關聯，除了王國之間

的歷史背景因素以外，也可能與原有遼朝在盛世時，便以武力強盛和興盛的佛

教文化著稱所致。 

在史料記載中，遼朝王國常以佛教文物作為外交禮物，透過佛教造像風

格，向他國展現其雄勢風範。而在遼朝盛世時尚未壯大的女真族，也多次朝貢

遼朝，一來一往之間，造就後世金朝「承於遼宋，發其深微」的藝術風格，也

順應承接了當時遼朝鼎盛國立下，所呈現的佛教造像文化。 

  當遼代將磅礡大氣的王國形象和民族風情，結合於佛教造像的風格，為本

身並非信奉佛教的女真族，開拓了文化新視野。有了遼朝社會所提供的文化磐

石，佛教造像在金朝的風格流變，則更顯巧麗精緻。而金朝造像中更顯壯碩的

風格形式，也彷若意欲彰顯金朝征服遼朝的王國野心與民族認同。 

  佛教藝術的東亞的發展，在歷代王朝更迭中，孕育出不同光彩的風格流

變。是以，遼朝將王國形象與佛教造像融合，象徵了佛教藝術在東亞的發展，

將更加鮮明地締造屬於東亞社會文化的氣息。 

  遼代王朝將王國歷史、朝廷政治、社會文化與民族認同，共同融合萃匯於

佛教造像的藝術雕繪中，展現了佛教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同時因為遼朝在

當世的王國霸權形象，作為遼朝社會文化一環，並擁有崇高地位的佛教，也透

過遼代王朝，間接地影響了東亞社會。是以，將佛教造像的流變作為主題，佛

教發展對東亞而言，則不僅僅是在宗教層面的影響，更有發展工藝、語言文

學、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或王國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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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中，分析遼代佛教文物的藝術風格，並比照歷史文

獻的記載，本文在前述章節詳細梳理了遼代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承繼，與其文

化意義。而針對遼朝佛教造像風格的藝術脈絡，誠如中台世界博物館所出版的

〈華夏木雕與館藏佛教木雕造相簡說〉一文中提及： 

與宋室幾乎並存的遼金二代，前承五代，後繼元朝……遼金造像延續了

唐式造像中富美的特性，並加諸北方民族性中馳放的元素。……遼佛除

了在面容的表現上略帶邊塞形象之外，佛菩薩的衣式、冠式、瓔珞、姿

態皆與宋者有所別異90 

由是可知，遼代佛教造像風格因著其朝代建立的歷史脈絡，也與前朝和當代有

互相影響的關係，同時也依憑其國都風格與意識，發展出屬於遼代佛教造像的

特殊樣式。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得遼朝建立於唐末五代之間，是由契丹人所

建立，故遼朝建國後的佛教造像風格，也因應其國家的歷史脈絡，有著唐朝遺

韻的風采。例如在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的遼代佛教造像中，可以看見普遍遼朝

佛像都具有身形飽滿、雙肩寬厚的特質，此與唐朝佛像有體態上的相似，同時

在遼朝的造像中，飛揚的衣袖與胡人高挺的鼻樑，又展現了遼朝馬上民族的風

姿。 

 遼朝的佛教造像不僅有著唐世遺韻和自我民族風格外，因為遼朝與宋朝的

關係，二者在當時的中國都各自具有影響力和統治權，故宋遼的造像風格也經

常被相互比較。在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館藏中，可以發現部分遼代的佛教造像雖

                                                

90 釋見排：〈華夏木雕與館藏佛教木雕造相簡說〉《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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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漢袍，細微姿態符合當時漢式審美觀，如：下身衣裙緊貼身形、手指纖長

等，但又能從造像中的衣紋上發現屬於遼代特殊的「曲蛇紋」，此一造像特色彷

若呼應的當時的遼朝與宋朝，敵對又互相影響的朝代氛圍。在文獻中記載，在

遼朝的朝廷中，有北面官與南面官，北面官負責統理契丹貴族，南面官負責治

理漢民族事務，帝王上朝需著漢式冠服，這些紀錄都顯示了遼朝對漢文化的認

同與運用，在遼代佛教造像的樣式中，漢式的衣著與漢式審美細微姿態，同屬

於遼朝特有的「曲蛇紋」並存著，更形似展現了當時遼朝社會對自我國家的認

同，以及對漢文化的欣賞與仿效。 

此外，在遼代佛教造像的風格樣式中，也展現了遼朝佛教對於遼代社會的

重要性，在《遼史》中有記載：「太宗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

山，尊為家神。」91本為佛教中慈悲濟世、普渡眾生的觀世音菩薩，成為契丹民

族的家神，從普渡天下到契丹家神，以觀音菩薩的精神作為契丹家族的形象，

此處可看出遼朝政治企圖運用佛教菩薩和教義的來治國的意圖，這不僅顯現了

當時佛教在中國的重要與普遍性，同時也象徵了遼朝運用佛教形象治國的手

段。是以，在遼朝的佛教造像中，其風格與藝術風貌，筆者不僅受到國家歷史

脈絡以及當時社會審美觀的影響，同時也受遼朝政治對佛教的態度所影響，例

如在文獻中記載，因為帝王對佛教的崇信，影響遼代貴族皆奉佛的歷史，也反

映佛教造像的風格中，例如在山西大同寺觀音菩薩造像頂戴的貴族冠帽，便是

反映著遼朝契丹貴族奉佛的社會風景。 

在〈中國古代佛像之美〉一篇中云： 

當一尊像被拉到一千年前、一千五百年前，進到更深入的歷史時空和社

會氛圍之時，如何從這千年佛像與前年前的文化世界，找到一個與當代

共通、互通的對話角度，可以從歷史、文學、物理、工程……甚至從力

                                                

91 元˙脫脫：《遼史》，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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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發，人人都可以運用各自領域去研究它，找出一條與他共通、對話

的道路。92 

是以，筆者在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研究中，運用歷史文獻的探討，去發掘造像

藝術風格中的文化意義。在中台世界博物館數尊遼代館藏造像中，所發現的

「曲蛇紋」符號，間接佐證文獻中對遼代社會佛教相當興盛的記載。於《遼

史》中，不僅數次提到佛教在遼代社會佛教興盛的景況，如遼聖宗時期的《遼

史》載文：「詔禁私度僧尼」93、「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94等，都顯示了民間因

高度崇佛，使得朝廷必須幹預僧尼過多的現象，然而，即便皇室下詔禁止濫度

僧尼，卻未必反對佛教的發展，例如遼聖宗雖禁止僧尼濫度，卻在其統治期間

多次飯僧，據《遼史》載：「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95、「戊戌，以景宗石像成，

幸延壽寺飯僧」96，這些文獻都顯示了遼代社會佛教的興盛，導致僧尼濫度，以

及帝王雖下詔禁止濫度僧尼的現象，卻又飯僧信佛的社會景況。是以，在現今

遼代的造像中，不約而同地出現「曲蛇紋」的現象，更顯示了匠人當時在遼代

社會，因佛教的興盛與普遍，故而在造像中表現屬於遼代的特殊紋線。因此，

曲蛇紋路的背後意義，不僅蘊藏著佛教在遼代社會的普遍與興盛，也反映著帝

王對佛教的扶持，以及民間對佛教的尊信，更同時在佛教造像的衣飾紋路中體

現了遼代社會對國家王朝文化的認同。 

除此之外，在遼代菩薩造像的藝術風格中，其菩薩像上英武飛揚的衣袖，與

身著鎧甲的菩薩造像，也為遼代所獨有。遼朝契丹民族生活在當時中國北方草原，

對草原民族而言，馬上生活不僅普遍自然，在遼朝的建國歷史中，契丹民族更是

                                                

92 林保堯：〈中國古代佛像之美〉《華藏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07 年），頁

18。 
93 元˙脫脫：《遼史》，頁 17。 
94 同註 92，頁 17-18。 
95 同註 92，頁 17-18。 
96 同註 92，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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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禦馬有術，以及縝密的軍隊編制，攻佔中國北方大片江山，統治契丹民族與

漢民族，並與南方宋朝政權抗衡。97又如現今存放在故宮博物院的〈射騎圖〉，為

遼太宗時期的人皇王耶律倍所繪製，人皇王為遼太祖長子，本應繼承皇位，後因

蕭太后對遼太宗耶律德光的扶持，故失去皇位之繼承，98人皇王前至後唐國都，

享有太子禮遇，據史料載：「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眾官陪列上壽。」99 

在人皇王所繪製的〈射騎圖〉中，主要為馬匹與一名契丹貴族的人物，充分表現

了契丹皇族子弟對射騎的熱愛，又由於人皇王的個人遭遇，故其畫作與形象都間

接代表著契丹貴族文化，以及當世漢族對遼朝契丹的印象。 

 

圖 32：〈射騎圖〉，寬 27.1 公分，長 49.5 公分，臺北故宮文物院館藏，資料來

源：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1/0e/0e.html，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2 月 25 日。 

故從文獻與現今遼代文物可知，遼朝王國是一隻善於禦馬的民族，帝王對

射獵的興趣更是豐厚，史料載：「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

                                                

97 元˙脫脫：《遼史》，頁 399。 
98 同註 96，頁 101。 
99 同註 9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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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100
而這樣的王國文化也充分表現在遼代的佛教造像文物中，從中台世界博

物館數尊遼代菩薩像館藏樣式中，可發現其菩薩像幾乎都有飛揚的衣袖，生動

的刻劃了遼朝馬上民族的驍勇風姿。遼代佛教造像中飛揚的衣袖，不僅反映了

遼朝民族馬上生活的文化，同時也表現了佛教對遼代社會的影響之深廣，透過

造像中的菩薩形象，結合契丹馬上民族飛揚的衣袖與保家衛國的鎧甲樣式，將

此藝術風格連結起文獻中對佛教在遼代非凡興盛的記載，可推論在造像中處處

展現的遼朝契丹元素，都能解釋為體現了遼代社會對佛教的認同，以及佛教在

遼代的普世發展，更使得社會將佛教作為自身文化的肯定與期待。 

筆者在遼代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研究中，除將樣式元素結合文獻，分析其

體現的文化意義之外，同時也在造像樣式與文獻探討的過程中，歸納出佛教發

展對遼代社會的影響。舉例如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之補坦伽羅山式自在觀音坐

像，便是唐代佛教譯經事業的成功所影響。據史料紀載，遼代社會同時存在著

契丹語言與漢語言，而契丹文字為契丹人為紀錄契丹語而仿效漢字所創造的語

言，又遼朝人民學習漢文字的來源，
101
除了古典詩詞，另有佛經閱讀一途。由

遼代僧人行均所編作的《龍龕手鏡》102便是體現遼朝佛教徒透過閱讀佛經，精

進漢字理解能力的證據，由是可知，因為遼代朝廷與社會，從上到下普遍對佛

教的崇信，以及遼代社會對漢文化的欣賞與文字的學習，故佛經的閱讀也必然

提升遼代社會對漢字的識讀能力。而遼代造像中出現依據唐代漢譯經典所雕刻

的菩薩形象，不僅顯示出佛經在遼朝社會的流通性，也體現了遼代社會因崇信

佛教，與習漢字的社會文化，形成了佛經在遼代社會普遍得以識讀的可能。又

該尊造像所表現的生動姿態與自在的態勢，將經典中所描述的補坦伽羅山中的

觀世音菩薩刻繪的栩栩如生，是以，該造像的藝術風格，也相對體現了遼代社

                                                

100
 清˙徐松輯錄：《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頁 52。 

101
 元˙脫脫：《遼史》，頁 123-124。 

102
 遼˙釋行均撰：《高麗本龍龕手鏡：釋行均字廣濟集》（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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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文字藝術的認知，以及將文學表現於工藝上的水準，此一現象更可以解釋

為因佛教的發展，所帶動的佛像雕刻事業，不僅為遼代保存了其工藝技術的發

展史，同時也可能在當時為遼代間接發展工藝的其中一門重要事業。 

然而，因興盛的佛教所帶動的雕刻佛像事業，對遼代社會的影響，又不僅

體現在工藝發展中，「佛妝」一詞在遼代社會的出現，更為遼代信仰佛教的影

響。「佛妝」為遼代婦女在冬天以藥草塗抹至臉上，以防止皮膚凍傷的習俗，其

風俗在遼朝已行之有年，然而遼代婦女將此習俗更為「佛妝」的淵源，顯然是

來自於遼代興盛的佛教所致。因其佛像形象的金光，故導致民間婦女將冬日面

上塗抹藥草的深黃妝容，形容為「佛妝」，此一現象不僅代表了佛教在遼朝的興

盛，以及佛像形象在遼代社會的普遍認知，更體現了社會民間對佛教的認同。 

 佛教對遼代社會的影響，不僅有帝王對佛教的高度崇信，以及在政治上運

用觀音菩薩的精神來形容契丹貴族文化，又據文獻紀載，契丹貴族在統治遼代

社會時，更時刻以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來撫慰當時因戰亂而不安定的民心。

103
在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尊以僧服制的遼代佛像，此造像的藝術風

格，也為體現了遼代社會運用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以及僧人自利利他的形

象，來安定社會的景況。 

 在中台世界博物館中所遼代館藏，其藝術風格不僅體現了遼代社會的風

景，也紀載了遼代造像工藝的發展史，透過遼代文獻紀載的連結與比較，可知

遼代佛教的發展，深深的與遼朝社會文化相互影響，佛教不僅對於遼代社會身

處於亂世之景況，有安定民心之效，朝廷也同時運用的菩薩的精神，來形塑皇

室的形象。而由於漢文化與佛教文化在當時遼朝的流行於社會認同，故二者之

間相輔相成的影響的遼代社會的文學與文字理解，並將其反應的遼代佛教造像

中，同時，由於佛像的產生在佛教的歷史中並非佛陀所制定的規約，是為後世

                                                

103
 元˙脫脫：《遼史》，頁 16、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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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為增強對修行的信心，故而打造佛像以日夜提醒自我精進用功之形象，

故佛像的雕刻除了來自佛教徒的憑空想念，更多來自於對佛經的理解。故透過

研究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更能間接認知到該民族對於文字的想像與文藝發展

史。在現存的遼代佛教文物中，仍有許多值得研究之處，如經幢、塔寺等，其

文化意義與藝術風格更為豐富，本文以中台世界博物館所藏之遼代造像為例，

並結合歷史文獻的對比，將藝術風格的分析與文化意義連結，透過造像的形

樣，展示了遼代社會的風景。而筆者在研究佛教造像藝術風格的過程中，也因

由中台世界博物館的創立，得到了莫大的幫助。由於該博物館創辦人惟覺老和

尚的用心，以及海內外各地佛教徒的捐贈，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得以有來自

中國、東南亞、日本、韓國、印度等歷代豐富的佛教造像文物，在創立之後，

館方也透過各界學術的研討，傾盡館內資源將館藏文物的歷史背景資訊臻於完

善，將佛教歷史透過文物呈現於世，在館方的努力之下，使筆者得以透過該博

物館豐富的館藏，進行歷代佛教造像風格的對比，豐富筆者對佛像藝術文化研

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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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 1：東漢末年佛造像，江蘇省孔望山摩崖遺跡，資料來源：

http://js.ifeng.com/travel/impression/view/detail_2015_01/04/3373231_0.shtml

，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圖 2：西晉末年佛教造像，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藏，資料來源：

http://an-artistic-stage-of-stone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11.html，最

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圖 3：唐朝觀世音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15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24。 

圖 4：唐朝石刻佛陀坐像，砂岩，高 79.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萬法歸宗》，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3

年，頁 110。 

圖 5：遼代木上彩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9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

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

社，2016 年，頁 61。 

圖 6：遼代銅鎏金五髻文殊造像，銅鎏金，高 20.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93。 

圖 7：遼代銅鎏金五髻文殊造像，銅鎏金，高 20.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93。 

圖 8：遼代文殊菩薩造像，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40.htm，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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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圖 9：遼代銅漆金觀音菩薩立像，青銅漆金，高 4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96。 

圖 10：遼代青銅立佛像，青銅，高 2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90。 

圖 11：遼代菩薩造像，山西大同華嚴寺佛像，圖片為筆者拍攝 

圖 12：遼代菩薩造像，山西大同華嚴寺佛像，圖片為筆者拍攝 

圖 13：遼代木刻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0。 

圖 14：遼代木雕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8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4。 

圖 15：遼代銅鎏金菩薩立像，銅鎏金，高 15.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98。 

圖 16：遼代銅鎏金佛坐像，銅鎏金，高 11.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84。 

圖 17：遼代銅鎏金佛坐像，銅鎏金，高 11.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金剛實相》，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85。 

圖 18：遼代木上彩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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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0。 

圖 19：遼代木上彩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6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

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6。 

圖 20：遼代文殊菩薩造像，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40.htm，最後檢閱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圖 21：遼代木雕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89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4。 

圖 22：遼代木雕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11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50。 

圖 23：遼代石刻菩薩造像，砂岩，高 140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寶相莊嚴》，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250。 

圖 24：遼代補坦伽羅山式觀世音菩薩坐像，木，高 92.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

館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

出版社，2016 年，頁 65。 

圖 25：遼代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75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

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

2016 年，頁 48。 

圖 26：遼代補坦伽羅山風景觀世音菩薩坐像，木上彩，高 82 公分，中台世界

博物館館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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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61。 

圖 27：遼代青銅佛坐像，青銅，高 41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89。 

圖 28：遼代菩薩立像，木上彩，高 51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資料來

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頁 63。 

圖 29：北宋木上彩自在觀音坐像，木上彩，高 133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45。 

圖 30：宋朝木上漆自在觀音坐像，木上漆，高 96.7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39。 

圖 31：金代木上彩觀音菩薩造像，木上彩，高 126 公分，中台世界博物館館

藏，資料來源：中台世界博物館編：《木華流芳》，埔里：文心文化事業出

版社，2016 年，頁 67。 

圖 32：〈射騎圖〉，寬 27.1 公分，長 49.5 公分，臺北故宮文物院館藏，資料來

源：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1/0e/0e.html，最後檢閱時間：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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