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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存於日本及世界上約 30 多件《酒飯論繪巻》作品，目前被大致分為狩野派系與
傳土佐光元派系兩個系統。狩野派系《酒飯論繪巻》的原本推定應由狩野元信（1476/771559）製作。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是狩野派系紙本著色繪巻中的最古本，甚至有研
究推論也許就是狩野元信繪製的原本，年代大概離 1520 年代不遠。繪巻詞書描述三位
主人公某日聚在一起辯論酒與飯誰優誰劣，有二人為各自喜愛的酒或飯發表意見擁護，
而以第三人主張酒與飯皆喜愛，凡事適中為結。三位主人公都在詞書中明確表示自己的
佛教宗派信仰，但繪巻中的寺院稚兒及巻末授乳圖像似乎涉及佛教的破戒議題。
本文旨在以比較藝術學、圖像學、文獻閱讀等方式探討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寺
院稚兒及授乳圖像的表現，其究竟給當時的觀者什麼樣的印象，並透露出什麼樣的信息，
從而試著與繪師狩野元信的生平連結。其成果推測繪師應偏向以正面意義描寫這兩個圖
像，並且很可能反而有緩解破戒爭議的功用。
關鍵詞：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
、寺院稚兒、授乳婦女、狩野元信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30 copies of the Shuhanron emaki（酒飯論絵巻 the
illustrated scroll of the wine and rice debate） in the world, which are now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lineages—the Kano(狩野) and the Tosa(土佐) schools.
The original of the Kano school version is currently attributed to Kano
Motonobu（狩野元信 1476/77–1559）. One copy owned by Bunkacho（文化庁 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is thought to be the oldest one of the Kano
school’s colored Shuhanron scrolls, probably created not far from the 1520s;
it is even thought as perhaps the original painted by Motonobu. The content
of the scroll’s text is about three man gathered together one day having a
debate over wine and rice. Each of two men defended their own preferred diet,
and the text ends with the third man, who likes both wine and rice, eulogizing
over partaking of them in moderation. They all mentioned their Buddhist sects
in the text, but the images of monastery’s chigo（稚児） and nursing woman
in this scroll seem to have something concerned with the violation of Buddhist
precepts.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comparative images analysis, iconology as well
as literature review to observe what kind of impression those images might
leave upon the viewers, what kinds of messages they might reveal at that
time, and then tries to discuss with the career of Kano Motonobu. The study
result assumes that the artist might represent monastery’s chigo and nursing
woman in a positive way, and it is probably by doing so abated rather than
strengthened the precepts-violating controversy.
Key words：Bunkacho’s edition of the Shuhanron Emaki, monastery’s chigo,
nursing woman, Kano Moton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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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截至 2015 年出版的《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一書統計，日本及世界上現存約
有 30 餘個主題為酒飯論的作品，1並可大致分為二個系統：傳土佐光元（1530-1569）筆
系統及狩野派系統。2目前日本美術史學界多充分地想定狩野派系統的《酒飯論繪巻》
，
其原本應是狩野元信（1476/77-1559）3所作。4
現由日本文化廳收藏的紙本著色《酒飯論繪巻》，以下略稱為文化廳本，被認為是
現存狩野派系統著色繪巻中最古本，製作年代約在 16 世紀前半，距 1520 年代應不遠，
5

甚至有可能就是狩野元信製作的原本。

繪巻是將社寺緣起、高僧傳記、口傳故事、創作故事等繪成繪畫，鑑賞其變化畫面
的巻軸作品。6通常，在繪巻物中的說明文，稱為詞書，與繪畫互相交錯補充。7文化廳本
為紙本著色繪巻，高 30.7 公分，全長 1416 公分。8可粗略分為四段，每一段皆是詞書先
出現，再來是繪畫畫面。

1

詳細統計清單、分類及作品資訊可見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
『酒飯論絵巻』伝本リス
ト〉
，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
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頁 18-21。
2
二系統在圖樣、表現及尺寸等有些差異。例如狩野派系統《酒飯論繪巻》尺寸大多為一般繪
巻的尺寸，土佐光元系統的《酒飯論繪巻》尺寸較小，屬於「小絵」的尺寸。詳細差異可見並
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考 : 原本の確定とその位置付け〉，《美学》45（1994）
：64-74。
3
關於狩野元信的出生年，目前有 1476 年及 1477 年兩種說法。1477 年出生之說，可參閱山本
英男，〈狩野派—画壇制霸への道—〉，
《室町時代の狩野派—画壇制霸への道》
（京都：京都國
立博物館，1996 年），頁 248 註釋 6。
4
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大致想定為狩野元信所作，此點引用土谷真紀在 2015 年統合相關研究
及自己論點後，對日本學界意見的概述。詳見土谷真紀，〈『酒飯論繪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檢
討〉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07-208。
5
認為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即是狩野元信所作原本的學者，主要有並木誠士，可參閱其
文：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考 : 原本の確定とその位置付け〉，
《美學》45-1(1994.06)：6474。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再考〉
，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
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
川書店，2015 年）
，頁 184-189、及其著作《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絵巻」の時代か
ら「風俗画」の時代へ》
（京都：昭和堂，2017 年 8 月）。持保守意見，認為斷定文化廳本是原
本還需慎重的有土谷真紀，詳見土谷真紀，
〈『酒飯論繪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檢討〉，頁 199216、
〈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廳本を中心に〉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
合編，《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
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30-54。及其博士論文《初期狩野派絵巻の総
合的研究》
（東京：学習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哲学専攻博士論文，2012）
。
6
繪巻定義參考《デジタル大辞泉》
，「絵巻」條。
7
《大辞林第三版》
，「詞書」條：詞書是，繪巻作品中，在繪畫之前或之後的說明文。
8
繪巻詳細資料參照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
〈『酒飯論絵巻』伝本リスト〉，頁 18-21。

1

9

文化廳本詞書內容主要是信仰佛教不同宗派──念佛宗、法華宗、天台宗 ──的三
位主人公：身為朝廷公家喜愛酒的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喜歡飯的僧侶飯室律師好飯、
本身為武家的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某日齊聚一處辯論酒與飯誰優誰劣，而以酒和飯
都喜愛的中原仲成主張凡事適中最好，尊崇中道的主張作結，相應繪畫畫面可參考(圖
1- 1)。詞書內容涉及爭論，但繪畫畫面主要以三人各自不同的飲食場景來呈現。

圖 1- 1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三位主人公聚會之景，人物由左至右依次為
飯室律師好飯、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0

2014 年某一天看到勉誠出版的論文集《『酒飯論絵巻』の世界》 ，被封面及內頁所
揭載的彩色繪畫吸引。畫面中僧侶皺眉品味湯頭，隨處可見的自然食材、料理，以及眾
人專心製作飲食並開心享用等情景，這種日常的活力與歡樂十分具有感染力，但不知道
在敘述著怎樣的故事。閱讀過一些相關論文之後，有兩件事不禁讓人覺得是否並不像表
面那樣，只是單純表現眾人飲食畫面而已。
第一件事是寺院中的稚兒。據相關論文中的註釋說明，稚兒是：被給予住宿、膳食

9

除了「念佛宗」確切出現於長持主張末尾自敘，好飯及中原仲成的信仰判斷較為間接，根據
可參閱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
〈テクストとしての『酒飯論』--そのエクリチュ—ルをめ
ぐって—〉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
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75-80。
10
此書為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号『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
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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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的男性青少年，作為交換他們需向高階僧侶或精英朝臣提供陪伴和性服務。 雖
然不是每個稚兒都是如此，但佛教僧侶在性方面一般應該是受到戒律規範的，而畫面中
稚兒與僧侶距離相近，難道不會有些暗示僧侶近男色的可能嗎？如果真是如此，表面歡
樂的繪巻是否在嘲諷他們的破戒？
另一方面，這個繪巻最後一段出現了殺魚宰禽的殺生食肉情景，但是詞書中，三位
主人公都敘述了各自的佛教信仰，並唱誦佛號，佛教基本上是不倡導殺生的，所以不禁
讓人覺得十分衝突。並且巻末處理禽腹的男子近處是正在授乳的婦女及幼童，讓尚在哺
乳期的年幼孩子如此接近殺生場景及血污，不知用意為何？
此篇論文將觀察狩野派系統著色繪巻中，目前被認為的最古本──日本文化廳所藏
《酒飯論繪巻》
（16 世紀中期前）
，以圖像比對及了解相關歷史背景研究的方式，結合狩
野元信生平，探討寺院稚兒及授乳圖像在作品中的表現，以及可能涵意。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文中將使用比較藝術學、圖像學及文獻閱讀三種方式，試著解讀文化廳本寺院稚
兒、授乳婦女這兩個圖像。
圖像學及文獻閱讀方面，將廣泛閱讀並使用學者們先前對寺院稚兒、授乳婦女的
相關研究及歷史文獻了解日本古代、中世對寺院稚兒及授乳婦女的觀念及看法，進而
找尋文化廳本此二圖像的形象可能傳達給當時的觀者什麼樣的印象。
比較藝術學方面，將比對藝術品進行圖像比對，由於時間及研究資料取得的限制，
故主要搜尋並觀察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的《日本絵巻大成》
、
《続日本絵巻大成》
、
《続々
12

日本絵巻大成》 三部套書內，繪巻作品裡的相關圖像，配合套書中的繪畫畫面解釋，再
與文化廳本的寺院稚兒與授乳圖像比較，有什麼相同或相異之處，並試著結合文獻及研
究解釋這樣的異同原因。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1

原文為：Adolescent males who were given room, board, and education in exchange
for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sexual services, which they were obliged to provide to
high-ranking clerics or elite courtiers. 筆者初見此定義於 WATANABE Takeshi, “Wine,
Rice, or Both? Overwriting Sectarian Strife in the Tendai Shuhanron Debate”, in: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36-2(2009):272.一文中的注釋 22，其引自
ATKINS, Paul, “Chigo in the medieval Japanese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3(2008.08): 947.
12
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
、《続日本絵巻大成》
、《続々日本絵巻大成》（東京都：中央公
論社，1977 年 2 月－1979 年 5 月、1981 年 5 月-1985 年 7 月、中央公論社 1993 年-）
。

3

研究限制方面，繪巻中寺院稚兒與女性的打扮有時十分相似，這點已有學者撰文討
論；13而且三部套書內的寺院稚兒數量眾多，故圖像將不會是全面收錄，而是觀察並選
擇和研究對象較相關並確知為寺院稚兒的圖像，分類後整理出大略傾向，並在文中取數
個較具代表性的來協助說明解釋。
另外受限於有限的日語能力，雖已努力理解日語文獻、詞典等日語資料，也許不
免仍會有誤解或翻譯不佳的地方；以及時間及地域上的限制，取得日本的歷史文獻及
相關研究有所困難，恐有不周之處，將盡力為之。
第四節

名詞釋義

由於詞書中並沒有提及任何有關寺院稚兒的事，也就沒有像繪巻三位主人公那樣被
給予身份、名字等，故此節將在第一部分，稍微簡介並界定此篇論文的研究對象之一，
寺院稚兒，給予相應指稱以利行文順暢。第二部分，如前述，現在日本及世界上現存有
30 餘個《酒飯論繪巻》作品，本文在討論中也會提到其中的某一些作品，故在此先提前
說明，在文中如何稱呼某一特定寫本。
另外，此論文廣用線上百科詞典《コトバンク》14，在註釋中標為『《辭典名》
，
「詞
條」
：詞條解釋內容。』形式的註釋，內容皆來自《コトバンク》所收錄的辭典內容，且
所引詞條解釋内容並非全引，或僅以大意解釋或註釋。
第一部分 稚兒簡介
「稚兒」（ちご）
，其語源來自「乳子」（ちご），本指嬰兒。但稍微長大的兒童也
15

可稱為稚兒。 《デジタル大辞泉》則大致定義稚兒有以下涵意：
１ 乳兒。嬰兒。
２ 幼子。幼兒。
３ 在祭禮或寺院法樂等行列中，盛裝結隊行進的兒童。
４ 在寺院或公家武家寺院供使喚的少年。也有成為男色對象的。16
由上可知，稚兒一詞至少可指嬰兒、幼兒，或是寺院、公家、武家供使喚的少年
等。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四段皆有出現供使役少年；本文研究對象僅限寺院稚

13

黒田日出男，
〈「女」か「稚児」か〉，
《姿としぐさの中世史 : 絵図と絵巻の風景から》
（東
京：平凡社，1986 年）
，頁 30-45。
14
《コトバンク》線上百科事典網址 https://kotobank.jp/ （查閱於 2018/8/19）
15
稚兒語源參見《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
，「稚児」條：語源は乳子(ちご)だから乳児
をさすが、すこし成長した児童を含めて稚児といった。
16
詳見《デジタル大辞泉》
，
「稚児」條。（查閱於 2018/8/24）

4

兒，因此將以第一段、第三段僧侶好飯家出現的稚兒為主進行討論。

圖 1- 2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人物（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圖 1- 3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人物（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除了第三段升火的僧侶，從面孔、數量、位置、服裝來看，好飯家的人幾乎第一
段與第三段皆重複出現（比對圖 1- 2 及圖 1- 3）
，故好飯家第一段走廊上未剃髮的兩
位稚兒，和第三段的兩位應是同一人，也就是好飯家總共應有兩位稚兒。第三段新出
現，於房內和兩位僧侶一起用膳的稚兒，應該是背對押板的那位主客僧侶所帶來的稚
17

兒，因為他和其它與會人士是一起用膳的，並且側坐在押板前。

由於這三位稚兒並沒有被賦予名字，詞書中也沒有提到任何有關他們的事，為了
行文之便，在這裡依他們進行的動作，各稱為用膳稚兒、第一／三段下棋稚兒、觀棋
稚兒／端菜稚兒。好飯家的稚兒①在第三段沒有進行動作，故仍隨第一段稱為下棋稚
兒，僅以出現段落區分。好飯家的稚兒②雖然在第一段及第三段皆是同一人，但為稱
呼便利，分別稱為觀棋稚兒及端菜稚兒。如（表 1- 1）所示。

17

押板，依《大辞林第三版》
，「押し板・押板」條，是日本中世牆壁所掛書畫之下，以三具足
等裝飾的板或台。被認為是現在床之間的原型之一。第三段新出現的僧侶及稚兒坐在押板前，
所以應為客人的主張及根據，詳見シャルロッテ・フォン・ヴェアシュア，〈十六世紀の宴会儀
礼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
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株式
会社，2015 年）
，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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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章節

第三章第一節

第三章第二節

第三章第三節

客僧帶來稚兒

好飯家稚兒①

好飯家稚兒②

第一段下棋稚兒

觀棋稚兒

第三段下棋稚兒

端菜稚兒

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
第一段

文中指稱
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
第三段

文中指稱

用膳稚兒

表 1- 1 文中對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寺院稚兒的指稱

前行研究大多稱好飯家場景中出現的，這三位未剃髮少年／孩童為稚兒，他們面
部皆上有白粧，頭髮皆長，有的甚至在額上畫有眉黛18，尤其是下棋稚兒，表情及動作
顯得特別優雅，若說他們是女性，似乎也有道理。但是，稚兒雖然有時裝扮會趨於女
性而難以分辨，普通情況下還是有些區別的。在《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有
一段對稚兒的大略介紹：
具有特別意思的是寺院稚兒，是從事雜務的少年（於禪宗則稱為喝食）。起初是
讓公家的子弟入門剃髮，教予佛教教育，但也有一說稚兒帶髮，並沒有成為僧侶的目
19

的。頭髮長長後，在頭後以元結 束起作垂髮（喝食則是在肩膀附近剪齊），在繪巻中
20

21

常描繪為穿水干 或長絹 的樣子。但是，寺院稚兒之所以受到注意，是因為在女人禁
制的僧院內成為男色對象。僧侶們競相選擇美少年作為稚兒成為專屬，並曾上演過與
稚兒有關的爭奪。男色的「若眾」被稱為「お稚兒さん」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文學上
也留有一類像『秋夜長物語』之類的，「（稚）兒物語」文學類別。據說公家或武家於

18

《大辞林第三版》
，「眉墨・黛」條：化粧品之一。畫眉、修整形狀的墨。或是指用墨畫成的
眉。
19
《大辞林第三版》
，「元結」條：束起髮或髻的帶子或繩線。
20
《大辞林第三版》
，「水干」條：不上漿而是用水洗後貼在板上晾乾的布。或是狩衣的一種，
本為下級官吏・地方武士・庶民的平時服裝，後來變成武家的禮服，公家或元服前的少年也會
著用。後來也有用絹或做成的。
21
《大辞林第三版》
，「長絹」條：在最後一邊工序上漿的絹布。用這種絹布作成的狩衣。後來
也有用白紗．生絹等作成，也可作成直垂。本來是下級官吏所穿，在近世則為公家．武家元服
前的男子所用。

6

22

側近安置稚兒就是模仿寺院的稚兒，在武家則成為「小姓」，和男色相關。

由此可知，第一，僧院有女人禁制，8 世紀或以前的〈僧尼令〉也明令禁止在僧房
停婦女、僧不得輒入尼寺。23所以一般情形下，僧院中不太會出現女性並如此靠近僧侶。
第二，稚兒長髮通常在頭後以元結束起，稱為垂髮，文化廳本稚兒們也是在頭後髮根處
紮起的。而中世繪巻中的女性，特別是身份高貴的，雖然主要也是以元結束起的垂髮造
型，但元結綁的位置一般偏下，如第四段仲成用餐場景中的女性所示（圖 1- 4）
。第三，
稚兒通常穿水干或是長絹。以上，除了第三點的服裝於文化廳本不適用，皆可用來說明
好飯家出現的三位稚兒，應不是女性。

小袖
(肩裾)

小袖

小袖

元結偏下

(片身替)

袴

小袖
(肩裾)

小袖
袴

腰巻

圖 1- 4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稚兒及女性束髮比較及小袖（16 世紀中葉前，日
本文化廳藏）

文化廳本的寺院稚兒及女性皆穿小袖（圖 1- 4）
。小袖，顧名思義，袖口狹窄，原
本穿在大袖之下，後來逐漸演變成穿在外面的衣服。小袖男女皆可穿，只是穿著的方式
24

有時不太一樣，譬如男性有時會將小袖穿在直垂 裡，女性會穿著小袖之外，還把小袖
25

當外衣披著，或是綁在腰間裝飾稱為腰巻等，如（圖 1- 4，右）所示。 關於稚兒服裝

22

原文參照《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
「稚児」條：特別な意味をもつのは寺院の稚児
で、雑用に従う少年であった（禅宗では喝食(かっしき)という）
。初めは公家(くげ)の子弟を
入門させ剃髪(ていはつ)して仏教を教育したともいうが、稚児は有髪で僧侶(そうりょ)にな
る目的はなかったという。髪は長く伸ばして首の後ろへんを元結(もとゆい)で結んだ垂髪(す
いはつ)とし（喝食は肩のへんで切りそろえた）
、水干(すいかん)または長絹(ちょうけん)を
着た姿が絵巻物に描かれている。しかし、寺院の稚児が注目されるのは、女人禁制の僧院内
で男色の対象となったことによる。僧たちは競って美少年を稚児に選んで専属とし、稚児を
めぐる争奪を演じることがあった。男色の若衆(わかしゅ)を「お稚児さん」とよぶのはこの
ためで、文学にも『秋の夜(よ)の長物語』などの児(ちご)物語という一分野を残した。公家
や武家が側近に稚児を置いたのは寺院の稚児をまねたものといわれ、武家のものは小姓とな
って男色につながっている。（後略）［原島陽一］
23
〈僧尼令〉第 11 條及第 12 條都有規定僧房不得停婦女，僧不得輒入尼寺。參閱魏道儒主
编，
《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巻．日本佛教》
（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111。
24
直垂從平安時代中期鄉村勞動者的穿著衍生而來，後來成為武家、公家的日常穿著。其名據
說取自前身垂直下垂的狀態。詳見上良太著、林文娟譯，《圖解日本裝束》
（新北市：遠足文
化，2017 年），頁 152-153。
25
關於小袖的著用情形，可參閱池上良太著、林文娟譯，《圖解日本裝束》
（新北市：遠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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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會在第三章有較詳細的敘述。
第二部分 論文用詞說明—關於《酒飯論繪巻》這個名稱
由於《酒飯論繪巻》的製作狀況、成立背景緣由…等目前仍未明朗，所以嚴格說起
來「酒飯論繪巻」這個名字，暫且只是現存於日本及海外一連串詞書內容大致相同，繪
畫內容結構大致相通的作品群中，部分作品的名字。從相關文獻及現存作品所記，我們
可以得知還有其它別名，如「下戶上戶絵詞」
、
「三論絵詞」
、
「酒食論」
、
「上戸下戸之絵」
、
「酒飯論」等。依 2015 年出版的《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統計，這個作品群已知
現存約 30 餘件，其中不只繪巻巻軸形式，也有詞書、詞書翻刻或者冊子本、掛軸、掛
物對幅、粉本形式的作品，繪書表現有黑白墨畫、淡彩、以至濃彩等。26
所以在論文中，「酒飯論繪巻」將用來泛指這些擁有共同主題的作品，為一概念用
詞，若有特定指稱將在前面以詞彙限定，比如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則為被學者歸類為
狩野派系的一群，而如需稱呼現存某一特定《酒飯論繪巻》寫本，則以「某某本」的形
式，
「某某」用詞將參照《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一書中的〈『酒飯論絵巻』伝本リ
スト〉一文所列藏地決定，如文化廳本就是指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
；若同一處藏有二
本以上，將前綴或後綴〈
『酒飯論絵巻』伝本リスト〉中提到可據之分辨的繪畫形式或特
徵，比如白描文化廳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僧家風俗圖繪》等，可參考（表 1- 2）
。
形式
白描
淡彩

藏地

題名或印記（若有）／本

文化廳

本

文化廳

本

茶道資料館

本

茶道資料館

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

內海藏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

《僧家風俗圖繪》

（
《酒飯論繪巻》
）

表 1- 2 文中《酒飯論繪巻》作品指稱例示

第五節

文獻回顧

嚴格說起來，目前學界仍未有專文討論文化廳本寺院稚兒及巻末的授乳圖像，有
著什麼樣的意義。但是在許多討論《酒飯論繪巻》的論文中學者們都會略微提到這兩
個圖像。而《酒飯論繪巻》以外作品中的稚兒圖像，主要有黑田日出男及土谷惠的文

化，2017 年），頁 74-75、166-167、78-81。
26
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
〈『酒飯論絵巻』伝本リスト〉，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
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
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18-21。

8

章有較多著墨處。專門討論繪巻授乳圖像的研究也不多，本文搜尋到三個較相關的文
章。
所以以下將分二部分進行文獻回顧：
第一部分範圍限定在《酒飯論繪巻》，統整先前研究對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寺
院稚兒、授乳圖像的意見，依內容分為三類介紹。
第二部分則是關於《酒飯論繪巻》以外的繪畫作品，若有研究談論寺院稚兒或授
乳圖像，將一併整理他們的論點。
第一部分 文化廳本寺院稚兒與授乳圖像文獻回顧
一、討論引用圖像
有許多作品都曾引用狩野派《酒飯論繪巻》的圖像，以下將只舉提出引用寺院稚
兒圖像、授乳圖的研究。
狩野博幸提到狩野系統的《酒飯論繪巻》巻末授乳婦女及旁邊男子被現為富山・K
氏藏、製作時代大概是寛永(1624.2.30～1644.12.16)末期的《邸內遊樂圖》
（江戶時代
17 世紀，個人藏）所引用。因為類似圖像一樣是在結尾出現，故也許這個《邸內遊樂圖》
有借用傳統的可能性。27從狩野博幸研究的舉證看來，
《酒飯論繪巻》的授乳圖像在寬永
末期已被遊樂主題的畫作引用。
鬼原俊枝與並木誠士都有提到狩野探幽（1602-1674）
《義朝最期圖》
（江戶時代，美
浜町野間大御堂寺藏）引用《酒飯論繪巻》圖像之事；並木誠士還提到《太平記繪巻》
28

（17 世紀前半，琦玉縣立歷史與民俗的博物館藏）也有引用授乳圖像。 在《義朝最期
29

圖》中，因為是出現在長田忠致（生歿年不詳，平安時代後期武將） 邸，描寫忠致設宴
30

款待源義朝（1123-1160） 的場景，所以不只授乳婦女及其旁邊準備鴨的男子，相關準
備膳食的人物也有出現。並木誠士認為，因為飲食是風俗畫中一大關切點，所以《酒飯
論繪巻》中的飲食之型必然常常會被後世風俗畫作引用。由《酒飯論繪巻》模本的存在、
畫中人物群作為飲食或調理等圖樣被江戶時代的風俗畫繼承這些事看來，明顯為後續近
世初期風俗畫的畫面形成給予決定性的影響。

27

狩野博幸，
〈「邸内遊楽図」の成立過程に関する試論〉，《学叢》（1986 年第 8 号）
：45-60。
鬼原俊枝著，
《幽微の探究 : 狩野探幽論》（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8）
。並木誠士，
《日
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画」の時代へ》（京都：昭和堂，2017
年 8 月）
，頁 148-155。
29
《朝日日本歴史人物事典》
，「長田忠致」條：平安末期武將，短暫窩藏敗於平治之亂的源義
朝，並將他殺害。
30
《大辞林 第三版》，
「源義朝」條：（1123～1160）平安末期武將，敗於平治之亂，在逃往東
國的途中在尾張被長田忠致殺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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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木誠士的文章目的在論證《酒飯論繪巻》處於從繪巻時代往風俗畫時代轉換的
交接點上，是很重要的過渡期、橋接之作。從他的分析看來，可以發現繪師對風俗的
關心。但本文認為，在表現風俗之外，授乳婦女在《酒飯論繪巻》中應該還有特殊功
用，這也是以下將要花一些篇幅探討的。
二、討論圖像淵源、比對圖像風格
アリス．ビアンキ－在〈外からの視線—中国絵画の観点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比對了大量中國、日本繪畫圖像，在授乳婦女部分舉出了同樣有婦女一邊授乳一邊
工作的中國作品，分別是程棨（中國元代）的《蠶紙圖》
（元，Freer Gallery of Art
藏，F1954.20）與作者不明的《耕稼圖—簸揚部分》
（14 世紀，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敘述著婦女的辛勞。アリス的此篇論文討論了日本、中國授乳圖像出現的
脈絡，並為狩野派《酒飯論繪巻》授乳婦女找到了可能的中國連結。但她也指出，中國
與日本的授乳圖像不一定和食物有所關連，像是 12 世紀的《信貴山緣起繪巻》就在和
食物沒有關係的場面中出現了授乳婦女。31這樣看來，文化廳本中與膳食準備情景一同
出現的授乳婦女還需更多討論。
土谷真紀認為文化廳本第一段的下棋稚兒與狩野秀賴（生歿年不詳）32《高雄觀楓
圖屏風》
（室町安土桃山 16 世紀，東京國立博物馆藏）中授乳婦女眼尾朝上、鼻目平衡
有類似之處，並且頭髮蓬亂的感覺也有相似性。只是文化廳本的筆畫較少，整體有省略
化傾向，可參考（圖 1- 5）
。就人物個性表現及主體的近似性來說，推測文化廳本繪師
可能是狩野秀賴週邊繪師。

33

除了《高雄觀楓圖屏風》的授乳婦女，文化廳本第一段下棋僧侶、稚兒們，觀棋僧
侶的圖樣和推定為 16 世紀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本芳圀寺的《廄圖屏風》相通，人物服
制也共通，而本圀寺本《廄圖屏風》一向被認為與狩野秀賴的《高雄觀楓圖屏風》畫風
相似，故需注意《廄圖屏風》與《酒飯論繪巻》間的相關性；並且這樣的圍棋場景可能
暗示了辯論，或是一種添景表現，同時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
、
《厩圖屏風》皆以室町
後期的風俗來描繪，從元信畫出「當世風俗」的觀點來看也是極為重要的事。34
31

詳見アリス．ビアンキ—，
〈外からの視線—中国絵画の観点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伊藤
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京都市：臨
川書店，2015）
，頁 226-255。
32
《朝日日本歴史人物事典》
，「狩野秀賴」條：生歿年不詳，室町．安土桃山時代的狩野派畫
家。有狩野元信次男或狩野元信之孫的說法。代表作有近世初期風俗畫中最高傑作之一《高雄
觀楓圖屏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
33
此段論點參閱土谷真紀，
《初期狩野派絵巻の総合的研究》
（東京：学習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
学研究科哲学専攻博士論文，2012）
，頁 174。
34
此段論點詳見土谷真紀，
〈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廳本を中心に〉
，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
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38-52。另外，文化廳本
第一段稚兒與僧下棋可能暗示房內三者的辯論，在高岸輝，
〈「酒飯論絵巻」のなかの中世〉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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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土谷真紀比對文化廳本的稚兒，和狩野元信所作，サントリ—美術館本《酒
傳童子繪巻》的女性表現有共通之處，可參考（圖 1- 6）
，像是有只有額頭塗白色其它
地方是膚色表現的，也有全部塗白的。嘴形開口方式、鼻形、眉黛的形狀相近，但是眼
睛的畫法有所不同，用和緩曲線描繪上眼瞼或用直線，給觀者的印象自然不一樣；サン
トリ—《酒傳童子繪巻》的女性相對來說臉比較長，具憂鬱表情的頗多。35
土谷真紀的研究提出了有關繪師的推測及與狩野秀賴的相關性，並且初步解釋了圍
棋場景的可能功用。此外，她也比對了文化廳本稚兒與サントリ—美術館《酒傳童子繪
巻》裡的女性，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處。
綜上研究，主要是討論圖像淵源，以及比對圖像風格，雖然有略微討論寺院稚兒與
僧侶下圍棋之景的用途，但還未有更多與同類圖像的比較、定位。故此篇論文將在相關
研究基礎上對照歷史圖像、相關文獻，試著解釋並找出更多文化廳本中寺院稚兒及授乳
圖像所傳達的可能涵意。

圖 1- 5 左圖：狩野秀頼，《高雄觀楓圖屏風》六曲一隻屏風，女性面貌（16 世紀後半，東京國
立博物館藏；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
《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央
公論美術，1999）
。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下棋稚兒（16 世紀中葉
前，日本文化廳藏）

須屋 誠編，
《図像解釈学 : 権力と他者仏教美術論集 4》（東京：竹林舍，2013 年），頁 313
也有提到。
35
土谷真紀，
〈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廳本を中心に〉
，在阿部泰郎、
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
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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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左圖：室町時代，狩野元信，
《酒傳童子繪巻》女性面貌（1522 年，サントリ—美術館
藏；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央公論美
術，1999）
。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16 世紀中葉前，日
本文化廳藏）

三、討論圖像作用
ワタナベ・タケシ與高岸輝認為巻末有夫婦二人在準備著鴨，母親同時正給孩子授
乳的圖像可能暗示了殺生也是生命的一部分。36ワタナベ・タケシ在其英文論文更提到
巻末男子清理被屠宰的家禽，及疑似為男子妻子、在旁邊授乳的婦女也許表示著，在中
37

道的概念中，肉食被容許用來滋養新生命，嬰兒便是此新生命的象徵。

本文有與以上二位學者類似的意見，巻末授乳圖像可能實行著為殺生景像緩解的作
用。在以下的章節中，將比對相關文獻及過往圖像進一步提出此論點的分析，討論授乳
婦女於巻末的功用與意義。
第二部分 繪巻中的寺院稚兒及授乳圖像文獻回顧
一、寺院稚兒圖像
先行研究中對繪畫資料中的寺院稚兒有較多著墨的，主要有黑田日出男及土谷惠
36

ワタナベ．タケシ，
〈『酒飯論絵巻』から見た遊びの世界〉，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東
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164。高岸輝，
〈『酒飯論絵巻』に見られる中世絵巻の
伝統と近世的革新〉（學會發表，Le Shuhanronemaki: genres littéraires et
représentations dans le Japon medieval,2011）。
37
WATANABE Takeshi, “Wine, Rice, or Both? Overwriting Sectarian Strife in the
Tendai Shuhanron Debate”, in: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362(200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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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另外，針對稚兒的形象，橋立亞矢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將在最後稍微提
到。
黑田日出男在〈
「女」か「稚児」か〉一文主要圍繞著《春日權現驗記繪》
、
《法然上
人繪傳》、《石山寺緣起》、
《北野天神緣起》中與女性難以分辨的稚兒提出疑問與討論。
在他的論文中，有了以下觀察：稚兒與女性都會化粧、髮型為長長的下垂髮、有時穿女
性常用的小袿、38著女性常著用的鞋子「藺げげ」39，所以常常難以分辨（圖 1- 7）
。雖
然還是難以分辨，但他舉了一些例子說明：稚兒身形極嬌小、在戶外和眾僧一起並手持
扇子的比較有可能是稚兒、和僧侶在一起武裝的也應為稚兒。他並觀察到，時常走在僧
眾行列後面的稚兒較不會裹頭，但在特殊場合下出現在僧侶行列前的稚兒有時會以裹頭
之姿現身。其思考後的可能解釋為，稚兒平常是近似於女性的存在，這種類似女性的存
在不太是法會中司空見慣地出現的，經由穿著裹頭袈裟就能在裹頭眾徒的行列前參觀，
是一種稚兒變成為眾徒的手段。40
經由黑田日出男的思考與研究，除了再度了解到，稚兒在有些情況下裝扮會趨於女
性、繪畫中稚兒與女性有難以分辨的情形，也得到了一些也許能據之分辨的根據，是本
文找尋資料的基礎。

圖 1- 7 左圖：鎌倉時代，
《法然上人繪傳》巻 6 腳上穿著「藺げげ」的女性們（1307 始製，京
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1）
。右圖：
《芦引繪》腳穿「藺げげ」出外尋找玄怡的稚兒若君（15 世紀，逸翁美術館
38

《大辞林第三版》
，「小袿」條：平安時代以降，貴族女性取代唐衣和裳一起穿的廣袖上衣。
下襬比袿短，近世則附上中陪。日常服。或者，作為準禮裝。
39
依黒田日出男，〈
「女」か「稚児」か〉一文所引《絵巻物による日本常民生活絵引》的解
釋，
「藺げげ」也稱「藺金剛」
。而依同文所引《日本国語大辞典》，是用藺作的細繩女性用草
履。
40
參照黒田日出男，
〈絵は語る 「女」か「稚児」か―寺院における「あいまい」な存在につ
いて―〉
，《百科（月刊）》
（1985 年第 271 号）
：23-34。及黒田日出男，
〈「女」か「稚児」
か〉，
《姿としぐさの中世史 : 絵図と絵巻の風景から》
（東京：平凡社，1986 年）
，頁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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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20《芦引絵》，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3 年）
。

另外，土谷惠的著作《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中有近一半的內容在討論中世寺院
的童與兒，其提出的史料與分析對本文是相當重要的情景理解來源，文中常常會有所引
用。像是寺院史料見到的童代表：兒．中童子．大童子，是屬於僧侶生活的場所──私
領域的房或院家，和寺家的公人或堂童子是不同的。
在繪畫形象方面，房內的兒與童是有序列的，從地位高至低為兒－中童子－大童子；
而行列中的序列是上童─中童子─大童子。兒有許多工作，包括擔任行列中的上童。也
許可以先從以下簡略工作內容差異分別繪畫中的他們。
大童子一般穿白張41，與兒或中童子的工作場所及內容明顯不同，比較偏雜役方面，
待命之處為庭前；兒與中童子的差別主要在出身階層，職務類似，工作大概有裝飾行列、
陪膳、作為法會的持幡童等任務，但是彼此之間服務的場所及客人身份有所格差，母屋
（筆者譯：主房）中的較可能是兒，在庇（筆者譯：屋簷）待命的則為中童子。
服裝方面，不同時期場所規定會有所變化，例如以建長四年（1252）醍醐寺寺邊新
42

制 來說，兒或中童子四季日常著用淺黃色直垂，外出時穿水干，在師主之僧公開行列
供奉時，穿著由裝飾物裝飾的華美狩衣。繪畫中兒與童的裝束可能會做出區別，例如，
以《春日權現驗記繪》為例，主房中的兒會著用小袖袴，屋簷下的童則穿直垂。髮型都
為垂髮，但兒綁元結的位置有較偏下方的情形（圖 1- 8）
。

元
結
偏
上
元結偏下
小袖

直垂
袴

圖 1- 8 鎌倉時代，高階隆兼，《春日権現驗記絵》和身後的童髮式裝束不太一樣的稚兒（1309
年，絹本設色，宮内庁藏，圖為 1925-1935 年代前田氏実．永井幾麻模寫本；取自小松茂美

41

《大辞林第三版》
，「白張・白丁」
：漿過糊的白布狩衣，官人的奴僕等所穿。
《百科事典マイペディア》
，「新制」條：主要是平安．鎌倉時代以天皇．院的敕旨為基礎並
以宣旨．太政官符．官宣旨．院宣等形式頒出的公家法。也可稱為公家新制，鎌倉時代幕府發
布的同種法令稱為武家新制(或關東新制)，另外，個別公家傚仿公家新制，以家中為對象製定
的稱為家中新制，同樣地，寺院的則稱為寺邊新制。
42

14

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5《春日権現驗記絵 下》，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標示為筆者後
加）

另外，她也注意到有些鎌倉末期繪巻，如《法然上人繪傳》中，有舞童43也有天童44，
還有夢想中的天童與持幡童，或是《玄奘三藏繪》
（14 世紀前半，大阪藤田美術館藏）
的異國童子等。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穿著與日常寺院的兒、童是不一樣的；日常寺
院兒、童為垂髮搭配直垂，或小袖搭配袴，再不然就是如前所述寺邊新制，外出是穿水
干，行列供奉時穿裝飾華美的狩衣。而他們都穿著類似唐風裝束，包括筒袖盤領的闕腋
袍、半臂、表袴、系鞋等，可參考（圖 1- 9）
。這種唐風袍袴緣自取用唐服制的奈良時
代武官朝服，是奈良朝末至平安時衣服變化前的古樣。
但是她在最後欲論證的是，鎌倉末期《法然上人繪傳》
、
《玄奘三藏繪》繪畫資料中
出現的天童、持幡童或是異國童子，形象來源之可能與 11 至 12 世紀末天台如法經十種
供養、灌頂儀式中，穿著闕腋袍、唐綾、唐織物的童之姿有關。45
土谷惠的研究對本文相關性高，並且在找尋資料、分析圖像方面有很大的助益。但
通篇研究看來時代較偏中世前期，而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已至室町末、戰國時期，
屬中世末期，故在參考時常需留意時代的落差。

角髪
白色
筒袖

盤領
闕腋袍

闕腋袍
筒袖

鰭袖

大袖

半臂

裾

表袴

裾
表袴
大口袴
糸鞋

糸鞋

圖 1- 9 左圖：鎌倉時代，《法然上人繪傳》巻 38 持幡童裝束（1307-1317 左右，京都知恩院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法然上人絵伝 中》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
1，標示為後加）。右圖：鎌倉時代，《法然上人繪傳》巻 8 持蓋童裝束（1307-1317 左右，京都

43

《大辞林第三版》
，「舞童」條：跳舞樂的童子。
《大辞林第三版》
，「天童」條：佛教的守護神或天人等以孩童之姿現身人間界。在祭禮等時
候，扮作天人的少年．少女。稚兒。
45
以上關於寺院兒童的研究，詳見土谷恵，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吉川弘文館，
2001 年）
，頁 130-35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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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1，標示為後加）

橋立亞矢子則在〈稚児の性〉一文中提出，稚兒與女性還是有些差別的，比如說《法
然上人繪傳》巻 33 手持市女笠的女生和稚兒，兩者元結綁的位置不同，稚兒那方比較
是綁在髮根處，女生則是綁在肩膀稍下方（圖 1- 10）。她並引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
流行と享受〉一文說明文獻記載稚兒多穿水干，是公卿私服或元服前的少年正式場合所
穿，和女性不能說是相同。46
從以上學者觀察到的現象與論點來看，稚兒面貌多變，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稚兒形象
上的各種表現，可能是有各種不同意義的，這也同時説明了分析《酒飯論繪巻》中寺院
稚兒形象的必要性。

圖 1- 10 鎌倉時代，《法然上人繪傳》巻 33 女性及稚兒比較（1307-1317 左右，京都知恩院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法然上人絵伝 中》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二、授乳圖像
專門討論繪巻中授乳圖像的較少，本文搜索到的大抵有以下三個研究。
第一個是討論《病草紙》作品時提及授乳圖像。《病草紙》中婦女坦胸露乳圖像頗
多，明顯者如〈霍亂之女〉
（12 世紀，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
〈鼻黑親子〉
（12 世紀，個人
藏）
、
〈肥滿之女〉
（12 世紀，福岡市美術館）
、
〈產生小法師幻覺之男〉
（12 世紀，香雪美
術館藏）
，後三者是有婦女授乳圖像的。

46

關於稚兒多穿水干及髮形方面，橋立亞矢子是引自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流行と享受〉
，
《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絵》
（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83 年）
，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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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 2017 年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的《病草紙》中有三篇文章較有提及授乳圖像。 加須
屋誠認為經由觀看《病草紙》裡下層階級民眾種種疾病現象，繪巻觀賞者，也就是健康
的貴族男性，或者下令製作的後白河天皇（1127-1192）
，看到這些與和自己階級等屬性
相反所以不甚相干的「他人的情形」
，無形中會有一絲對自身安穩的確認。他認為〈鼻黑
親子〉裡，全家唯一健康的授乳婦女，除了協助呈現表象上的家族日常生活，營造真實
性，也突顯了鼻黑這個只在親子間遺傳的疾病。加須屋誠並將此作品與《源氏物語絵巻》
〈柏木帖〉
，源氏抱著非親生子薫的場面比較，
〈鼻黑親子〉中親子間的疾病，隱約反映
出當時上位者對親子間種種麻煩對立的隱憂。〈肥滿之女〉的主角從事高利貸，體態肥
滿需人攙扶，給予了從事高利貸依靠他人維生的印象，與此相對，在一旁脫掉鞋子休息，
並為嬰兒授乳的婦女，不僅暗示了能自己行走，還能給予嬰兒滋養，是自立婦女的代表。
而〈產生小法師幻覺之男〉的授乳婦女，則是相對於左方小法師幻像，位於代表日常生
活真實的右方。48同書高岸輝從構圖來討論也有與加須屋誠類似的結論。49増記隆介則在
〈「病草紙」と唐宋絵画〉引用板倉聖哲對《骷髏幻戲圖》
（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見
解，指出〈肥滿之女〉的授乳婦女如象徵「生」，肥滿女就是靠近死亡的一方。50
內藤久義在〈表象される乳房 : 中世絵巻における差別される身体〉文中，與本
文同樣以《日本絵巻大成》、
《続日本絵巻大成》為範圍51，其結合身份討論繪巻中露出乳
房的女性。他總結道，中世繪巻有許多依男性論理及解釋而成立的事象，女性皆具的肉
體一部分（乳房），也依男性眼光因身份而異變成不同的記號。下層女性的乳房在授乳
及洗濯等時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景，上層女性的乳房則表現了屍體、瀕死、狂亂等狀態。
52

水野僚子在內藤久義及許多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一方面肯定前行研究的論點，一方
面試圖補完、對中世繪巻露乳圖像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並提出乳房的露出，不僅僅
附隨於身份及行為，還依與其它圖像的結合而有不同意義。進行詳細的考察後，再試著
結合各種線索，解讀繪巻中《源氏物語繪巻》雲居之雁的身體表現。她觀察到，繪巻中
的庶民女性，通常是無名的，依著乳房的表象，而被賦予「母親」及「家內勞動」的功
用。下層庶民的乳房可以表現家族、日常或家庭生活這些乍見之下「現實的」、「幸福」
的情景，但與其說是描寫現實，不如說是屬於支配階級的，注文主及繪巻製作者的幻想。
53

47

此書為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 年 5 月）
。
加須屋誠，〈総論「病草紙」〉，
《病草紙》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 年 5 月），頁 87172。
49
高岸輝，〈
「病草紙」の構図〉，
《病草紙》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 年 5 月）
，頁 187200。
50
増記隆介，
〈「病草紙」と唐宋絵画〉，
《病草紙》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 年 5 月）
，
頁 209-210。
51
與本文稍微不同的是，內藤久義還沒有討論到《続続日本絵巻大成》中的作品。
52
内藤久義，
〈表象される乳房 : 中世絵巻における差別される身体〉
，《年報非文字資料研
究》8（2012.03）
：273-294。
53
水野僚子，
〈中世の絵巻にみる乳房の表象 ―「源氏物語絵巻」における雲居雁の身体表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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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先行研究，大致可以得知授乳婦女在《病草紙》中有標示下層階級、健康、
自立形象、日常真實生活、生命等功用。內藤久義及水野僚子的研究，更是突顯出了授
乳圖像在庶民婦民及上層階級婦女的不同意義。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觀察並依《日
本絵巻大成》三套書內的相關繪解，增添些許拙見，並以這些論點試圖比較、解釋文化
廳本授乳婦女的功用及涵意。

の意味と機能〉
，《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28（2018 年 3 月）
：18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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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內容與背景
前行研究概況
《酒飯論繪巻》的研究很早就有了，並在 1992 年、1994、1995 年由並木誠士大致
推測文化廳本(當時稱為 N 家 A 本)作者和年代，之後陸陸續續有一些討論，終於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有一本法文論文集及二本日文論文集的出版。相關研究年表及概要可見下
表（表 2- 1）整理，惟收集相關資料能力有限，無法網羅所有與《酒飯論繪巻》有關的
文章，且研究概要的整理十分粗略，各研究內容還需詳閱文章而定，表格僅供參考。
由於日本學界先討論的是作者，再來才是判斷年代，故第二章將從學界如何推定作
者開始，簡介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相關背景。
號 年/月

作者

篇名

研究概要（僅列出與《酒飯
論繪巻》有關大致內容）

01 1932

重森三玲解説

第二百三圖 酒飯論立花圖

江馬務氏所藏，以插花角度
介紹

02 1961.12 岡田譲

絵巻物にみる工芸品(三) 酒飯論絵 以東博(A-2779)雅信所繪為
詞

中心討論飲食器具

03 1966

和歌森太郎等編 こんな生活をしていた

介紹日本中世生活

04 1972

山岸徳平

三論絵詞とその本文

分析文體、年代、作者等

05 1974.05 古川瑞昌

『酒茶論』の系譜

（未能查閱）

06 1984.09 榊原悟

サントリ—美術館本『酒傳童子繪 長持酒宴上喝醉的人姿態與

1984.10

巻』をめぐって(上)(下)

07 1986.03 狩野博幸

08 1986

中野幸一

09 1992.12 並木誠士

10 1993.11 大倉基佑

11 1994.04 玉蟲敏子

《酒傳童子繪巻》的相似

「邸内遊楽図」の成立過程に関す 《邸內遊樂圖》引用《酒飯
る試論

論繪巻》圖像背後的意義

別本「酒飯論絵巻」(資料)

保留了一個別本的翻刻

狩野派の絵巻物制作―釈迦堂縁起 歸結元信樣式，並稍微提及
絵巻の規範性と絵巻物における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作

「元信様式」

為佐證

今月の表紙・口絵--酒飯論絵巻断 介紹大倉集古館的酒飯論繪
簡

巻斷簡

今月の表紙・口絵 酒飯論絵巻

介紹靜嘉堂土佐光元系統
《酒飯論繪巻》

12 1994.05 榊原悟

真如堂縁起絵巻概説

舉出兩作品相近之處，並推
測《酒飯論繪巻》作者

13 1994.06 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考：原本の確定とその 推論文化廳本應是狩野元信

19

14 1995.03 並木誠士

位置付け

所作《酒飯論繪巻》原本

『酒飯論絵巻』と狩野元信

與元信其它作品的人物比
對，以《真如堂緣起》製作
時代定《酒飯論繪巻》年代
下限

15 1995.11 並木誠士

学習と創造―狩野元信の場合―

元信不只學習，還消化昇華
並創造自己的樣式

16 1996.08 玉蟲敏子

今月の表紙・口絵 酒飯論絵巻

介紹靜嘉堂土佐光元系統
《酒飯論繪巻》

17 1997.03 並木誠士

食風俗描写史・試論

絵巻物に見 注意到 16 世紀後半，不僅對

る食風俗

舞台上(表)，也對舞台下
(裏)的關心

18 1997.04 村井康彦

宴の文化史

室町時代食宴文化

19 1999.07 並木誠士

近世初期風俗画の源流としての酒 酒飯論繪巻或許是近世初期
飯論絵巻

風俗畫的其中一個源流

20 2004.03 佐野みどり、並 〈絵巻と風俗〉
《中世日本の物語と 《酒飯論繪巻》對當世風俗
木誠士編

絵画》

的關心
54

2002 年 日本文化廳收藏《酒飯論繪巻》
21 2005.11 金文京

東アジアの異類論争文学

（未能查閱）

22 2005.12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一

茶道資料館《酒飯論繪詞》

23 2006.03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二

介紹

24 2006.10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三

25 2006

口絵 三論絵詞―群馬県立歴史博物 介紹群馬歷博館藏《三論繪

簗瀬大輔

館蔵品資料 No89

詞》
，有提到「肴舞」

26 2007.04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四

茶道資料館《酒飯論繪詞》

27 2007.10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五

介紹

28 2008.03 三瓶はるみ

日中の酒にまつわる論争について 討論中國《茶酒論》、日本
: 「酒飯論」を中心に

29 2008.06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六

《酒茶論》
、《酒飯論》
茶道資料館《酒飯論繪詞》
介紹

30 2008.10 宮腰直人

酒飯論絵巻の絵と言葉

結合お伽草子一起討論

31 2008.12 八木意知男

資料紹介・酒飯論絵詞 七

茶道資料館酒飯論繪詞介紹

32 2009.01 熊倉功夫

『酒飯論』 とそれに続く上戸下戸 談論到《酒飯論》
、《酒茶
論争

論》
、《酒餅論》及食文化

54

日本文化廳收藏《酒飯論繪巻》的資訊來自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伊藤信博，
〈フラン
ス国立図書館蔵『酒飯論絵巻』について〉
，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
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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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09.03 柳川真由美

34 2009.10 石井公成

室町時代における武家服飾の特質 提到武家服飾，如直垂、肩
と変遷

衣等資訊

酒と仏教とユーモア

在日本酒和茶是由寺院主
導，故處理酒或茶的文學佛
教色彩濃厚

35 2009.10 石井公成

亀田鵬斎と 『仏説摩訶酒仏妙薬

（未能查閱）

経』
36 2009

WATANABE Takes Wine, Rice, or Both? Overwritin 相關歷史背景。《酒飯論繪
hi

g Sectarian Strife in the Tenda 巻》傳達天台宗優位的可
i Shuhanron Debate

能，或是表達對和平的希望

37 2011.02 BERANGER Veron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所蔵『酒飯論 (未能查閱)
ique, 八木雅子 絵巻』写本に関する共同研究プロ
譯

ジェクト(2010-2012 年)

38 2011.03 並木誠士

義朝最期図、頼朝先考供養図

圖樣引用

39 2011.03 伊藤信博

『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に 大唐米及第三段各類米製食
ついて--第三段、好飯の住房を中 物
心に

40 2012.03 土谷真紀

初期狩野派絵巻の総合的研究

提到稚兒圖像與《高雄觀楓
圖屏風》婦女的相似，認為
也許文化廳本繪師與狩野秀
賴及其週邊有關等等

41 2013.03 箱田昌平

42 2013.04 高岸輝

包丁のイノベーションと日本料理 三時知恩院本的第四段菜刀
の進化

形制

「酒飯論絵巻」のなかの中世

認為其選擇並用了平安末以
來蓄積的圖像；和足利義
教、天台宗青蓮院的關係

43 2013.06 岡佳子

茶の湯とやきもの

說到書院造

44 2013.10 伊藤信博，他共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蔵「酒飯論絵 除了標題主旨所示內容，還
同研究メンバー 巻」の特徴と文化庁本の翻刻(共同 有寫明各段四季安排，同時
研究報告)

代相關爭奇文學、歷史背景
等

45 2013

鬼原俊枝

46 2014.01 琴榮辰

「酒飯論絵巻」

（未能查閱）

東アジア笑話に見る「酒飯論」

確認東亞(中韓日)早期已有
「笑話」形式的酒飯論

47 2014.03 伊藤信博

室町時代の食文化考:飲食の嗜好と 探討「食」為何成為文化的
旬の成立

承載物

48 2014.03 阿部泰郎、伊藤 『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

21

信博合編
49 2014.09 Éditions Diane
de Selliers
Bibliothèque n
ationale de Fr
ance

研究 アジア遊学 172 号

Des mérites comparés du saké et
du riz—
Illustré par un rouleau japonai
s du XVIIe siècle

50 2015.02 伊藤信博、クレ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
－ル=碧子・ブ 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
リッセ、増尾伸 の周辺
一郎合編
51 2015.05 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には何故模本が多いの 模本眾多的原因，可能因為
か?—白描本《酒飯論絵巻》をめぐ 此作品保留了狩野元信的模
る考察

52 2016.05 並木誠士

範之型

《厳島・和歌浦図》(個人蔵)につ 酒飯論繪巻或許是近世初期
いて：「酒飯論絵巻」の応用

風俗畫的其中一個源流

53 2017.02 Charlotte von Illustrated Debate over Wine an (未能查閱)
Verschuer

d Rice (Shuhanron Emaki): Dinin
g and Socializing in Late Murom
achi Japan

54 2017.08 並木誠士

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 :
「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画」の
時代へ

表 2- 1 相關前行研究。複數線條的是博士論文，粗實線的是《酒飯論繪巻》主題論文集。有底
色的三篇並木誠士論文討論了作者及年代；2002 年文化廳從私人收藏購入現在的文化廳本。

第一節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歷史背景與作者
第一部分 關於作者的討論
早期在討論別的作品時，曾有學者提出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作者為掃部助
久國（生平未詳）
，或者狩野元信的可能性。
榊原悟在 1984 年討論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
（1522，サントリ—美術館藏）時
舉出《酒傳童子繪巻》中巻第六～八段酒醉的童子，及第九段大醉眾鬼的姿態和文化廳
本（文中當時仍為個人藏本）第二段長持酒宴上喝醉的人姿勢相近，看得出來兩繪巻有
圖樣借用等極為密切的關係。55

55

榊原悟，〈サントリー美術館本「酒伝童子絵巻」をめぐって-下-〉，
《國華》1077(1984.1
0)：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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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木誠士在 1992 年以較確知狩野元信所經手過的繪巻《釋迦堂緣起》
（1515，京都
清涼寺）
、
《酒傳童子繪巻》分析出一些特質，也就是在繪巻一貫具有的「往左行進的方
向性」之外，還看得到各畫面斜向分節的構圖，如（圖 2- 1）所示。這種斜向分節常以
登場人物的動線或配置、視線，以及繪巻物傳統的槍霞56來構成；像這樣以對角來配置
遠景近景的構圖，其由來被認為是漢畫系的狩野派畫人看到中國水墨畫中的邊角之景而
受影響所致。
並木誠士接著提及，在《考古畫譜》57記載的「下戸上戸絵」条目中有原本所在不
明，但有一個題箋處記古法眼（元信）筆的粉本存於帝室博物館的記載。
「下戶上戶絵」
就是現在被稱為《酒飯論繪巻》的作品，並木在觀察一具古樣的寫本（現在的文化廳本）
後認為雖然槍霞較《釋迦堂緣起》有些直線上的硬化，但在構圖、人物表現上、緣下樹
木下有蒲公英及菫等與《酒傳童子繪巻》、
《二尊院緣起》
（16 世紀，京都二尊院藏）具
共通點來看，
《酒飯論繪巻》的原本或許與狩野元信有些關連。58

遠景

近景
繪巻一貫的故事行進方向
圖 2- 1 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釋迦堂緣起》第 3 巻第 3 段，鳩摩羅琰將瑞像從印度運往龜茲
國（1515 年，紙本設色，京都清涼寺藏；取自戶田禎佑,海老根聰郎,千野香織編著，《日本美
術全集》12《水墨画と中世絵卷：南北朝 室町の絵画》
，東京：講談社，1992，標示為筆者理
解並木誠士文章後自行加上）

榊原悟在 1994 年討論《真如堂緣起繪巻》
（1524 年，京都真正極樂寺藏）的時候，
也曾略微提到《酒飯論繪巻》中有些圖像和掃部助藤原久國繪製的《真如堂縁起繪巻》
相通，例如（圖 2- 2、圖 2- 3）所示，或許有同作者的可能，但也不排除和狩野元信
有關。59
56

《デジタル大辞泉》，
「すやり霞」條：大和繪，特別是在繪巻物中，往横向拖長飄忽的霞。
鎌倉時代以降，為了給予遠近感或轉換場面而用。槍霞。
57
《大辞林第三版》
，「考古画譜」條：日本的古畫作品目錄。由黑川真賴增補黑川春村遺稿，
於 1919 年（明治 43）刊行。是古畫研究的重要資料。
58
以上關於元信樣式，詳見並木誠士，
〈狩野派の絵巻物制作―釈迦堂縁起絵巻の規範性と絵巻
物における「元信様式」〉
，
《日本美術全集 第 12 巻 水墨画と中世絵卷：南北朝 室町の絵画》
（東京：講談社，1992 年）
，頁 186-193。
59
榊原悟，〈真如堂縁起絵巻概説〉，
《続々日本絵巻大成 5 清水寺縁起／真如堂縁起》
（東京：
中央公論社，1994 年）
，頁 14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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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室町時代，掃部助久國，《真如堂緣起繪巻》和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類似的
圖像（1524 年，京都真正極樂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5《清水寺縁起／真
如堂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圖 2- 3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於門外等候的侍從們。（16 世紀中葉前，紙
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以上是談論別的繪畫作品之時略微提到《酒飯論繪巻》。接下來幾位學者們專文探
討，提出了更多《酒飯論繪巻》與狩野元信有關的觀察。
並木誠士於 1994 年 6 月的論文〈酒飯論絵巻考—原本の確定とその位置付け〉60中
先是整理了當時收集到的 13 個有繪畫的《酒飯論繪巻》諸本，將它們依圖樣、表現還
有尺寸的差別分為二個系統，再對照文獻《訂正增補考古畫譜》的記錄，得知對當時校
訂《訂正增補考古畫譜》的黑川真賴（1829～1906）而言，
《酒飯論繪巻》的原本作者有
狩野元信、土佐光元兩個系統。所以，他再找出 13 個寫本中記有作者為土佐光元的作

60

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考 : 原本の確定とその位置付け〉，
《美學》45-1(1994.06)：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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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它具相通內容、圖樣、
「小絵」形式的作品應該就可劃分屬於土佐光元系統，而剩
下的作品則可劃分屬於狩野元信了。
接著以「模寫崩壞」
、
「模寫遺漏」
、
「原本性格」等角度比對檢驗照上述方法劃分為
狩野元信系統的《酒飯論繪巻》諸本，認為其中的文化廳本(文中當時稱為 N 家 A 本)比
較沒有模寫本的崩壞、遺漏、或是僵化均質化現象，且具一些原本才會具有的特質，應
是這個系統的最古本，並很有可能是狩野元信原本。
並木誠士認為文化廳本很可能是狩野元信所作原本的理由，其中一個觀察相當值得
注意。在第二段後半描寫下戶醜態場面的地方，明顯的「改畫」痕跡。可以看到 2 條與
母屋的線似乎呈直角的走廊地板線，被修正成現在的樣子（圖 2- 4）
。他認為，在有個
東西可以模寫的情形下，這樣的「改畫」發生機率應該不高，尤其在一連串酒飯論繪巻
作品那樣，似乎以忠實模寫為原則的情況下更顯得如此。

圖 2- 4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可看到二條疑似被修改掉的橫線。（16 世
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以上是認為文化廳本有很大可能性為狩野元信原本的並木誠士，在《酒飯論絵巻
考 : 原本の確定とその位置付け〉一文中所提出的論據。另一位學者土谷真紀曾提到，
文化廳本的詞書書風和「三条流」61有關，但還無法判斷是否與曾擔任初期狩野派繪巻
《釋迦堂緣起》
、
《酒傳童子繪巻》
、
《九相詩繪巻》詞書書寫的書法家青蓮院尊鎮（15041550）
、三條西實隆（1455～1537）與其子三條西公條(1487-1563)、定法寺公助（1453-

61

《大辞林第三版》
，「三条流」條：書道流派之一。御家流的分派之一。三條西實隆為始祖。
「三休西実隆」條：（1455～1537）室町後期的公家。

25

62

63

1538） 是同一人。

她在人物面貌比對64上，提出了文化廳本人物與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
、大德寺
大仙院《禪宗祖師圖》及《中國故事人物圖》相近的表現。構圖方面，土谷真紀肯定了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確有援用「邊角之景」構圖之處，並指出在《釋迦堂緣起》
(1515)製作年以前的《鞍馬蓋寺緣起繪巻》(1513)的模本復原考察（因原本今不存）來
看已可見到此構圖意識的萌芽。65
但考量到，文化廳本畫風較粗略，與狩野元信畫風有段距離；66以及サントリ—《酒
傳童子繪巻》曾被推測是由狩野元信和其它有能弟子共同製作的，繪巻以外的作品也常
常和弟子共同製作的情況來看，她雖認為狩野派系《酒飯論繪巻》的原本是狩野元信所
作這件事己經被充分地想定，但斷定文化廳本就是狩野元信所製的原本還需慎重，故現
時點暫且推測文化廳本是由某個充分咀嚼元信構圖意識、繪畫習慣的工房畫人，參照原
本或非常忠實於原本的粉本所作。67
從目前日本美術史學者們的討論來看，狩野派系《酒飯論繪巻》的原本大致己被想
定為狩野元信所作，但還無法肯定文化廳本是否就是狩野元信所作的那個原本。
筆者在綜合考量文化廳本畫面及上述研究提出的觀察後，同樣無法判定文化廳本是
否就是狩野元信所作原本。儘管有些觀察相當有力，例如榊原悟及並木誠士提出的與
1522 年《酒傳童子繪巻》有許多共同元素，並木誠士舉出的，第二段廊上兩條疑似修改
的痕跡等。但由於，除了以上學者舉出的反面證據，還有些許疑問之處，例如繪巻一開
始的牽馬人物，烏帽子以下沒有頭髮相當奇特，在其它諸本大多是老人樣貌，頭上臉上

62

《美術人名辞典》
，「公助」條：室町後期・戰國時代天台宗的僧侶．連歌師。生歿年不詳，
1534 年存。此處生歿年標示依榊原悟，
〈サントリー美術館本「酒伝童子絵巻」をめぐって-上
-〉，
《國華》1076(1984.09)： 9。並依同文頁 13 介紹，公助是三條實量（1415-1484）的三
男；作為青蓮院執事奉仕尊鎮法親王，詳見該文。
63
書風的觀察詳見土谷真紀，
〈『酒飯論繪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檢討〉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
=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
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頁 202。
64
進行人物相貌比對的還有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 と狩野元信〉，
《美術史》
（1995 年第 44
期）
：79-94。
65
人物比對及《鞍馬蓋寺緣起》構圖見土谷真紀，
〈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
文化廳本を中心に〉，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
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3441。
66
並木誠士對畫風粗略也有一些可能的解釋。詳見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再考〉，在伊藤信
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
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年）
，頁 186-187。
67
土谷真紀，
〈『酒飯論繪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檢討〉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
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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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皆有白色毛髮、鬍鬚（圖 2- 5）
。 以及和淡彩茶道資料館《酒飯論繪巻》相比，第二段
長持酒宴上斟酒的少年，袖口處有裝飾性的「露」或袖括69，文化廳本則無（圖 2- 6），
還有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也曾提及的，文化廳本第二段蒲公英有莖無花（圖 2- 7）
70

，而蒲公英、菫、薺菜組合是狩野派許多畫作中的春天花草，相當具有代表性，會畫漏

實在讓人有些在意是何原因。71

圖 2- 5 第一段牽馬人物面部比較，從左至右依序是文化廳本、杜美術館本、金澤近世史料館
本。圖版來源：文化廳、海の見える杜美術館、金澤市立玉川圖書館近世史料館惠賜提供。

圖 2- 6 文化廳本與淡彩茶道資料館本少年服飾袖口比較圖。左圖為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
第二段斟酒少年，箭頭處沒有「露」（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標示為後
加）
。右圖為室町時代（?）
，淡彩茶道資料館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斟酒少年，箭頭處有二條
線「露」
（京都茶道資料館藏；取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東アジア中世海道: 海商・港・
沈沒船》
，東京：每日新聞社，2005 年，標示為後加）

68

並木誠士有提到第一段好飯家前讓馬安靜的人物群，中央有一人的臉部描線性質不同，明顯
是加筆，不知說的是否為這位無髮人士，詳見並木誠士，〈『酒飯論絵巻』再考〉
，在伊藤信博、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
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年）
，頁 187。
69
《大辞林第三版》
，「露」條: 狩衣・水干などの袖くくりのひものたれた端。狩衣．水干等
袖括之繩垂下的一端。「袖括り」條：狩衣・水干・直垂（ひたたれ）などの袖口のくくりひ
も。袖口を絞って動きやすくするもの。のちには装飾になった。狩衣・水干・直垂等束袖口
的繩子。束起袖口以便行動。後來變成裝飾。
70
關於蒲公英有莖無花的觀察，可見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写本室
蔵『酒飯論絵巻』について〉，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
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172-173。
71
此三種植物日語原名各自為：タンポポ（蒲公英）
、スミレ（堇）、ナズナ（薺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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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蒲公英花朵的有無。上圖為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庭前蒲公英（16 世紀中葉
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下圖為近世中期，法國國家圖書館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庭
前蒲公英（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取自 Gallica – BnF：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60009
64q/f7.item

（查閱於 2018/7/9）
）

雖然無法判定文化廳本是否為狩野元信當年所作原本，但認為文化廳本保留元信原
本設計的可能性相當高。根據詞書書風、與《酒傳童子繪巻》的相似性看來，年代應不
會距離元信所繪製的原本太遠。以及和目前被推測為室町時代的，淡彩茶道資料館《酒
72

飯論繪巻》型態上大致維持相同 ，可知早期《酒飯論繪巻》的一致性應該頗高，文化廳
本相當有可能保留了狩野元信當初的設計。若限定從研究對象來論設計保留的可能性，
下表是文化廳本與茶道資料館本稚兒圖像的對照表（表 2- 2）
，可看到除了幾點以外大
致相同。73故本文將以文化廳本保留了狩野元信當初設計為前提，進行寺院稚兒與授乳
婦女圖像的涵意分析，適當與狩野元信生平連結，相互參照，推測這些圖像所欲傳達的
訊息可能為何。

72

土谷真紀曾對淡彩茶道資料館本及文化廳本進行比對，並認為兩者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其中
一本參照另一本，或是共同參照某本而繪製。詳見土谷真紀，〈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
の位相──文化廳本を中心に〉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
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34-41。
73
淡彩茶道資料館本的繪畫部分僅存第一段與第二段，故從此文研究對象來說，表格中僅能比
較第一段的兩位稚兒。並且，顧及圖像版權，此處暫不附上淡彩茶道資料館本圖像，並在此感
謝京都裏千家茶道資料館及學藝員提供相關圖像給予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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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廳本圖像

淡彩茶道資料館本與文化廳本的相同相異

第一段

【與文化廳本相同點↓】

下棋稚兒

整體形狀大致相同
眉墨及髮髻皆一致
眼睛形狀大致相同，眼尾尖細朝上
衣服有顏色標示
【相異點↓】
沒看到花立涌文樣
淡彩茶道資料館本眼神較柔和嫻靜些

第一段

整體形狀大致相同

觀棋稚兒

眉毛形狀大致相同
眼尾尖細朝上
衣服有相同的顏色標示
衣服畫有相同的文樣標示

表 2- 2 文化廳本與淡彩茶道資料館本《酒飯論繪巻》的稚兒圖像設計比較。表格內圖像為室
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二位稚兒（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
藏）

第二部分 文化廳本的年代
在討論了現存的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原本很有可能是狩野元信所作之後，接著便
有一些觀察試著判斷現存狩野派著色《酒飯論繪巻》中最古本的文化廳本，大概於何時
製作。
並木誠士在〈酒飯論絵巻と狩野元信〉一文中認為下限應該在 1520 年代前半。他
的年代下限判斷根據是《真如堂緣起繪巻》和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有類似的圖像，
但圖像於《酒飯論繪巻》的合理性較強，繪巻整體統合性來說也比較少矛盾，而《真如
堂緣起繪》的不自然表現明顯是圖像抄寫的結果，故認為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原本的
製作年代下限應在《真如堂緣起繪巻》製作年，1524 年之前。
從建築表現等與《酒傳童子繪巻》（1522-1531 製作開始至完成）有近似構圖，以
及 1520 年前後隨著法華宗勢力伸張與天台宗的對立表面化之社會背景一同考慮，那麼
上限應該可設為 1520 左右。故狩野元信的《酒飯論繪巻》製作應該可以落在 1520 左
74

右~1524 之間。 隨後他也於 2015 年論文集中的〈
『酒飯論絵巻』再考〉一文提出，以
上的觀察結果與從紙質、顏料的質等的樣式判斷、詞書書體來看的年代判定一致。75
74
75

年代判斷詳見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と狩野元信〉，
《美術史》44-1(1995-03)：79-94。
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再考〉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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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學者土谷真紀則提到，如之前提過的，文化廳本的詞書書風和「三条流」有
關，並且她在經過前述的人物風格比對及相關研究後，雖然認為將文化廳本視為狩野元
信原本還需慎重，但她認為文化廳本年代應離 1520 年代不遠。76
第三部分 時代背景：二大動亂與三家三宗
如前述，文化廳本的製作離 1520 年代應不遠，這個年代夾在日本中世二大動亂之
間，一是開啟日本戰國時代的應仁之亂（1467-1477）
，一個是讓京都市街燒掉過半的天
文法華之亂（1536）
，火災規模與應仁之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文化廳本製作推測落
在此兩大動亂之間，故第三部分將簡述兩大動亂間，與文化廳詞書三主角有關的三方勢
力情形。三方勢力，如（表 2- 3）所示，包括三家──公家、僧家、武家，三宗──念
佛宗、法華宗、天台宗。透過相關史實及研究可以想見，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應是
在應仁之亂後，天文法華之亂前，三方關係日益緊張為背景下產生的作品。

長持

公家

豪飲

酒

念佛宗（一向宗）

好飯

僧侶

暴食

飯

法華宗

仲成

武家

中道派

酒飯

天台宗

表 2- 3《酒飯論繪巻》登場人物相關資訊示意表。參考引用並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
〈テクストとしての『酒飯論』─そのエクリチュ－ルをめぐって－〉《
『酒飯論絵巻』影印
と研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72

應仁之亂可以說始於足利義政（1435～1490，在職 1449～1473）決定繼承人一事。
起初，足利義政無子，擔心後繼問題，故勸說其弟足利義尋還俗接任，並保證當時的管
領77細川勝元（1430～1473）會擔任他的監護人，義尋答應後還俗並改名為義視。豈料義
政正室日野富子（1440～1496）後來生下一男足利義尚（1465～1489）
，並為了兒子能繼
任將軍，商請山名宗全（1404～1473）為義尚監護人，義視、細川勝元與義尚、山名宗
全開始對立。
差不多同時，幕府內輔佐將軍的三大管領之中，另外兩大管領畠山和斯波家族內部
也有爭奪族長寶座的情形，與將軍繼承人問題結合，而使戰爭規模擴大，歷時達 10 年
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
川書店，2015 年）
，頁 184。
76
此對文化廳本年代的意見及結論見土谷真紀，〈
『酒飯論絵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検討〉，頁
212。
77
《大辞林第三版》
，「管領」條：室町幕府第一の重職。将軍を補佐し、政務全般を総轄す
る。初め執事と称したが、のち管領と改めた。足利氏一門の細川・斯波・畠山の三氏が交代
で就任し、これを三管領と称した。かんりょう。管領是室町幕府第一重職。輔佐將軍、總轄
全盤政務。起初稱為執事，後來改為管領。足利氏一門的細川．斯波．畠山三氏交替就任，稱
為三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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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並且波及至地方，雙方勢力可參考（表 2- 4）
。戰亂雖在 1477 年結束，但是影響
不小，從此一內亂開始，即進入戰國時代。昔日的傳統權威掃地，弱肉強食，只要有力
量，僕人可打倒主人，庶民可打倒武士，所以下剋上的風潮便成為戰國時代人士的價值
觀。在此戰國亂世，需憑自己實力生存下去。78

西軍(11 萬餘兵力)
將軍繼嗣問題
將軍家

東軍(16 萬餘兵力)

足利義尚

1467 年

足利義視

(義政之子)

將軍足利義政

(義政同父弟．養子)

義視

1468 年 11 月

義政

西軍勸誘義視

義尚

東西兩幕府成立
幕府內勢力爭奪

山名宗全(守護)

細川勝元(管領)

畠山氏家督之爭

畠山義就

畠山政長

斯波氏家督之爭

斯波義廉

斯波義敏

有力守護的争鬥

六角氏、一色氏、大

赤松氏、富樫氏、京

内氏、河野氏、仁木

極氏、武田氏…

氏…
表 2- 4 應仁之亂對立關係表，參考詳説日本史図録編集委員会編，《山川詳説日本史図録第 6
版》
（東京：山川出版，2013 年 3 月），頁 123 製作。

不僅下剋上風潮盛行，應仁之亂以後，公家、武家、僧家似乎有為了資源歸屬而衝
突加劇的情形。高谷知佳在〈『酒飯論絵巻』の三者と室町期の権力構造〉一文中，將飯
室律師好飯與比叡山延曆寺連結，造酒正長持與朝廷造酒司連結，中原仲成與幕府奉行
人連結，並延伸討論中世寺社勢力、法與訴訟、商業課役的問題。79以下花一些篇幅引述
該文部分內容，呈現三者相互之間的關係。
僧家勢力方面，比叡山延曆寺很久以前便開始庇護中世土倉．酒屋80的山門勢力；
只要依附於山門勢力，商人就能以「為了進行國家鎮護祈禱所須的物資供給」為理由，
得到免除商業賦稅的特權。此外寺社也因為「從神佛借來的東西不管是什麼一定得還」
此觀念，而兼營金融業。81土倉酒屋稅收龐大，可達一年六千貫文，幕府在 1393 年對土
78

以上應仁之亂簡介參考鄭樑生著，《日本中世史》（臺北市：三民，2009 年）
，頁 279-282。標
楷體引文引自同書 282 頁。
79
高谷知佳，
〈『酒飯論絵巻』の三者と室町期の権力構造〉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
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
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389-410。
80
《大辞林第三版》
，「土倉」條：室町時代經營高利貸的業者。鎌倉時代稱為借上，但因為為
了保管典當物而建土倉，所以南北朝開始這個名稱便一般化了。多由富裕酒屋兼業，被併稱為
酒屋土倉，兩者常成為德政一揆的襲擊對象。
「酒屋」條：零售酒類的店，或其人。造酒屋。
81
此段兩標楷體引文引自高谷知佳，
〈『酒飯論絵巻』の三者と室町期の権力構造〉
，頁 393、
394。原文為：
「国家鎮護の祈祷のための物資調達を行う」以及「神仏に借りたものは何が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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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酒屋收取稅收之前和庇護土倉酒屋的山門有一陣攻防戰
朝廷公家方面，朝廷的許多課稅常由室町幕府的保證才能收取、進而確保許多官司
或公家的經濟基盤。例如造酒司酒麴稅在 1393 年與幕府土倉酒屋稅一起併收之前，由
於種種原因一直不是很能穩定收取。之後雖能明令收取，但是是與幕府的土倉酒屋稅作
為一體互相依存的，並且還是常有紛爭，比如說與幕府間的紛爭，或是因為稅收徵收代
官82而產生的衝突。
室町時期的許多紛爭常帶入室町幕府尋求調停解決。高谷知佳分析中左衛門大夫中
原仲成，認為可以推定其應為幕府奉行人，奉行人正是處理這些訴訟實務的人。但室町
幕府有對訴訟消極的跡象，比起以法公平裁判，變成一種幕府對與其有關係者的施恩。
這樣的社會，為了訴訟及政局的布局，日常透過宴、贈禮、文化遊戲等的關係網絡維持
變得重要；奉行人和寺社或公家間也常看到有所交流。
京都應仁之亂後，因為財政收入銳減，稅賦方面的紛爭、爭奪就更加嚴重了。高谷
知佳認為，如果在室町末期，現實中三人相遇的話，對酒屋課稅很有關係的律師和造酒
司，所爭應該不是「酒飯」而是「酒販」吧，並且在中原仲成的地方接受裁判。83
以上是對高谷知佳一文的概要敘述，尚不能完整傳達該論文內容，並且實際樣態還
需更多研究闡明。但從此論文簡述已可略知當時圍繞著公家、僧侶、武家的經濟紛爭，
了解這三者在實際歷史上，和《酒飯論繪巻》三者有如平行的，互相主張、衝突、斡旋
角力的一面；
《酒飯論繪巻》中辯論的主人公身份何以各為公家、武家、僧家，相信一定
程度上正反映了當時三者的衝突。
同樣地，三位主人公所信仰的天台宗、法華宗、念佛宗，在 1520 年代前後也有彼
此關係緊張的一面。中原仲成信仰的天台宗是平安佛教的代表之一，由最澄（767-822）
入唐接受密教、禪、律的傳授後回日本，於西元 806 年成立綜合天台．密．禪．戒四宗
84

的天台法華宗。其教基於法華經，主張人皆有佛性的一乘思想等。 相對於後來新興的
佛教宗派，天台宗至室町已算是舊有佛教派別，但蓄積一定勢力。
念佛宗，即尋求藉由念佛往生極樂淨土的宗派，可指淨土宗．淨土真宗．時宗等。
85

創立淨土宗的法然（1133 〜1212）
，因為提倡專修念佛，所以其宗派也被稱為念佛宗。

ろうと返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82
《大辞林第三版》
，「代官」條：中世以降，代行主君官職的總稱。
83
引自高谷知佳，〈
『酒飯論絵巻』の三者と室町期の権力構造〉
，頁 406。原文為：もし室町末
期において、現実にこの三人が出会っていれば、酒屋に対する課税と縁の深い律師と造酒司
が、
「酒飯」ならぬ「酒販」をめぐって争い、中原仲成のもとで裁判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であろ
う。
84
天台宗的簡介詳見文化廳編，
《宗教年鑑平成 29 年版》（東京：文化庁，2017 年）
，頁 9-10。
85
此定義來自《大辞林第三版》
，「念仏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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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室町時代與日蓮法華宗比較有衝突的，是法然弟子親鸞(1173-1262)於鎌倉初期
所建立的淨土真宗，淨土真宗在室町時代經蓮如（1415～1499）發展出特殊的傳教方式
入農村弘法而壯大。86
日蓮法華宗是由日蓮(1222-1282)所創立。雖然有其歷史背景原因需納入考量，但
不可否認的是，日蓮是一個攻擊性頗強的宗教家。例如在 1257-1260 左右鎌倉發生災難
時，認為因為當時佛教界背正法，信惡法，故善神離開日本，所以主張用政治手段取締
淨土宗。87其攻擊各宗曾經被概括為：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88
應仁之亂後，舊佛教宗派大受打擊，但對新興宗教法華宗而言則是擴張勢力的好機
89

會。亂後京都便叢生許多法華宗寺院。 關於此三派衝突，與狩野元信《酒飯論繪巻》製
作時比較相近，故相關性比較高的背景史實，也許有法華宗日親和尚（1407～1488）在
進出京都的過程中，和其它宗教間的論爭。90還有日蓮歿後，淨土真宗傳教對象以農民
為主，與日蓮宗傳教對象有所重疊，兩派常發生衝突之事；以及日蓮宗和天台宗雖同信
奉法華經，但日蓮宗自居正統，並在京都擴大勢力，侵害天台宗傳統勢力範圍等。91
若狩野元信《酒飯論繪巻》真的是在 1520 年代前期製作，那麼從大約 10 年後，1532
年日蓮宗與一向宗有激烈衝突，及 1536 年爆發著名的天文法華之亂，天台宗的延暦寺
動員僧兵、宗徒、軍事勢力約 6 萬人燒毀洛中洛外的法華二十一寺，這些慘烈史事看來，
《酒飯論繪巻》這種描寫信仰念佛宗、法華宗、天台宗的三位主角辯論的繪巻，可說是
一個在大亂前夕，頗具爭議性的作品。
考量以上三家三宗時有衝突、關係緊張的背景，製作這樣描寫三者為酒飯爭論的作
品目的為何？繪巻對紛爭的立場是什麼?以及，無論武家、公家、僧家，還是天台宗、法
華宗、念佛宗，在當時都是具備一定實力或資源的勢力，將三者紛爭畫成繪巻，難道不
會觸怒當時三方的任何一方嗎?在亂世中製作這樣詞書內容略顯尖銳的繪巻，不論是對
於訂製的人，或是繪師而言，應該是頗為棘手的事。
第二節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內容及問題
86

關於淨土宗、淨土真宗詳見魏道儒主编，《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巻．日本佛教》
（北京市：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80-305、366-370。
87
關於日蓮法華宗，詳見魏道儒主编，
《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巻．日本佛教》
（北京市：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336-346。
88
引用並譯自日本史図録編集委員会編，《山川詳説日本史図録第 6 版》
（東京：山川出版社，
2013 年）
，頁 106。原文為：念仏無間・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賊。
89
應仁之亂後法華宗急速發展，見今谷明著，
《天文法華の乱 : 武装する町衆》
（東京：平凡
社，1989 年 1 月）
，頁 36。
90
日親因為採取「不受不施」立場，即不接受信徒以外人們布施，也不布施非信徒，故引起其
它宗派非難，詳見鄭樑生著，《日本中世史》（臺北市：三民，2009 年）
，頁 310。
91
關於天文法華之亂及日蓮宗、天台宗、真宗的衝突，詳見魏道儒主编，
《世界佛教通史．第九
巻．日本佛教》
（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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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酒飯論繪巻》內容主要是主要是信仰佛教不同宗派──念佛宗、法華
宗、天台宗──的三位主人公：身為朝廷公家喜愛酒的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喜歡飯的
僧侶飯室律師好飯、本身為武家的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某日齊聚一處辯論酒與飯誰
優誰劣，繪巻中對應三人的圖像可參照（圖 2- 8）
。此大致內容，在詞書第一段便清楚
地點出了三人身份嗜好及聚會事由：
於今此時，三人之輩在這裡相聚，各自隨興爭論。
其中一人為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是一位很能喝酒的大上戶。
其中一僧為飯室律師好飯，愛好湯漬飯的下戶 。
還有一人為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是喜好酒也喜好湯漬飯的中戶 。
上戶、下戶、中戶，是律令制戶的等級，例如上戶一家有 6 或 7 人正丁，下戶則有
2、3 人正丁。但是上戶同時也可指愛喝酒的人或喝很多酒的人，下戶則指不愛喝酒或酒
量不好的人。92詞書中可看到身為上戶的長持、下戶的好飯、中戶的中原仲成為了替自
己的愛好或主張辯護，針對喝酒、吃飯有很多攻擊及頌揚的發言。

圖 2- 8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三位主人公聚會之景，人物由左至右依次
為飯室律師好飯、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以下在第一部分，將著重舉出詞書部分三人言語上針鋒相對，頗具火花的內容，並
概要介紹各段畫面。詳細的詞書可參閱附錄二。
92

以上對上戶、中戶、下戶的簡介參照《大辞林第三版》，「上戶」
、「中戶」、
「下戶」條目。

34

第一部分 文化廳本內容簡介
第一段詞書部分主要是開場，從漢代、日本古代明王聖主開始，再帶到現時三位主
人公聚在一起，為了酒和飯誰優誰劣而辯論。繪畫是公家長持、武家仲成聚在僧侶好飯
家的場景。第二段詞書是公家長持對酒的禮讚，及些許攻擊下戶，也就是不會飲酒之人
的內容，最後再唱誦阿彌陀佛佛號，表明自己的信仰是念佛宗。繪畫內容則是長持家的
歡樂酒宴。第三段詞書輪到僧侶飯室好飯，他首先攻擊了上戶喝酒的種種醜態、缺失，
再對飯進行禮讚，最後表明了自己的法華信仰。繪畫內容則是好飯家的飲食場景。第四
段輪到武家中原仲成，先是批判了上戶下戶的過度行為，接著對自己的主張──中道進
行禮贊，說明凡事適中最好，最後同樣唱誦佛號，表示信仰天台宗。繪畫內容為仲成家
的用餐情形。以下引用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對四段詞書的分析表格，可快速了解
三人篇幅不短的論述，主要內容及重點為何（表 2- 5）
。
占 總 詞 書 順序一

順序二

按類列舉 重點內容

結尾

93

比例
長持

對酒的禮讚

對下戶的批判

(29%)

(48%)

(12%)

好飯

對上戶的批判

對下戶的禮贊

(36%)

(57%)

(3%)

仲成

對上戶下戶批判

對中道的禮贊

(27%)

(12%)

(58%)

18%

酒的禮讚

一向宗

32%

酒的批判

法華宗

18%

中道的禮讚

天台宗

表 2- 5《酒飯論繪巻》詞書內容比例分析，引用並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
〈テクスト
としての『酒飯論』─そのエクリチュ－ルをめぐって－〉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京都
市：臨川書店，2015）
，頁 80-81

【第一段】
第一段詞書並沒有明確指出三位主人公在何時會面，只提到了久遠的漢代、日本明
王聖主治世；延喜天曆均是日本 10 世紀時的年號。話說，我們國君治理朝代、慈愛人
民之事，與那些漢家明王聖主來說，因為年代相距久遠，所以難以比擬。本朝的延喜天
曆治世也是如此。接著敘述了三位主人公的身份信仰，以及各自對酒、飯的喜好，還有
點明了三人聚會目的—討論酒與飯哪個較好。

93

按類列舉，原文為「物尽くし」《大辞林第三版》，
「物尽くし・物尽し」條：以歌謠羅列同類
事物之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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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繪畫內容（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在第一段詞書之後，就可看到第一道門外有二組侍從牽著馬在外等候，對應來到好
飯屋邸裡的二位客人。門內又有一組侍從，及兩個玩石子的童子。中間的兩個侍從向著
畫面右邊瞧著玩耍的童子。還有一個侍從睡著了，似乎傳達了一絲太平閒適的氣氛。
屋內三人坐著，就是《酒飯論繪巻》的主角們。最右邊手持金扇身穿水藍色衣服的
就是造酒正長持，他的右手邊身穿僧侶衣裝的是好飯，而背對觀者看向畫面右邊長持的
就是中原仲成了。
三人會面之屋下方，在房間的邊緣上有一位年輕的僧侶候著，在他的後方有四人圍
著棋盤，其中一位稚兒正與僧侶對奕，另一位稚兒一手搭在年長僧侶肩上，一手與僧侶
一同比向棋盤，二人對棋局很有興趣的樣子。廚房上方的小房間有一個僧侶正在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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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研磨茶葉，廚房裡的三人中有二人用筷子處理著米，很是慎重（圖 2- 9）
。
【第二段】
第二段詞書是公家，長持的主張，從詩歌到宴會，在他的描述之下，酒宴的瀟灑氣氛
似乎歷歷在目：桃李盛開之時，連天色也變成醉酒的氣色。在花下勸酒，於樽前春風、
林間焚紅葉溫酒酌飲，真可謂風流至極。或是敘述了酒的好處，例如在春天喝下屠蘇白
散94，可達到延壽之效：長年千載的初春之時，如果喝了屠蘇．白散，因為飽含萬數壽
命，所以在一里之中不會有生病的人。
在長長的對酒禮贊之中，也有些許對下戶的有趣描寫：
不喜歡酒的客人來的時候，什麼也沒得做。
明顯的假笑、正經八百的臉色，就算使勁鬧著玩，也只得到咬牙切齒的表情。
醉了之後像猿猴睡著般弓著身體蜷縮地睡，有時喝醉後像是貪吃的臉一樣垂著
口水立著膝蓋，全然不省人事的樣子啊。
之後再度備上的菜又完美地吃光光了。
甚至上戶吃剩的，也要掩人耳目，不引起注意地吃掉。
可以看到不僅批評下戶酒量不佳、醉酒醜態，更有對下戶幾乎直指人格缺失的描述，
像是假笑、偷吃上戶吃剩食物等等。相對於瀟洒風流的上戶風情，下戶幾乎被描寫成一
個假正經、行事不光明正大的人。至此，本來從酒、飯的討論已有些接近人身攻擊了。

94

《大辞林第三版》
，「屠蘇」條：在年頭，祛邪並祈禱延命而喝的藥酒。
「白散」條：屠蘇散的
一種。山椒．防風．肉桂．桔梗．細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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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繪畫內容（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第二段詞書之後，就是長持的酒宴。酒宴中，左邊身穿水藍色衣服，右手持大圓盤
笑著的就是長持；在畫面最右邊扶著額頭不勝酒力的僧侶，從相貌及長鬍鬚來看應該不
是第一段出現過的好飯。房內下方有一僧及一客人裸著上身和著左方樂隊的曲聲歡快地
舞蹈著，酒宴似乎正進行到氣氛最融洽的時候。
房間最左邊有一童子，和第一段好飯家的年輕僧侶一樣，正站在兩個空間的交接處
照應著宴會上酒水的需要。
童子後方地面散亂著三組方盤及筷子，也許本來正是畫面左方酒醉到嘔吐、甚至不
能妥善行走之人的所有物。在第二段畫面最左方有一扇門開著，應該是表示被扶著的酒
醉客人即將前往的方向（圖 2- 10）。
【第三段】
第三段詞書中，好飯一開始就花頗多篇幅，生動地指出上戶的缺點。以下節選幾段
例示：
每個酒屋都會有這個那個喝酒賖帳；要求付款的時候便會不像話地生氣。
沒有買酒的錢自然過著不能喝酒的月月日日，枯燥寂寞好像過著和老婆離異的
日子一般。
（中略）
搖搖晃晃到處遛躂的上戶習氣，一邊步履蹣跚地走著，一邊掉入溝渠或廁所，
手腳、腳上所穿、乃至於身上所帶的東西也髒掉，連能乾淨握取的地方都沒有，邊苦
笑的樣子真是又可憎又髒啊。
而且從馬、輿、到車都沒辦法好好搭上而跌倒，還辱罵從者，身體至心靈都十
分不淨。
上戶帶紅的臉色像酒盤一般。臉上掛著斑駁紅色而鼻子泛白的樣子實在很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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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只要喝了酒就氣勢驚人地跑著，然後臉色轉青也令人害怕。
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這也是實況，肚子已經吃得滿飽趴在床上喝醉了，卻還
是不留神地一邊拿著大大的杯子想要再喝，卻喝不了和菜肴一起吐出來，嘔吐物沾上
了自己的皮膚，看了這樣幾乎沒有不被影響而感覺作嘔的人。
這樣的上戶，他的口腔臭味、口水臭、腥臭、肚臭，因為腐敗導致的異臭那些
漂浮的髒污，就算在外面的那些人鼻子也受不了。
好飯的評論，在視覺上、嗅覺上、行為上都喚起了人們對上戶，也就是好酒能喝之
人的不淨及不良印象。有熱鬧好看的旁觀者看了也許會拍案叫絕，憶起平日酒鬼們的行
為，覺得有憑有據並且精采，但對當事人來說，可以說是相當重量的諷刺與攻擊，尤其
接在身為上戶的公家長持對酒的一番自豪稱讚之後更顯如此。

圖 2- 11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繪畫內容（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第三段詞書之後再一次迎來好飯家的畫面。房內左邊正低頭大口吃飯的就是好飯。
中間陪膳的稚兒應是最右邊來訪的僧侶所帶來。房間下方人們不再下棋，而是守著待命
侍候用膳，稚兒則看向左方稚兒與年輕僧侶送上盛得滿滿的飯與一盤菜肴。
第三段的廚房，與第一段的廚房畫面不同，廚房料理已進行到另一階段，展現了繪
巻作品大多擁有的時間行進感：在第一段研磨茶葉的僧人，於第三段時已準備升火炊茶；
左方僧侶們也開始握飯糰、試湯的鹹淡、專心研磨食材、控制火候煮熟食物（圖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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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
結尾的武家中原仲成雖然認為酒與飯兩者都很重要，但也有些許批評兩者過度的
言詞：
年始的祝賀之時也是，特地舉行的式三獻上，廣受世人討厭的大上戶態度不佳的
酒醉發狂。另一方面，在宴會上顯得無趣的下戶也不值一提。無論是暴食或上戶的暴飲，
於古於今，唉呀，都是不討喜的。
但是和長持，尤其是好飯相比，批評佔其主張不多，隨後的內容中也花了少許篇幅
點出酒飯的重要性。不過他的中道主張主要訴諸於日常生活的論處及常識，例如：
四季之間也是，太熱太冷都令人難以忍受，春秋和煦帷子或小袖都絕對不需要最
是宜人。
考量世間的生活，也是陽光照射的時候東西就很熾熱。下雨過多就會變成洪水。
平和穩當的堯舜時代，最好的便是人民的爐灶一刻也不得閒地燒著。
高名氣的智者們也是在祈禱天長地久的祝願時祈求剛好程度的願望。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認為，比起前兩者來說，中原仲成的主張少了一些古典
的權威，顯得離教養人的文化世界有些距離。較機敏的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樣的呈現或許
95

有對武士的微妙諷刺。

95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テクストとしての『酒飯論』--そのエクリチュ—ルをめぐっ
て—〉，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
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8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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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2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繪畫內容（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同樣地，在第四段詞書後是第四段繪畫。庭園內種有牽牛花。坐在房內左上方，將
碗往下擺正低頭挾菜的人就是中原仲成。房間左邊的兩個空間交界處，也和其它部分一
樣安排有人跨坐在中間照應用膳之事。
這下來的廚房分成二個房間。第一個備膳空間與接下來的廚房不同，主要是處理酒
還有菓物，下方有一座盆石。96第二個廚房空間就主要是炊煮及料理魚肉、禽肉、海鮮。
在兩個專心且意氣風發切魚及鳥禽的庖丁背後，還可以看到堆得滿滿的蛤、蝦、貝類。
在最左邊有邊哺乳邊舀水的婦人，及乳兒。婦人看樣子正視情況用水清潔右方男子
初步處理禽類的場所。最後，可以看到在一張紙面到頭前的些餘距離處，以畫了一角的
水井結束繪畫（圖 2- 12）。
第二部分 問題之一：三家爭論與狩野元信生平的衝突
在第二章第一節討論時代背景的時候，已初步了解狩野元信推估製作《酒飯論繪巻》
的時代，落在應仁之亂和天文法華之亂間，並且在此之間三家（公家、武家、僧家）
，還
有三宗（法華宗、念佛宗、天台宗）
，為了資源或信徒的爭取等，彼此日益緊張的關係。
在這種時候製作主題是，擁有以上身份信仰的三位主人公，為了酒與飯誰優誰劣而爭論
的繪巻，不知是何用意。
如欲知曉一繪畫作品製作的用意，或是承載的意涵，除了探究是何人訂製之外，觀
察繪師平日與這三方勢力的關係，應該也能了解一些繪師在製作此繪巻時的立場為何，
從而如何地影響他呈現此繪巻。故了解繪師與這三方的關係應是必要的，以下結合前人
研究及相關史實，探討狩野元信與武家、公家、僧家的來往情形。

96

《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盆石」條：將石裝於盆上鑑賞的興趣。名石鑑賞興趣是從中國
傳來的，在室町時代作為室禮，隨著書院飾方式的展開，成為違棚或床裝飾上不可或缺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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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武家、公家、僧家的交渉
1、幕府．武家
由辻惟雄依據相關史料製成的表格（表 2- 6）可看出狩野元信頗具政治機敏性，雖
然政局變幻莫測，仍能適時與實權掌握者接觸。例如細川澄元（1489-1520）1506 年上
洛，1507 年元信就可能為他繪製肖像，而細川高國（1484-1531）在 1508 年掌實權，5
年後元信就幫他繪製《鞍馬蓋寺緣起》
。之後上位的木澤長政（？-1542）
、三好長慶（15221564），也有類似的情形。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狩野元信顯然能和敵對的雙方保持良好關係，例如細川澄元
和細川高國是對立的兩方，但狩野元信皆有接觸。
另外，雖然將軍權威低落，元信和足利義稙（1466-1523，在職 1490-1493・15081521）、義晴（1511-1550，在職 1521-1546）
、義輝（1536-1565，在職 1546-1565）三
代將軍都維持著良好關係。1516 年向義稙獻上扇子，1532 年還可能聯繫逃往近江的義
晴，義晴葬儀上使用的也是元信的《扇尽屏風》
，在 1552 年的時候，年邁的元信還帶著
孫子向義輝請安。從這些與將軍的往來，辻惟雄認為應該可以推測出，在 16 世紀前半
元信都保持著幕府御用繪師的資格。97
西元

政情推移

將軍

1506

細川澄元從阿波上洛

1494

1507
1508

義澄・澄元逃往近江。細

幕府實権者

元信與幕府/武家的交渉

義澄

1507

1507 也許繪製澄元像。

1508

細川澄元
1508

川高國成為管領。
1511

船岡山之戰，義稙・高

1508

1508

國・大内義興勝。澄元逃
往阿波。義澄歿。
1513

1513 製作高國寄進的《鞍
馬寺緣起》
。
義稙

1516

1516 作為嘉例(可喜的先
細川

1518

大内義興歸國。

1520

澄元歿。

1521

義稙逃往堺。義澄之子義
晴成為將軍。

例)向義稙獻上扇子。

高國

1521

97

辻惟雄認為元信在 16 世紀前半可能保持御用繪師身份的推論，見辻惟雄，《戦国時代狩野派
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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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義稙在阿波歿。

1521

1527

義晴逃往近江。

1527

1528

大内義興歿。

|亂

1531

高國落敗自殺。澄元之子

1531

1531

晴元抬頭。
1532

晴元・木澤長政掌握幕府

1531

1532 也許在這時左右和位

實權。

細川

於近江的義晴連絡。

晴元

1539 因扇座權向幕府申請

1539
義晴

1540

1541

1532~40 〈玉雲軒宛書狀〉

木澤長政逼向京都，義

木澤

(企圖接近木澤長政)

長政

1541 大内義隆下訂元信製

晴・晴元逃往近江。

作向明皇帝進貢的屏風、
扇。

1542

木澤長政敗死。義晴返回

1542 也許製作義晴新邸的

京都。

襖絵。
1542

1546

義晴之子義輝成將軍。

1546

1547

義晴父子與晴元對立逃往

1546

近江。
1550

1549

三好長慶上京，義晴在近

1549

江歿。
1551

大内義隆自刃。

元信的扇尽屏風。
義輝
|亂

1552

義輝返京。晴元剃髪。

三好

1551 〈土佐光茂宛書状〉

長慶

(申請三好長慶的折紙)
1552 帶著孫子向義輝請

1552
1559

1550 在義晴的葬儀中使用

1565

安。
1559 元信歿。

表 2- 6 政情推移年表及狩野元信和武家的交涉。參照以下兩書資料而製：➊. 辻惟雄，《戦国
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
，頁 72。➋. 吉
川弘文館編集部編，《誰でも読める日本中世史年表 : ふりがな付き》（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2007 年）
。

2、朝廷．公家
從下表可見（表 2- 7）
，狩野元信與朝廷公家也有所接觸。朝廷方面，元信似乎頗
受後奈良天皇賞識（1496-1557）
，同時還承接了小御所與記錄所的襖繪製作。另外，也
為當時身為公家、著名文人三條西實隆（1455～1537）製作過多柄畫扇。禁裏也是以元
信繪扇，賜給致力維持朝廷經濟的山科言繼（1507～1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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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

西元

相關事項

大永五

1525

11 月，在三條西公條邸繪製二枚折屏風。

享禄二

1529

10 月，在後奈良天皇前繪製屏風繪。
此年接受三條西實隆的訂單製作畫扇。

四

1531

接受三條西實隆的訂單製作畫扇。

天文元

1532

接受三條西實隆的訂單製作畫扇。

二

1533

接受三條西實隆的訂單製作畫扇。

四

1535

11 月，禁裏狩野(元信?)的唐繪屏風被交納，得到後奈良天皇的贊賞
(《後奈良院宸記》)。

十二

1543

6 月，在小御所繪製襖絵。

十五

1546

5 月，繪製記錄所的襖絵。

二二

1553

閏正月，進上波岸・客來一味的畫。於《御湯殿上日記》記載。

二三

1554

6 月，禁裏賜給山科言繼一柄狩野的墨繪扇(《言繼卿記》)。

表 2- 7 狩野元信與朝廷、公家的往來。依以下資料而製：➋. 辻惟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
究―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
，頁 72－73。➋. サントリー美
術館，《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東
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
，頁 236-237。

此外，狩野元信向來被認為和在宮廷繪所任職的土佐派有一定關係。谷信一曾在〈土
98

佐光信考〉一文論證其父狩野正信可能是土佐光信（生歿年不詳）的弟子。 並且初期畫
傳類的書籍如《圖繪寶鑑》
、
《畫工譜略》
、
《丹青若木集》都提到狩野元信納娶土佐光信
99

女兒為妻。

以上的説法雖未完全證實，但從狩野元信製作《鞍馬寺緣起》
（1513）
、《清涼寺緣
起》(1515)、
《三十六歌仙額》(1515)等大和繪題材，以及狩野元信寄給土佐光茂一封信
（圖 2- 13）
，内容大概是有關於狩野元信替土佐家處理光元的事情，可以知道狩野元信
在較不由漢畫系畫師經手的大和繪領域也有所發揮；並親身處理土佐家的家內事，兩家
應該是頗為密切的關係。100

98

谷信一，〈土佐光信考 上／中／下―土佐派研究の一節―〉，
《美術研究》100,101,103
（1940-04, 1940-05, 1940-07）
：9-22, 19-29, 11-25。
99
記載狩野元信娶土佐光信之女的史料，見辻惟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心
とし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頁 79、88-89。
100
狩野元信製作大和繪畫材及寫給土佐光茂書信的事，詳見辻惟雄，《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
―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頁 79。另外，狩野元信與土佐
派的關係，亦可見山本英男，〈初期狩野派--正信・元信〉，
《日本の美術 485 号》
（2006 年 10
月）
：圖 120，頁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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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 狩野元信寫給土佐光茂的信。取自山本英男執筆、編集，
《日本の美術 485 号－初期
狩野派--正信・元信》
（東京：至文堂，2006 年 10 月）
：圖 120，頁 78-79。

3、寺院．僧家
狩野元信本身信仰應屬日蓮法華宗。不少史書記載元信長眠之地位在屬於日蓮法華
宗的妙覺寺，現在京都妙覺寺一角仍有狩野元信與永德他們中橋狩野一族的墓。101而且，
若依上野憲示的研究，自始祖狩野正信開始就有一些史料說明正信與法華宗的可能關係。
102

儘管本身隸屬於日蓮法華宗，依下表（表 2- 8）對狩野元信與各寺院的來往概要整理

看來，至少早至 1513 年，狩野元信就能不分宗派而承接繪製畫作。
寺院

宗派

鞍馬寺

天台宗

103

清涼寺

淨土宗

104

大德寺

禪－臨濟宗

大仙院

年代

來往根據

1513

《鞍馬寺緣起》作品（原本今不存）
。

1515 左右

《清涼寺緣起》作品。

1513/1535

襖繪(1513 或 1535)。

16 世紀

襖絵，《韃靼人打毬圖屏風》

16 世紀

《草山水圖襖》

1524

《靈洞院年譜》記元信寄進《涅槃像》(現不存)

1538

《嚴助往來記》

1539-1553

主要依《証如上人日記》記載。

(塔頭)
興臨院
(塔頭)
真珠庵
(塔頭)
建仁寺

禪－臨濟宗
105

醍醐寺

真言宗

石山本

淨土真宗

願寺

15 年間的工作，狩野元信一門至少收到了 400 貫
文，相當於當時的 270 石米。

101

106

狩野元信的信仰及長眠之墓，詳見辻惟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
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頁 68-70。
102
上野憲示，
〈足利長尾氏と初期狩野派--狩野派の出自をめぐって〉，
《美術史》（1992 年第
41-2 号）
，頁 209-227。
103
宗派判斷依《大辞林第三版》
，「鞍馬寺」條所記。
104
宗派判斷依《大辞林第三版》
，「清涼寺」所記條。
105
宗派判斷依《大辞林第三版》
，「醍醐寺」條所記。
106
狩野元信從石山本願寺收到的報酬統計見辻惟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
心とし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
，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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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心寺

禪-臨濟宗

靈雲院

1543 左右

(塔頭)

妙心寺靈雲院在此時改建，或許元信也於此時描
繪障壁畫。
相關作品:《瀟湘八景圖》16 世紀。

竜安寺

16 世紀

《浄瓶踢倒圖》(依『大雲山詩稿』原本是大德
107

(妙心寺

寺塔頭瑞峯院方丈障壁畫)

派)
二尊院

原為天台・

16 世紀中葉

《二尊院緣起》

(全名:

律・真言・浄

二尊教

土四宗兼学的

院華台

道場明治維新

寺)

後改宗天台宗

天台宗

16 世紀

《鎮宅靈符神像》

本法寺

日蓮-法華宗

1550/1551

《十六羅漢圖》
，元信 75 歲落款

妙覺寺

日蓮-法華宗

108

園城寺
(通稱三
井寺)

元信墓所在地

表 2- 8 狩野元信與各佛教宗派來往整理表。表格主要依以下 4 資料所記內容略製：➊. 辻惟
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頁 73-7
5。❷. 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
，頁 210-243。➌. 山本英男，
〈室町時
代の狩野派--画壇制覇への道〉，
《月刊文化財》396（1996-09）
：22-32。➍. 山本英男，《日本
の美術 485 号 初期狩野派--正信・元信》
（東京：至文堂，2006 年 10 月）
，頁 38-40。

最能證明狩野元信跨宗派皆能往來的，或許是自天文 8 年開始 15 年間
（1539-1553）
承接淨土真宗石山本願寺的長期工作。據辻惟雄統計，狩野元信因此工作得到不少報酬。
109

日蓮法華宗徒在過去，天文元年（1532）的時候曾火燒山科本願寺，証如上人因此逃

至石山，將據點移至石山本願寺。有此經歷的証如上人，在 7 年後能如此重用信仰日蓮
法華宗的元信，長達 15 年，報酬也不少，實在有些難以理解。
辻惟雄認為，石山本願寺能重用狩野元信這件事，很可能因以下二原因促成：第一，
日蓮法華宗在元信接此工作的 3 年前已受重創，也就是天文 5 年（1536）京都法華寺已
107

原本是大德寺塔頭瑞峯院方丈障壁畫的資訊來自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2017 年）
，頁 211。
108
《大辞林第三版》
，「二尊院」條。
109
狩野元信從石山本願寺收到的報酬統計見辻惟雄，
《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中
心とし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
，頁 73-75。

46

因為天文法華之亂受天台宗徒毀滅性的打撃，妙覺寺十二世日兆也於此時戰死。第二，
也許有如木澤長政（?-1542）這樣的實力者介入，或其它巧妙的政治運作才讓石山本願
寺証如上人僱用狩野元信這件事得以成立。110
回到狩野元信的《酒飯論繪巻》
，其被推測為 1520 年代前半所製，時代背景正當法
華宗於京都勢力抬頭並且與天台宗對立加深之時。111《酒飯論繪巻》詞書内容渉及天台
宗、念佛宗、日蓮法華宗宗徒對於酒飯的辯論，從第二章第一節的文化廳本內容簡介也
看得出來，繪巻詞書的三人主張中有些言語尖銳的地方，在 1520 年代對身為日蓮法華
宗徒、但已長久與各宗派交好的狩野元信來説，畫三位主角信仰不同宗派卻為酒飯爭論、
互相攻訐的《酒飯論繪巻》，應該是個頗為棘手的畫題才是。
二、狩野元信積極經營事業的例證
1、與其它身份階層人士的接觸
下表的整理顯示了御用繪師狩野元信，早至 1515 年和商人或町眾就有所來往的一
面（表 2- 9）。其中，有扇面製作權的狩野元信更是在 1539 年與商人結合向幕府提出
請願，禁止那些没有扇面製作權利的人侵犯權利擁有者。除了看出狩野元信在事業方
面的積極，同時也能知道扇繪對狩野工房來説應該是不得不出面維護的重要財源。112
年代

事項

根據

永正 12 年(1515)

堺南北諸商人奉納元信筆《三十六歌仙畫

《嚴島畫馬鑑》

額》於嚴島神社
天文 8 年(1539)

天文 21 年(1552)

與上層町眾蓮池秀明連署，向幕府請願禁

《古畫備考》、
《披露事記

止沒有扇面製作權利的人製作扇面

錄》

堺住人綾井九郎左衛門尉定友奉納狩野筆

《橋弁慶圖繪額書入》

113

《弁慶．牛若圖繪額》於嚴島神社
表 2- 9 狩野元信與商人或町眾的可能接觸。依辻惟雄，《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狩野元信を
中心として》，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頁 75-76。及山本英男，
《日本の美術 485 号 初期

110

辻惟雄推測何以狩野元信得以接石山本願寺的原因，詳見辻惟雄，《戦国時代狩野派の研究
―狩野元信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4 年），頁 75。
111
狩野元信的《酒飯論絵巻》製作時代背景與法華宗的關係，詳見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
と狩野元信〉，
《美術史》
（1995 年第 44 期）
：91。
112
提到狩野元信維護扇繪權利的文章很多，如山本英男，《日本の美術 485 号 初期狩野派--正
信・元信》
（東京：至文堂，2006 年 10 月），頁 66。或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2017 年）
，頁 30-31。
113
除了《古畫備考》
，《披露事記錄》的記錄也協助補充了這段狩野元信向幕府請願的史事記
載，詳見山本英男，《日本の美術 485 号 初期狩野派--正信・元信》
（東京：至文堂，2006 年
10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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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派--正信・元信》
（東京：至文堂，2006 年 10 月）
，頁 66-67。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中也常常有人手持扇子，中原仲成身後有扇面屏風（圖 214，左）
。114傳為狩野元信所製的《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
，靠近誓願寺辻子115，古時
候為狩野辻子的附近，有一男子似乎在屋裡畫扇繪或看扇繪（圖 2- 14，右）
，小島道裕
認為這位男子也許是狩野元信。116如果《洛中洛外圖屏風歴博甲本》真的是狩野元信所
作，那麼也可以從此例中看到扇繪對當時狩野工房的重要性。

圖 2- 14 左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仲成身後的扇面屏風（16 世紀中葉
前，日本文化廳藏）。右圖：室町時代，《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左隻第 5 扇，疑似為狩野
元信的男子（16 世紀前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取自「洛中洛外図屏風 歴博甲本 人物デ
ータベース」：http://www.rekihaku.ac.jp/rakuchu-rakugai/DB/kohon_research/kohon_peop
le_DB.php

（查閱於 2018/7/9）
）

2、努力生存的相關逸事
除了上述與各階層身份人士的交流，有幾項記事或許可以從另一側面了解這位繪師
為維持關係或生計所做的努力。其一，在亂世中的求生，
《畫乘要略》中曾記載：
梅泉曰、當時三好細川及松永之徒、相繼作亂京畿鼎沸、由是元信兄弟寓三井寺、
或隱山林又竄市中、畫扇面以僅給衣食、今觀二子遺跡筆力雄偉而温雅之氣溢紙外、不

114

土谷真紀觀察到中原仲成身後有扇面屏風，見土谷真紀，
〈『酒飯論絵巻』をめぐる美術史的
検討〉，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12。
115
辻子是，相對於南北道路的東西横道，或此横道附近的町，辻子的解釋來自山本英男，〈初
期狩野派--正信・元信〉
，頁 17。
116
認為《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作者可能為狩野元信的論證，詳見小島道裕，
〈洛中洛外
図屏風歴博甲本の制作事情をめぐって (洛中洛外図屏風歴博甲本の総合的研究) -- (洛中洛
外図屏風と社会的背景)〉
，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014 年 2 月第 180 期）
，頁 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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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見有霸氣怒張之累、如二子者、身生亂世以繪事擅美於一時、可謂異材也

文中梅泉即是著作《畫乘要略》的白井華陽(?－1836)，對元信及其弟歷經亂世畫
扇求生，畫風卻不怒張，僅是筆力雄偉溫雅，很有讚賞之意。白井華陽的生存年代雖然
離狩野元信有些距離，但也許其文可為狩野元信身處亂世，仍與其弟努力畫扇求生做一
旁證。
其二，狩野元信有在工作場所為人起舞的紀錄。據《御湯殿上日記》所記，元信天
文 12 年（1543）在小御所繪畫，同年在常御所表演舞蹈。
《証如上人日記》及《私心記》
也有天文 18 年（1549）狩野元信在石山本願寺向座敷一舞的記錄。118天文 12 年元信為
67 歲左右，天文 18 年時也至少高齡 73 了。以御用繪師的地位，以此高齢來看，狩野元
信應是一位頗為努力經營事業的人。
三、問題的描述：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與狩野元信生平的衝突
在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部分，介紹文化廳本的時代背景時，高谷知佳的研究闡明了應
仁之亂以後公家、僧侶、武家，為了爭取經濟稅收、資源，而紛爭增多的現象。宗教方
面，1520 年代新興宗派日蓮法華宗的發展、隨之而來與其它宗派的摩擦，宗派之間的摩
擦，最終在 1532 年法華宗徒燒毀一向宗的山科本願寺、1536 年發展成燒毀京都市街近
半的天文法華之亂。最後帶出一個問題，在這樣三家三宗衝突日增的背景下，將具有此
三種宗教信仰及社會身份的主人公，因為辯論而互相攻擊對方的詞書內容描繪成繪巻，
應該是頗為吃力不討好的事。
舉例來說，經手此繪巻的繪師如果將長持對下戶的批評如實具象化，像是此句長持
批評下戶的內容：明顯的假笑、正經八百的臉色，就算使勁鬧著玩，也只得到咬牙切齒
的表情。那就是一種呈現下戶人格上假正經、醜態的舉動，不免得罪現實中那些與好飯
具同類身份的觀者，比如說不會喝酒的人，或是日蓮法華宗徒。反之若如實具象化好飯
對上戶的批評，也應該會有同樣的危險。僅管繪師可能只是照實呈現，或依訂製的人的
需求去做，難免會有成為某一派攻擊另一派打手的疑慮。
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在室町時期可能已製有粉本119，現存模寫本數量也不少，並
117

白井華陽，《画乗要略》
（1832 年）
，巻一。此引文所用版本為坂崎坦編，
《日本画談大観上・
中・下編》
（東京：目白書院，1917 年），頁 1332。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
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54090/684
118
天文 12 年及天文 18 年狩野元信為人跳舞的事，皆參照此書《狩野元信 天下を治めた絵
師》中的「狩野元信 関連年表」所記：サントリー美術館，《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
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
，頁
237。
119
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
〈『酒飯論絵巻』伝本リスト〉，一文頁 20 中的淡彩茶道資料館
本可能於室町時代所作。又土谷真紀在〈狩野派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廳本
を中心に〉文中第 37 頁中也討論了淡彩茶道資料館本也許是於室町後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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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1524 年的《真如堂緣起》繪巻中有引用《酒飯論繪巻》的圖像，此作品在早期應相
當公開，並非秘而不宣；這個描繪三者爭論的作品為何沒有惹怒現實中和三位主人公具
同樣身份的觀者，進而阻礙當時狩野派的發展，值得探究。
尤其，狩野元信（1476/77-1559）的一生幾乎與日本戰國時代（1477-1568）相始
終，戰國時期從事非民生必須的繪畫事業，想必更加仰賴其時仍具勢力資源的有力人士。
從狩野元信的生平中，看到了這位繪師，雖然本身信仰為日蓮法華教，卻在戰國時期還
是能和各界有力人物，不分武家、公家、僧家，不分各佛教宗派保持良好關係，甚至可
能和互相敵對的細川澄元、細川高國雙方都有保持接觸，可以想見狩野元信應是位處世
圓融的人，能在戰國時期維持狩野派不墜甚至擴大規模，應該不是偶然。
而我們又在他的生平看到了種種狩野元信積極經營事業的事蹟。例如他對扇繪權利
的爭取，以及在亂世中努力賣畫求生的表現，還有以御用繪師的身份，高齡之姿在工作
場合中為別人起舞，如此在意事業發展，並且處世圓融的人，會如何具象化這個描寫爭
論，互相批評對方的繪巻呢？
特別是此繪巻在開頭和結尾處都含有爭議內容：繪巻開始處有在中世會被當作男色
對象的稚兒，結尾處則有授乳婦女及兒童位於殺生肉食情景中。這些在日本中世都不是
形象非常良好的事，為何處世圓融、在意事業發展的狩野元信，選擇將它們擺在會給予
觀者較深印象的開頭，與結尾處呢？以下將花些篇幅解釋這兩個圖像何以有爭議，並且
為什麼需分析他們在此繪巻的表現傳達著什麼訊息。
第三部分 問題之二：繪巻中的破戒議題
文化廳本的詞書部分可以看到，三位主人公在各自主張末尾，各有一小唱誦佛號，
並表明自己佛教信仰宗派的內容。
佛教傳至日本約在西元 6 世紀。起初，僧侶被定位為官僧，是國家公務員，天平勝
寶五年(753 年)12 月鑑真被中國招聘，僧侶必須守的戒律也正式輸入日本。其中在日本
為主流的《四分律》被認為是西元五世紀時在中國製作的。總之，佛教信者分為在家者
與出家者，在家者需依『十誦經』遵守在家五戒，出家者依『四分律』依修行階段及身
份遵守六法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不等。
在家者的五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出家者在沙彌階
段就得守十戒，內容為：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塗飾香鬘、不
歌舞觀聽、不坐高廣大牀、不食非時食、不蓄金銀寶。120

120

以上日本佛教簡述及戒律內容參照松尾剛次著，
《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東京：平凡社，
2008 年 11 月）
，頁 18-27。

50

所以日本在很早的時代，不管出家者、在家者，初始戒律都包括了五戒，也就是不
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但是三位主人公都有佛教信仰的文化廳本《酒
飯論絵巻》
，很可能就包含了關於不淫戒、不殺生戒的破戒議題。
一、不淫戒
之所以說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中的寺院稚兒具有爭議性，是因為在日本中世，
時常有僧侶將稚兒作為性對象，而文化廳本中寺院稚兒的表現，又有些特別的地方可能
會讓人想到稚兒被當作性對象之事，以下分為 4 部分結合前行研究簡介日本中世僧侶破
戒之事，以及文化廳本中稚兒的表現為何會有令人想起破戒的疑慮。
1、破戒的事蹟
追溯寺院中何以存在兒童，法律上可追至西元 8 世紀或更早以前的〈僧尼令〉121：
凡僧、聽近親郷里、取信心童子供侍、年至十七、各還本邑。可知僧侶至遲於僧尼令的
時候已可依法在近親鄉里找尋信童服侍，服侍時間可直到他們年至 17 的時候。122
平松隆円則在文中說明，本來稚兒是指為了學問及禮儀而放在寺院學習的少年，作
為佛的弟子在僧侶身邊照顧僧侶，所以其中不乏皇族、貴族、武家、公家子弟，原始目
123

的並不是為了和僧侶有任何親密關係而設置的。 但是隨著時代推進，在寺院中發展出
了一些將稚兒作為僧侶性對象的行為及相關理論、文化。以下大致以年代為順序，敘述
幾個相關事蹟，顯示平安至室町這種現象的常見性。
小山聡子的研究指出，平安時代中期，天台宗延曆寺學僧源信（942-1017）著有代
表作《往生要集》
（985 年成立），其中就記載了搶奪他人之子與孩童性交或犯男色將會
124

墜入地獄。 據平松隆円解讀《往生要集》此段內容，是落入「眾合地獄」中的「悪見
121

《大辞林第三版》
，「僧尼令」條：養老令的編目之一。統制佛教教団僧尼的法令。規定了對
僧尼犯罪・破戒等行為的相應處置。又，據《大辞林第三版》，
「養老律令」條：養老令於 718
年左右撰定，757 年施行，大部分仍現存。718 年由藤原不比等等，修正大寶律令若干後編纂的
律．令各 10 巻。律的大半散逸，令的大部分則殘留於現存的「令集解」
。可知僧尼令至少在 8
世紀時已出現。依魏道儒主编，
《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巻．日本佛教》
（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5 年）
，頁 109 推論，該令在奈良時代前已全面實施。
122
奉仕僧尼的法律，可參閱土谷恵，
〈中世寺院の童と兒〉，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
吉川弘文館，2001 年）
，頁 165。及伊藤清郎，
〈中世寺社にみる「童」〉，
《中世寺院史の研究》
（京都：法藏館，1988 年）
。標楷體僧尼令內容引自国書刊行会編，《令集解》（東京：国書刊
行会，1912-1913 年）
，頁 242。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
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78424/138 （查閱於 2018/7/15）
。
123
平松隆円，
〈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
（2007 年第 34 期）
，頁 119125。
124
小山聡子，
〈寺院社会における僧侶と稚児 : 『往生要集』理解を中心として〉，
《二松學舍
大學論集》50(200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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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處」
，親眼見到獄卒對自己的兒子使用酷刑。 由此可見當時天台宗延曆寺的源信是否定
男色的。
然而，小山聡子觀察到，雖然 985 年已有《往生要集》敘述犯男色的後果，並且帶
給僧侶貴族社會相當大的影響，但反而 11 世紀開始寺院社會僧侶與稚兒的戀愛有公然
發生的現象，例如 1006 年左右成立的《拾遺和歌集》已有關於僧侶及與稚兒戀情的和
歌一首；1086 年的《後拾遺和歌集》則有三首。文中解釋，即使《往生要集》對犯男色
會墮地獄的描述帶給當時的僧侶及貴族們衝擊，他們在意的反而是如何藉由念佛滅罪的
樣子。小山聡子並在文末備記，平安中期是開始盛行以童子姿描繪文殊菩薩或地藏菩薩
的時代，同時卻也是常見僧侶與稚兒戀愛的時代，兩個現象間的關係十分值得注意。126
松尾剛次指出，中世初期，藤原氏出身，身為庶子的宗性（1202-1278）入官寺成為
官僧。他在 1214 年 13 歲的時候出家入東大寺，並在之後作為鎌倉時代東大寺的學僧代
表於學問上得到很高評價。但是這樣的他，在 36 歲時寫有誓文，內容大概是發誓除了
龜王丸之外不再有其他愛童、現在為 95 人但犯男色以百人為限…等，希望藉由這樣的
誓文保持身心清淨以往生淨土。127由此應可知當時寺院內男色可能已一般化的情形。
10 世紀的天台宗源信禁男色，但時代稍後的天台宗似乎已發展成為會以武力搶奪
稚兒的宗派之一。松尾剛次在書中提到，淨土真宗始祖親鸞上人的曾孫覺如（1270～1351）
學習能力好，且被形容為「容姿端麗」
。13 歲時入延曆寺學僧宗澄門下，14 歲時被三井
寺淨珍派遣僧兵從宗澄手上搶過去。不久法相宗興福寺一乘院信昭也想動兵搶奪，但因
128

消息走漏而失敗，最後透過一些人際上的勸説才得償所願。 延曆寺、三井寺（園城寺）
129

同屬天台宗，在正曆四年(993 年)因座主 之爭而分裂；興福寺則為法相宗。
鎌倉至室町時代以降還出現了一群以寺院稚兒和僧侶之戀為主題的「稚兒物語」作
130

品。 武光誠談到，被認為應該是 13 世紀末繪製的稚兒物語之一《稚兒觀音縁起》繪巻，
巻末詞書説明這是一個敘述興福寺別院菩提院十一面觀音像由來的繪巻。內容大意是觀
音回應僧侶長年祈求，化身為少年陪伴僧侶三年後，重病逝世的故事。大概於南北朝時
代131成立的稚兒物語《秋夜長物語》則敘述延曆寺桂海律師與三井寺稚兒梅若的戀情。
梅若最後死去，並且他也是觀音的化身。武光誠表示，這是將稚兒神格化以規避戒律了。
125

平松 隆円，〈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
（2007 年第 34 期），頁 106107。
126
小山聡子，
〈寺院社会における僧侶と稚児 : 『往生要集』理解を中心として〉，頁 41。
127
宗性破戒並立誓文一事詳見松尾剛次著，
《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東京：平凡社，2008 年
11 月），頁 70-80。
128
覺如受各寺院爭奪之事可參閱松尾剛次著，
《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
（東京：平凡社，2008 年
11 月），頁 98-99。
129
《大辞林第三版》
，「座主」條：（原本在中國是高僧的敬稱）
。延曆寺．金剛峰寺．醍醐寺等
大寺，總括寺務的最高位之僧。一般指延曆寺的天台座主。
130
稚兒物語作品出現時間，參照《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男色物」條。
131
《秋夜長物語》成立時間依《大辞林第三版》，
「秋夜長物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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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許多研究都曾提及，現存於京都醍醐原三宝院名為《稚兒草子》的露骨繪巻，約於
元亨元年(1321)製作，內容大概是描述真言宗仁和寺稚兒的故事。133
小山聡子也提到，室町時代，天台宗有稚兒灌頂的儀式。透過灌頂儀式將少年轉換
為神聖的稚兒，成為僧侶的性對象以此拯救僧侶。叡山文庫現藏有，可溯及 1450 年的
《稚兒灌頂私記》
。134
如以上依年份概列，可以知道平安時代至中世這種現象可以說屢見不鮮，並發展出
一套稚兒以此拯救僧侶的理論，故在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成立的時候，人們應該多
有些稚兒會成為僧侶的性對象此一概念。但從以下守戒的主張及與稚兒相關的一些現象，
大概可知道現象的一般化，並不代表當時世人就能輕鬆接受的樣子。
2、守戒的主張
如前述，佛教中對性方面的戒律存在已久，就算不是稀有現象，或是後來出現了將
稚兒神聖化以規避戒律的儀式，甚至是成為一種如稚兒物語那樣的文學、故事種類，日
本中世僧侶本身仍常常在人性與戒律中思索掙扎，有認為可行的，也有認為不可行需好
好遵守戒律的。
松尾剛次於《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一書列舉了幾位力行守戒的僧侶。例如貞慶
（1155-1213）的戒律復興、其所在笠置寺就是禁男色．女犯的地方。前面提過的宗性
（1202-1278）就曾受貞慶感化向彌勒信仰傾倒，並在笠置寺隱遁禁欲。還有叡尊（12011290），他是鎌倉中期律宗之僧，在嘉禎二年（1236 年）9 月與其它四人自誓受戒，開
135

始了戒律復興。

似乎有些反方向的是，覺如上人之祖親鸞上人（1173-1262）貌似也因見到當時延
曆寺性方面的女犯、男犯之風盛行而主張「無戒」
，企圖以此解決破戒問題。據說他曾得
聖德太子在夢中相告「行者宿報設女犯、我成玉女身被犯、一生之間能荘厳、臨終引導

132

《稚兒觀音縁起繪巻》及《秋夜長物語》的介紹，詳見武光誠監修，馮鈺婷譯，
《日本男色
物語》，頁 73-74、107-108。
133
《稚兒草子》資訊可參說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流行と享受〉，
《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
絵》
（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83 年）
，頁 97。橋本治，〈ひらがな日本美術史【その 31】ま
ざまざと肉体であるようなもの「稚児草子」〉
，《芸術新潮》（1996 年第 47-6 号）
：112-117。
平松隆円，
〈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4 期）
：89-130。
134
小山聡子，
〈寺院社会における僧侶と稚児 : 『往生要集』理解を中心として〉: 26。同文
42 頁的註釋 4 提到天海藏《稚兒灌頂私記》有最古奧書，記載有 1450 成立一事。
135
貞慶與叡尊的戒律復興，詳見松尾剛次著，
《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
（東京：平凡社，2008 年
11 月），頁 120-131、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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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生極樂」
；親鸞本人有二至三人妻子。

松尾剛次因而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説法，他認為法然、親鸞、日蓮、道元、叡尊、
忍性這些鎌倉新佛教的旗手，也許有作為童子，在破戒一般化的延曆寺或醍醐寺等官
寺待過的經驗，對寺的實態抱持疑問，而產生了「無戒」或持戒」等新運動。137
在文學作品方面，室町時代不僅有描寫稚兒戀情的「稚兒物語」
，也出現了反動的
作品，武光誠在書中曾提到，成書於室町時代的《若気嘲弄物語》(內容時間為 1450
年)，就是一個批評男色的書籍。138
3、寺院內兒童的榮與辱
另外，稚兒服侍僧侶並換得學習、食宿供應的制度並不總是那麼理想的。
土谷惠曾提及，11 世紀似乎有僧侶逐漸階層分化的情形，寺院中的兒與童可能也
隨此情形有了階層分化；行列中的序列高低依序是上童－中童子－大童子，房內序列
是兒－中童子－大童子。139
受寵的稚兒自然能享有許多特權，身著華美衣物善盡裝飾行列職責，甚至能在清
淨的寺院中食用肉類。而處於寺院內兒童序列下層，通常無法出家的大童子，因為待
在僧侶旁工作，需要保持童的姿態，所以即使長大了還得維持童子樣貌，有時候即使
禿頂，還是要留著長長的垂髮。大童子在故事中也常被描寫成因為無知而有著單純的
信心，雖然背負著權威，但也同時提供著猥褻雜亂的笑料。
即使是曾經受寵的兒童，也可能有著失寵而痛苦的經歷。土谷惠同本著書中說到了
仁和寺舞童則康突然發狂，最後出家皈依佛門的史事，推測與舞童短暫的表演壽命、失
140

去覺法法親王寵愛有些關係。

平松隆円也在論文中說明，隨著時代推進，稚兒變成多為身份低下或貧窮農家出身；
或有因為天災糧食短缺、或有為了將來比較好的學習及出路，父母親不得不寄於寺院受
照顧教養的。但不是所有稚兒都能受良好學習並得到較好的未來，其中不乏失寵或飽受
心酸、面對親人有苦說不出的稚兒。並且，目前還沒有看到文獻中有稚兒對自己被神格
136

親鸞之事見松尾剛次著，
《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
（東京：平凡社，2008 年 11 月）
，178182。聖德太子夢中相告親鸞的內容，也引自 178 頁。
137
此見解見松尾剛次著，《破戒と男色の仏教史》，（東京：平凡社，2008 年 11 月）
，頁 9-16。
138
武光誠監修，馮鈺婷譯，《日本男色物語》
，頁 257。
139
此寺院兒童階層結論見土谷恵，〈中世寺院の兒と童舞〉，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
吉川弘文館，2001 年）頁 166。
140
大童子的遭遇參閱土谷恵，
〈中世寺院の兒と童舞〉，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吉川
弘文館，2001 年）
，頁 166-168。兒童受寵而能食用肉類的記述，在同書頁 242。舞童則康的敘
述則見同書頁 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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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視為菩薩，能拯救僧侶，而感到榮耀驕傲的。反而有疑似稚兒不喜受到追求而投身於
海的故事。141
如此看來稚兒在中世人們心中的正面與負面形象還難以拍棺論定，那麼在酒飯論繪
巻裡描繪的稚兒是想要表達哪一方的意見呢?
4、文化廳本稚兒的表現
(1)、開場顯眼的位置
從詞書看來第一段應是三位主人公出場的重要時刻，但是如果分析繪畫，可以發現
其實三位主人公佔的比例稍嫌過小，大概三分之一的程度。且從畫面開闊性來說，相較
於下方圍著棋盤的稚兒與童、僧侶們，三位主人公也被一條屋樑稍微遮蔽，顯得更加屈
居於右上方（圖 2- 15）
。
在土佐光元系統的國立國會圖書館內海藏本《酒飯論繪巻》中並不是如此安排，第
一段室內部分並沒有下方稚兒及左方廚房的場景，只有三位主人公而已（圖 2- 16）
。

圖 2- 15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三位主角會面場景（16 世紀中葉前，日本
文化廳藏）

141

稚兒的心酸遭遇，詳見平松隆円，
〈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4 期）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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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 年代未詳，國立國會圖書館內海藏本，第一段三位主角會面場景，第一段大房間內的
三位主人公。（一軸，紙本墨畫，一部分著色，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別七－五六五)；取自「国
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1767/7
（查閱於 2018/7/10）
）

圖 2- 17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好飯用膳場景（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
廳藏）

再和同巻的第三段比較，好飯所在房間明顯變得較開闊了，下方稚兒與童佔的比例
變小了一些，焦點放在膳食有關的瓜果、稚兒與僧手上運來的飯菜，畫面到此才似乎可
以以二分畫面看待（圖 2- 17）
。
狩野派《酒飯論繪巻》的畫面設計者十分細心。參看概覽處的全巻文化廳本圖像可
以發現到在分景及人物分組之餘，也十分注意各景、各組人物的連結，安排了一些巧思
指引觀者觀看的視線，並讓各景、各組人物分而不斷。例如，各段為了銜接各景皆有人
物被安排在空間的交界處出現（圖 2- 18）
。還有一些人物會用眼神望向某一組群眾（圖
142

2- 19、圖 2- 20）。

142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構圖分析，詳見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再考〉，在伊藤信博、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
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年）
，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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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從左上、至右下圖中箭頭所指依序為第一、二、
三、四段在兩個空間交界處、連接二空間的人（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看向裡面

組別一

看馬

組別二

看馬

圖 2- 19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身在某一組卻用眼神看向別組，或指引
觀者注意力的人（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看孩童

組別一
看向內裡

組別二

看孩童

圖 2- 20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身在某一組卻用眼神看向別組，有連接
作用的人（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精於引導觀者視線的設計者，應該不會沒有注意到畫面的比例與觀者注意力大小分
配的問題。因此，從第一段圍棋場景和三位主人公畫面幾乎等分，並且在開闊性上略勝
一籌來看，設計者應該希望觀者從繪巻一開始就注意到下方圍著棋盤的稚兒及僧侶，所
以如此三等分三位主人公、寺院稚兒、廚房場景。這樣看來設計者並不希望人們一眼看

57

過去忽略具爭議性的寺院稚兒。
(2)、暗示破戒的表現
有幾個研究提到酒飯論繪巻圖像與享樂、破戒的關連。土谷真紀以《法師物語繪巻》
（全一巻，個人藏）
、《善教房繪巻》
（14 世紀，サントリ—美術館）舉出用食欲帶出諷
刺的例子。
《法師物語繪巻》通巻大概是在說即使是從事「僧」這般的聖職，也逃不過對
「食」的欲求。其中的〈法師僧膳》部分也有像《酒飯論繪巻》中第三段好飯與客僧面
前盛得高高的飯那樣的圖像。
而《善教房繪巻》則是第一個畫出住居處內裡空間廚房，並且有僧侶登場的繪巻。
內容是說一位名為善教房的僧侶，拜訪某個貴族宅邸，對其家人們談佛法、提倡唱誦南
無阿彌陀佛名號就可往生極樂淨土。一邊廚房中有各種類似《酒飯論繪巻》裡看到的廚
房備膳景像，喝酒、搬運食材、處理魚禽、看顧炊火的女性…等。但該段詞書則是，僧
侶向家人的說法失敗了，連話都不肯聽，對應廚房中背著偷喝酒的女性、殺生等景像。
土谷真紀認為，有類似圖像的《酒飯論繪巻》，或許《善教房絵巻》這樣的設計是其底
流。143
山本聡美在〈破戒の図像—酒と飯のイコノロジ—〉144中分析了六道絵、
《伴大納言
繪巻》等奢侈食事、日用品圖像與佛教罪業觀的連結，以飲酒及飽食為軸鮮明地呈現善
與惡的觀念，將佛教教誨中的善惡可視化。並認為《酒飯論繪巻》的畫及詞書繼承了中
世繪畫以飲酒與飽食作為破戒的象徵此一形式；還有繼承了《善教房繪巻》並置宗教論
145

議與破戒圖像的諧謔，諷刺的與其說是特定的宗派，倒不如說是諷刺「宗論」 的無益。
從以上研究可知，酒飯論繪巻的飽食畫面有其破戒的隱喻淵源；稚兒在這個繪巻中
是被描繪出與一般少年或男子不太一樣姿態的，並有些類似女性，和僧侶暴食形象並列，
此一組合難免讓人覺得是否在嘲諷僧侶不僅於食，也於性的破戒（圖 2- 21）。

143

與《法師物語繪巻》、
《善教房繪巻》的圖像關連分析，詳見土谷真紀，
〈狩野派における
「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庁本を中心に〉，
《『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東
京：勉誠出版，2014 年）
，頁 44-48。
144
山本聡美，
〈破戒の図像—酒と飯のイコノロジ—〉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56-269。
145
《大辞林第三版》
，「宗論」條：決定宗派或教義上的優劣．真偽的議論。宗派間的論爭。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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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1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與僧侶暴食形象並列的稚兒們（16 世紀中葉前，
日本文化廳藏）
。

尤其在第三段我們可以看到協助端來菜肴的稚兒他頗為明顯地穿著若隱若現的紅
色「薄物」
，也就是質地很薄有些透的織物，羅紗絽之類（圖 2- 22）
。146エステル．レジ
ェリ—=ボエ—ル在 2015 談論模本價值的論文曾提到，茶道資料館本和 Chester Beatty
圖書館本都將這能透膚的「薄物」表現改成不透膚的樣子，他認為這個舉動可以有很多
解釋，也許是不理解原畫、或是使用情報缺失的粉本而誤解、或是為了減少性感的氣息
147

等。

圖 2- 22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可看到端菜稚兒身著紅色能透膚的「薄
物」
（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146

薄物定義見《大辞林第三版》，
「薄物・羅」條。
見エステル．レジェリ─=ボエ—ル，
〈模写を研究する価値があるだろうか—『酒飯論絵
巻』のケ—ス—〉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
影印と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2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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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往「性」的方面聯想的也許不只エステル．レジェリ—=ボエ—ル，國立國會圖書
館名為《僧家風俗圖繪》的寫本是第一段和第三段的其中一個稚兒都畫作身穿透膚袖子
的樣貌；文化廳本中只有第三段的一個稚兒是如此（比對圖 2- 23、圖 2- 24）
。且《僧
家風俗圖繪》寫本好飯家第一段二個稚兒的髮式不像文化廳本有所差別，變成了類似女
生髮髻的髮型，紅豔袖子底下隱約露出白胖的童子手臂，配合搭在僧侶肩上的姿態，作
品的名字又似乎將重點擺在「僧家」及「風俗」上，讓人不禁有浮想聯翩的空間（圖 224）。

圖 2- 23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中搭肩的稚兒並没有像在第三段那様穿著
紅色能透膚的衣物（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

圖 2- 24 年代未詳，
《僧家風俗圖絵》與文化廳本相較，搭僧侶肩的觀棋童子在第一段已穿著紅
色薄衣，並梳髮髻（一軸，無詞書，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別 10-39）；取自「国立国会図書館
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8404/8 （查閱於 2018/7/10））

綜上相關研究及觀察，化粧並為優雅姿態的稚兒，與紅色「薄物」服飾，與僧侶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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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形象並列，的確是有可能被理解成暗指僧侶破戒行為或接近美色的，而這就很大地左
右了《酒飯論繪巻》的製作意圖，究竟意在暗諷或表達平和豐盛，或者也是一種諧謔?故
在此篇論文欲結合過往寺院稚兒圖像及相關文獻，探討《酒飯論繪巻》寺院裡的稚兒可
能傳達給當時觀者的視覺涵意。
二、不殺生戒
1、中世的殺生與肉食忌避
第四段廚房幾乎每個人腰間都帶刀，兩個庖丁更是直接面對觀者切割魚肉、禽肉，
最左方的男子將手伸進雁鴨腹內，在木板上、雁鴨周圍可以看到微微的血污顏色（圖 225）。對照詞書各段末每個主角唱誦自己的佛教信仰，不禁讓人覺得十分衝突：
從新酒以至舊酒都能沉醉的長持，深深仰賴無論好人惡人只要唱誦彌陀名號便
能得救的念佛宗。
靜靜誦讀法華經，處於火宅 之中的眾生只有全乘坐大白牛車才能前往常寂光
土。 南無妙法蓮華經。好飯深諳佛法五味 ，並為了更加浸淫禪定境地，正聆聽佛法
體味禪悅。
見酒則醉，思飯則空，離開了自身就不會有領悟，心外無佛。只有大日如來現
身才能正確即身成佛。南無三寶、南無三寶。在世中生活著的仲成澄淨心中領悟到中
道之理。

圖 2- 25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末廚房之景。這一景中至少有 5 人配戴武
士刀；圖片上方是處理魚、禽肉的兩位庖丁，左方與授乳婦女一組的是將手伸進雁鴨腹內的男
子（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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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研究顯示，日本至中世，有殺生肉食忌避或血穢忌避加重的現象。
石川寬子於〈日本における殺生禁令と肉食の軌跡〉一文中分析，雖然與殺生禁斷
有關的詔令，從 675 年天武天皇詔令到 1188 年後鳥羽天皇宣旨至少有 14 次與禁止殺生
有關的命令，但是嚴格來說並不是全面禁止，皈依佛教的人自然是不食用的，但對庶民
生活影響不大。不過從中世開始到明治中期，不管是因為佛教的殺生戒或是神道上對血
穢的忌避，中世庶民普遍認為肉食是種罪。於一般群衆來説，肉食依然是較少見的情形，
在傳教士的眼裡他們「除了少數東西之外幾乎不吃肉，也不吃雞肉」
、
「自己養的家畜也
不屠殺也不吃」
、
「家畜的肉絕對不吃。對肉食忌避、不喜歡。」148。
原田信男也有類似的意見，他指出由於佛教思想與神道穢觀念的結合，加上米社會
的成熟，中世日本的肉食，從社會理念來說，基本上是朝禁止的方向進行的；從室町料
理書《庖丁聞書》看來，穢與不淨的觀念，已經從根底上規範著中世人們的生活意識了。
乃至於基督會傳教士有以下對戰國末期日本民眾肉食的敘途：「他們認為食肉是大罪」
、
「肉很少，全國民比起肉來說喜歡魚」。還有 1660 年代執筆的ロドリゲス(1561～1634，
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日本教會史》提到：「日本人習慣忌避所有的肉，驢馬、馬、牛
都不吃，除了豬雖然很少吃豬肉，但鴨、雞也絕對不吃。而且日本人生來就討厭脂肪，
只是宴會或平常用餐會使用狩獵來的肉。因為對他們來說親手飼養的東西是不淨的，殺
害自己家裡養的動物也覺得是殘酷的。」149。
從古代一向食用肉食的武家方面，中澤克昭〈日本中世の肉食をめぐる信仰と政治
─諏訪信仰の展開と武家政権〉一文中則列舉了幾項武家肯定肉食及不肯定肉食的事例。
樹立武家政權的源賴朝（1147～1199）有「狩獵王」之稱；弘長元年（1261）的「武家
新制」有明確的殺生禁斷條文，禁止江海漁網、山野狩獵，並明示殺生是最重的罪業；
北條重時（1198-1261）對子孫的家訓中說到狩獵是罪業，須在六齋日、十齋日進行素食
潔齋，並且從家訓沒有提到鹿或豬看得出來，此時在幕府中樞部應已進行獸肉食忌避。
武士對肉食的心理糾結或許還可從諏訪信仰看出來，因為諏訪之神應是能免除殺生之罪
150

的狩獵之神，武士們有在諏訪社接神祭祀，期待免去殺生之罪的行為。 。
以上概列於武家的範疇內，禁止肉食、不禁止肉食或尋求允許肉食的信仰支持等現
148

詳見石川寛子，〈日本における殺生禁令と肉食の軌跡〉，《Vesta》
（1996 年第 24 号）
，頁
20-27。所引傳教士評論日文原文為：日本人は「わずかなもの以外に肉も食べない。鶏の肉も
食べない…」また「自分等が飼う家畜を屠殺することもせず、また食べもしない」「家畜の肉
を絕対食べない。肉食を忌み嫌う」
149
參閱原田信男，〈日本中世における肉食について : 米社会との関連から〉
，在石毛直道
編，
《東アジアの食事文化》
（東京，平凡社，1985 年）
，頁 515。所引日文原文為：日本人はそ
の習慣としてこれらすべての肉を忌み嫌い、驢馬も、馬も、牛も食わず、豬を除いて豚をご
くまれに食べるが、鴨も鶏もまた決して食わないのである。そして日本人は生来脂肪を嫌う
が、ただ宴会や平常の食事では、狩の獲物の肉だけを使う。それは彼らが手飼いのものを不
浄とし、自分の家で育てた動物を殺すのは残酷だと思うからである。
150
中澤 克昭，〈日本中世の肉食をめぐる信仰と政治--諏訪信仰の展開と武家政権〉，《食文化
助成研究の報告》
（1999 年第 10 号）：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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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雖然武家肉食由來已久，但似乎仍得藉由信仰以取得肉食的公正性，由此看來肉食
忌避以及不淨的思想，對武家來説應該還是有一定影響性的。
就算在武家來說肉食不是太大問題，這個繪巻詞書中三個主人公都唱誦了自己的佛
教信仰，在第四段如此顯眼地宰殺魚禽，雁鴨屍體在木桶內堆疊 3~4 隻，庖丁身後有魚、
蝦、蛤等，繪巻中的確明顯並列著殺生與信仰的衝突，普遍存有肉食忌避思想的中世庶
民、一般觀者應該很容易就能查覺到這樣的矛盾。
2、授乳圖像呈現的問題
和繪巻一開始的寺院稚兒圖像有異曲同工之妙，授乳婦女也是處在巻末這個會留給
觀者最終印象的重要位置。
並且，如之前在研究動機中提過的，在廚房中一連串殺雞宰魚的圖像之後，與授乳
婦女距離相當近的男子正伸手入雁鴨禽腹內，旁邊放著一把小刀。這些景像環繞著一位
尚在哺乳期的稚嫩乳兒，較有危機意識的觀者也許會想將這位孩童拉離開這些兒童不宜
的刀光血影，尤其在上述中世民眾間加深的肉食忌避、血穢忌避思想中，這樣的安排應
該對當時的觀者而言相當醒目。
若要判斷這個繪巻對三位主人公的飲食是譴責、嘲諷、詼諧或友善性質，與暴食共
伴出現的稚兒，還有與殺生共伴出現的授乳圖像都需要比對過往的繪畫化資料，結合學
者對寺院內稚兒與童、授乳的歷史研究還有相關文獻，以尋求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
中稚兒與童的表現在歷史上的同類圖像群中是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從而表達著什麼樣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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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繪巻中的寺院稚兒圖像
在這一章將進行比較詳細的文化廳本寺院稚兒圖像分析，討論順序參照（表 3-1）
。
和文化廳本的出場順序不同，第一節將先討論出現於繪巻第三段，由客人僧侶所帶來且
正在屋內用膳的稚兒，以下簡稱用膳稚兒。優先在第一節討論的原因是，他和《酒飯論
繪巻》三位主角較無直接相關的關係，並且是由好飯的客人所帶來，在這個繪巻中應是
屬於由一位配角所帶來的稚兒，那麼他也許可做為這個繪巻中一般的寺院稚兒表現來看，
並成為主角好飯家兩位稚兒的對照組。
在第二節則討論，與用膳稚兒同樣穿著小袖袴的好飯家下棋稚兒。下棋稚兒出現於
第一段及第三段，第三段沒有什麼特殊動作，所以仍稱為下棋稚兒。在這一節將分二部
分討論他在第一段及第三段的表現。
第三節則是好飯家另一個稚兒，同樣也出現在繪巻第一段及第三段，為行文方便，
雖然應該是同一人但分別稱為觀棋稚兒及端菜稚兒。在這一節也分兩部分探討他在第一
段及第三段的不同姿態傳達著什麼可能的訊息。
本文討論章節

第三章第一節

第三章第二節

第三章第三節

客僧帶來稚兒

好飯家稚兒①

好飯家稚兒②

第一段下棋稚兒

觀棋稚兒

第三段下棋稚兒

端菜稚兒

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
第一段

文中指稱
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
第三段

文中指稱

用膳稚兒

表 3-1 第三章各節討論圖像及稱呼用語簡表
第一節 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
觀察第三段正在一起用膳的稚兒，臉部化粧有眉黛、白粧、紅唇。頭髮束起。身穿
肩裾樣式的小袖，下半身著袴（圖 3-1，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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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來說，繪巻中的寺院稚兒常有以下表現。他們會在僧或尼的身旁不遠處，身形
較小。臉上化有白粧、額頭用眉墨畫有眉黛，嘴唇塗紅。髮型為垂髮，以元結束起。服
飾方面，會穿水干、直垂、或是小袖袴等。離文化廳本時代較近，稚兒的一般形象或許
可參考《慕歸繪詞》巻 1（1481 補作）叡山宗澄法印禪房前待命的稚兒（圖 3-1，右）
。
在繪巻中身份高貴的女性臉部也會畫有白粧、眉黛、紅唇，可以《酒傳童子繪巻》
巻三女性面貌參考（圖 3-1，中）
。繪巻中的稚兒與女性若畫家沒有特意想要做出區別，
臉部表現是很相近的，時代和文化廳本接近的繪巻女性多著用小袖袴，但是依身份情況
不同會有其它女性著衣。
總的來說，文化廳本用膳稚兒除了髮形部分未用元結，及較無法確定為長長的垂髮
之外，臉部的白粧、眉黛、紅唇與繪巻中的女性、寺院稚兒畫法大略一致。以下將分為
化粧、小袖袴及白木食桌三部分來討論這位用膳稚兒。

眉黛
白粧

眉黛
紅唇

眉黛

元結

白粧

小袖
(肩裾)

紅唇

白粧

紅唇
直垂

袴
垂髮

圖 3-1 左圖：室町時代，《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
化廳藏；標示為後加）
中圖：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巻三女性面貌（1522 年，サントリ—美
術館藏；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99，標
示為後加）
右圖：室町時代，掃部助藤原久信，《慕歸繪詞》巻 1 叡山宗澄法印禪房前待命的稚兒
（1482 年補作，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詞》，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85，標示為後加）

第一部分 稚兒化粧
稚兒化粧應該是追求美麗的表現之一，並且有給予人高貴印象的作用。關於稚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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粧，於 1686 年出版的《雍州府志》 ，〈眉作〉之條記有稚兒化粧源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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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白川院時，甚重男色。故堂上男子及十六、七歲，剃眉毛，別以突墨造雙眉，
以白粉粧面顏，鐵漿染齒牙，臙脂傳爪端。專為婦人之粧。自茲為流例。雖為大人，染
齒牙，聚頭髮於頂上而結之。以是別堂上地下。聚頭髮而結之謂四方髮，前後左右共依
存髮也。爾後，寺院之喝食、小兒亦傚之，
「垂」頭髮於背後。又前髮少許截其末，
「垂」
下，以油貼是於額上，其「垂」髮之形狀如鴨脚葉。而傳白粉於面顏，刷突墨於眉毛，
是皆以眉掃粧之。古仁和寺門前有造童形侍兒眉掃之家。依之，世專謂仁和寺眉作，於
今處々製之。153
從以上文獻可知有此一說，後白河院天皇（1127-1192，在位 1155-1158）因為重男
色，所以堂上男子在 16、17 歲時化上婦人的粧：剃眉再用墨造雙眉，持白粉往臉上化
粧。用鐵漿染齒，指甲尖染上臙脂。此後成為慣例，大人也染牙，將頭髮於頂上聚後結
髮。以此分別堂上、地下。將頭髮聚攏結之，並稱為四方髮，因為左右都有頭髮之故。
後來寺院的喝食154、小兒也倣效，將頭髮垂於背後，並且化白粧、掃眉墨於額上。
堂上，是能夠昇上清涼殿的公卿、殿上人155總稱；地下則是不允許昇殿的官人總稱。
156

依《雍州府志》所記，12 世紀時已有大人藉化妝區分堂上、地下，由此看來化妝不僅

是為美觀，也是表現身分較高貴的方法之一；14 世紀的《法然上人繪傳》仍有穿著正式
衣服的公卿男子化上眉黛、齒黑、白粧、紅唇，似可為一證（圖 3- 2）
。並且依《雍州
府志》所記，至少從 12 世紀開始，寺院稚兒便已仿傚男子化女粧的作法了。所以在室
町時期，若看到繪畫資料中的稚兒化粧，應該不算是一件會讓觀者覺得奇異的事。

151

《雍州府志》出版時間依《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雍州府志」條所
記。
152
關於稚兒化妝源流分析詳見平松隆円，〈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
（2007 年第 34 期）
：114-116。
153
引自黒川道祐，《雍州府志》巻七，所用版本為立命館大学図書館西園寺文庫所藏《雍州府
志》
。書籍圖版可見於「ARC 所蔵・寄託品古典籍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dh-jac.net/db1/
books/results1024.php?f1=SB4377-07&f12=1&enter=portal&max=1&skip=26&enter=portal
（查閱於 2018/06/22）
。句讀標注則參考平松隆円，
〈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
本研究》
（2007 年第 34 期）
：114 的日文譯解再由筆者自行標註。文中細明體的「垂」字在書籍
圖版中原為 ，也因〈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中的日文譯解決定在此記為「垂」
字。
154
《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喝食」
：禪林用語。意為在禪林用膳時通知修
行僧用餐之事。並且也是負責此事的稚兒的別稱。文中的鴨腳葉應指喝食的杏葉額髮，詳見川
嶋将生，
〈喝食の額髪―「銀杏の葉」型額髪の意味をめぐって〉
，在松本郁代、出光佐千子、
彬子女王編，《
『虚実をうつす機知』風俗絵画の文化学２》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2 年）
，頁
163-180。
155
《大辞林第三版》
，「殿上人」條：被允許能昇上清涼殿殿上之間的人。
156
詳見《大辞林第三版》，
「堂上」條及，「地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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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墨．黛

白粉化妝
紅唇．齒黒

圖 3- 2 鎌倉時代，
《法然上人繪傳》巻 10，束帶姿態的公卿，眉黛眉紅唇白臉齒黑之貌（1307
-1317 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東
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標示為筆者後加）

離推測文化廳本被製作的 16 世紀前期較近的文獻，室町時代的公卿高倉永行（?～
1416）曾著有一本《法躰装束抄》
。這本書並有一附錄〈童躰装束〉
，是應永元年（1394）
足利義滿（1358～1408）之子足利義持（1386～1428）完成元服157的紀錄。
《法躰装束抄》
中就有提到稚兒之眉的作法。158小松茂美在其〈「芦引絵」の流行と享受〉一文中附上一
圖說明在《法躰装束抄》所見稚兒的作眉，可以看到和文化廳本寺院稚兒的八字眉形很
相似（圖 3- 3）
。從這個文獻看來，至 14 世紀末仍有稚兒畫上眉黛，並且《法躰装束
抄》既是關於足利義滿及足利義持這兩位身份較高人士的裝束紀錄，推測畫上這樣的兒
眉對當時稚兒形象應該也仍屬正面的幫助。

圖 3- 3《法躰装束抄》兒眉示意圖，右邊黑色八字眉就是稚兒會畫上的眉形。取自小松茂美
157

《大辞林 第三版》，
「元服」條：男子為了表示達到成人而舉行的儀式。服裝改變、結髮、
著冠，廢止幼名而起用烏帽子名。
158
詳見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流行と享受〉，
《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絵》
（東京都 : 中央
公論社，1983 年）
，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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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引絵」の流行と享受〉一文，收錄於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絵》（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83 年）
，頁 90。

第二部分 小袖袴

元
結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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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結偏下
直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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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

圖 3- 4 鎌倉時代，高階隆兼，《春日権現驗記絵》和身後的童髮式裝束不太一樣的稚兒（1309
年，絹本設色，宮内庁藏，圖為 1925-1935 年代前田氏実．永井幾麻模寫本；取自小松茂美
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5《春日権現驗記絵 下》，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標示為後加）

用膳稚兒上半身著用肩裾樣式雲文樣的小袖，下身著藍底藍白綠花紋的袴。
繪巻中較高級的稚兒在裝束上似乎會與一般稚兒作出區別，土谷惠便曾以《春日權
現驗記繪》在室內用膳的稚兒及身後之童，來說明如何辨別身份較高的兒與中童子，其
例如（圖 3- 4），身份較高的稚兒便是著用小袖袴，身後之童穿的則是直垂。土谷惠並
表示，兒與中童子的差別主要在出身階層，職務類似，工作大概有裝飾行列、陪膳、作
為法會的持幡童等任務，但是彼此之間服務的場所及客人身份有所格差，母屋（筆者譯：
159

主房）中的較可能是兒，在庇（筆者譯：屋簷）待命的則為中童子。 若依此觀察看來，
文化廳本第三段的用膳稚兒，身穿小袖袴、在房內用膳，他應是身份較高的兒。
用膳稚兒小袖的雲文樣傳達著吉祥的意思。古代中國，神仙居處常有雲氣，日本奈
良時代受到中國神仙思想影響，將雲圖案化作為吉祥文樣使用。160《真如堂緣起》中巻，
描寫戒算上人造立佛涅槃像獻給真如堂的段落中，為此舉行供養儀式的樓堂外就有一穿
著雲文樣的孩童前來共襄盛舉（圖 3- 5）
。在如此喜慶並莊嚴的儀式中出現，可知雲文
樣的確是個正面的文樣。

159

兒與中童子的差異詳見土谷恵，〈中世寺院の童と兒〉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吉
川弘文館，2001 年），頁 166-167。
160
雲文的詳細介紹參閱並木誠士監修、青木美保子、清水愛子、山田由希代、山本純子執筆，
《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文様》
（東京：東京美術，2006 年）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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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膳稚兒不僅穿著吉祥的雲文樣，服裝樣式也可說是當時流行的肩裾樣式。肩裾意
指為在肩及裾（下襬）的地方配有文樣，室町時代末期漸應用在小袖。161加之，小袖是
紅白配色，而在日本，紅白組合在一起是慶賀的象徵。162例如現今在日本禮品包裝上見
到的繩結「水引」
，也常是紅白組合。紅白的水引最早可追溯到飛鳥時代，遣隋使帶回的
禮物上有紅白麻紐繩；163更有一說是源於室町時代日明貿易時，中國商販為了區分之便，
將出口貨物用紅白繩綁起，收到貨物的日本受其影響之故。164總之紅白配色組合在日本
是有標示喜慶作用的。
綜合以上觀察，文化廳本第三段用膳稚兒，身著小袖袴並在房內用膳，他應是身份
較高的稚兒。其所穿著的小袖，飾有表現吉祥的雲文樣，同時是當時流行的肩裾樣式，
紅白配色又透露著喜慶的訊息。

圖 3- 5 室町時代，掃部助藤原久国，《真如堂緣起》中巻，右為穿著雲文樣外衣的孩童（1524
年，京都真正極樂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5《清水寺縁起／真如堂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第三部分 白木「三宝」

161

詳見《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肩裾」條。
紅白可表慶賀的象徵，也可表示競技上互相對抗的兩組。詳見《大辞林第三版》，
「紅白」
條：① 組み合わせて、祝いごとのしるしとする。 「 －の水引」 「 －の餅」② 競技など
の対抗する二組みを表す。 「 －試合」。
163
飛鳥時代的紅白水引可參閱胡慧琴、蒋弘烨，〈水引艺术的发展现状研究〉
，《大众文艺》
（2018 年第 7 期）
：81-82。
164
室町紅白水引之說詳見刘婧媛，〈水引，纸上的礼遇〉
，《中华手工杂志》
（2017 年第 10 期）：
34-3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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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敷

三宝
圖 3- 6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用膳器具比較（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
廳藏；標示為後加）

文化廳本第三段用膳場景中，三人所用上盛食物的台子稱為「三宝」，也稱為「三
方」
。如圖所示，三宝的三面是挖空的，上面的方盆部分稱為「折敷」
；依《大辞林》解
釋，方盆加下方台子本身就稱為「三宝」的樣子。165可以看到只有用膳稚兒是使用白色
筷子及「三宝」
，客僧也只使用白色筷子，身為主人的好飯則是使用黑褐色的筷子及「三
宝」
（圖 3- 6）
。
從上述用膳場景中的器物使用看來，或許可推測出僧侶對用膳稚兒的尊重，以及好
飯身為主人對客人及稚兒的禮讓。ミシェル．モキュエ—ル於其文〈差異化のかたちと
166

しての器〉中解釋，白木的使用不僅表示著「清」及「晴」 ，因為是高價材料做成的，
所以也表達著「裕福」
。他並認為在僧侶宴會場面只有稚兒是使用白木「三宝」
，也許是
強調日蓮宗的特殊性；在日蓮宗，對剛入道的人是很尊重的，因為他們承擔著日蓮宗的
未來，是廣佈其教義的媒介者。以及，中原仲成的用膳場景中，雖然都使用白木折敷，
167

但唯一畫的白木「三宝」則是由僧侶用來盛裝果物。 由此應可知白木「三宝」的清淨
性。
シャルロッテ在〈十六世紀の宴会儀礼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則提到，僧侶們雖然
用的是褐色的「三宝」
，但是稚兒用的卻是櫻色，或許僧侶們所用的是舊的，而稚兒的是
165

據岡田譲，
〈絵巻物にみる工芸品(三) 酒飯論絵詞〉
，
《MUSEUM 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129(1
961.12): 5，「三宝」和「三方」應該是一樣的。並且，據《大辞林第三版》
，「三方」條，三方
是將檜白木作的折敷，往三面挖有空洞的台上放置。是上盛神饌、於儀式上使用的台。古時在
用膳的時候使用。而折敷依《大辞林第三版》
，「折敷」條，是以彎折木片作成邊緣的方盆，或
是去掉四角的方盆。也有底下附足的。近世以降也有作為食桌使用的。
166
這裡的「晴」
，在ミシェル原文中原是「ハレ」。依《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
，「ハ
レ」條目，日本民俗學中「ハレ」與「ケ」是對比的詞組。
「ハレ」有非日常、晴天、公開儀式
等意，而「ケ」則是日常生活；詳細可見此條目的解釋。因為暫找不到對等的中文翻譯，故此
處暫將「ハレ」記為「晴」字。
167
詳見ミシェル．モキュエ—ル，〈差異化のかたちとしての器〉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
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
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株式会社，2015 年）
，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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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用具，配合著還未成年的身份。

從以上觀察及前行研究可知，白木三宝是很尊貴的，並有清淨、儀式中使用、裕福
等形象；在仲成家中，白木三宝只由僧侶用來盛裝果類似可為一旁證。於押板前側坐著
的用膳稚兒，不僅與僧侶們一同用餐，並使用清淨的白木三宝，可以想見應是很受僧侶
們尊重。
不僅如此，此用膳稚兒備受尊重的表現，也襯托出在一旁使用黑褐色三宝、黑褐色
筷子的好飯，對客人及其稚兒的禮遇。同場面好飯家的稚兒們，一位正在下方待命，並
沒有一同用餐，而另一位則在協助端菜，似乎也同步表現了好飯對客人們的禮遇。
小結 受到良好對待的稚兒
文化廳本第三段用膳稚兒雖是客人所帶來的稚兒，但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其高貴美
麗的形象，例如頗為完整的上粧：眉墨、臉部白粧、紅唇，其面部粧容與一般繪巻常見
女性或稚兒的表現是一致的。所穿為小袖袴，並且是流行的肩裾樣式，在房內用膳，他
應是屬於身份較高的寺院稚兒。小袖上的雲文樣及紅白配色也為畫面帶來了吉祥及喜慶
的訊息。
另外，從第三段用餐的三人中，只有他是使用清淨的白木三宝看來，僧侶們對他頗
為禮遇，而這一方面也襯托出了主角好飯的禮讓。總的來說這位用膳稚兒衣食不虞匱乏，
並且是受到尊重的。

似有一往左
垂下的白線

髮尾微微收攏

髮尾自然散開

圖 3- 7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及端菜稚兒髮型示意圖（16 世紀中葉前，

168

參閱シャルロッテ・フォン・ヴェアシュア，〈十六世紀の宴会儀礼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
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株式会社，2015 年），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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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標示為後加）

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用膳稚兒的髮型。對照好飯家的端菜稚兒肩上的黑髮呈扇型
散開，雖看不到髮尾，但大概也是自然垂下散開，所以推斷應是單純地束起垂髮。而用
膳稚兒肩上的髮尾處微微收攏，並且依一條細微的白色橫線來看，肩上的髮束似乎有兩
層，很有可能是束成髮髻的（圖 3- 7）
。若是束成髮髻，從以往的稚兒表現來說並不多
見。
好飯家的下棋稚兒也是束成幾圈髮髻，不是單純的垂髮，有關髮髻的討論，因為好
飯家的下棋稚兒髮髻比較明顯，將在下棋稚兒的部分一併進行。
第二節 好飯家稚兒之一
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部分

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部分

好飯家
稚兒一

本文稱呼

文化廳本第一段下棋稚兒

文化廳本第三段下棋稚兒

表 3- 2 第三章第二節將討論的好飯家稚兒一

僧侶好飯家的兩位稚兒在第一段及第三段皆有出現。於此節，如（表 3- 2）所示，
將討論在第一段及第三段皆綁髮髻並穿著小袖袴的那位下棋稚兒。
與用膳稚兒相較，同樣是著用小袖袴、化上白粧、眉黛、唇紅之粧，但下棋稚兒的
眼神、服飾文樣、明顯髮髻、第一段就出場並進行的下棋活動，皆是和用膳稚兒不太相
同的地方（圖 3- 8）。
第一段下棋稚兒，他的眼尾朝上，有些銳利專注，纏成圈的髮髻也較為明顯地表現
出來，似乎刻意作出一些區別。服飾方面，第一段他是穿著片身替樣式的小袖，文樣則
是花立涌文（圖 3- 9）。立涌文和隋唐傳來的文樣有些關係，若搭配雲、松、藤等，即
屬有職文樣。169有職文樣為平安時代以降公家慣用的文樣，和一般文樣有別。170並且在
169

立涌文與隋唐有關，並搭配特定文樣可為有職文樣的說法，可參閱並木誠士監修．執筆、青
木美保子等執筆，
《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文様 : 名品で楽しむ文様の文化》
（東京：東京美
術，2006 年 3 月）
，頁 72、76。
170
《デジタル大辞泉》，
「有職文様」條：平安時代以來，於公家階級，在裝束、日用器具使用
的傳統文樣。和其它領域的文化作區別，近世以降用此名稱呼。有小葵、窠文、幸菱、三重
櫸、唐草文樣、立涌等，是和樣化隋唐傳來的文樣，成為日本文樣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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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酒飯論繪巻》三位主角出場的時候，好飯家的稚兒們也一同亮相在房間下方下
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三位主角會面房間下方下棋的人們，與三位主角究竟有什麼
關係呢？繪師是否有些透過他們想傳達的訊息？這些疑問，如果對照過往繪畫資料，或
許可以找到一些解釋。

眉黛
眼角

捲成髮髻

眉黛
面白唇紅

面白唇紅

朝上
紅白片身
替小袖

圖 3- 8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下棋稚兒與第三段用膳稚兒比較（16 世紀中葉前，紙
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標示為後加）

圖 3- 9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下棋稚兒的服飾文樣，左為花立涌文，右為下袴的梅
文（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故在第二節第一部分將從四方面討論第一段下棋稚兒較為特殊之處：眼神、服飾
文樣、髮髻以及下棋活動。而在第二節第二部分則主要討論下棋稚兒在繪巻第三段所
穿的紅白橫紋衣服樣式。
第一部分 第一段下棋稚兒的表現
一、下棋稚兒的眼睛表現
文化廳本下棋稚兒第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於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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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用膳稚兒相比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眼睛比較細長、眼尾朝上。如果說穿著小袖
袴可以代表高等級的稚兒，下棋稚兒和用膳稚兒同樣都是穿小袖袴，但是眼睛表現仍然
有明顯差別，反而和第一段同為好飯家、不是穿小袖袴的稚兒眼睛比較相似，同是眼尾
朝上，可見這樣的眼睛描寫和是不是穿著小袖袴沒有什麼關係，與是不是屬於好飯家可
能比較有關聯（圖 3- 10）
。只是兩人眼神透露出的情緒，好飯笑得歡快甚至露出魚尾
紋，觀棋稚兒單純地被棋局吸引，興趣十足，和下棋稚兒的認真安靜顯然有別。

眼角朝上

眼角朝上

圖 3- 10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僧侶好飯與觀棋稚兒的眼睛（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
色，日本文化廳藏；標示為後加）

下棋稚兒的細長眼睛、眼尾尖細朝上，與同樣穿著小袖袴的用膳稚兒不同，除了和
屬不屬於好飯家有關係之外，繪師描繪第一段下棋稚兒眼睛的方式可能還有以下目的。
1、表現與眾不同的可能
在繪巻中，有一類是主角為稚兒的情形，就是高僧繪巻。在高僧還未剃度的兒
童、少年時期，其作為稚兒的表現，就會像文化廳本下棋稚兒這樣，與繪巻中的其它
稚兒在眼睛乃至於氣質上有一些區別。
1482 年補作的《慕歸繪詞》
，主角是鎌倉後期淨土真宗僧侶覺如（1270―1351）
。因
為當時淨土真宗沒有能供僧侶修習學問的寺院，所以覺如 12 歲就登上比叡山，拜延曆
寺宰相法印宗澄為師。171《慕歸繪詞》巻 1 中，有一段就是描寫此事。宗澄位至法印，
在禪房外待命的稚兒應該也是地位高貴的稚兒，但是主角是覺如，所以可以看到繪師描
繪覺如和宗澄的稚兒還是不太相同。宗澄的稚兒穿著直垂，眼睛看得到眼白及黑眼珠部
分，覺如則是穿著水干，眼睛以接近引目鉤鼻的方式描繪，是一條分不太清楚眼白眼珠
的細線（圖 3- 11，左圖，中圖）。

171

因為淨土真宗沒有能供僧侶修習學問的寺院，故覺如上叡山求學，此一說來自武光誠監修，
馮鈺婷譯，
《日本男色物語》
（臺北：時報文化，2017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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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 左圖及中圖：室町時代，藤原久信，
《慕歸繪詞》巻 1，左圖為宗澄房外稚兒，中圖是
覺如上人稚兒時期樣子，兩者在同一場景中，眼睛的畫法卻有區別（1482 年補作，京都西本願
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詞》，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5 年）
右圖：
《源氏物語繪巻》
〈第 39 帖 夕霧〉夕霧妻子雲井之雁，引目鉤鼻畫法（12 世紀前
半，五島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1《源氏物語絵卷 寝覚物語絵卷》
，東
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

據《デジタル大辞泉》解釋，引目鉤鼻是在平安．鎌倉時代的大和繪等，特別在表
現貴族男女顏貌表現時會用的技法，特徵有，用具微妙變化的細線表現眼睛、
「く」字形
的鼻子、豐滿的臉…。源氏物語繪巻是典型。172可參照（圖 3- 11，右圖）。
平安、鎌倉時代及其後來的繪巻也很常使用這種方式表現女性及稚兒，所以引目鉤
鼻應是中世及中世以前繪畫中女性及稚兒的常見畫法。例如 1351 年作的《慕歸繪詞》
巻 3 中，則可看到不管是剃度的覺如還是旁觀的稚兒，都是以類似一直線的方式描繪眼
睛的；儘管乍看之下都是相似的一直線，但若仔細分別的話，還是感覺得出來覺如的表
情比較莊重嚴肅（圖 3- 12）。
不知道是否為時代的關係，抑是繪師個人的繪畫風格不同，同樣是《慕歸繪詞》，
1482 年由藤原久信補作的《慕歸繪詞》巻 1 宗澄房外稚兒，或是 16 世紀文化廳本《酒
飯論繪巻》的第三段用膳稚兒、サントリ—《酒傳童子絵巻》的女性都是眼白眼珠分明
的畫法。但《慕歸繪詞》巻 1 的覺如上人，如（圖 3- 11，中圖）所示，還是保留了類
似引目鉤鼻的方式，似乎以此作為區別。

172

此定義見《デジタル大辞泉》，
「引目鉤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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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藤原隆昌，
《慕歸繪詞》巻 3，左圖進行剃髮的是覺如。右圖為兩位旁觀剃髮儀式的稚
兒，都是接近引目鉤鼻的表現。（13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
成》4《慕帰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5 年）

除了眼睛可能有別，高僧稚兒，或身為繪巻主角的稚兒時期（例如北野天神菅原道
真）
，有一個重要特點，可以和其它稚兒作為區別，也就是他們的行為姿態看得出來特
別端莊精神、聰穎。他們大多垂髮很長、白粧及眉黛明顯、衣著漂亮但不一定鮮艷。元
結通常沒有綁得較下的情形，髮尾多剪齊或是俐落；未到少年時的兒童時期髮型通常是
振分髮，173髮尾也是整齊的。表情謙虛認真，時常佔據重要畫面位置，並且所進行的活
動多與學習有關；常以周圍玩耍的孩童來襯托學習方面的才能與興趣。像是《法然上人
繪傳》巻 3 的法然上人（圖 3- 13）
、
《弘法大師行狀繪詞 東寺本》的弘法大師（圖 314）
、
《玄奘三藏繪》的玄奘（圖 3- 15）
、
《松崎天神緣起》
（圖 3- 16）的菅原道真，他
們的稚兒時期多是這類認真學習的形象。

圖 3- 13 鎌倉時代，《法然上人繪傳》巻 3，左方為名為源光的僧侶，正與勢至少年，也就是法
然，進行問答。（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
《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173

《世界大百科事典第２版》
，「髪形」：小孩的髪形在古代，男女都是自然的垂髪形式，從奈
良朝開始，將這樣的垂髮不論男女在肩膀處切齊整理，稱為振分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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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4《弘法大師行狀繪詞 東寺本》巻 1，右方為在京都學習的弘法大師。（約 1389，東寺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5《弘法大師行状絵詞 上》，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
982 年）

圖 3- 15《玄奘三藏繪》最右方為正在研讀孝經的玄奘少年（14 世紀，藤田美術館藏；取自小
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7《玄奘三蔵絵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圖 3- 16 左圖：
《松崎天神緣起》巻 1，道真 5、6 歲的時候，受是善賞識。
右圖：
《松崎天神緣起》巻 1，受父命作詩的道真，展露詩才（1311，防府天滿宮藏；
以上道真稚兒圖像皆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6《松崎天神緣起》
，東京都：中央
公論社，1983 年）

從以上例子來看，若與用膳稚兒相較，下棋稚兒的眼神乃至姿態都顯得端莊專注，
與以上所舉和一般稚兒有別的主角稚兒們有同樣氣質。故這樣眼尾上揚專注的眼神很有
可能便是繪師表現下棋稚兒與普通稚兒不一樣的手法。並且，下棋稚兒既是可位至類似
主角稚兒的端莊表現，合理推測，對其所屬師主之僧好飯的形象也有正面的提升。
2、表達神聖的可能

77

下棋稚兒眼睛細長，眼尾尖細朝上的表現，除了表示與一般稚兒有別之外，也可能
試圖表現稚兒的神聖性。土谷真紀以 16 世紀狩野秀賴《高雄觀楓圖屏風》女性和文化
廳本下棋稚兒比對，可看到具有類似的眼睛畫法，並以此提出文化廳本繪師與狩野秀賴
的關聯。174除了以上可能，下棋稚兒細長眼角往上的眼神，或許還會令人聯想到神佛畫
像。試與元信具神聖性的神佛畫像進行眼神比對，觀察元信落款，1541 年京都禪林寺
《釋迦三尊像》右邊的文殊菩蕯，可以看出一些類似的靜謐氣氛（圖 3- 17）。

圖 3- 17 左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好飯家的下棋稚兒（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
色，日本文化廳藏）
中圖：狩野秀頼，
《高雄觀楓圖屏風》授乳婦女（16 世紀後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
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
《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
9）
右圖：元信落款，
《釋迦三尊像 右尊文殊菩蕯》
（1541 年，京都禪林寺藏；取自京都國
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9）

圖 3- 18 左圖：狩野元信，
《白衣觀音像》
（16 世紀，ボストン美術館藏）
右圖：狩野元信，
《松下渡唐天神像》（16 世紀，京都國立博物館藏；與左圖同取自池
田芙美等編集，
《狩野元信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

174

土谷, 真紀，
《初期狩野派絵巻の総合的研究》（東京：学習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哲
学専攻博士論文，2012 年）
，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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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ー美術館，2017 年）

除了此例，元信還有多幅畫作以細長的眼、眼尾尖細朝上，低頭歛目來描繪神佛。
例如較確知為狩野元信畫作的《白衣觀音像》、
《松下渡唐天神像》
（圖 3- 18）
，皆為安
靜沉思的樣貌，與下棋稚兒神態相似。神佛畫像這樣細長並且眼角向上的眼睛，或許有
其原因，也許是一種公式畫法，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眼睛給人的印象應是沉靜賢明
的，下棋稚兒這種類似的眼睛，應該有一定機率會讓人聯想到常以低頭歛目方式描繪的
神佛畫像。
加上，在古代中世，童子被認為是能與神溝通的神聖存在，擁有非人的力量，特別
是幼童，有「七歲前還是神的孩子」之說。古代或中世有許多神聖的童子像留存，例如
大和文華館鎌倉時代(13 世紀)的《文殊菩蕯像》等。175
橋立亞矢子撰寫〈稚児の性〉一文，便是因為觀察到現代日本社會稚兒仍在各地祭
典中現身的現象，希望從小孩的聖性及中世寺院稚兒的功用，來探討這種將稚兒視為和
成人不同的神聖存在，其意識背後的原因。她總結，古代中世的孩童，就如日本俗語「七
歲前還是神的孩子」176一般是靠近神的存在。稚兒因為年齡的關係不被視為男或女性，
甚至不被視為人的這種「非人」狀態讓人們感覺神聖，而這種意識在中世更為深入，小
孩不單只是像現今被視為媒介者而已，更被視為菩蕯或觀音之類的神聖存在。這種身為
少年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的年齡之美透過化粧及衣裝最大程度地被裝飾著，透過一些微
妙的禮儀作法，從沒有社會性差別的「童」被製造成為擁有特權的「兒」
。不是孩童也不
是成人、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的性，可說是「虛構的性」
。對僧侶來說同時具性及聖性兩
177

方，是能將僧侶帶往悟道的存在。 橋立亞矢子此篇文章統合了前行研究，並仔細探究
了稚兒的性質，對試圖了解中世寺院將稚兒視為和成人不同的神聖存在，其意識背後的
原因有所助益。
如以上例子所示，第一段下棋稚兒的眼神、神態與狩野元信神佛畫作有相通之處，
應有讓人聯想到神佛畫像的可能，而中世又有童子擁有非人力量的思想，及多幅以童子
形表現神佛形象的畫作，所以除了表達與眾不同之外，下棋稚兒細長的眼睛、眼角尖細
朝上、低頭歛目，的確很有可能給當時的觀者一種神聖稚兒、神聖童子的印象。
除了眼神，他的服飾文樣也可能協助暗示著高貴性或神聖性。以下將圍繞下棋稚兒
小袖上的花立涌文為中心，展開相關討論。
二、花立涌文樣
175

關於神聖的童子及相關畫作詳見彦根城博物館，
《〈聖なる童子〉の世界―中世日本の幼な神
たち― 美術のなかの童子展》
（滋賀県：彦根城博物館，2000 年）。
176
「七歲前還是神的孩子」此句在〈稚児の性〉一文中，原文為：七歳までは神の子。
177
詳見橋立亜矢子，
〈稚児の性〉，
《東京女子大学紀要論集》60-2(2010.03)：49-78。

79

下棋稚兒小袖的上衣是紅底及白底，搭配金色及白色的花立涌文。立涌文的成立據
說來自波狀曲線或波狀唐草，178若搭配雲、松、藤可為有職文樣。在繪巻中，與唐有關
的服飾、文樣，常常是表現高貴的方法，並且也常在神聖童子上出現。前面的文獻回顧
中，土谷惠在〈舞童．天童と持幡童〉中觀察到法會中的天童，夢想中的天童、持幡童，
或異國童子常以唐裝束現身。179從其研究或許可一窺唐裝束於繪巻中的作用及地位。其
它還有許多以唐裝束表現神聖童子的例子，例如《二月堂縁起》A 本中，出現在上總房
夢中，告知因為他沒有去參拜二月堂，所以死期將至的童子，也是身穿唐裝束（圖 319）。

圖 3- 19 二月堂緣起 A 本，因為上總房沒有去參拜二月堂，夢中有僧及童告知死期將至（1545
年，奈良東大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絵巻大成》6《東大寺大仏緣起 二月堂緣
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若只鎖定立涌文，也可找到下棋稚兒與神聖、異域童子的連結。例如 1536 年的，
《東大寺大佛縁起》，提示可熔掉各僧手上柄香爐以補鑄大佛材料不足的童子，就是身
著紅底金色立涌文（圖 3- 20）
。立涌文可用來表達不平凡童子的更直接證據，也許可以
說是 1522 年由狩野元信製作的サントリ—《酒傳童子繪巻》
，因為身處異域的吃人妖怪
酒吞童子180，就是通身穿著紅底花立涌文、窠文小袖袴的樣貌，其花立涌文與下棋稚兒
可說如出一轍（圖 3- 21）。

178

關於立涌文源於波狀唐草之說，詳細可參閱江上綏著，《日本文様の源流》，
（東京：日本経
済新聞社，1983 年），頁 88-94。
179
土谷恵，〈舞童．天童と持幡童〉，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年）
頁 318-355。
180
據サントリー美術館，《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
，頁 225，狩野元信此作詞書、外題、箱書
皆題為「酒伝」
，但這類作品通常表記為「酒吞」的情況較多，也有使用「酒顛」
「酒典」的。
本文參考此故事這位吃人童子有喝酒後變回原形的情節，稱此童子為酒吞童子，但提到作品名
時，隨各作品表記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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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東大寺大佛緣起》鑄造大佛的銅不夠，建議熔掉眾僧柄香爐補足的少年（1536 年，
東大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6《東大寺大仏緣起 二月堂緣起》
，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圖 3- 21 室町時代，狩野元信，
《酒傳童子繪巻》中巻，中間為身穿花立涌文、窠文的童子（15
22 年，サントリ—美術館藏；取自逸翁美術館編，
《絵巻 : 大江山酒呑童子・芦引絵の世界》
，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 年）

若探究繪師為何使用立涌文表現不平凡的童子，也許在於立涌文是一個與隋唐有關，
且備受喜愛或者尊貴的文樣，常常可看到在身份高貴的人身上出現。例如，《東大寺大
佛緣起》中，聖武天皇（701-756，在位 724-749）至東大寺參拜大佛，隨侍在身後的帶
弓侍衛身上也是花立涌文（圖 3- 22，左）
；同巻有許多尊貴的人身穿立涌文樣衣物的例
子。直到安土桃山時代的淺井長政夫人像，也有它的身影，淺井長政夫人就是織田信長
之妹阿市，是戰國時代有名的美人（圖 3- 23）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仲成用
膳時房屋中間的女性也是身穿花立涌文的紅白配色衣服，她的舉止也很端莊適中（圖 322，右）。以上三例的花立涌文皆與文化廳本下棋童子十分相近，繪巻製作年代也差不
多，足見下棋童子的花立涌文在當時文樣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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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涌文由來以久，與隋唐有關係，若結合特定的雲、藤、松文樣可為使用在日本公
家階級中的有職文樣。從以上例子看來，繪師在表達身份尊貴或不平凡童子的時候，也
會選擇使用立涌文。結合下棋童子會令人聯想到神佛畫像的眼神，還有尊貴、有時甚至
用來表現不平凡童子的立涌文，第一段下棋稚兒的表現可以說是尊貴的，有如高僧稚兒
那樣做出區別以顯示與眾不同。並且，此兩元素疊加之下，表現神聖性的可能可說是很
高的。

圖 3- 22 左圖：
《東大寺大佛緣起》聖武天皇身後帶弓侍衛，花立涌文（1536 年，東大寺藏；
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絵巻大成》6《東大寺大仏緣起 二月堂緣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94 年）
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身穿花立涌文服飾的女性（16 世紀
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圖 3- 23 安土桃山時代，
《淺井長政夫人像(お市の方)》花立涌文示意圖（1569 及 1589 年，和
歌山持明院所藏；取自田沢裕賀執筆、編集，
《日本の美術 384 女性の肖像》
，東京：至文堂，1
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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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及立涌文的確有可能用來表達稚兒的神聖，但是如之前在文獻回顧提及的，日
本中世也有許多「稚兒物語」將稚兒神聖化，以規避將稚兒作為性對象的破戒行為。因
此若繪師意圖表現稚兒的神聖性，還需究明下棋稚兒與「稚兒物語」中的稚兒表現是否
有所關連。
三、從髮髻討論與「稚兒物語」的距離
如前所述，稚兒物語，是御伽草子181中，以寺院稚兒與僧侶之間的男色為主題的故
事總稱。例如《秋夜長物語》、
《芦引》
、《松帆浦物語》
、《稚兒觀音緣起》等。182上一部
分從眼神及文樣討論了第一段下棋稚兒可能表現的神聖性，稚兒物語中就有一些似乎將
稚兒神格化以規避破戒疑慮的故事。稚兒物語中的「稚兒觀音緣起」，其主角稚兒就具
有神聖性，並且，如果要討論文化廳本中的稚兒會不會有讓觀者想到男色的可能，那勢
必得釐清文化廳本稚兒與稚兒物語的形象相關度。
《稚兒觀音緣起繪巻》的故事梗概大概是一位老僧向觀世音菩蕯祈求一位弟子以陪
伴自己，觀世音菩蕯回應他的長年祈願而化身少年出現，三年後少年病逝。主角一登場
被敘述為 13、14 歲、住在南都東大寺的美少年，兩手持漢竹橫笛，丈餘頭髮在身後垂
著的風情，像是春柳迎風之姿一般美麗。從這裡應該可以看到，長長的垂在身後的頭髮
應是稚兒物語中，稚兒美姿的重點之一。繪巻中的稚兒也是被描繪成長髮在身後飄動的
樣子（圖 3- 24，左）。

圖 3- 24《稚兒觀音緣起繪巻》
，左圖是主角稚兒一登場的時候，可以看到長髮過腰如春柳迎風
之姿。右圖彈琵琶的稚兒也是長髮過腰。右邊僧侶瞇著眼微笑很是滿足的神情（14 世紀，現藏
香雪美術館；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24《当麻曼荼羅縁起 稚児観音縁起》，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79 年）

181

《大辞林第三版》
，「御伽草子」條：室町時代到江戸初期完成的三百多編短編故事。大部分
作者未詳。享保（1716-1736）左右，大坂的書肆渋川清右衛門以「御伽文庫」之名刊行二三
編，成為這類故事的總稱。
182
此定義來自《デジタル大辞泉》，
「稚児物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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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僧侶將稚兒帶回，在聆聽稚兒們彈奏的場景中，彈琵琶的稚兒也是長髮過腰，
而老僧在旁邊瞇著眼微笑顯現出滿足的樣子（圖 3- 24，右）
。相比之下，在之後故事情
節中照顧生病稚兒的那位孩童頭髮就沒有長及過腰（圖 3- 25）。

圖 3- 25《稚兒觀音縁起繪巻》
，左邊是生病的主角稚兒，可以看到右邊的稚兒頭髮並沒有過腰
（14 世紀，現藏香雪美術館；取自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24《当麻曼荼羅縁起 稚児観
音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9 年）

描述稚兒之間戀情的《芦引絵》中也見得到類似的情形。主角玄怡未剃髮前有著過
腰的長髮（圖 3- 26）
，之後剃髮成為僧侶，與稚兒若君相戀，若君也有一頭美麗的長髮
（圖 3- 27，左）。另外若君的姿態穿著很接近女性，可以看到他穿著女性常穿的鞋子
183

「藺げげ」
，外出時頭披一件被衣，與繪畫中常見的女性表現類似（圖 3- 27，右）
。

圖 3- 26《芦引絵》
，叡山律師尋找後繼弟子，很滿意找到的這位名為玄怡，聰明的少年。可以
看到玄怡有著長長的垂髮，化著白粧，額上粗粗的眉黛（15 世紀，逸翁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
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0《芦引絵》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3 年）

183

若君的打扮類似女性，可參閱黒田日出男，
〈「女」か「稚児」か〉，
《姿としぐさの中世史 :
絵図と絵巻の風景から》
（東京：平凡社，1986 年）
，頁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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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7《芦引絵》
，左圖：右下為剃髮後的玄怡，與另一位稚兒若君第一次相遇的景象。若君
長髮柔順過腰，姿態優雅有點類似女性。右圖：出外披披衣、穿著「藺げげ」的若君（15 世
紀，逸翁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20《芦引絵》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3 年）

稚兒長髮對僧侶的吸引力也許還可以從《法然上人繪傳》中看出。法然知道勝尾寺
沒有《一切經》藏書後，將自己所藏帶入該寺。相關儀式上吸引了老少 70 多人，眾人
之中有一裹頭僧手握前面稚兒的長髮，低頭檢視，此一舉動引起了左方兩位稚兒的注意，
或者可說是警覺，所以回頭察看（圖 3- 28）
。黑田日出男認為，這種手握頭髮的行為，
184

大概在表現一種同性的稚兒趣味。 更直接的證據也許可舉較露骨的《稚兒草子繪巻》
，
裡面的稚兒形象也是大多為綁著元結，垂著長長的柔順黑髮樣貌（圖 3- 29）。

184

黒田日出男，
〈「女」か「稚児」か〉，
《姿としぐさの中世史 : 絵図と絵巻の風景から》
（東
京：平凡社，1986 年）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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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8《法然上人繪傳》巻 36，伸手撫摸稚兒長髮的裏頭僧（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
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2《法然上人絵伝 中》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
1 年）

圖 3- 29 江戶時代模本，《稚兒草子》
，紙本著色，角匠藏。取自橋本治〈ひらがな日本美術史
【その 31】〉
，《芸術新潮》47-6(1996.06)，頁 114。

從以上四例可發現，對僧侶有吸引力的稚兒應是具有長長頭髮的。此外，高僧稚兒
也常表現成有一頭長髮的模樣，可見長髮是稚兒美姿不可或缺的重點之一。除了美姿上
的考量，中野千鶴曾提出一個觀點，長髮也與呪能力有關，可為神聖性的指標。185

圖 3- 30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一段及第三段下棋稚兒捲起來的髮髻（16 世紀中葉前，紙
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回過頭來看文化廳的下棋稚兒，他也具有一頭美麗的長髮，但是卻不像稚兒物語中
常見的那樣柔順地垂在身後飄動，而是挽成幾圈整齊的髮髻，連幾綹稍微流瀉出來，或

185

提出長髮與呪能力有關的論點，詳見中野千鶴，
〈童形と聖性—堂童子のこと〉，
《月刊百科
（1985 年第 271 期）：19-22。及該論文所引的參考書籍，馬場あき子，
《鬼の研究》
（東京：角
川書店，1976 年）
、佐竹昭広，
《酒吞童子異聞》
（東京：平凡社，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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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以增加些許風情的髮絲也沒有（圖 3- 30）
。所以應該可以認為，下棋稚兒的姿態雖
然優雅、穿著優美的立涌文樣，也有良好稚兒或神聖童子所該具備的長髮，但是樣貌給
觀者的感覺應是端莊的，並没有要刻意展現稚兒長髮的柔順美麗。形象離敘述稚兒與僧
侶戀情的稚兒物語繪巻應該有些距離。
確認了長髮在稚兒物語的重要性，及文化廳本下棋稚兒與其在此方面的同中有異，
以下還有幾個對於繪巻中髮髻的相關觀察，以確認髮髻並非如同長髮一樣，是表現稚兒
對僧侶吸引力的方法之一。
繪畫中的稚兒髮髻表現
一般的情形下，相對於元結垂髮的普遍，寺院內稚兒挽成髮髻真的不常見，目前觀
察到寺院稚兒將長髮紥成髮髻的情形，例如《日蓮聖人註畫讚》中端茶的稚兒（圖 331）、送葬的稚兒群（圖 3- 32）、《東大寺大佛緣起》寺院受火燒時逃命的稚兒（圖 333），這些情節段落都與男色，或是稚兒僧侶之間的戀情沒有太大關係。
有三個繪巻需要特別說明。第一個是 15 世紀後半的《道成寺緣起》
，故事內容大概
是一女子愛上了一位少年僧侶，苦苦追尋著他，少年僧侶最後逃入道成寺尋求協助，寺
方將他藏入大鐘，豈料女子變成一尾大蛇纏繞大鐘，吐火將鐘裡的少年僧燒成灰燼。這
樣故事內容的繪巻中，就展現了三種不同髮型的稚兒。

圖 3- 31 窪田統泰，
《日蓮聖人註畫讚》日蓮上人完成起草《立正安国論》，端茶的稚兒頭頂有
圓髪髻（1536 年，京都本圀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絵巻大成》2《日蓮聖人註画
讃》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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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2 窪田統泰，
《日蓮聖人註畫讚》送葬孩童中也有綁髮髻的，但是右圖最受寵的龍王丸仍
是垂髮表現，且頭髮頗長。
（1536 年，京都本圀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絵巻大成》
2《日蓮聖人註画讃》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3 年）
。

圖 3- 33《東大寺大佛緣起》下巻，東大寺著火時逃命的稚兒（1536 年，東大寺藏；取自小松
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6《東大寺大仏緣起 二月堂緣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第一個是少年僧侶初逃入道成寺說明原因，道成寺僧侶們對他的說法存疑的時候，
畫了一個看起來像是將長髮折返綁起的的武裝稚兒，似乎配合著周圍的武裝僧侶表示警
戒（圖 3- 34）
。第二個是看到少年僧被燒毀的稚兒，髮型是普通稚兒會有的長長垂髮並
以元結束起。第三個也是在少年僧被燒毀之後，站在一旁看到此景的稚兒，身旁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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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圍繞，這位稚兒則是髮髻模樣，猜測或許是表現身份比較高的方法（圖 3- 35）
。在
本文力所能及的搜索範圍內，還未看到有研究說明為何《道成寺緣起》要畫這三種髮型
不同的稚兒，故暫且就將《道成寺緣起》中稚兒的討論停在這裡。

圖 3- 34《道成寺緣起》中間手持大薙刀，綁著「二つ折」髮型的武裝稚兒（16 世紀，道成寺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3《桑実寺縁起 ; 道成寺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2 年）

圖 3- 35《道成寺緣起》
，看到燒成灰的少年僧侶，表示哀嘆的稚兒們（16 世紀，道成寺藏；取
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3《桑実寺縁起 ; 道成寺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
82 年）

另一個繪巻《秋夜長物語》
，是一個稚兒物語，並且其中的主角之一，名為梅若的稚
兒在與僧侶一同進行酒宴的時候，也是結著髮髻（圖 3- 36）
。文化廳本的下棋稚兒下袴
是梅花文樣，同樣是髮髻造型，兩者之間不知有何關係。但是文化廳本的下棋稚兒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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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笑，同時並不是出現在酒宴上，表情和梅若相比算是比較認真嚴肅的。二者皆為髮髻
的接點，或許和表示身份較高，或各自都出現在酒宴或接待客人這樣的正式場合，還比
較有些關係。

圖 3- 36 室町時代，《秋夜長物語繪巻》上巻，右上稚兒綁髮髻（永青文庫藏；取自大倉隆
二，
〈永青文庫蔵秋夜長物語絵巻〉
，《美術史》33-22（1984 年 5 月)：97-120。）

梅花文樣，的確常常可以往男色方面解釋，186但也不是絕對的。例如狩野探幽曾作
過《若眾觀梅圖》
，同是討論此件作品，榊原悟曾將梅與男色連結，而武田恆夫則較著重
187

討論梅所帶來的早春氣息。 梅所包含的涵義很多，例如或許可表達與中國的連結，因
為，梅是中國原生花木，奈良時代傳至日本。梅也可表達與學問之神菅原道真的關係。
188

之前討論眼睛神聖性時曾提到，狩野元信作過《松下渡唐天神像》
（圖 3- 18， 右）
，

《松下渡唐天神像》是和菅原道真有關的作品，狩野元信應該確知梅與菅原道真的典故。
故下棋稚兒的梅花文樣是暗示男色、季節、與中國或唐的連結還是和學問之神菅原道真
的關係，在這裡還難以判定。
第三個需另外提到的繪巻作品是《真如堂緣起》
，其中也有結著髮髻的稚兒（圖 337）
。但是文化廳本下棋稚兒與之相較，沒有披著外衣，或是將手縮在袖子裡以手遮口，
表情也比較嚴肅，相比之下較沒有嬌羞的女性姿態。此處兩者髮髻的接點或許也和表示

186

曾將梅與男色連結討論的研究或書籍可參閱武光誠，
《日本男色物語》（台北：時報出版，
2017 年）
，頁 21-29、244-247。佐藤萌美，
〈西鶴の男色の描き方 : 花の表現から(二〇一二年
度卒業論文要旨集)〉，
《札幌国語研究》（2013 年第 18 号）:81。及丹尾安典，《男色の景色―
いはねばこそあれ―》
（東京：新潮社，2008 年）
。
187
關於探幽《若衆観梅図》中梅與男色的連結，詳見榊原悟，《狩野探幽 : 御用絵師の肖像》
（京都：臨川書店，2014）
，頁 696-707。而探幽《若衆観梅図》中梅與早春相關的論點可見武
田恒夫，
《日本絵画と歳時 : 景物画史論》
（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 年 7 月新裝版）
，頁 58。
188
梅的涵意，詳見並木誠士監修、青木美保子等執筆，
《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文様—名品で
楽しむ文様の文化—》
（東京：東京美術，2006 年）
，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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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格差、正式場合有關。

圖 3- 37 室町時代，掃部助藤原久國，
《真如堂緣起》
，下巻巻末真如堂的供養儀式，右邊可見
一手捂嘴，披著一件外衣的稚兒（1524 年，京都真正極楽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
絵巻大成》5《清水寺縁起 真如堂縁起》，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在繪巻以外，雖然狩野秀賴作品《高雄觀楓圖》婦女也有綁髮髻，但是她們的髮髻
蓬鬆並露出些許髮絲，給人一種女性特有的華美感覺（圖 3- 38）
；文化廳本下棋稚兒則
是紥得整整齊齊的。且從サントリ—《酒傳童子繪巻》
（圖 3- 39）
、還有《月次風俗圖
屏風》中的扇面（圖 3- 40）可以看到，也有少年、男子捲起髮髻的，可見巻成螺旋状
的髪髻應該並不是那時代的婦女所専有，也並非只用來表現男性或女性的美麗。
從以上對繪畫中髮髻的討論看來，暫且應該可以將文化廳本下棋稚兒的髮髻造形，
結合其略顯嚴肅、專注的神情，視為並沒有特意想要展現稚兒美色吸引力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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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8 狩野秀頼，
《高雄觀楓圖屏風》，六曲一隻屏風，綁髮髻的婦女們（16 世紀後半，東京
國立博物館藏；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
央公論美術，1999）

圖 3- 39

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下巻，除掉酒吞童子凱旋歸來的部隊前方少

年，也綁類似髮髻（1522 年，サントリ—美術館藏；取自逸翁美術館編，
《絵巻 : 大江山酒呑
童子・芦引絵の世界》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 年）

圖 3- 40 室町時代，元信印，
《月次風俗圖扇面流し屏風 鶏合図》
（16 世紀，京都光圓寺藏；
取自泉萬里著，
《扇のなかの中世都市: 光円寺所蔵「月次風俗図扇面流し屛風」》，大阪：大阪
大学総合学術博物館叢書，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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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棋之景透露出的訊息
如之前所述，繪巻一開始三位主人公會面的場面，除去在外等候的侍從，三個人大
概只佔屋內之景的三分之一而已，其餘的三分之二是下方的稚兒下棋以及內部廚房。三
人在裡面聚會辯論，稚兒們卻在房外專心並開心地下棋、觀棋，不知有何用意?以下將
以繪巻中觀察到的圍棋畫面，分二個功用論述，第一個是下棋表達平和，第二是下棋表
達辯論。
1、下棋表達平和
圍碁似乎是個在繪巻裡形象或涵意良好的一種繪畫語言，可以表現平靜安穩甚至是
富裕的生活。如《一遍上人繪傳》
，在初始部分常見一遍上人淒風苦雨中，艱苦孤單又意
志堅定地各處旅行，漫漫荒野中只見一遍上人及其徒眾靜靜向前進。隨著修行漸入佳境、
信徒日增後，繪巻的後面部分就比較常看到城市景像。例如巻 6 描寫一遍上人入三島大
社參詣之處，三島神社的鳥居前，人來人往，還有一武士下馬虔敬地跪地祈禱，畫面右
下就看到稚兒與僧侶在城市中的屋裡下棋（圖 3- 41）
。

圖 3- 41《一遍上人繪傳》巻 6，三島社前稚兒與僧侶下棋的情景。（1299 年，清淨光寺・神奈
川、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別巻《一遍上人絵伝》，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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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2《一遍上人繪傳》
，巻 9，一遍提著紙燭入內參拜觀音（1299 年，清淨光寺・神奈川、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別巻《一遍上人絵伝》
，東京都：中央
公論社，1978 年）

或是，巻 9 的地方，一遍上人手提紙燭，進入叢山環繞的書寫山円教寺本堂以參拜
如意輪觀音，左下遠處高山峻嶺間隱約可看到一僧與稚兒在屋裡下棋，配合著一遍上人
提著紙燭見觀音的行為，顯得格外靜謐（圖 3- 42）
。如意輪觀音本為秘佛不太開放參
拜，在一遍上人一番努力後才得以入內，一遍上人圓寂前曾將所持經典交給書寫山僧侶，
其它書籍盡皆燒掉，可見書寫山對一遍上人的特殊意義。189所以這裡的稚兒與僧侶下棋
應是對書寫山的正面描寫。
另外《西行物語繪巻》萬野家藏本中，描寫正月僧侶的活動，也是以僧侶與稚兒下
圍棋，或教導稚兒讀文集來表現正月時的閒散一刻（圖 3- 43）
。還有《男衾三郎物語繪

189

書寫山對一遍上人的特殊意義，詳細分析可見竹村牧男，
〈講演筆記 書写山の一遍上人〉
，
《東洋学論叢》38（2013.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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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巻》也用圍棋對奕描寫二郎家富裕悠閒的日常生活（圖 3- 44）
。 可見圍碁的描寫能協
助傳達日常平和生活的一面。
還有一例或許可從反面論證下棋之景在繪畫中多屬於正面形象。加須屋誠分析《病
草紙》
〈風病之男〉時指出，病草紙詞書說明風病是種瞳孔會搖動的病，風病之男因為瞳
孔搖動所以無法好好下棋而遭對面的女生們嘻笑（圖 3- 45）。本來在清少納言《枕草
子》裡，形容不分貴賤，男子下棋之姿皆具風情，對風病之男而言似乎不是如此了。191
下棋若可用來反襯風病之男因病導致即使下棋也不具風情，即可見下棋在人們心中原是
形象良好的一件事。

圖 3- 43《西行物語繪巻》萬野家藏本，幫西行法師剃髮的僧侶，正月時閒散的一刻（13 世
紀，萬野家藏；取自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26《西行物語絵巻》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79 年）。

如此看來，文化廳本第一段的下棋場景，配合著屋內三位主人公臉上的笑意，以及
詞書從明王聖主治世開頭的開場白，雖然詞書在後半有一些屬於辯論般批判的尖銳言詞，
但是從繪畫的表現來說，第一段三位主人公會面的房間下方，僧侶與下棋稚兒專心但又
平和的對奕，以及周圍觀棋人們歡樂的樣子，或許皆協助傳達了三位主角的會面，乃至
於三人的辯論並不是如此劍拔弩張的性質。

190

土谷真紀也有舉出《男衾三郎繪巻》圍棋場景作為添景表現的佐例。詳見土谷真紀，〈狩野派
における「酒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庁本を中心に〉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
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
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43。除了添景表現，在此試圖將圍碁之景與平和悠閒甚至富裕
的生活連結。另外，土谷真紀一文在圍碁相關處列出了一個參考資料，金子岳史，
〈厩図屏風の
情景—風俗表現を中心に—〉，《フィロカリア》（2010 年 3 月第 27 号）: 47-75。因為資料取
得限制，尚未確認過，但圍棋之景似乎也作為風俗景象出現在豪華的馬廄旁。
191
詳見加須屋誠，〈総論「病草紙」〉
，在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
《病草紙》
（東京：中央公論
美術出版，2017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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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4 鎌倉時代，《男衾三郎繪詞》圍棋之景（13 世紀末，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小松茂
美編，《日本絵巻大成》12《男衾三郎絵詞 伊勢新名所絵歌合》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8
年）

圖 3- 45 平安時代，《病草紙》
〈風病之男〉下棋之景（12 世紀後半，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取自
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 地獄草紙 病草紙 九相詩絵卷》
，東京都：中央公
論社，1977 年）

2、下棋表達辯論
土谷真紀認為圍棋景象，有可能表達著正在進行的辯論。192在此本文試圖進一步舉

192

認為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的下棋之景暗示辯論，詳見土谷真紀，
〈狩野派における「酒
飯論絵巻」の位相—文化庁本を中心に〉，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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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例子，論證正在下棋的稚兒，與正在進行辯論的好飯之間，可能存在著連動關係，
並且以此解釋下棋之景在第一段出現的作用，有一部分應是為了以下棋稚兒良好的形象，
間接表現好飯的品德。
《慕歸繪詞》巻 5，描寫了覺如上人（1271-1351）與唯善（1253-1317）的辯論。
在覺如與唯善辯論之室的前景房間中畫了一個棋盤，並且在走廊上可看到有一稚兒正與
小和尚比試弓箭，角落一小僧似乎蹲在旁邊幫他們計算比數（圖 3- 46）
。真保亨認為圍
棋和弓的比賽可能暗示了覺如與唯善的爭論。193

圖 3- 46 藤原隆章，
《慕歸繪詞》巻 5，玩弓稚兒與僧侶。
（13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
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5 年）

千葉乗隆則認為，有圍棋的房間是唯善所居的南殿，而覺如居住的北殿房前則是靜
聽對談的門徒，兩者房前人們的情況正反映了唯善及覺如各自的立場。歴史上唯善曾奪
走覺如之父覺惠（1239-1307）的大谷廟堂鑰匙，覺惠只好帶著長男覺如離開，隔年覺惠
病逝。後來覺如雖成功奪回廟堂，但唯善在離開之前破壞了廟堂，還奪走覺如外曾祖父
194

親鸞上人的遺骨及影像。 由此看來，或許正用稚兒的表現來暗指與唯善相關的不良訊
息。
其實，對於兒與童的遊戲，是有一些準則的。仁和寺守覺法親王（1150～1202）195所

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
（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
社，2014 年），頁 42-44。同篇文章也提出了圍碁作為添景，以及文化廳本圍碁之景與狩野派
《厩図屏風》圍碁圖像的連結。
193
詳見真保亨編，《慕帰絵詞 日本の美術 187 号》
（東京：至文堂，1981 年），頁 40-41。
194
詳見千葉乗隆，〈
「慕帰絵」の表と裏〉，在小松茂美 [ほか] 執筆/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 4
慕帰絵詞》
（東京：中央公論社，1985 年）
，頁 106。
195
《大辞林第三版》
，「守覚法親王」條：1150～1202，平安末期鎌倉初期之人，後白河天皇的
第二皇子。出家為仁和寺第六世。優於和歌・書法，著有「北院御室御集」「守覚法親王百首」
「釈氏往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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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右記》
，
〈童形等消息事〉中記載對兒遊戲的規誡：
一圍諅雙六等。諸遊藝鞠小弓等事。強不可好之。但一向不知其消息者。還又非
常儀。只片端携得。而痛不可張行也。就中於雙六者。曾以不可操之。大師御制誡其一
也。196
也就是戒競賽或諸遊戲，記一些規則的話倒是不錯，但只有雙六是絕對禁止。197其
中並提到不可以過度喜好鞠、小弓等。在繪巻中常見，行為良好的高僧稚兒時代都是以
高僧稚兒在學習，旁邊孩童在玩耍的樣式表達無憂無慮的孩童時代，以及突顯其與一般
孩童的不同，幾乎成為一種套例，連描述唐代高僧玄奘的繪巻也有這樣的圖式（圖 347，左）。再看《芦引繪》主角之一玄怡手持弓箭的場景（圖 3- 47，右）
，同樣是玩弓
箭，與玄怡慢悠悠的姿態相比，唯善房的稚兒可以說真的是放開來玩弓，足想見其玩心
濃厚。這樣看來，也許唯善房的辯論敗北，真的有從愛玩的稚兒透露出來的可能。

圖 3- 47 左圖：
《玄奘三藏繪》
，最右邊白衣者為年少的玄奘（14 世紀，藤田美術館藏；取自小
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7《玄奘三藏絵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右圖：
《芦引繪》紅衣者為玩弓的主角之一玄怡（15 世紀，逸翁美術館藏；取自小松
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0《芦引絵》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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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童形等消息事〉
，《右記》
，收於塙保己一 編，《群書類從》
（東
京：経済雑誌社，1902 年）
，第拾五輯，巻 444，釋家部，頁 698。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
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79545/355（查閱於
2018/06/26）。
197
此〈童形等消息事〉對兒遊戲規誡的釋意，引用並譯自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流行と享
受〉，
《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絵》
（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83 年）
，頁 88，原文為「勝負
事や諸遊戯を戒めたものである。多少のル－ルは心得ておいたほう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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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8《法然上人繪傳》巻 5，三位童子與房内三位僧侶。房内右一為問出有些不當問題的山
僧，右二為証真（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
《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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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9《法然上人繪傳》巻 5，局部放大（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
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以周遭稚兒表達僧侶的某些不當行為，也許還有一例。《法然上人繪傳》巻 5 有一
段故事是房主法印証真傾聽山僧回來報告，山僧說，問法然一個問題結果法然沉默以對，
會不會是答不出來。証真則以「因為那是一個不智的問題」作為回答，來抑止山僧的這
種想法。198
有意思的是，這裡畫了三位稚兒（圖 3- 48）
，中間一位垂髮，在稍下方處以元結結
髮的稚兒，考慮前面提過土谷惠以《春日權現驗記繪》為例舉出的稚兒與中童子之差，
這位和其它兩位髮型不同、並身穿小袖袴的孩子，也許是該寺身份較高一些的稚兒，他
是被安排畫在明智的証真身後，略帶關切地注意右邊進行的對話的；其後雙手搭在兒肩
上的僧人，眉角下垂貌似也有些擔心。另一個身姿有些慌亂，嘴微微張開，似乎在著急
詢問事情的稚兒，剛好站在右邊那位想法有些許不當的山僧附近（圖 3- 49）
。最左邊向
稚兒說話的僧侶，看起來暫時沒有參與右方關於法然上人的話題，在他附近的稚兒則恰
好背對觀者。
仁和寺守覺法親王（1150～1202）所著《右記》，〈童形等消息事〉中也有記載對兒
行動方面的規誡：
一堂上堂下往來之時。通步之樣。或高足音。或如馳走。無下事躰也。不高。又
不急可移步。禮云。以足音之烈為狂步。以足音之空為盜步。但是不可限童形。都以諸
199

人之善惡也。

也就是行動不可過急，過急則不佳，此原則不限於童子，放諸眾人皆準。從房內剛
好一僧侶一稚兒的構圖，還有敘述內容來看，問出不智問題的山僧，和行動看似有些慌
亂急忙的稚兒之間，也許真的有些對應關係。
以上，從圍棋可能包含的辯論含意，說到了繪巻中以稚兒表達僧侶屬性的例子。文
化廳本的下棋稚兒表現，可能也向觀者透露了其僧主好飯的品德，或是在辯論中的態度
或立場；因為《酒飯論繪巻》很可能存在著與《慕歸繪詞》相關的接點。
《慕歸繪詞》巻 5 與《酒飯論繪巻》都有畫出準備膳食的廚房場景，呈現一表一裡

198

山僧與証真的問答內容來自小松茂美, 神崎充晴執筆，《続日本絵巻大成 法然上人絵伝上
巻》
（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 年）
，頁 45 的繪解。
199
引自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童形等消息事〉
，《右記》
，收於塙保己一 編，《群書類從》
（東
京：経済雑誌社，1902 年）
，第拾五輯，巻 444，釋家部，頁 702。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
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79545/357（查閱於
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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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所以它們之間的可能接點曾被學者提及。並木誠士指出，
《慕歸繪詞》中有一巻跋
文記載足利義政將軍從西本願寺借出慕歸繪詞並放在身邊數年，於文明十三年（1481）
歸還之時，第一及第七巻遺失了，所以現在的第一及第七巻是文明十四年（1482）由繪
師掃部助藤原久信補作。藤原久信經歷不詳，但有一位繪師與他名字相近，名為掃部助
藤原久國，就是大永四年（1524）繪製《真如堂緣起》的繪師。
久國也是一位經歷不詳的繪師，但是《真如堂緣起》既是由後柏原天皇（1464-1526，
在位 1500-1526）或伏見宮邦高親王（1456-1532）
、三條西實隆（1455-1537）寫就詞書，
久國不太可能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加之掃部助藤原久信與掃部藤原助久國之間名字
相近，也許兩人有什麼關係。久國繪製的真如堂緣起，如前所述，借用了《酒飯論繪巻》
，
200

還有《釋迦堂緣起》的圖樣，所以久國和元信可能有什麼關連。

如此，1480 年代，足利義政週邊存在著與久國很可能有關連的掃部助藤原久信，元
信之父正信在差不多的時期又正在製作足利義政的東山殿障壁畫。而 1520 年代久國又
借用了元信作品圖樣，故《慕歸繪詞》和《酒飯論繪巻》之間有什麼的關連也是頗有可
能的（表 3- 3）。或許狩野元信在第一段畫出的圍棋之景，也可能像《慕歸繪詞》巻 5
的圍棋及玩弓稚兒那樣，期望藉由下棋稚兒的形象帶出其僧主好飯的資訊。

《慕歸繪詞》(巻 5)

1482 掃部助藤原久信
補繪《慕歸繪詞》巻 1、

廚房備膳景象
請他製作

巻7

1483 狩野正信
東山殿常御所障子畫
父子

請他補繪

足利義政（1435～1490）
（在職 1449～1473）

名字相近

1524 前 狩野元信
可能繪製《酒飯論繪巻》

真如堂緣起引用
許多類似圖像

1524 掃部助藤原久國
繪製《真如堂緣起》

表 3- 3 足利義政與狩野正信、元信，掃部助藤原久信、久國關係示意圖，綠底方塊內容表兩者
關係緣由。依以下資料略製：➊. 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再考〉，頁 194-195。➋. 並木誠
士，
《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
「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画」の時代へ》
，頁 141-142。

200

以上說法《慕歸繪詞》與《酒飯論繪巻》的可能接點分析，詳見並木誠士，
〈『酒飯論絵巻』
再考〉，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合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
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年），頁 194195。以及，並木誠士，《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画」の時代
へ》
（京都：昭和堂，2017 年 8 月）頁 141-142。並木誠士，〈学習と創造—狩野元信の場合
—〉，
《鹿島美術財団年報》別冊（1995）：1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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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第一段下棋稚兒的表現與作用
文化廳本第一段下棋稚兒有許多特殊的表現，這些特殊的表現在在都顯示他是一位
與眾不同並且尊貴的稚兒，且很有可能具有神聖性。而這些良好形象也可襯托出其師主
之僧，也就是好飯的良好品格。
首先他的眼睛和同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不同，有可能是刻意做出區別，表達他並不
是一般稚兒。如果單從眼睛來看，好飯家的兩個稚兒與他同樣都是眼尾細長朝上，所以
可能也有標示三者之間關係的用意。
下棋稚兒的眼神和狩野元信所作禪林寺《釋迦三尊像》的文殊菩薩，以及其它神佛
畫作有些類似，低頭歛目顯得安靜，且有些銳利專注與認真，可以說是一位賢明的稚兒
形象。從身穿花立涌文樣來看，身份或品格應是相當尊貴的，並且很可能帶有神聖性。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髮型，與一般繪巻或稚兒物語繪巻中看到的稚兒長長垂
髮不同，在這裡他是很整齊地捲成髮髻的，如此應該就比較不太會傳達給觀者，像稚兒
物語那樣男色印象的可能。同時捲成髮髻又能讓觀者了解，他和優秀的稚兒或神聖童子
一樣具備長長頭髮。值得注意的是，長頭髮也是，除了眼神、花立涌文，第三個能表達
神聖性的要素。第三段的用膳稚兒似乎也是整理成髮髻的樣式，只是沒有那麼明顯。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中圍棋之景所可能表達的涵意，分別是傳達平和生活景象，
或者暗示正在進行的辯論。並且從《慕歸繪詞》
、
《法然上人繪傳》中的畫例看來，發現
有以稚兒來表現僧侶資訊的手法；與《慕歸繪詞》有可能接點的狩野元信《酒飯論繪巻》
，
在第一段三位主人公辯論場景的下方繪出歡樂的僧侶稚兒下棋景像，很有可能是為這場
辯論定調為日常平和性質，減少給人劍拔弩張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可能藉由尊貴、端莊，
具神聖形象的稚兒，向觀者間接傳達其僧主好飯的良好品格。
最後，詞書中長持的主張裡有幾句對下戶的批判：明顯的假笑、正經八百的臉色，
就算使勁鬧著玩，也只得到咬牙切齒的表情。而畫裡的好飯並不咬牙切齒，相反地，在
第一段出場時就開口大笑，清楚地看到牙齒並沒有咬在一起，甚至笑得露出魚尾紋，也
許能為以上推測的解讀，也就是以稚兒的優良形象，表達好飯其實具有良好個性，做一
旁證（圖 3- 50）
。

圖 3- 50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
一段，露齒大笑的好飯（16 世紀中葉
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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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三段下棋稚兒的表現—紅白橫紋服飾
在討論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時已提過，紅色與白色若組合在一起是喜慶的象徵，同
樣是紅白配色，而若特定到第三段下棋稚兒身穿的紅白橫紋式樣，也可以觀察到在許多
作品中，幾乎都是出現在喜慶場合，就算不是喜慶場合，也是出現在主角、受寵愛的稚
兒身上。
例如在身為主角的服飾方面，像是之前提到過的《稚兒觀音緣起》的主角。詞書上
寫的是，身穿紫色小袖，上覆白色練貫，下袴則為朽葉染，201但不知道是不是顏料年久
變質或其它原因，從畫面來看上身類似紅白配色，下袴則是紫色（圖 3- 51，中）。
另外，狩野秀賴的《高雄觀楓圖》
，也有身穿紅白配色的婦女，整體畫面十分觀樂和
諧（圖 3- 51，右）。

圖 3- 51 左圖：
《芦引繪》圖片右方為若君，右上角身穿紅白橫紋衣的小孩似乎在為他指路（15
世紀，逸翁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0《芦引絵》，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3 年）
中圖：
《稚兒觀音緣起》看起來像是上覆紅白橫紋衣的主角稚兒（14 世紀，現藏香雪美
術館；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24《当麻曼荼羅縁起 稚児観音縁起》
，東京都：中央
公論社，1979 年）
右圖：狩野秀賴，
《高雄觀楓圖屏風》穿紅白條紋衣的婦女（16 世紀後半，東京國立博
物館藏；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東京都：中央公論
美術，1999）

《日蓮聖人註畫讚》中最受日蓮寵愛的稚兒龍王丸，雖然是出現在為日蓮上人送葬
的場景中，但繪師特別為他標上名字，明確表明身份，可見他的重要性，在送葬的重要

201

詞書上寫的是，身穿紫色小袖，白色練貫羽織的稚兒，但從畫面來看下袴是紫色的，上身類
似紅白配色。詞書內容參閱小松茂美，
《日本繪卷大成 24 当麻曼荼羅縁起 ;稚児観音縁起》
（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79 年）
，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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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也是選擇穿著紅白條紋衣（圖 3- 52，左）。

圖 3- 52 左圖：
《日蓮聖人註畫讚》
，送葬日蓮上人的場景中，最受寵的稚兒龍王丸也身穿紅白
橫紋衣服。
（1536 年，京都本圀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2《日蓮聖人註
画讃》，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3 年）
右圖：
《法然上人繪傳》巻 9，觀看十種供養儀式的稚兒也穿紅白橫紋衣。（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其它身穿紅白橫紋服飾的人物，例如《法然上人繪傳》巻 9 中觀看十種供養儀式202
的稚兒（圖 3- 52，右）
；巻 13 藤原宗貞發願建立引接寺，在堂供養當日來湊熱鬧的孩
童也是穿著紅白橫紋樣式（圖 3- 53，左）
。《真如堂緣起》中被告知會一家繁榮的專念
尼家中女性也是穿著紅白橫紋服飾（圖 3- 53，右）。
《芦引繪》中為冒險出發尋找侍從
之君的若君帶來一絲慰藉、並且看起來像在指路的同齡小孩也是紅白橫紋衣（圖 3- 51，
左）
。
《桑實寺緣起》上巻，湖上出現奇瑞時，觀看的人群中有穿紅白橫紋的孩童（圖 354，左）
；下巻巻末，桑實寺蓋成，在本堂走廊上漫步遊覽的小孩也是穿紅白橫紋（圖 354，右），如此看來，在繪畫資料中，紅白橫紋也許真的有喜慶事物的指標功能。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方面，雖然不是紅白橫紋，但也出現許多紅白配色。例如，
第一段及第三段好飯家的下棋稚兒（圖 3- 55，右）
、第二段長持酒宴上持「提」203的少
年（圖 3- 55，左）
、第三段好飯家端菜稚兒若配合紅色薄物下的白色手臂也算得上是一
種紅白配色（圖 3- 55，中）。旁邊的僧侶用紅色漆器盛裝白色的飯應該也表達類似意
義。還有第三段客僧帶來的稚兒，上身也是紅白配色（圖 3- 56，中）。
第二段長持酒宴上的女性白拍子（或芸者）
（圖 3- 56，左）204、仲成家中女性也
202

《デジタル大辞泉》，
「十種供養」條：以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焼香・繒蓋幢幡・衣
服・伎樂・合掌，十種來供養佛。
203
《大辞林第三版》
，「提子・提」條：附注水口的銀．錫製小鍋形器。起初用於搬運或加溫
水、粥、酒之類，後來專門用於酒類。
204
シャルロッテ・フォン・ヴェアシュア，
〈十六世紀の宴会儀礼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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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圖 3- 56，右），若以此來看，通篇文化廳《酒飯論繪巻》其實應該充滿了喜慶
訊息。

圖 3- 53 左圖：
《法然上人繪傳》巻 13，右方有一位引接寺成立時來湊熱鬧的小孩，身穿紅白
横紋衣。（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
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右圖：
《真如堂緣起》，被告知將會一家繁榮的專念尼家中女性也穿紅白横紋衣（1524
年，京都真正極楽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5《清水寺縁起 真如堂縁
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圖 3- 54 左圖：
《桑實寺縁起》上巻，出現湖上奇瑞時觀看的人群中有穿紅白橫紋衣的孩童
右圖：
《桑實寺縁起》下巻，桑實寺蓋成後，在本堂漫步觀覽的女人及孩童，小孩也是
穿著紅白橫紋衣。
（1532 年，桑實寺藏；左右圖皆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13《桑
実寺縁起 ; 道成寺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 年）

35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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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5 左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童子，也是身穿紅白配色的小袖
中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端菜童子，紅色薄物搭配白手臂也是另一種紅
白配色
右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的稚兒，身穿紅白配色上衣（左中右圖皆為 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圖 3- 56 左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長持酒宴上的白拍子(芸者)。
中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用膳稚兒也穿紅白配色。
右圖：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照看酒水供應的女性也著用紅白配色服飾（左
中右圖皆為 16 世紀中葉前，紙本設色，日本文化廳藏）

第三節

好飯家稚兒之二

在第三節將進行對好飯家第二個稚兒的討論，討論順序參照（表 3- 4）
。第一部
分主要審視他在第一段與僧侶親近的表現，可能會給予當時的觀者什麼樣的印象，分
為外貌及行為來分析。第二部分則主要圍繞著端菜稚兒的薄物，推論此種衣物形式可
能表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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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部分

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部分

好飯家
稚兒二

本文稱呼

文化廳本第一段觀棋稚兒

文化廳本第三段端菜稚兒

表 3- 4 第三章第三節討論安排

第一部分、第一段觀棋稚兒的表現
第一段端菜稚兒一手搭著僧侶的肩，一手與其同比向棋盤，雖然可以看出和樂融融、
親近的樣子，但是對身處那時代，了解兒與童所受行為舉止規誡，並且了解僧侶有時將
童作為性對象之事的觀者來說，不知會不會有不太莊重的感覺。
從外貌來說，這位童子雖然上著代表身份較高尚的白粧205，但並沒有化上眉墨。其
次，他所著用的是上下圖樣一致的「肩衣袴」
。以下將分為外貌及行為二部分，分析第一
段觀棋稚兒的行為會不會給人不得體的印象。
一、外貌透露出的資訊
1、眉形
觀棋稚兒並沒有像下棋稚兒那樣在額頭上畫著兒眉。在討論用膳稚兒的時候，已看
到《雍州府志》記有後白河天皇時期因為重男色，年輕男子開始化上女粧，而寺院兒童
仿效的說法。14 世紀末的〈童躰装束〉也有兒眉的作法紀錄。
他雖臉上化有白粧，白粧如前述，是表現身份的一種方式；但卻沒有畫兒眉，所以
也許他身份雖高，卻並不是寺院中身份較高的「兒」
，或者是他並沒有追求完整的女粧。

205

白粧表高貴，見平松隆円，
〈日本仏教における僧と稚児の男色〉，
《日本研究》
（2007 年第
34 期）：114 的文獻《雍州府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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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但也有可能是還沒舉行元服(成人式)儀式。 但不管如何，與下棋稚兒相較，觀棋稚兒眉
型挺拔，眼神精神奕奕，略顯英氣，給予人的印象是比較偏男性化、少年感覺的。
2、肩衣袴
肩衣袴，依《大辞林》解釋，是在小袖上穿肩衣及袴。207遠藤武指出，文明十四年
(1482 年)《御供故實》已有 14、15 歲孩子著用肩衣袴之事。他並如此說明，應仁之亂左
右以後，新生一個武家故實的定規，就是 14、5 歲的孩子間會有穿著片身替肩衣袴的新
形式。208從遠藤武的文章來看，肩衣袴在 1482 年的時候是小孩會穿著的，並且與武家頗
有關係。209
據柳川真由美說明，
「肩衣」在文獻上於應仁之亂後，頻頻以軍陣之姿出現。而肩衣
與袴上下文樣一致的「肩衣袴」
，如在歷博甲本《洛中洛外圖屏風》中可見到那樣，16 世
紀前期，平常時的肩衣袴以下級武士為中心而普及。在 16 世紀後半上級武士也作為禮
服或公服通用，是江戶時代禮服主流「裃」的前身。210
河上繁樹則觀察到，據文明十四年（1482 年）
《御供故實》記載肩衣袴是未成年者
所著用，但到了 1524 年的《真如堂緣起》
，已有剃了「月代」髮型的年輕男子穿著，16
世紀中的狩野秀賴《高雄觀楓圖屏風》更進一步普及，終至 1583 年織田信長肖像畫可
以看到已成為武家正裝。211
從以上研究大概可以得知，肩衣袴與武家關係頗為密切，本為孩童、少年所穿，後
漸普及至成年男子，而至室町末期有成為正裝的現象，是江戶時代禮服「裃」的前身。
回到文化廳本，尚未剃月代髮型的觀棋稚兒應仍屬年少，穿著肩衣袴十分合理，並且需
注意到，不像男女皆可穿用的小袖，肩衣袴似乎多是少年、男子所穿。
另外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觀棋稚兒的下袴長到完整蓋住腳掌，並且還多出些許長度。
《日本の美術 26 號 服飾》說到肩衣袴，一開始肩衣是搭配小袴而穿，在室町中期左右

206

男子元服會畫眉，詳見鈴木昌子，
〈眉の化粧法における変遷〉，
《山野研究紀要》2－1
（1994.03）:31-39。
207
《大辞林第三版》
，「肩衣袴」條：在小袖上穿肩衣與袴。室町末期成為武士的正裝。近世裃
的前身。
208
遠藤武，〈下剋上の世相と服装――肩衣,袴私考〉，
《服装文化》159(1978.07): 7-13。
209
肩衣與武家或軍裝的關係還可詳細參閱柳川真由美，
《室町時代における武家服飾の特質と
変遷》（広島：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9 年）
。
210
肩衣袴的說明，見増田美子 編, 梅谷知世, 大久保尚子, 能澤慧子, 増田美子, 山岸裕美
子 執筆，《図説日本服飾史事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7 年）
，頁 146。
211
詳見河上繁樹，〈風俗画は時世粧を映す鏡〉
，在狩野博幸監修，
《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
桃山絵画の美: 天才、異才、奇才の華麗なる世界》
（東京：平凡社，2007）
，頁 123。此外，
森理恵，
〈「真如堂縁起」にみる 16 世紀初期の服飾の諸問題〉
，《仏教芸術》
（1995 年 222
号）:88-89 有詳細對《真如堂緣起》中肩衣穿著情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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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開始禮服化而搭配長袴。 並據《大辞林》
「長袴」條目所定義，長袴是：下擺比脚還長，
要拖著走的袴。在近世，與素襖．肩衣搭配成為長裃作為禮服。引袴。
「半袴」條目則是：
至脚踝長度的袴，下襬沒有用線收攏的袴。213從文化廳本的觀棋稚兒及其第三段的表現
來看，他的肩衣袴就是拖地形態的，故如不是因為稚兒身高不高的關係，那應該是一種
禮服式的長袴。
儘管「肩衣袴」的歷史和著用樣態還需研究，但從目前為止的資料來看，好飯家
的端菜小童穿的這種衣服發展歷史和武家有些關係，多為少年所穿，並且很可能是一
種禮服。文化廳本第二段長持酒宴也可以看到穿著類似衣服的小童，他長袴拖地的形
象更明顯一點，同時也沒有在額上化上眉墨。
對照真如堂類似的場景，身穿肩衣長袴額上沒有引眉墨的少年，在廊上待命等候，
而畫有眉墨的稚兒坐在屋內、僧侶之間（圖 3- 57）
。在好飯家第三段他需要協助端菜，
下棋稚兒卻不用，故好飯家的這位觀棋／端菜稚兒，應屬寺院中身份較低的中童子之類，
或是像第二段長持酒宴的小童一樣，是一位供使役的少年。214
從以上外形的觀察可以推測，由他手搭僧侶肩膀，應該不致於讓觀者聯想到僧侶將
美麗的稚兒作為性對象之事。端菜稚兒的臉上化有白粧，但並沒有剃眉化上眉黛，僅管
沒有化眉可能有各種原因，視覺上看來觀棋少年的神情是較偏男性少年的。加上他所穿
的是多為男子著用的肩衣袴，外表及服裝偏離柔和女性形象的他，與一般少年無異，和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穿肩衣袴的小童基本上也沒什麼區別。可說是普通的少
年形象。
從外形上可得知的第二個結論是，觀棋稚兒在寺院應該也是衣食無憂，受到良好對
待的。他所穿的是一種在當時頗為流行、新穎的肩衣長袴禮服，並且化上標示高貴身份
的白粧，給人一種正式莊重的感覺。工作方面，雖然身份可能有所格差，但在第一段的
時候他是和下棋稚兒、僧侶在一起玩耍的，待命的工作是由年輕和尚進行。第三段端菜
的時候，和身旁年輕和尚相比他的菜算是小小一盤；同時，第三段中，一旁的下棋椎兒
雖不用端菜，卻用眼神關切著端菜稚兒的舉動。如同用膳稚兒受到的禮遇一般，這些也
間接突顯出了好飯所在寺院照拂兒童、少年的作為。

212

日野西資孝，
〈桃山・江戸時代の服飾〉，
《日本の美術 服飾》
（1968 年 6 月第 26 号）
：70。
《大辞林第三版》
，「長袴」：裾（すそ）が足よりも長く、引きず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袴。
近世、礼服として素襖（すおう）・肩衣（かたぎぬ）と組み合わせて長裃（なががみしも）と
した。引袴（ひきばかま）。
「半袴」條：足首までの長さの袴。裾に括（くくり）緒（お）は
ない。素襖（すおう）や肩衣（かたぎぬ）と合わせて着る。切り袴。平袴。
214
《酒飯論繪巻》的稚兒作為下人的功用，在此篇文章也有提到：シャルロッテ・フォン・ヴ
ェアシュア，〈16 世紀の宴会儀礼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
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
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35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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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7 室町時代，掃部助藤原久国，《真如堂緣起》下巻巻末，真如堂的供養儀式，左方在廊
上待命，穿著肩衣袴的稚兒（1524 年，京都真正極樂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
大成》5《清水寺縁起 真如堂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4 年）

二、行為透露出的資訊
以上是從外形討論觀棋少年親近僧侶，會不會給觀者不當行為的印象。接下來從搭
肩這個動作本身著手，探討這樣接近僧侶的舉動可能有著什麼樣的涵意。
前面已略微推論，觀棋稚兒眉型挺拔，眼尾朝上，神情略帶英氣，並著用男子所穿
的肩衣袴，接近僧侶應不致讓觀者往嫵媚男色的方向聯想。以下從繪巻中可以看到一些
例子，顯示由稚兒這方向僧侶親近，並且沒有什麼不莊重動作的話，有時候不是一件壞
事，甚至很可能說明著那位僧侶是具有德行，或者備受喜愛的。
常常在敘述高僧生平的繪巻中，僧人生病或逝世，都可見到稚兒對他們的關心以及
對高僧離世的傷心，幾乎成為一種慣例，表達著對高僧離開人們的惋惜，是一種對高僧
一世付出的肯定。像是《慕歸繪詞》中覺如上人生病及離開人間的場景，稚兒急忙送上
湯藥，並於覺如逝世場景中掩面哭泣（圖 3- 58）
。類似的情況在 1536 年的《日蓮聖人
註畫讚》本圀寺本也看得到（圖 3- 59）。
《法然上人繪傳》中多位僧侶逝世的場景中，
也有旁人及稚兒傷心哀悼的樣子（圖 3-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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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8《慕歸繪詞》巻 10，中間白衣者為臥病的覺如上人，左方稚兒送上湯薬。及覺如病
逝，哀傷的僧侶們及稚児（13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4
《慕帰絵詞》，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5 年）

圖 3- 59《日蓮聖人註畫讚》本圀寺本，因日蓮聖人去世難過的稚兒與僧侶們（1536 年，京都
本圀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2《日蓮聖人註画讃》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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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0 《法然上人繪傳》巻 14，左上二道光芒意味著，僧侶顯真的往生，稚兒在旁表現悲傷
（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2《法然上人絵伝
中》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仁和寺的守覺法親王（1150-1202）
，所著《右記》中的〈童形等消息事〉
，有對於稚
兒交友的建議：
一常馴眤有序有才之僧。而親貴之如父母。鎮遠隔無法無智之者。而

去之如瘡

瘀。古典云。厥友邪。必其人邪也。厥友正。必其人正。依怙心相移故云々。又云。欲
見其人。須見其友云々。攝真實經云。經億萬劫不入惡道。恒遇善友。常不退轉。彌勒
215

會中得佛授記。內外縑緗之中。嫌惡朋願善友之謂。不可勝計者也。

要常接近有才有序之僧，甚至要親近尊重如對父母般。對於不好的人則要保持距離
且避之為上策。文化廳本的僧侶並沒有顯現任何不良舉動，並且正在認真地對奕、觀棋，
從事智力活動，對待客人們也有所禮遇，應該不是上述文獻所提，需遠離的「無法無智」
者。反過來說，稚兒的親近，某種程度上也在彰顯這位僧侶應是可親近的有才有序之僧。
與稚兒適當親近僧侶相反，若是畫面上僧人主動對稚兒有些親近甚至不莊重的舉動，
很可能就涉及一種批評。像是在《慕歸繪詞》覺如上人剃髮出家的場景中，右下方的僧
侶就搭著稚兒的肩，不知道是否在說些什麼，但是表情看起來是喜悅的（圖 3- 61）
。

圖 3- 61《慕歸繪詞》巻 3，1351 年。左圖為覺如上人剃髪場景。右圖是右下僧侶與稚兒放大
圖。可以看到僧侶搭稚兒肩，高興的表情。

描述高僧生平的繪巻中少不了剃髮的描寫，這是一個頗重要的儀式。繪師在舗陳他
們不平凡的一生時選擇的幾乎都是以身為稚兒時的優秀面容、姿態、學習力，深受上位
215

引自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童形等消息事〉
，《右記》
，收於塙保己一 編，《群書類從》
（東
京：経済雑誌社，1902 年）
，第拾五輯，巻 444，釋家部，頁 697。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
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79545/354 （查閱於
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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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賞識寵愛開始。而在剃髮儀式的時候，剃去頭髮，周圍眾人及僧侶們總是不捨美好
的稚兒之姿逐漸退去，一邊似意在彰顯當事人不再當稚兒，選擇出家的斷然勇敢決定，
一邊也是突顯高僧稚兒時期受眾人喜愛的美好姿態。所以，在描寫剃髮儀式的場景中，
旁人反應多是落淚，或是欣慰微笑，還有態度莊重的，像是 1536《日蓮聖人註畫讚本圀
寺本》
（圖 3- 62）
、14 世紀《法然上人繪傳》
（圖 3- 63）
、1374-1389《弘法大師行狀繪
詞》中眾人的表現一樣（圖 3- 64）。

圖 3- 62《日蓮聖人註畫讚》本圀寺本，讓周圍僧侶難過的剃髮場面（1536 年，京都本圀寺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続日本絵巻大成》2《日蓮聖人註画讃》，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3
年）

圖 3- 63《法然上人繪傳》巻 3，莊重的剃髮場面（1307-1317 年左右，京都知恩院藏；取自小
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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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4《弘法大師行狀繪詞》
，最右方有人捏著鼻子哭了（約 1389，東寺藏；取自小松茂美
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5《弘法大師行状絵詞 上》，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 年）

相比之下，《慕歸繪詞》主角覺如上人的剃髮場景，右下角僧侶這樣開心地搭著稚
兒的肩，有學者認為是一種好色的表現。216而且，覺如上人本人在剃髮前的稚兒時期，
也曾是一位才貌兼具，屢次受僧侶爭奪的優秀稚兒。三井寺淨珍曾將他從延曆寺奪去，
不久，興福寺一乘院的前大僧正217信昭，也想出兵三井寺想要從那裡把他搶奪過來，雖
因事前消息走漏而失敗，最後信昭還是透過一些斡旋得償所願。218從寺院間不惜為了爭
奪覺如上人而出兵、運作斡旋來看，《慕歸繪詞》巻 3 剃髪場景如此描繪向稚兒搭肩的
僧侶，應有其一定道理，偏負面涵意的可能性頗高。
另一個不太好的，僧侶貿然搭訕稚兒的例子，可以在《天狗草紙東寺巻》中的醍醐
寺櫻會場景見到（圖 3- 65、圖 3- 66）。
《天狗草紙東寺巻》的大致内容是揶揄墮入天
219

狗道的各界寺院，同時也畫出了各寺的特色。 在《天狗草紙東寺巻》中主要描述了東
寺．醍醐．高野三寺。醍醐寺櫻會部分，用被引誘而搭訕退場童舞稚兒的僧侶反應，來
220

批判舉辦童舞的顯密大寺。 雖然是批評舉辦童舞的寺院，但畫面中稚兒並沒有主動靠
近僧侶，繪師用對稚兒不莊重的僧侶反應來非議寺院不該舉辦童舞，可見在畫面中僧侶

216

詳見渋沢敬三、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編，
《絵巻物による日本常民生活絵引 新版
巻 5》
（東京：平凡社，1984 年）
，頁 158。
217
《大辞林第三版》
，「僧正」條：僧綱的最高位。位居僧都．律師之上，統轄僧尼。之後分為
大．正．權三階級。
218
覺如上人被搶奪之事詳見武光誠監修，馮鈺婷譯，
《日本男色物語》
（臺北：時報文化，2017
年）
，頁 105-106。
219
《天狗草紙》的大致內容描述引自上野憲示，〈
「天狗草紙」考察〉，在小松茂美編集《続日
本繪卷大成 19 天狗草紙》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昭和 58 年 1984 年）
，頁 114。
220
此段對《天狗草紙東寺巻》，醍醐寺櫻會中僧侶接近稚兒之景的解讀，詳見土谷恵，〈舞童．
天童と持幡童〉
，《中世寺院の社会と芸能》
（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年），頁 324。及土谷惠
列出所參照的資料：上野憲示，
〈「天狗草紙」考察〉
，在小松茂美編集《続日本繪卷大成 19 天
狗草紙》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昭和 58 年 1984 年）
。原田正俊，〈
《天狗草紙》にみる鎌倉時
代後期の仏法〉
，《仏教史学研究》（1994 年第 37 巻 1 号），後收入原田正俊，
《日本中世の禅宗
と社会》
（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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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稚兒的貿然行動不會給觀者留下好印象。

圖 3- 65《天狗草紙東寺巻》
，醍醐寺櫻會場景，右下方一群裏頭僧正揮扇躁動著。（13 世紀
末，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集，
《続日本絵巻大成》19《土蜘蛛草紙 天狗草紙 大
江山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4 年）

圖 3- 66《天狗草紙東寺巻》
，醍醐寺櫻會場景，正退場的稚兒左方有一位靠近稚兒卻跌倒的裹
頭僧侶（13 世紀末，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e 國寶」：http://www.emuseu
m.jp/detail/100262/002/000?x=4578&y=-43&s=1 （查閱於 2018/07/07）
）

三、小結—第一段觀棋稚兒表現
從以上觀察可以得知，在繪畫語言上面，稚兒主動親近僧侶，對僧侶形象有時是加
分的作用；文獻〈童形等消息事〉也鼓勵稚兒接近有才有序之僧，遠離「無法無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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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好飯家的僧侶們行為舉止有度，看不到僧侶主動靠近兒或童，
相反的還有一些尊重他們的行為，例如用膳時讓稚兒用新的白木「三宝」器具、和稚兒
們相處融洽、不讓稚兒端太重的飯，稚兒們的衣飾也很精緻流行，稚兒在寺院中算是受
到良好照顧的。好飯家僧侶們既沒有無法無智的舉動，觀棋稚兒的適當親近也可協助給
予觀者，僧侶備受喜愛的可親形象。
反之，若在畫中由僧侶貿然對稚兒有不莊重的舉動，則可能會是一種引起批判的手
法，可以《慕歸繪詞》、
《天狗草紙東寺巻》中的相關畫面為例。
加上，文化廳本觀棋童子身穿比較會聯想到武家的肩衣袴，而且是莊重的禮服形式，
並還未化上許多婦女及美麗稚兒會上的眉粧，所以整體下來應該是不太會給人美色印象
的，從而也許比較不會引起觀者對僧侶近女色或男色的批判意識。
第二部分、第三段端菜稚兒的表現
能透出衣下肌膚的身穿薄物表現，並不常出現在繪巻中。而就如同之前敘述，紅色
的薄物配上童的白色肌膚，視覺上是很艷麗的，中世稚兒成為僧侶的性對象在當時不是
新鮮事，寺院中僧侶的暴食形象描寫又有隱涵破戒的圖像語言淵源，所以的確有讓觀者
往破戒，從而往性的方面聯想的機率。
但繪師選擇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及《酒飯論繪巻》詞書背景下，仍然描繪孩童身穿紅
色薄物，也許還應從另一方面綜合考量，以推敲出一些涵意。
一、與中世四季意象的連結
首先，文化廳本的端菜小童這樣穿著薄物，很可能是與季節有關的。先行研究己有
學者提出與文化廳本雷同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本《酒飯論絵巻》各段季節，第二段是春
221

季、第三段是夏季，並且全巻充満著四季的食物、食材。 以下於細部再度觀察，並列
出文化廳本中各段安排的季節線索。222
221

關於各段季節，因為《酒飯論繪巻》全巻佈滿各種季節食材，許多文章常會零星提到食材及
季節的討論，花較多些篇幅提及的有ヴェロニック・ベランジェ、伊藤信博，
〈フランス国立図
書館蔵『酒飯論絵巻』について〉，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
書店，2015），頁 11，清楚點出各段季節，第二段為春、第三段為夏，但沒有說出較具體的判
斷根據。以及同書文章伊藤信博，〈
『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米と酒を中心に—〉，頁
305-306 中，則以酒一般於夏天所造、秋天多收穫物、冬有鯉雁等理由，說明長持酒宴場面為
夏，好飯場面為秋，中原仲成場面為冬。伊藤信博此文辨認出許多繪巻中所描繪的食材，也大
致說明了各食材的季節，詳細可參閱文章內容分析。
222
除了 2015 年的文章〈『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米と酒を中心に—〉
，伊藤信博 2014
年的 2 篇文章，
〈室町時代の食文化考 : 飲食の嗜好と旬の成立〉，
《多元文化》
（2014 年 14
号）
：131-158。及〈『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について〉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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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身穿紅色薄物的端菜小童所在的第三段著眼。若不是角度的影響，和第一段對
比仔細觀察後，可以看到好飯的衣領處少了一層衣物（圖 3- 67）
，陪膳的稚兒也不像第
一段下棋的稚兒那樣身穿兩層上衣（圖 3- 68）
，第三段搬運飯的年輕僧人從第一段的三
層衣物減為二層（圖 3- 69，左圖、右圖）
。往內觀察第三段廚房之景，更是沒有穿二層
上衣的僧人，或許可以說是廚房升火悶熱的關係，但是最靠近火源的僧侶尚且著一層破
破的衣服，離火源稍遠需使力研磨食物的僧人上衣卻已經脫得一件不剩（比對圖 3- 70、
圖 3- 71）
。
有意思的是，先前已提過第二段手持酒壺「提」的小童也身穿紅白配色衣物，白色
部分剛好在手臂處，以之對照身穿紅色薄物，白色部分可以手臂顏色來表示的第三段端
菜稚兒，雖然一樣是站在兩房間交界處協助補上酒水食物，但看得出來明顯衣服比較厚
重，或許是告訴觀者第二段與第三段季節並不相同的巧思（圖 3- 69，中、右）。

圖 3- 67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左圖第一段的好飯衣領有三層；右圖第三
段的好飯衣領有二層。

《『酒飯論絵巻』の世界 日仏共同研究》（東京：勉誠出版，2014），頁 69-98。也有和 2015 年
文章些許類似内容。其中，2014 年的文章，
〈『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について〉，71—
76 頁也説到第一段季節為春，第二段季節為夏，第三段季節為秋，第四段季節為冬。並説明繪
巻中還有一些要素可用來表示季節，在此引用該段文字：それぞれの段に描かれる下男下女
達、従者達の服装の柄や背景に描かれる襖や花瓶などの調度品の絵柄、庭の植え込みなど
が、春・夏・秋・冬と各段における季節を示しており…〔筆者譯：各段所繪男女僕役、隨從
服裝圖樣，或背景畫的襖、花瓶等器物的圖案，庭院花草叢等，表示了春夏秋冬及各段季節
…〕但還未見到詳細指出是哪些圖案、花草叢等如何表示季節，故本文將在以下段落提出一些
觀察，試著決定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三、四段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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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8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左圖第一段好飯家的下棋稚兒身穿三層衣
物。右圖第三段客僧帶來的稚兒只看到一層。

圖 3- 69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左圖第一段年輕僧侶身穿三層衣物。中圖
第二段好飯家的紅白小袖，是否突顯了第三段紅色薄物搭配白手臂的小童所在季節為夏季。右
圖為第三段端菜小童，身穿紅色薄物外面套一層肩衣袴。年輕僧侶的衣物與第一段相較也比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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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0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一段好飯家廚房內的僧侶，每人皆穿二
層上衣。

圖 3- 71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到了第三段，不是脫光就是只穿一層上
衣。

除了衣物之外，第三段更直接和「夏季」相關的指標，就是好飯用膳處下方那一大
盆泡在水裡讓瓜果更加清涼的行為了（圖 3- 74，右）
。223還有較為細微的線索，和第一
段相比，第三段庭院松樹下及升火炊茶小房前的青草比較茂密（圖 3- 72、圖 3- 73、
圖 3- 74，左）
，符合夏季草木旺盛生長的情形。這些種種跡象不只顯現出季節，同時也
說明了繪師的心思細膩。

圖 3- 72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
左圖：第一段研茶僧侶前的碎石子地並沒有太多草。右圖：第三段草比較茂盛。

223

瓜果浸水變得清涼，並木誠士，《日本絵画の転換点 酒飯論絵巻—「絵巻」の時代から「風
俗画」の時代へ》
（京都：昭和堂，2017 年）
，正文前彩頁，第三段場景的説明部分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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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3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一段三位主人公會面房前松下草比較嫰
青色。

圖 3- 74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三段松下草比較深綠色。右圖為第三段
好飯用膳場景下方泡著水的瓜果。

可以證明第三段是夏季的還有其它幾段季節的安排。前一段，第二段季節應為春季，
224

前面提過，在第二段繪畫，進入長持酒宴前的庭院有蒲公英、菫及薺菜（圖 3- 78）
。

這三個植物常常出現在狩野派的，不管是屏風繪還是繪巻作品中，例如《九相詩繪巻》
(大念佛寺藏)、狩野元信筆《四季花木草花図下絵山水図押絵貼屏風》
、狩野元信筆《四
季花鳥図屏風》(白鶴美術館)，狩野松榮筆《四季花鳥圖屏風》(山口県立美術館蔵)、狩
225

野永德《四季花鳥圖襖》(京都聚光院藏)等。 在表達四季的作品裡，它們出現的地方是
春季。第二段繪畫末，酒醉客人受扶持離去的場景中，地上的嫩綠青草和柳樹也暗示為
春季（圖 3- 75）。所以第二段應該是春季了。回頭閱讀第二段的詞書也有提到:「桃李
盛開之時，連天色也變成醉酒的氣色。在花下勸酒，於樽前春風、林間焚紅葉溫酒酌飲，
真可謂風流至極。長年千載的初春之時，如果喝了屠蘇．白散，因為飽含萬數壽命，所
以在一里之中不會有生病的人。」在安排季節的同時，繪師也對應到了詞書中一段涵意
良好的內容。

224

此三種植物日語原名各自為：タンポポ（蒲公英）
、スミレ（堇）、ナズナ（薺菜）
。
此段提到的狩野派四季花鳥屏風相關作品，可參閱山根有三等著，《日本屏風絵集成 7 花鳥
画：四季草花》
（東京：講談社，1980 年）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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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5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二段末的細長柳枝，應該是春季。

再來看第四段，在仲成與客人用餐的房前，先看到的是攀爬於籬笆的牽牛花正盛開
著。牽牛花的花季橫跨夏與初秋，是很明顯的季節轉換提示（圖 3- 76）
。226在狩野派其
它作品中也看得到這樣的季節轉換暗示，例如有狩野元信落款，並註記為 74 歲時所作
的《四季花鳥圖屏風》(白鶴美術館)，右支的右邊數來第二扇，禽鳥的下方就可以見到
代表春的蒲公英、菫、薺菜組合（圖 3- 77，左）
。而漸進的季節轉換在右支最左扇就開
始了，代表夏天的青竹前有葉子稍顯枯色的菊，暗示著秋季（圖 3- 77，右）。227

圖 3- 76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四段中原仲成房前的牽牛花。

226

牽牛花花季參考《大辞林第三版》
，「朝顔」條。
夏天的青竹前枯葉的菊暗示為秋，此説法詳見島田有紀，
〈狩野元信筆白鶴美術館蔵「四季
花鳥図屏風」における理想郷 : 浄土および現実の庭の要素をてがかりに〉
，《美學》
（2005 年
第 56 号）：頁 16。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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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7 左圖：狩野元信，
《四季花鳥圖屏風》右隻右邊數來第二扇，禽鳥前的春天花草：蒲公
英、薺菜、菫。右圖：右支最左扇，夏竹前的秋菊（16 世紀，白鶴美術館藏；取自池田芙美、
上野友愛、内田洸編集，ルース・S・マクレリー英譯《狩野元信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
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2017 年 9 月）

圖 3- 78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第二段長持宴會房間前的蒲公英、薺菜、
菫。

再回到文化廳本第四段。房內右上的客人身穿雪華文樣的和服，廚房的和尚開心地
盛裝柿子於盤子上，而眾所皆知柿子的收穫季節正是秋冬之時（圖 3- 79）
。雁鴨的季節
也是冬天，228冬天正是所有生命氣息最低的季節，有的動物會冬眠，甚至更多動物會熬
不過冬天，和廚房裡殺生的情景似乎互相呼應著。

228

關於雁鴨的季節為冬天，依伊藤信博，〈
『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在伊藤信博、ク
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
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305-306 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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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9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16 世紀中葉前。左圖：第四段穿雪華文様的用膳客人。右
圖：第四段準備柿子的僧人。

如此看來，文化廳本第一段季節未知，第二段長持酒宴應為春季，第三段好飯齋宴
為夏季，第四段仲成為秋或冬季。第三段端菜小童身穿紅艷的薄透衣物，在考慮文化廳
本各段舖陳的季節之後，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朝廷自古便有配合季節調整衣物的規定。例如西元 927 年完成，集奈良至平安
制度大成的《延喜式》
，於 967 年實施。在「縫殿寮」229處記有每個月需要準備的衣服，
從材質、色彩、用量都詳細記載，可以看到天皇的服裝構成是袍．襖子．半臂．汗衫．
袷 …等，夏季則追加襴縠衫這類較薄的衣物。皇后也是在夏季會安排一些布料較薄的
230

衣物羅裙．紗裙．單袿衣。 另外，平安時期的《源氏物語》中，也敘述了一位夏季穿
231

薄而透明的衣物睡午覺的角色雲井之雁（圖 3- 80）。

前面提到過的，距離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較近的文獻《法躰装束抄》附録〈童躰装束〉(14 世紀末左右)，也記有
「一、水干之事

色々織物隨節。上下
，意即童或少年所穿的水干以各種織物製成，並
同色。練生裏あり。」
232

且隨著季節調整之意。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詞書中，中原仲成的主張也有
提到因季節穿不同衣物的事：四季之間也是，太熱太冷都令人難以忍受，春秋和煦帷子
233

或小袖都絕對不需要最是宜人。由以上文獻看來，隨季節調整所穿衣物種類，自古皆

有，至文化廳本詞書被創造時仍然如此。第三段端菜稚兒之所以穿著薄物，很可能也是
隨著季節調整服裝。

229

《デジタル大辞泉》，
「縫殿寮」條：律令制中，隸屬中務省，裁縫天皇或賞賜的衣服。
關於朝廷天皇、皇后隨季節穿著不同衣料衣物，詳見沢田むつ代著編，
〈染織(原始・古代
編)〉
，《日本の美術》，
（1988 年 4 月第 263 号）
：頁 73。
231
雲井之雁在夏季穿著薄物之事，詳見河上 繁樹 [著編]公，
〈公家の服飾〉
，《日本の美術》
（1994 年第 339 号）：41。
232
「童躰装束」中關於兒童或少年水干的記載，原文及解釋引自小松茂美，
〈「芦引絵」の流行
と享受〉
，《続日本繪卷大成 20 芦引絵》（東京都 : 中央公論社，1983 年），頁 90。
233
帷子：沒有內層的衣裝。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
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0 相關註釋。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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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0《源氏物語繪巻》
〈第 39 帖 夕霧〉穿薄物「單」的夕霧妻子雲井之雁（12 世紀前半，
五島美術館藏 ；取自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1《源氏物語絵卷 寝覚物語絵卷》，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

因為夏季而穿能透膚的薄物，在繪巻中較少見，可略舉以下三例。
《源氏物語繪巻》
〈夕霧〉之帖，描述雲井之雁懷疑丈夫正讀著落葉之宮書信，悄悄走到夕霧身後欲奪信
來看，雖然時序是八月之秋，但可以看到她穿著一層單薄夏季衣裳，仍是一例可知平安
時代的人有薄物這類衣物供夏季著用（圖 3- 80）
。234此外，12 世紀後半的《伴大納言絵
巻》有一位告知衆人消息的女性。繪師將他的上衣也畫成了半透明的樣子，穿的應是夏
235

天的衣裳（圖 3- 81）
。 1536 年的《日蓮聖人註画讚本圀寺本》中，有一個場景描述法
華宗日蓮與真言律宗忍性打賭，若忍性祈雨成功便成為他弟子。忍性誦經祈雨，但進行
了七天一滴雨都沒有下。人們紛紛拿出扇子搧風，手也幫忙抹去額頭的汗。在這畫面左
方就看到三位武士身穿透膚的紅色、藍色、棕色薄衣，其中一位穿紅色薄衣的也把扇子
拿出來了（圖 3- 82）。

234

《源氏物語絵卷》中，雲井之雁在夏季穿著薄物之事，詳見河上繁樹 [著編]公，
〈公家の服
飾〉，
《日本の美術》（1994 年第 339 号）：41。以及小松茂美編集、解說，《日本絵巻大成 1 源
氏物語絵卷 寝覚物語絵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頁 18-19。
235
認為這些女性穿著夏季衣裳「單」的說法，可見以下文章：黒田日出男，《謎解き伴大納言
絵卷》（東京都：小学館，2002）
，頁 42-43。片山剛，〈
『伴大納言絵巻』試論〉，
《千里金蘭大
学紀要》
（2014 年第 11 号）
：92。以及小松茂美編集、解說，《日本絵巻大成 2 伴大納言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頁 43。另外，雲居之雁露出身體，可能表現了嫉妒，詳見
水野僚子，
〈中世の絵巻にみる乳房の表象 ―「源氏物語絵巻」における雲居雁の身体表象の
意味と機能〉，
《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28（2018.03）:196(27)-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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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1《伴大納言絵巻》薄衣下可以看到身體線條（12 世紀後半，出光美術館藏；取自小松
茂美編集，
《日本絵巻大成》2《伴大納言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圖 3- 82《日蓮聖人註画讚本圀寺本》
，祈雨場景中揮扇穿薄衣的人們（1536 年，京都

本圀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続日本絵巻大成》2《日蓮聖人註画讃》
，東京都：中
央公論社，1993 年）
以上是對夏天稚兒有沒有可能穿薄物，再外套一件肩衣袴的討論。從上面的文獻、
繪畫資料來看，是有這個可能性的。而若探究文化廳本端菜稚兒為何穿著紅色薄衣，而
不是其它顏色，原因可能來自寺院稚兒常常穿著鮮艷，守覺法親王(1150～1202) 所著
《右記》
，
〈童形等消息事〉中有一條也許可以說明對稚兒的形象期待：一童子等朝飡哺
食之後。口含楊枝。出戶外俳佪之事。尤見苦也。僧眾猶以可有用意。况於專幽豔之身
哉。236
内容大概是：吃飽飯後邊叼著牙籤，邊出外遊蕩是最不好看的，連僧衆都拿著備用，

236

引自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童形等消息事〉
，《右記》
，收於塙保己一 編，《群書類從》
（東
京：経済雑誌社，1902 年）
，第拾五輯，巻 444，釋家部，頁 701。書籍圖版可見於「国立国会
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79545/356（查閱於
201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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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何況是將幽艷視為真身的稚兒呢。 從以上文獻可以得知，稚兒行為舉止要十分注意，
並且他們的最高標準就是達到「幽艷」二字風韻。紅色應與寺院的兒或童「幽艷」的標
準一致。在繪畫中也常看到寺院稚兒們穿著色彩鮮艷的服裝，如《春日權現驗記繪》巻
2，穿著朱．紅．綠色稚兒衣裝，在一片灰色的僧衣之中格外顯眼（圖 3- 83）
。238由此可
見，寺院稚兒穿著紅色應是在合理範圍內的；另外，如果是為了搭配長袴般的禮服形式，
以紅色來搭應該也並不矛盾。

圖 3- 83 鎌倉時代，高階隆兼，《春日權現驗記繪》一片灰色僧服中鮮艷的稚兒服色（1309
年，絹本設色，宮内廳藏，圖為 1925-1935 年代前田氏実．永井幾麻模寫本；取自小松茂美
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5《春日権現驗記絵 下》，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

同時，如此看來，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應該也是狩野元信眾多作品之中，其中
一個同時包含四季於一處的作品；第二段長持的酒宴是春季，第三段好飯的齋宴是夏季，
第四段中原仲成的饗宴是秋與冬。狩野元信有許多畫作與四季有關，像上面提到的元信
74 歲時所作，白鶴美術館《四季花鳥圖屏風》
，已有許多學者撰文提及這種包含四季於
239

一處的表現是一種樂園、理想鄉、淨土的呈現。 用四季呈現這樣涵意的還有同為狩野

237

此譯文參照日語釋文：「一、童子等、朝飡（食事）哺食の後、口に楊枝を含み戸外に出
で、徘徊の事、尤も見苦しきなり。僧衆、猶もって用意あるべし。況んや幽艷を専らにする
の身においておや。」
，日語釋文引自小松茂美編集、解說，
《続日本絵巻大成 20 芦引絵》（東京
都：中央公論社，1983 年）
，頁 89。
238
此段對於一片灰色僧衣中稚兒鮮艷衣裝的畫面解釋引自小松茂美編集、解說，
《続日本絵巻
大成 14-15 春日権現驗記絵》（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 年）
，頁 8-9。
239
提到此作品的四季為一種理想鄉的文章頗多，例如以下 4 篇皆有提及：島田有紀，〈狩野元
信筆白鶴美術館蔵「四季花鳥図屏風」における理想郷 : 浄土および現実の庭の要素をてがか
りに〉，
《美學》
（2005 年第 56 号）：頁 16。並木誠士，
〈雪舟とやまと絵屏風〉
，在辻惟雄 [ほ
か] 編著，
《日本美術全集第 13 巻南北朝・室町の絵画》
（東京都：講談社，1993 年）
，頁
237。Klein Bettina G. [著]、高橋 達史 [訳]，〈新発見の四季草花小禽図屏風について 1、
2 (上)(下)〉，
《國華》
，1044、1045、1047、1048 号，1981 年 8 月、9 月、12 月、1982 年 2
月，頁 9-24、26-41、32-41、33-48。武田恒夫，
〈白鶴美術館所蔵四季花鳥図屏風に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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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信所作，與《酒飯論繪巻》關係密切的《酒傳童子繪巻》
，在食人童子的一處庭院中同
時開放著四季的花，用這樣來表現童子所處的異空間（圖 3- 84）
。240不僅作品中的四季，
甚至畫作佈置的空間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由小川裕充推論，與中國陰
陽五行四方四季一脈相承的《大仙院方丈襖絵》，皆是狩野元信使用四季齊聚表現自給
自足小宇宙或理想空間、異空間的例子。241

圖 3- 84 狩野元信，
《酒傳童子繪巻》下巻，酒吞童子所居之處的庭院，同時開著四季的花（15
22 年，サントリ—美術館藏；取自逸翁美術館編，
《絵巻 : 大江山酒呑童子・芦引絵の世
界》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 年）

狩野元信四季作品，乃至室町時代的四季齊聚是有特殊意義的。玉蟲敏子在〈絵画
における「四季」の機能と意味──室町時代を中心に──〉一文探討，並總結著對於
室町的人們，四季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對室町的人們來說，
「四季」是一種概括的、類型性的意象，由種種包含中國世界
觀、佛教・龍宮・蓬萊・常世等起源的東西凝聚而成。同時，
「四季」一齊存在則意味著
242

充満喜悅的理想鄉。

て〉，
《出光美術館館報》
（1985 年 49 号）：9-40。
240
酒吞童子的庭院以四季集聚呈現異空間，詳可見小松和彦監修，
《別冊太陽 妖怪絵巻 : 日
本の異界をのぞく》（東京：平凡社，2010 年 7 月）
，頁 27。玉虫敏子，
〈絵画における「四
季」の機能と意味--室町時代を中心に〉，
《日本の美術》（1994 年第 337 号）
：85-96。
241
關於大仙院方丈襖絵的四方四季自給自足小宇宙，詳見小川裕充，〈大仙院方丈襖絵考(上)
(中)(下)：方丈襖絵の全体計画と東洋障壁画史に占めるその史的位置(一)〉
，《國華》
（1986
年第 1120、1121、1122 期）
：13-35、33-49、9-19。
242
翻譯並引用原文：室町の人々にとって「四季」は、中国の世界観・仏教・龍宮・蓬萊・常
世など様な起源を持つものをひとつの包括的で類型的なイメ—ジに結び合わせたものであ
り、と同時に「四季」が一時に存在することは喜びに満ちあふれたユ—トピアを意味してい
たのである。引自玉虫敏子，〈絵画における「四季」の機能と意味--室町時代を中心に〉
，《日
本の美術》
（1994 年第 337 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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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同時齊聚，可以是一種理想鄉、淨土或烏托邦的表現。文化廳本充滿了紅白配
色喜慶訊息，各段皆為炊事不斷、食物不虞匱乏的情景，搭配詞書一開始提到的開場白：
由於我們國君的浩蕩恩澤而使人民生活豐裕（爐灶炊事不斷） ，無不臉上浮滿笑容、生
活過得富餘繁盛，對此只有贊頌之聲不絕於耳。可以說是互相呼應，祝福意味濃厚。而
其中第三段端菜稚兒穿著顯眼的紅色薄物，雖然不能確知繪師是否有意識地希望觸及僧
侶將稚兒們當做性對象的事，但從另一角度審視，端菜稚兒的紅色薄物可以說有一定的
合理性及正面性，寺院稚兒們一向穿著鮮艷，紅色薄物也協助傳達了喜慶訊息，並且標
示所在段落的季節，完整了全巻的四季理想鄉意象。
二、薄織物的高貴
薄物雖然不厚，但是在古代它卻算是一種頗為高級的衣類。並且在室町，這種薄薄
的衣物價格不算低，甚至桃山江戶時代許多正式的肖像畫上都看得到它的身影。奈良時
代就已經禁用薄紗的朝服，也禁止在衣服表面搭上羅。
《延喜彈正台式》243中則可看到，
除了禮服、參議的半臂、五位以上的幞頭以外禁用羅，似乎將羅或紗視為一種奢侈品。
244

室町時代，從脇田晴子，
〈室町時代の商工業〉一文中所附「諸芸才代物附」絹織物
價格表來看，屬於薄物的紗、絽價格似乎較平絹貴一些。加賀產平絹一匹 3 貫文，但薄
物類的紋紗一端（約為半匹）就要價 6 貫文了。絽的上品更是高達 9 貫文，在表中僅次
245

於唐織物的 15 貫文。 室町時代肖像畫，很有可能是狩野元信畫製的《飯尾宗祇像》中，
像主在繪製正式肖像時也選擇外罩一件黑色薄物（圖 3- 85）
。半透明的薄物在更多江戶

243

《大辞林第三版》
，「弾正台式」條：律令制之下，負責京内風俗肅正犯罪取締的警察機關。
奈良時代出現禁用薄紗的事，以及《延喜彈正台式》禁用羅的紀錄，詳見猪熊兼樹，
〈有職
文様〉，
《日本の美術》
（2008 年第 509 号）
：61。
245
此參考資料來自脇田晴子，
〈室町時代の商工業〉
，在仏教大学編，《京都の歴史 2》（京都：
京都新聞社，1994 年 2 月）
，頁 178，表 1「諸芸才代物附」による絹織物の値段。在此引用並
重製表格如下，内容不變：
244

平絹

京都產(練貫)

上…4 貫 500 文、

加賀產

上…3 貫文(1 匹)

美濃產

上…2 貫 300 文

中…3 貫 500 文、

下…2 貫 300 文

紋紗

上(1 端)…6 貫文、

下…4 貫文

素紗

上…4 貫文、

下…3 貫 300 文

絽

上…9 貫文、

織物

唐織物

普通品

6 貫文

格子

7 貫 500 文
15 貫文

中…8 貫文、

下…6 貫文

14 貫文
(ただし、地紋が結構な時は代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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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肖像畫中能夠看得到。例如有 1612 年著贊的細川幽齋像，著名的像主，安土桃
山時代歌人．武將細川幽齋（1534～1610）246就是穿著薄物（圖 3- 86）
。薄物帶來的華
麗感歷經古代，在中世的室町之後似乎也延續了一段時間。

圖 3- 85 傳狩野元信，《飯尾宗祇像》從放大的右圖可看到黒色外衣應該是略帶透明感的薄物
（16 世紀，ボストン美術館，取自池田芙美、上野友愛、内田洸編集，ルース・S・マクレリ
ー英譯《狩野元信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
術館 ，2017 年 9 月）

圖 3- 86 《細川幽齋像》（1612 年著贊，京都天授庵藏；取自松原茂執筆、編集，
《日本の美術
386 画家・文人たちの肖像》
，東京：至文堂，1998 年）

三、小結—第三段觀棋稚兒的紅色薄物
以上從文獻及繪畫資料討論來看，繪師在這裡描繪端菜稚兒穿著半透明的紅色薄物，
雖無法確切得知是否刻意包含性暗示，但從薄物的歷史及視覺背景，以及端菜稚兒未化
上眉墨，所以較不顯得徹底女性粧化的臉龐，和第二段的持「提」往酒宴走去的少年也
有些相似、身穿和武家比較相關連的肩衣長袴禮服，面貌不涉及女色男色，服飾隆重，
246

生平及生卒年參照《大辞林第三版》
，「細川幽斎」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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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巧妙結合文化廳本中的四季表現手法來看，繪師或設計者的表面意圖應該是偏善意
的，若不是如此，應該不需要特意與季節結合。
尤其若考量狩野派的諸多四季作品，四季在室町時期包含了中國世界觀、佛教・龍
宮・蓬萊・常世等意象；
「四季」一齊存在則意味著充満喜悦的理想郷，第三段童子的紅
色薄物顯眼，似乎起了點明季節的作用，也點出了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理想鄉的涵
意。
餘論：神聖性的旁證─互相對立的酒吞童子與文化廳本寺院下棋稚兒
酒吞童子

文化廳本第一段下棋稚兒

於童子住處四季齊聚

四季齊聚通篇繪巻，分段出現四

圖片

繪巻四季

季，依季節調整衣物
身高

比一般童子高

正常

髮型

短髮

長髮挽成幾圈整齊髮髻

眼神

圓瞪突出；瞪目直視

細長，眼尾朝上；低頭歛目

嘴

血盆大口

櫻桃小口

白黑紅臉粧

紅唇(無白粧、無眉墨)

白粧、眉墨、紅唇

小袖袴→文樣

金色立涌文、窠文

白金色立涌文、下袴梅文

通紅

紅白配色片身替小袖、藍色下袴

喝酒吃肉

下棋（好飯家的精進料理）

→顏色
進行活動

表 3- 5 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中的吃人酒吞童子(左)，與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下棋
稚兒(右)對照表。酒吞童子圖像取自逸翁美術館編，
《絵巻 : 大江山酒呑童子・芦引絵の世
界》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 年）
。

經過第三章對寺院稚兒的討論後，似乎可以用比較完整的眼光重新再看這兩位童子。
狩野元信的酒吞童子和文化廳本第一段下棋稚兒，一樣出現在四季齊聚之處，也一樣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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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當時尊貴的花立涌文，如果說設計者以此表示酒吞童子的非人特質，是個住在異世界
的妖怪，那麼擁有類似條件的下棋稚兒，應該也可以說不是一般人。
繪師在考量他們的形象時，用了許多相反的特點，這些互為相反的特點實在太過巧
合，以致於或許可以說，繪師有意識地使用這些相對的特點，來描繪互為對立面的酒吞
童子與文化廳本下棋童子。
雖然他們具有也許可以表達不平凡童子的特點，這些特點在細節處也有差異（表 35）
。例如，四季齊聚可以表現異空間或理想鄉，但是酒吞童子的四季齊聚是在自己的居
處，而《酒飯論繪巻》是各段季節不同，繪巻中的人物順應時節穿衣，下棋稚兒應該也
是如此。其次，尊貴的花立涌文在酒吞童子身上，是金色的，呈現在通紅底色上，顯得
華麗異常，但下棋稚兒所穿，上衣是金色白色花立涌文搭配喜慶紅白底色，下袴是藍底
梅文樣，給人尊貴又不失素雅清淨的印象。第三，下棋稚兒眼尾尖細朝上，低頭歛目，
低頭歛目的特點在許多神佛畫像上都見得到，而酒吞童子圓瞪的眼睛顯得強勢武勇，甚
至殘暴。第四，下棋稚兒具有可以表達呪能力的長髮，並整齊地挽成數圈髮髻，酒吞童
子則是剛硬短髮。這些都表示了他們一為正，一為邪的不凡童子形象。那麼，不是一般
人，又和酒吞童子性質相反的下棋稚兒，應該就是一個神聖童子了。
其它的特點，例如身高、化白粧、化眉墨與否，也都是相反的，協助將他們對立的
形象描繪得更加清晰具體，像是黑與白擺在一起一樣，互相襯托並映照出對方的性質，
下棋稚兒的神聖性應可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如此看來，繪師在繪巻一開頭，擺了一個具
神聖形象的稚兒，也許是在顯現《酒飯論繪巻》四季齊聚的異世界是正面意義的理想鄉，
食物不虞匱乏，人人家中不斷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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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繪巻中的授乳圖像
第一節 文化廳本授乳婦女的簡介及圖像比較
文化廳本中的授乳婦女圖像，屬於庶民婦女，或工作中的婦女樣貌。她身著藍底白
色文樣小袖，以巾包裹頭部，下身圍著工作時會圍的黑色前掛，小腿處似乎穿著同樣是
藍色的脛巾，或是腳絆247，但是沒有看到綁結部分，所以也或許是較緊身的下袴；但無
論如何，皆為勞動時會穿著的。授乳婦女將頭髮夾至耳後，露出耳朵，也是古代．中世
勞動婦女的記號之一（圖 4- 1）。248
授乳圖像描寫的大多是庶民婦女，可以看到文化廳本的婦女同樣也是這樣的形象。
對庶民婦女來說也許暴露身體不算什麼不謹慎的事，但上流階級的女性則是將授乳交給
乳母負責。249了解文化廳本授乳婦女的基本資訊後，以下稍微整理過往繪巻授乳圖像，
並進行比對，以找出文化廳本授乳婦女可能表達著什麼樣的訊息及作用。

小袖

前掛
脛巾/腳絆

圖 4- 1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巻末授乳婦女（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247

腳絆：又稱為脛巾。以禦寒與保護腿部為目的固定在脛骨的護具。與手甲相同，在進行勞動
或旅行時會使用木綿或皮革製的款式，作戰時則大多是皮革與鐵製。此定義引自池上良太著、
林文娟譯，
《圖解日本裝束》
（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
，頁 238。
248
髮夾耳後是表示工作繁忙的一種繪畫語言，此說法見水野僚子，
〈中世の絵巻にみる乳房の
表象 ―「源氏物語絵巻」における雲居雁の身体表象の意味と機能〉
，《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
間社会学部》28（2018.03）:199。
249
庶民曝露身體不算不謹慎行為，上流階級將授乳交給乳母，此一說引自アリス．ビアンキ
—，
〈外からの視線—中国絵画の観点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
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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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繪巻中授乳圖像的可能功用
除了前行研究提出過的論點，從繪畫資料來檢證，一般來說，日本繪畫中見到的
庶民婦女授乳圖大致可分為二個功能，一個是表現一般庶民市井風俗景象，一個是用
以表現男女老幼皆前來參與的熱鬧場景；除了以上粗略分類的二種還有其它情形，整
理可參見（表 4- 1）。
有時候兩者同樣有呈現熱鬧聚集的程度，但前者功能偏向標示庶民、平民階級，
或延伸使用庶民的一般日常襯托奇異場景；後者常出現於高僧講法的描寫中，偏向用
以襯托高僧的號召力或寺社繁榮平和程度。
作品名．年代
1 源氏物語繪巻
12 世紀前半

前行研究相關論點

於繪巻的可能作用

非常態的貴族女性表現

非庶民婦女，不在本文比對

授乳加強表現母子羈絆，是家庭中的實

之列

母，突出不實之夫(夕霧總是想去找落葉之
宮)
暗示家庭，雲居之雁結局算是幸福的
2 頰燒阿彌陀緣起

鎌倉繪巻喜歡描寫情意之美的特點

14 世紀初
3 信貴山縁起

表示家庭
突出萬歲被忌避現象

母親．妻子身分，家內勞動

突顯日常中的非日常事情

獵師之妻

庶民日常，家庭

12 世紀後半
4 粉河寺縁起
12 世紀後半
5 病草紙

也許是與富者的對比
標示下層庶民階級、健康、自立形象、日

12 世紀

常真實生活、生命的功用

－鼻黒親子

突出遺傳，健康

標示庶民階級

製作者認為的下層武士的日常家庭生活
－肥滿之女

下層庶民階級
自立之女

－產生小法師幻覺 下層庶民階級
之男

同位在詳細描繪生活器具的右方，突顯真
實日常與幻想的對比

6 福富草紙

庶民階級氣息

14-15 世紀

突顯日常中的非日常事情

7 玄奘三蔵絵

突顯日常中的非日常事情

13-14 世紀

襯托繁榮平和
(或以年長女性的表情表現)

8 弘法大師行状絵

育兒日常

或許暗示乳糜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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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

(身份是乞食家族)

襯托繁榮平和

9 北野天神縁起

襯托繁榮平和

16 世紀
10 釋迦堂縁起

襯托繁榮平和

1515 左右
表 4- 1 授乳圖像在繪巻中可能表達的意義與功用。前行研究部分整理於以下四件資料：➊.
内藤久義，
〈表象される乳房 : 中世絵巻における差別される身体〉
，《年報非文字資料研究》8
（2012.03）
：273-294。 ➋. 水野僚子，〈中世の絵巻にみる乳房の表象 ―「源氏物語絵巻」
における雲居雁の身体表象の意味と機能〉
，《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28（2018 年
3 月）
：189-208。➌. 加須屋誠、山本聡美編，《病草紙》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 年
5 月）➍. 熊谷宣夫，
〈光触寺阿弥陀三尊像と頬焼阿弥陀縁起〉
，
《美術研究》13（1933.01）：1
7-25。

表現庶民風俗市井景象，以一般日常襯托非日常之事，可舉以下作品為例。
《信貴山緣起尼公巻》中，尼公四處尋找弟弟命蓮，來到某一家詢問，在單調的生
活中突然來了訪客，家中婦女也懷抱嬰兒一起出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圖 4- 2）
。250還
有《福富草紙》中，福富表演失敗而遭主人家毆打，也以市井小民皆出來看熱鬧來舖陳
福富被揍的慘狀，其中也有一位授乳婦女（圖 4- 3、圖 4- 4）。

圖 4- 2《信貴山縁起尼公巻》授乳婦女及孩子出來看來拜訪的尼公（12 世紀後半，朝護孫子寺
藏；取自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4《信貴山縁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250

此對畫面的解釋參照小松茂美編集.解說，《日本絵卷大成 4 信貴山緣起》（東京都：中央公
論社，1977 年）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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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福富草紙春浦院本》左方有一授乳婦女坐在門前看熱鬧，右方是被打得悽慘的主角福
富（14~15 世紀，春浦院藏；取自小松茂美, 金沢弘, 神崎充晴執筆，《日本絵巻大成》25《能
恵法師絵詞 ; 福富草紙 ; 百鬼夜行絵巻》
，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 年）

圖 4- 4《福富草紙春浦院本》授乳婦女連同孩子坐在路邊看熱鬧，擴大圖（14~15 世紀，春浦
院藏；取自小松茂美, 金沢弘, 神崎充晴執筆，《日本絵巻大成》25《能恵法師絵詞 ; 福富草紙
; 百鬼夜行絵巻》
，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 年）

《粉河寺緣起》裡的獵師家中，也描繪了正在哺乳的女性（圖 4- 5）
。
《粉河寺緣起》
敘述某一獵師發現了一個發光的地方，希望在此建柴庵造立佛像，隨後有一童行者（實
際上是觀音的化身）來到家中請求寄宿，並表示若有心願可以幫助完成，獵師提到了造
佛一事，行者在小庵閉關七日後，第八日早上獵師打開小庵看到金色的千手觀音，而行
者不知去向。251授乳婦女出現在童行者請求寄宿的後一景；考量到在中世有幾個同樣是
由殺生的獵師身份發現宗教存在的奇跡譚，表現背離佛法的行為反而是入佛道的關鍵，
252

或許授乳婦女在此也協助標示了獵師的下層階級形象。

251

對畫面的解釋參照塩出貴美子，〈粉河寺縁起絵巻考: 巻頭部の復原をめぐって〉
，《文化財
学報２集》9-22(1983.03): 9-22。
252
表現背離佛法的行為反而是入佛道的關鍵，此一說見藤原重雄，
〈粉河寺縁起絵巻〉
，《別冊
歴史読本—合戦絵巻合戦図屏風》（東京：新人物往来社，2007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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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粉河寺縁起》獵師家的授乳婦女（12 世紀後半，和歌山粉河寺藏；取自小松茂美, 河
原由雄, 松原茂執筆，《日本絵巻大成》5《粉河寺縁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年）

繪巻後半部故事主線圍繞著河內國長者之家進行，長者家中雖富裕，但卻為女兒之
病苦惱。繪巻通篇常出現家門前的小河，獵師家及長者家前都有小河，以及各為繪巻前
半部主線及後半部主線，或許授乳婦女所在的獵師家中庶民安穩日常情景，正是與富裕
長者家的對比。
《病草紙》中常有婦女坦胸露乳，並且通巻就出現了三次哺乳景象，分別是〈鼻黑
親子〉
（圖 4- 6）
、
〈肥滿之女〉
（圖 4- 7）
、
〈產生小法師幻覺之男〉
（圖 4- 8）
。除了在
文獻回顧部分提到過的，前行研究舉出的解釋及論點，
《病草紙》中許多婦女們不甚注
意地坦胸露乳，露出身體部分，的確加強了繪巻的俗世市井氣息。

圖 4- 6 平安時代，
《病草紙》
〈鼻黑親子〉授乳婦女（12 世紀後半，個人藏；取自小松茂美
編，
《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 地獄草紙 病草紙 九相詩絵卷》，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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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

圖 4- 7 平安時代，
《病草紙》
〈肥滿之女〉在肥滿症的女子後方也有授乳婦女（12 世紀後半，
福岡市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 地獄草紙 病草紙 九相詩絵
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

圖 4- 8 平安時代，
《病草紙》〈產生小法師幻覺之男〉右方有一位授乳婦女（12 世紀後半，香
雪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日本絵巻大成》7《餓鬼草紙 地獄草紙 病草紙 九相詩絵
卷》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77 年）

近來盛傳為狩野元信作品的《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253，在誓願寺辻子裡有一
個婦女在為孩子哺乳，應該也是表現日常市井風俗景像的用途（圖 4- 9）。巧的是以前
的誓願寺辻子別名為「狩野辻子」
，是狩野元信的家屋所在地（圖 4- 10）
，狩野派作品
中似乎常見授乳婦女。在下一部分表現繁榮的授乳圖中，也會看到狩野派的作品。

253

推論作者為狩野元信之說，詳見小島道裕，
〈洛中洛外図屏風歴博甲本の制作事情をめぐっ
て (洛中洛外図屏風歴博甲本の総合的研究) -- (洛中洛外図屏風と社会的背景)〉
，《国立歴史
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2014 年 2 月第 180 期）
，頁 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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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左圖：室町時代，《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左隻第 5 扇，誓願寺辻子前的授乳婦
女。右圖：室町時代，
《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左隻第 5 扇，疑似為狩野元信的男子（16
世紀前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左右圖皆取自「洛中洛外図屏風 歴博甲本 人物データベ
ース」：http://www.rekihaku.ac.jp/rakuchu-rakugai/DB/kohon_research/kohon_people_DB.php （查閱於
2018/7/9），標示為後加）

授乳
婦女

疑似狩野元信

圖 4- 10 室町時代，
《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左隻第 5 扇，疑似狩野元信的男子和授乳婦女
相關位置示意圖（16 世紀前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左右圖皆取自「洛中洛外図屏風 歴
博甲本 人物データベース」
：http://www.rekihaku.ac.jp/rakuchu-rakugai/DB/kohon_research/kohon_peo
ple_DB.php （查閱於 2018/7/9），標示為後加）

授乳也常出現於繁榮平和之景，呈扶老攜幼畫面，也許以此給予了觀者平和安心繁
盛的印象。像是《弘法大師行狀繪詞》巻 3，西元 805 年 8 月空海入中國的惠果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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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傳法大阿闍梨的灌頂，此日準備了 500 僧能食用的齋飯，一群僧侶用膳的廟堂之
外，就有婦女席地而坐哺乳（圖 4- 11）。不過根據小松茂美的解說，描寫空海 15 歲離
開鄕里的那場面令人想到釋迦離城情景。254如果繪師真的在那段畫面有意指涉釋迦生平
事蹟，或許這個授乳婦女有隱涵釋迦成道前受一女提供乳糜粥恢復體力的事。255
《玄奘三藏繪》中玄奘從西域請來佛典、佛像，用牛車裝載入城，觀看漂亮牛車的
行列中也有婦女授乳。道路旁的民眾臉部多受繪巻中的雲所遮蔽，授乳婦女也是如此。
但是授乳婦女的情緒及旁觀民眾的表情，或許正藉由婦女旁邊，老婦笑咪咪逗弄孩子的
圖像表現出來，如此給予人一種旁觀民眾的喜慶氣氛（圖 4- 12）
。

圖 4- 11《弘法大師行狀繪詞東寺本》空海於中國入惠果門下時，供應 500 僧齋食（1374-138
9，東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鍋俊照, 尾下多美子執筆，
《続日本絵巻大成》5《弘法大師行状
絵詞 上》，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 年）

254

或許暗示釋迦離城的說法，詳見小松茂美編，真鍋俊照、尾下多美子執筆，《続日本絵巻大
成 5 弘法大師行状絵詞》
（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 年），頁 10。
255
釋迦食用乳糜粥一事見《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臘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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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玄奘三藏繪》玄奘從西域輸入佛典、佛像。上方為觀看此壯觀行列的人們，其中就
有一名婦女為孩子授乳（14 世紀，藤田美術館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9《玄
奘三藏絵 下》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2 年）

再來是如同相澤正彥在〈初期狩野派の北野天神縁起絵巻(上)〉256提及的，社殿廊下
為嬰兒授乳是狩野派常用的圖樣，狩野派作品《北野天神縁起》、狩野元信所繪的《釋迦
堂緣起》
（圖 4- 13）
、與狩野秀賴常並列提到的《高雄觀楓圖》都有使用婦女授乳圖（圖
4- 14）
，前兩個都是出現在寺社，用以襯托繁盛之貌，而《高雄觀楓圖》則是於非常平
和歡樂的賞楓景下出現。

圖 4- 13 室町時代，狩野元信，
《釋迦堂緣起》婦女授乳圖（1515 年，京都清涼寺藏；取自佐
野みどり、並木誠士編著，
《中世日本の物語と絵画》
，東京都：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4 年

256

相沢正彦，
〈初期狩野派の北野天神縁起絵巻(上)〉，
《神奈川県立博物館研究報告 人文科
学》
（1998 年第 24 号）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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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3 月，頁 206）

圖 4- 14 狩野秀頼，
《高雄觀楓圖屏風》授乳婦女（16 世紀後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取自京
都國立博物館編，
《室町時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9）

這些都大致符合以上提過的兩個用途，表示庶民風俗市井景象，或襯托繁榮平和，
而且從後面舉的例子來看，授乳圖似乎是狩野派常用的圖像，多用於表現平和繁盛，這
點值得注意。
除了以上粗分類的兩個功能，
《頰燒阿彌陀緣起》也有授乳婦女。其出現段落是，描
述一戶人家中有一名為萬歲的下法師，雖然常唸佛號，但是背地裡會做一些偷盜的事，
所以家中的人忌避著他。在一群背對著他的人之中，就有一婦女受孩子圍繞著正在授乳，
給予人一種家的感覺，同時似乎也加強了萬歲法師受人忌避的距離感（圖 4- 15）。

圖 4- 15《頰燒阿彌陀緣起》左上為受人忌避的萬歲法師。左下為一授乳婦女和其孩子們（14
世紀初，鎌倉光触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真保享、島谷弘幸執筆，《続々日本絵巻大成》4
《頬焼阿弥陀縁起 ; 不動利益縁起》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年 5 月）

257

佐野みどり, 並木誠士編著，
《中世日本の物語と絵画》
（東京都：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2004 年 3 月），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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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文化廳本狩乳婦女圖像的特點
如前所述，繪巻中，授乳婦女的身份多是庶民階級，文化廳本的情況也是如此。狩
野派的授乳婦女有幾例是於平和繁盛情景下出現，面帶安詳微笑，比較起來，文化廳本
授乳婦女可能不是如此用途，她的頭髮紛亂，表情顯得有些操勞，應該另作解釋。除此
之外，文化廳本的婦女和上述這些繪畫作品中的授乳圖像，最大的差異處，也許就在於
她同時進行兩件工作；仔細一想，這樣的忙錄也許有些不太自然。
第一，授乳期約持續於生產後的一年間，258哺乳期的孩子大多仍然幼小，以繪畫資
料來看，授乳通常需一手抱孩子一手進行。雖然有看過一面授乳一面進行其它作業，但
是比例上來看很少，一邊舀水清理血污的就更少了。

259

再和洛中洛外圖類似姿勢的婦女相較（圖 4- 16）
，其乳兒是擺在一個稱為「いず
260

め」 嬰兒搖籃261裡，看起來似乎沒有不穩疑慮，而文化廳本的孩子不是在籃子裡，且看
得出來孩子的體型有些大了。如此冒著乳兒也許會站不穩，或是呈現孩童看上去體型有
些大卻還在哺乳期，不太合理景像的危險，也要讓婦女空出一隻手做其它工作，仔細一
想似乎是有些勉強的。

圖 4- 16 左圖：室町時代，
《洛中洛外圖屏風歷博甲本》左隻第 5 扇，誓願寺辻子前的授乳婦女
258

哺乳期持續期間可參閱《大辞林第三版》
，「授乳期」條。以及，加藤美恵子著，
《日本中世
の母性と穢れ観》
（東京：塙書房，2012 年 6 月）
，頁 211。
259
アリス．ビアンキ—在〈外からの視線—中國繪畫の觀點から見た『酒飯論繪巻』—〉一文
中有找出一邊授乳一邊工作的例子，但兩個例子是中國的作品，分別是程棨的『蠶紙圖』與作
者不明的『耕稼圖—簸揚部分』
，表達了工作婦女的辛勞。
260
「いずめ」資訊來自線上資料庫，「洛中洛外図屏風「歴博甲本」人物データベース」。網
址：http://www.rekihaku.ac.jp/rakuchu-rakugai/DB/kohon_research/kohon_people_DB.php
。參考日期：2018/4/27。
261
《デジタル大辞泉》，
「いじこ」條：乳児を入れる、わら製のかご、または木製の箱。揺り
かごの一。えじこ。いずめ。〔放入嬰兒，稻草製的籃、或是木製的箱，搖籃的一種。也稱「え
じこ」。
「いず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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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前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取自「洛中洛外図屏風 歴博甲本 人物データベー
ス」
：http://www.rekihaku.ac.jp/rakuchu-rakugai/DB/kohon_research/kohon_people_DB.php （查閱於 20
18/7/9））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巻末授乳婦女（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
廳藏）

第二，雖然繪畫資料來說，婦女的確是常進行與水相關的工作，保立道久《中世の
女の一生》一書中便舉出了《春日權現驗記繪》及相關文獻記錄說明中世女性與汲水工
作的關聯。262但從一些作品來看，備膳場景並不一定要畫出女性在旁邊清理血污的情景。
《慕歸繪詞》巻 5 的廚房場景，雖有庖丁切肉，但沒有畫出切肉前的初步處理肉類畫面，
當然也沒有婦女在旁清理（圖 4- 17）
。
《善教房絵巻》中雖有婦女與孩子，但處理禽肉
的周邊並沒有看到婦女以水清理血污。同樣的情形還有《彦火々出見尊繪巻》
（圖 4- 18）
、
《松崎天神緣起》巻 5（圖 4- 19）
。時代稍後，據說參照了《酒飯論繪巻》的《七難七
福圖》
（圖 4- 20），在廚房處理魚禽時也不見婦女以水清理，而是由幾個壯丁負責。263

圖 4- 17 藤原隆章，
《慕歸繪詞》巻 5，歌會場景，左下角有庖丁正在切肉，但是没有婦女汲水
的図像一起出現（13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
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5 年）

262

保立道久，
《中世の女の一生》
（東京都：洋泉社，1999 年）
，頁 35-37。
提及《七難七福圖福壽巻》引用《酒飯論繪巻》圖像的有以下兩資料，詳見馬渕美帆著，
《絵を用い、絵を創る : 日本絵画における先行図様の利用》
（東京：ブリュッケ、星雲社
(発売)，2011 年）
、並木誠士，
《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巻：
「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
画」の時代へ》
（京都：昭和堂，2017 年 8 月），頁 151-15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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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狩野種泰，
《彦火々出見尊絵巻》模本，可看到料理魚的旁邊沒有婦女舀水處理血污
（1640 左右。原本傳常盤源二光長，12 世紀後期。福井縣明通寺藏；取自小松茂美執筆，《日
本絵巻大成》22《彦火々出見尊絵巻 ; 浦島明神縁起》
，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 年 4 月）

圖 4- 19《松崎天神緣起》巻 5，描述後妻掌權的家中備膳情形。並沒有婦女在一旁舀水清理
（傳 1311，山口防府天滿宮藏；取自小松茂美編，松原茂、名児耶明執筆，《続日本絵巻大
成》16《松崎天神縁起》
，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 年）

圖 4- 20 江戸時代，圓山應舉，
《七難七福圖福壽巻》是脫上衣的壯丁負責運水、男性負責清洗
（1768 年，相國寺藏；取自京都文化博物館学芸課編集，《京の食文化展 : 京料理・京野菜の
歴史と魅力 : 身体にやさしい食のルーツ》
，京都：京都文化博物館，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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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邊授乳邊舀水清血污應該可以推測是繪師為了文化廳本這個場景特地量身訂
做的，並推測這樣的量身訂做應該在表達一般風俗或繁榮平和上還有其它目的，使得舀
水清血污加上授乳本身這個組合就具有必要性，否則若為了單只表達風俗景象，擇其一
項工作描繪就可以。刻意這樣勉強地結合授乳及舀水有些特別，狩野派過去畫過的授乳
婦女也沒有那麼忙碌的樣子。
以上討論了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授乳婦女與繪畫資料的授乳圖像比對情形，可
發現繪畫中的授乳婦女幾乎都是庶民階級，這點文化廳本也一樣。且文化廳本的授乳婦
女和類似圖像比較起來，還是有一個不同點，那就是同時進行授乳及清理血污，在繪畫
中算是不常見的。
故下面將分成「血的關聯」及「水的關聯」二節，結合相關研究及圖像，試著解釋
授乳婦女同時進行二項工作的可能涵意。
第二節

血的關聯

第一部分、乳血同源醫學觀念
關於中世授乳的研究有許多與上層階級的乳母或「御乳人」有關，常討論授乳與權
力之間的關係；其中有些研究提到「御乳人」出現的背景與心理機轉。
加藤美惠子在〈中世の授乳に関する一考察－身体性を視座として－〉一文中以文
獻分析，探討上層階級中，授乳此一工作從乳母轉至「御乳人」的現象；12 世紀左右「主
乳母」通常不進行授乳，而由「御乳人」進行，後者常由身份較低的女性擔任。她並察
覺到 9 世紀的《日本霊異記》有禮讚母乳的內容，12 世紀的《今昔物語集》卻沒有，反
而是將注意力放在乳母的登場。加藤美惠子接著從西元 984 年由丹波康頼（912-995）
從中國醫書撰寫並呈上的《醫心方》來探討，
《醫心方》中記載了產後乳腺炎的危險性，
並且同書有許多月水(經血)與乳汁相關的內容：
巻二十一「治婦人月水不調方 第十九」：病源論云。衝任之二經。上為乳汁下為
月水。若冷熱調和。則血以時而下。寒溫乖適。則月水乍多乍少不調也
巻二十三「治產後無乳汁方 第卅六」
：病源論云。婦人手大陽少陰之脉。下為月
水上為乳汁。經血不足者故無乳汁
巻二十三「治産後乳汁溢満方第卅七」
：病源論云。經血盛者則津液有餘。故乳汁
多而溢出
巻二十五「擇乳母方第十五」
：小品方云。乳母者其血氣為乳汁也（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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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記載可看出，根據《醫心方》的理論，經血是與乳汁同源的，乳汁多寡也與經
血密切相關，月水不調可從溫度著手治療；挑選乳母似乎也可由經血方面觀察。加藤美
惠子隨後並提出，在中世貴族社會月水歸為不淨、血穢一方的觀念被認識、擴大的同時，
月水與乳汁同源的想法也被影響，授乳似乎成為了一種與血穢有關的工作。但對於新生
兒來說母乳是維持生命所必需，所以這種矛盾的心理表現在將授乳此工作轉嫁於身份較
低的女性身上而迴避、消解。264
12 世紀上層社會中如有以上觀念背景，再回頭看 16 世紀前期的文化廳本，授乳婦
女在其中的表現似乎也有跡可尋（圖 4- 21）
。孩童在中世穿著紅衣是頗普遍的現象，日
文中也是「赤ちゃん」來稱呼嬰兒，14 世紀《法然上人繪傳》繪巻中的勢至少年也是穿
著紅衣（圖 4- 22）。但是仔細看授乳婦女的紅色衣帶正經過右胸行至下腹附近，再左轉
於左胸之下，雖然被膝蓋遮蔽，但留給觀者一種在膝後通往左方孩童的印象。若乳汁與
經血同源，那此時應該正經由授乳將血輸給蹲在她左邊心臟附近的孩子身上。
以乳血孕育下一代，可能有此涵意的婦女授乳圖，出現在文化廳本第四段武家肉食
的描寫裡，似乎顯得有些合理並似乎試著傳達著一些訊息，為武家殺生肉食尋求一個，
如同孩童受母親乳血養育這般和緩的解套。

圖 4- 21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巻末婦人的紅色衣帶經過右胸繞到下腹，並在膝
蓋後形成貌似和孩子相連的樣子（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264

以上論點及《醫心方》相關內容引自加藤 美恵子，
〈中世の授乳に関する一考察--身体性を
視座として〉，
《女性史学》
（2009 年第 19 号）
，頁 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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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鎌倉時代，
《法然上人繪傳》巻 1，身穿紅衣的勢至少年（1307-1317 左右，京都知恩
院藏；取自小松茂美編，
《続日本絵巻大成》1《法然上人絵伝 上》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
1）

第二部分、狩野元信接觸醫學觀念的可能性
10 世紀的醫書《醫心方》網羅了眾多中國醫書的知識，並且收集的疾病及治療方法
皆配合日本風土，是很符合日本需求的醫書。康頼所上獻的正本雖然一直在宮中秘藏，
但在平安後期、鎌倉時代就被醫師及上級貴族活用，例如康賴之孫雅忠（1021-1088）
，
醫師丹波憲基等。265書中醫學觀念是有得到一定普及與應用的，從平安到室町時代，經
歷如此長的時間，一般民眾應該或多或少都會有些，與身體健康密切相關的醫學常識；
而身為幕府御用繪師的狩野正信、狩野元信，與貴族有所往來，也應該有機會接觸醫書
中的一些概念。
並且，狩野元信之父，狩野正信（1434～1530）除了繪畫，似乎也有在經營製藥副
業。龜泉集証（1424-1493）和某一僧侶南伯聊天時，南伯說到，海阿彌在逝世前幾日有
夢到足利義尚（1465～1489）
，義尚跟他說不可服用正信的藥；雖然是不太好的傳聞，但
266

是狩野正信與狩野元信都很長壽看来，正信的製藥也許不能説没有効果。 從此事例看
來，正信對醫學有所接觸，狩野元信身為其子，若具備一些醫學觀念也是頗為合理的事。
加之，狩野元信被推估製作《酒飯論繪巻》的時間在 1520 年代前半，在這之前，
相距不遠的 1519 年，元信兒子狩野松榮（1519-1592）誕生，婦女生產、新生兒接受授
乳之事，在推估製作《酒飯論繪巻》的時期，對他來說應該仍是記憶猶新之事。如果元

265

平安鎌倉時代《醫心方》被活用之事詳見加藤 美恵子，
〈中世の授乳に関する一考察--身体
性を視座として〉，
《女性史学》
（2009 年第 19 号）
，頁 37-38。
《醫心方》收錄的醫書內容，及
受秘藏之事可參閱《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医心方」條目。
266
海阿彌之事，及元信長壽，用藥應屬有效的推測，詳見サントリー美術館，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
館，2017 年），頁 27。元信製藥及海阿彌之事，也可參閱安村敏信, 山本英男, 山下善也執
筆，
《狩野派決定版》
（東京：平凡社，2004 年 10 月）
，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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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週遭的人有需要為孩子挑選乳母，勢必也會接觸到醫書建議的挑選乳母準則，經營
製藥副業，或許能給予建議的狩野正信此時也仍在世。

圖 4- 23 室町時代，狩野元信，
《繫馬圖繪馬》
（1525 年，京都子守神社藏；取自池田芙美, 上
野友愛, 内田洸編集，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
年記念展》
，東京：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

狩野元信對妻兒的事也許有相當的關心。現藏於京都子守神社的《繫馬圖繪馬》，
乙

上有狩野大炊助元信署名及印章，並記有「大永五年酉閏十一月吉日 願主酉歲敬白」，
267

卻沒有記上奉納者的名字，故有一說是酉年出生的元信自己奉納的（圖 4- 23）
。 大永
五年是 1525 年，距離松榮出生的 1519 年不遠。子守神社主神子守明神，原為掌管水流
的神—水分神（みくまりのかみ），平安時代開始就因發音近似，而成為守護孩子的子
守明神（みこもりみょうじん）。268在此守護孩子的神社，如果真的是狩野元信自己奉納
的繪馬，不知道是否為自己的孩子而奉納。
第三節

水的關聯

267

也許這個京都子守神社《繫馬圖絵馬》是狩野元信自己奉納，此說法參閱サントリー美術
館，
《狩野元信 = Kano Motonobu : 天下を治めた絵師 : 六本木開館 10 周年記念展》
（東京：
サントリー美術館，2017 年），頁 233。
「大永五年…」的標楷體內容引用參看圖片及同書頁
233 內容。
268
水分神發展為子守明神一事，詳見《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水分神」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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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菱文
授乳婦女身負哺育下一代重任，以血維持著新生代的生命，對照第四段殺生的場景，
似乎能對殺生的不良形象達到一些緩解的效用。但設計者希望達到的目的也許還不只如
此，以下將先從文樣著手，論證授乳圖像應含有「以水除穢」涵意。
許多學者曽提及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在文樣上有特殊的安排。他們指出愛好酒
的長持所著「笹」文様的直垂和酒有關，因為「笹」的音與酒(ささ)同音；而中原仲成
身著貝文樣的直垂，則是象徵著與「精進物」相對的「美物」，前者為不使用肉或魚以植
物質為中心的食物之意，後者為魚鳥肉食。269在前面章節稚兒的討論中也看到花立涌文
樣應該是有意義的，表達了身份的尊貴，並且也許有不平凡、神聖童子的涵意。第四段
仲成家的客人身穿雪華文華應該也起到暗示第四段季節的作用。270
在狩野元信所作的《酒傳童子繪巻》中，可看到以不同文樣來區別各個角色，271可
見狩野元信對如何運用文樣是有一定意識的。並且《酒傳童子繪巻》中的桐文、柏葉文
等也有在這裡出現。
回到文化廳本，第二段長持酒宴上為眾人斟酒的少年，對比《酒傳童子繪巻》中末
武的梅文，同樣以白色描線畫 5 個圓圈，所以文化廳本少年身上很可能也是梅文（圖 4
- 24），而詞書部分長持的主張中，有以下關於春天飲酒的內容：
長年千載的初春之時，如果喝了屠蘇．白散，因為飽含萬數壽命，所以在一里
之中不會有生病的人。
（中略）
一口喝盡．暴飲．啜飲，新春首先就是梅花的香氣尤其優美。
長持酒宴上的酒，由身穿梅花文樣的少年所斟，或許意指春天具有延壽效用的酒。

269

提到「笹」和酒同音的文章有數篇，例如可參閱高岸輝，
〈「酒飯論絵巻」のなかの中世〉
，
在加須屋 誠編，《図像解釈学 : 権力と他者仏教美術論集 4》
（東京：竹林舍，2013 年）
，頁
313。或是小峯和明，
〈『酒飯論絵巻』を読む〉，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
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19-20，除了「笹」
文樣，也有提到中原仲成的貝文象徵與「精進物」相對的「美物」。
《大辞林第三版》，「精進
物」條：不使用肉或魚以植物質為中心的食物。《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鳥料理」條：675
年天武天皇的詔中禁止食用牛、馬、犬、猿雞等。在獸肉食忌避擴大的時候，將魚鳥以美味的
食物之意用「美物」來稱呼。
270
提到人物服裝圖案可能暗示季節，此一說法來自伊藤信博，〈
『酒飯論絵巻』に描かれる食物
について〉
，在阿部泰郎、伊藤信博合編，
《アジア遊学 172 シュハンロンエマキノセカイ『酒
飯論絵巻』の世界─日仏共同研究》（東京都：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4 年）
，頁 74-76。但並
未寫明是如何暗示季節，可詳閱該文，或參看本文註 221、註 222。
271
《酒傳童子繪巻》主角人物文樣分析，詳見榊原悟，
〈サントリー美術館本「酒伝童子絵
巻」をめぐって-下-〉
，《國華》1077(1984.10)：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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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第二段長持酒宴中左上方坐著睡著的客人，所穿為流水洲濱文樣的衣服。洲
濱是河流所搬運的土砂所堆積的小島，有一派說法認為洲濱文代表著中國蓬萊山。272傳
說蓬萊山上住著持有不老不死藥的仙人。273酒宴上醉酒客人身後剛好有盆山，放在唐草
文上，也許正暗示了中國神仙思想中的，海外仙山蓬萊山（圖 4- 25）
。總之，不論洲濱
文或是蓬萊山皆為長壽的表現。274而這位醉酒的客人，可能就如同詞書所說，在春天之
酒的作用下獲得了長生不老。

圖 4- 24 左圖：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末武身上的梅文（1522 年，サントリ
—美術館藏；取自取自戶田禎佑,海老根聰郎,千野香織編著，《日本美術全集》12《水墨画と中
世絵卷：南北朝 室町の絵画》
，東京：講談社，1992 年）
。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
論繪巻》第二段，長持酒宴斟酒少年衣上的梅文（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圖 4- 25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第二段長持宴會中酒醉的客人，身上為
洲濱流水文。身後剛好有一盆山（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回到巻末婦女，其所著衣物文樣應是中空四菱文。275雖然看起來很像釘拔文中的四

272

洲濱文有一說代表著中國蓬萊山，此說法見於藤依里子著、水野惠司監修、李璦祺譯，《日
本文樣圖解事典 : 帶來好運的日本傳統圖案 480 款》
（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
，頁 42。
273
蓬萊山上住著持有不老不死藥的仙人，見《デジタル大辞泉》
，「蓬莱」條。
274
洲濱文寓有長壽涵意，見並木誠士監修，
《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文様 : 名品で楽しむ文様
の文化》
（東京：東京美術，2006 年 3 月）
，頁 39。
275
中空四菱文，此名稱譯自猪熊兼樹，
〈有職文様〉，
《日本の美術》（2008 年第 509 号）
：62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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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釘拔文，或是目結文中的菱形四目文，但婦女身上的菱文孔洞較大，而且左右較長上
下較短，是平行四方形的菱形，不是正方形的菱形，比較偏中空的四菱文，長相如同平
安時代的九条家或二条家家紋一般，應該不是上述提到的其它兩個文樣（圖 4- 26）
。276

圖 4- 26 左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巻末授乳婦女衣文放大（16 世紀
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右圖：九条家．二条家的中空四菱文。取自猪熊兼樹，
《日本の美術
509 号 有職文様》
，東京：至文堂，2008 年

婦女身穿底色為水藍，文樣是密集四菱文的衣服，而菱文是將池沼中自生的水草果
實意匠化而來277，
「菱角繁殖力強，且果實具有藥效，因此象徵子孫繁榮，無病息災」278。
菱生於濃濁池沼卻成長繁盛，與攝取血穢肉食有些相似。雖然文化廳本中也有幾個人物
身穿疑似四菱文的衣物，但是巻末這位婦女身上的菱文是最清晰最多的。她也是全部人
物中，水藍色部分最多的，除了身上衣物是水藍色的，在她面前也放了一桶水藍色的水，
身後有一水井。搭配圖中婦女舀水清理處理禽鳥血污並一邊哺乳的工作，似乎有一種以
清淨的水洗去殺生之穢，並祈禱子孫繁榮無病息災的用意。
追溯日本菱文的淵源，日本繩文時代的土器上就有菱文了，在奈良時代的織物上也
279

看得到，平安時代則成為公家裝束的有職文樣。 若山初子觀察平安前期的綾，認為「菱
文可能是由入子菱・文白綾・小花文赤綾・菱文黄綾・唐草文自綾・花文白綾・立菱文
280

緋綾・唐花紋紅綾這些(大陸傳來的)文樣轉化而來的」 ，也有的說法認為菱文和水邊植
物菱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兩者同名為「菱」
，不管來源如何應該還是一樣有所牽連的。
文：中抜きの四菱文。
276
九条家或二条家家紋，見猪熊兼樹，
〈有職文様〉，
《日本の美術》（2008 年第 509 号）
：62。
277
關於菱文是將池沼中自生的水草果實意匠化而來，見並木誠士監修、青木美保子、清水愛
子、山田由希代、山本純子等執筆，
《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文様 : 名品で楽しむ文様の文
化》
（東京：東京美術，2006 年 3 月），頁 74。
278
引自藤依里子、水野惠司，《日本文樣圖解事典》（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 5 月）
，頁
46-47。
279
並木誠士監修、青木美保子、清水愛子、山田由希代、山本純子等執筆，《すぐわかる日本
の伝統文様 : 名品で楽しむ文様の文化》
（東京：東京美術，2006 年 3 月）
，頁 74。
280
此推論綜合參閱若山初子，
〈日本の服飾の研究 紋章について (その 1)，《紀要》13
（1967）:64。若山初子，
〈日本の服飾の研究 - 紋章について その 2 鎌倉武将の紋章につ
いて〉，
《紀要》14（196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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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父子草．母子草
能夠為上述水、除穢的可能涵意，加強些許背書的還有與婦女孩童為一組的右方男
子。女性與男性是一同工作的，小峯和明認為他們很可能是一家人。281從常理來說，授
乳涉及相當的身體暴露，所以日本上層階級女性一般是不會為孩子授乳的，而傾向交給
乳母負責282，巻末這位婦女也是被畫成較偏下層階級的樣子。在授乳女性這樣暴露身體
的情況下，與她相當近的距離內還有一位正在工作的男性，於不安心的環境中、不熟識
的人面前暴露身體有些違背正常心理運作，而且他們的工作內容是相關的，這樣看來是
一家人的可能性的確很高。
在男子的身上可以觀察到三件特殊的事。
首先，文化廳本全本沒有一個人物像他一樣具有明顯的手毛腳毛（圖 4- 27）
。年代
可能與狩野元信《酒飯論繪巻》原本最相近，人物文樣表現也具關連的狩野派《酒傳童
子繪巻》之中，身著通身大紅衣吃人肉的童子，未喝下酒之前還是人形，喝下變身酒變
回妖怪形態時就原形畢露了，露出長長的手毛腳毛，整體再也看不到人的形態（圖 428）。對照巻末宰殺禽鳥的男子，其手毛腳毛應該和殺生之舉有所關聯。

圖 4- 27 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巻末處理禽肉男子的手毛腳毛（16 世紀
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281

見小峯和明，
〈追悼．增尾伸一郎〉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
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414。
282
上層階級女性傾向交給乳母負責授乳一說見アリス．ビアンキ—，〈外からの視線—中国絵
画の観点から見た『酒飯論絵巻』〉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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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8 左圖：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巻》未變成前的童子（1522 年，サントリ
—美術館藏；取自戶田禎佑,海老根聰郎,千野香織編著，
《日本美術全集》12《水墨画と中世絵
卷：南北朝 室町の絵画》
，東京：講談社，1992）。右圖：室町時代，狩野元信，《酒傳童子繪
巻》變身後露出手毛脚毛（1522 年，サントリ—美術館藏；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室町時
代の狩野派 : 画壇制覇への道》
，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1999）
。

但是男子不是只為了自己而殺生，他只是武家肉食中處理禽肉最初的一個環節，從
他的神情也許可以推斷出本身的不願意或哀傷情緒。第二點特殊之處就在於他的表情
（圖 4- 31，中）
。全巻類似這樣皺著八字眉哀傷的表情大概只有出現在第二段廚房裡站
著倒酒的男子（圖 4- 29，右）
，還有巻末這個處理禽肉的人了；第四段廚房內那個一手
舉筷攪拌湯汁，一手挾著貝殼的男子皺著眉的神情又稍有不同，和專注工作及本身年紀
導致的眼瞼皺褶比較有些關係（圖 4- 29，左）。
類似的神情在《慕歸繪詞》巻 2 南滝院厨房準備膳食的和尚臉上也看得見，據《日
本の美術 187 號 慕帰絵詞》描述相關畫面，稚兒覺如上人雖然深受南滝院淨珎之寵，
283

但連日遊宴、連歌圍棋雙六，没有做學問的時間，所以覺如心裡漸漸感到痛苦。 繪巻
上的覺如上人雖然沒有什麼表情，但連日遊宴的情形或許透過這位年輕和尚不太情願的
表情可以想見（圖 4- 30）。
《慕歸繪詞》因為類似的厨房情景描述，曾有學者提出可能
284

和《酒飯論繪巻》有關連，而如前所述，也曾被學者整理這個可能性的背景因素。 不
管如何，
《酒飯論繪巻》巻末這位男子的表情看得出來是有點哀傷的。
《酒飯論繪巻》和
《慕歸繪詞》共三位類似的不情願表情對照可參考（圖 4- 31）。

283

真保亨編，
《慕帰絵詞》，
《日本の美術》（1981 年第 187 号）
：33。原文為：屏風を背に浄
珎、これと対面する覚如、酒肴が運ばれる。厨房では、料理をるくる僧達の姿がいきいきと
描写されている。しかし、連日のように遊宴や連歌、囲碁双六などばかりで、学問する時間
がなかったので、覚如は次第に心苦しくなっていくのであった。
284
《慕帰絵詞》和《酒飯論繪巻》的相關接點，詳見並木誠士，
《日本絵画の転換点酒飯論絵
巻：
「絵巻」の時代から「風俗画」の時代へ》，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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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9 左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一手舉筷攪拌湯汁，一手挾著貝
殼的男子（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右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
段，第二段倒酒男子，有類似《慕歸繪詞》中僧侶的不情願表情（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
藏）
）

圖 4- 30《慕歸繪詞》巻 2，三井寺南滝院内厨房準備膳食的僧侶。表情有些不願意。（13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詞》
，東京都：中央公論
社，1985 年）

圖 4- 31 三位不情願的表情對照。
左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二段，倒酒男子，不情願的臉（16 世紀
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
中圖：室町時代，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四段，繪巻末尾處理禽肉的男子（16 世
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
右圖《慕歸繪詞》巻 2，三井寺南滝院内厨房準備膳食的僧侶。表情有些不願意。（13
51 年，京都西本願寺藏；取自小松茂美編，《続日本絵巻大成》4《慕帰絵詞》，東京都：中央
公論社，1985 年）

154

第三點特殊之處在於他身上所穿衣物，雖然上衣的文樣因為看不太清楚而無法確定，
但是與身旁婦女一樣是水藍色的，佈滿白色文樣。下袴則是綠色。
若記憶猶新，第三段的詞書，好飯的主張裡提及「之後，作為點心端上各種各樣的
餅。陰曆三月之始，使用父子草．母子草（御形）做的草餅，因為是手作的所以質樸。」
父子草與母子草同是菊科，外形相似，皆具有白色絨毛。巻末這位男子很可能與授乳婦
女是一家人，又穿相同顏色的衣服，佈滿白色文樣，與孩童在一起可說是母子加上父子
的組合，不知是否一起暗示著母子草與父子草。母子草作成的草餅（也稱母子餅）285，
其顏色就是綠色的，被用在上巳節由來已久。286
不論是上巳節或母子草，皆和以水除穢相關。配合著男子殺生景像，及身上的手毛
腳毛標示，男子可謂代表著「殺生」此一作為；儘管他是不太願意殺生的。男子若真的
與授乳婦女、孩子一齊表現父子草．母子草，那麼以水除穢，寬解殺生的涵意相當明顯。
以下略微說明上巳節及母子草與以水除穢的關係，並依相關研究討論狩野元信揉和母子
草與上巳節涵意，於巻末親子組合的可能性。
一、上巳節與除穢
上巳節與除穢關係密切。高寅平在對中國上巳節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俗
研究》中說明，上巳節「起源於“祓禊”，在漢代才正式確定為節日，經過魏晉南北朝
的傳承，在唐代更加繁盛，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都受到重視，而宋代以後卻逐漸衰落，
287

趨於消亡。」 並且，以相關文獻整理「袚褉」之意，他認為「祓」
，從說文解字來看，
應是除災之祭，據文獻所列，除惡工具有水、火、桃、茢…等；
「禊」之意，依應劭《風
俗通．祀典》
，原為「潔」
，是祓的一種，特指到水邊祓除清潔。東漢時期，三月上巳水
288

濱祓禊的節俗有形成的跡象，並開始有許多文獻紀錄；魏時改在三月三日舉辦。 從高
寅平的研究可知，上巳節起源於和除災之祭有關的祓褉，並且在東漢時漸形成三月巳日
至水濱祓禊的習俗。
而據『荊楚歲時記』
，上巳又和婦女生產頗有淵源：
「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恠，乃相攜之水邊盥洗，遂因流水以泛觴，曲水起於此。」
以及：「周處、吳徽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元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

285

《大辞林 第三版》，
「母子餅・母子餠」條：
「草餅くさもち」に同じ。ハハコグサの若葉を
つき混ぜて作った餅。［筆者譯：和草餅是一樣的。搗混母子草嫩葉作的餅。
］
286
《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
「ハハコグサ」條。
287
引文引自高寅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俗研究》（中國天津：天津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論
文，2012 年），頁 5。
288
以上關於上巳節內涵概要援引自高寅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俗研究》（中國天津：天津
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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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也。」 漢帝時平原的除肇在三月初始之時生下三女歷經三日皆死，村中覺得奇怪，並
在水邊流放除邪之杯。於此之時就開始了在流水中浮杯的遊宴，也就是曲水之宴的開始。
還有一說是有一人名為郭虞有三個女兒，在三月產下但皆在元巳日死，所以至水邊消災。
290

若據『荊楚歲時記』
，上巳節還有一些其它比較好的起源，但是婦女生產有關的起源，

和文化廳本巻末授乳婦女及其子似乎有些聯繫。狩野元信在推估的 1520 年代前半《酒
飯論繪巻》製作期不久前，1519 年的時候，也迎來其子狩野松榮的誕生。中世除了對肉
食忌避有加重的傾向，對婦女產穢也有忌避期間增長的情形。291不知道歷經兒子新生的
狩野元信，有沒有可能以此發想，畫製巻末親子組合並結合上巳除穢意涵。
上述是關於中國上巳的起源，而現在學界大多認可上巳之俗是由中國傳至日本。但
嚴格說起來，日本確知在上巳舉行祓禊，最早可追溯至 792 年，在此之前似乎文獻僅有
曲水宴的紀錄。據宇都宮美生的研究，在日本，依《日本書紀》
，最早的“曲水之宴”舉
行於顯宗天皇元年（485）三月上巳，但是記載的不是祓褉。宇都宮美生引用吉川美春的
見解解釋，日本的曲水之宴，在平安時代以前是沒有祓禊的。後來大量書籍從中國帶入
日本才了解原本的意義，並開始舉行含有祓禊的曲水，最早見於延曆十一年（792）
。292
由此項研究可知，最早在 792 年，日本的上巳節確實含有祓禊意義。
接著，三月上巳除邪及曲水之宴在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
（1001～5 年間起筆、成
293
立年未詳） 、
『西宮記』中都有出現相關字詞；源氏是作禊進行除邪穢，在『西宮記』
中則是敘述了曲水宴。關於源氏的作褉，是在他被流放至須磨時進行的，巧的是文化廳
本詞書，好飯反對酒的主張中也提到此事：源氏被流放至須磨，若溯其緣由也是因為與
朧月夜的官之君初次相遇那時喝醉了。以上可知至 11 世紀初仍有上巳袚禊之事，且若
繪師有花時間了解詞書內容，便有機會從好飯反對酒的主張中得知上巳袚禊的事情。
時序來到室町時代，關於室町時代的上巳袚禊，從涌井美夏〈
「お湯殿の上の日記」
の人形〉文中整理的 1477-1687《お湯殿の上の日記》一表可知，在推測的《酒飯論繪
巻》製作期 1520 年代中葉前，1477-1500 年的〈お湯殿の上の日記〉仍有頻繁於三月上
294

巳使用人偶作祓的記錄。 且依三原信子，
〈つるし飾りについての考察 : 実践編〉
，室
町時代似乎仍有在三月三日為立雛穿紙作的衣物放水流的事，故也許以水除邪穢的涵意
295

仍有保存。 狩野元信是 1476/77 年出生的，從涌井美夏所列之表看來，至少在元信 23/24
289

原文取自後魏．楊衒之撰、北周．宗懍撰，《洛陽伽藍記 荊楚歲時記》（臺北市：臺灣中華，
1969 年）
，頁 7-8。句讀為筆者自加，並參考王毓榮，
《荊楚歲時記校注》
（臺北市：文津，1992
年）
，頁 126-127 的句讀解釋。
290
關於平原徐肇三女及郭虞三女內容的釋意，參考王毓榮，
《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市：文
津，1992 年），頁 136-137。
291
發展至中世對婦女產穢忌避期間增長，詳見成清弘和，〈女性の穢れの本質〉，
《女性と穢れ
の歴史》
（東京：塙書房，2003 年）
，頁 195-208。
292
宇都宮美生，
〈流觞曲水在日本〉，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年 3 月第 57 期）:3439。吉川美春，
〈三月上巳の祓について〉
，《神道史研究》
（2007 年 7 月第 51 期）
：147-184。
293
《源氏物語》年代參照《大辞林第三版》
，「源氏物語」條。
294
湧井美夏，
〈「お湯殿の上の日記」の人形〉，
《人形玩具研究》19（2008）：52-66。
295
三原信子，
〈つるし飾りについての考察 : 実践編〉
，
《東京家政大学博物館紀要》（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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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前朝廷仍有三月上巳作祓的紀錄，所以元信應該有可能知道三月上巳袚禊之俗。
以上便是幾項，關於狩野元信是否可能知道上巳祓禊的討論。至少從 792 年開始，
日本的上巳節已有祓禊涵意，文化廳本詞書也說到了《源氏物語》中源氏被流放至須磨
的一段，若元信知道這段完整的故事，那麼就有可能知道源氏在須磨的時候，於三月上
巳作禊一事。而從 1477-1500 年的《お湯殿の上の日記》中，也看得到朝廷頻繁於三月
上巳以人偶作禊除穢，元信與其父正信皆為幕府御用繪師，元信曾接過朝廷襖繪製作，
並多次為三條西實隆訂製繪扇，而三條西實隆和漢通學、通曉有職故實296，綜合以上線
索，狩野元信知道三月上巳作袚的機會還是頗多的。
二、母子草與除穢
母子草，此名在日本文獻中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文德天皇實錄》嘉祥三年(850)，
並且此時與上巳已有關連。
辛巳。嵯峨太皇太后崩。○壬午。葬太皇太后于深谷山。遺令薄葬。不營山陵。
先是。民間訛言云。今茲三日不可造餻。以無母子也。識者聞而惡之。至于三月。宮車
晏駕。是月。亦有大后山陵之事。其無母子。遂如訛言。此間。田野有草。俗名母子草。
二月始生。莖葉白脆。毎屬三月三日。婦女採之。蒸擣以爲餻。傳爲歳事。今年此草非
不繁。生民之訛言。天假其口。297
可知此年 3 月及 5 月時，文德天皇的父親仁明天皇、祖母嵯峨皇太后俱歿，在這之
前人民說今年不能造草餅了，因為沒有母子草；這樣的人民流言似乎預言了之後文德天
皇父親、祖母駕崩的事。由這個文獻紀錄可以知道，850 年之前民間已普遍在三月三日
298

用母子草作餻，但仍然不知何時開始使用母子草這個名字。

許多辭書便以《文德天皇實錄》嘉祥三年(850)的紀錄，與 6 世紀的中國文獻《荊楚
歲時記》對照，認為母子草便是鼠麴草，例如《円珠庵雑記》(1699)、
《東雅》(1717)、
《倭
訓栞》(1777-1887)等。因為《荊楚歲時記》講到三月三日時提到「是日取鼠麴汁，蜜和
粉。謂之龍舌䉽，以厭時氣」299，在西元 6 世紀中國已有記載於三月三日食用鼠麴草做
第 16 期）：165。马兴国，
〈中日两国岁时习俗比较研究——祓禊·端午·七夕〉
，《日本问题研
究》
（1995 年第 2 期）
：26-33。
296
三條西實隆和漢通學、通曉有職故實之事，見《大辞林第三版》
，「三条西実隆」條。
297
原文取自藤原基經撰，菅原是善等完成，《文徳天皇実録》（
《国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
社，1897-1901），第 3 巻，頁 454-455。圖版可見：「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
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91093/235 （查閱於 2018/7/12）
298
母子草於《文德天皇實錄》的出現，及相關文獻內容解釋，詳見有岡利幸，
《ものと人間の
文化史—春の七草》（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 年），頁 119。
299
原文取自後魏．楊衒之撰、北周．宗懍撰，
《洛陽伽藍記 荊楚歲時記》
（臺北市：臺灣中
華，1969 年），頁 7-8。句讀參考王毓榮，《荊楚歲時記校注》
（臺北市：文津，1992 年）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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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龍舌䉽，而日本上巳風俗傳自於中國，
《文德天皇實錄》嘉祥三年的母子草，應該指的
是鼠麴草。300這樣看來，母子草和上巳節很早就有關係了。
關於草餅的食用情形，永仁年間（1293-99）左右或之前寫就的『年中行事秘抄』301
中已有「三月三日草餅事」
。302在室町時代的時候母子草被蓬取代放入草餅，具體替代時
間不清楚，但三條西實隆記有於天文 2 年(1533)3 月 3 日收到蓬餅的記錄。303
雖然在 1533 年已出現蓬餅，但文化廳本詞書裡仍有三月食用母子草所製草餅的敘
述：
「之後作為點心端上各種各樣的餅。陰曆三月之始，使用父子草、母子草做的草餅，
因為是手作的所以素樸。」至少在詞書成立之時，人們應該仍然知道三月初會食用母子
草作成的草餅習俗，陰曆三月之始應該就是指上巳節。
以上便是母子草與以水除穢的第一個關連，意即在中國或日本都是使用鼠麴草，也
就是母子草，做成餻或草餅於上巳節食用的，而上巳節如前述，與以水除穢密切相關。
室町時代，1533 年雖已有蓬取代母子草製作上巳草餅之事，但文化廳本詞書仍然有 3 月
食用母子草所作的草餅敘述，繪師還是有機會知道此習俗的。
母子草與以水除穢的第二個關連，來自於它的特質及別名「御形」
（ごぎょう）、
「ホ
—コ」及「ウカシブツ(浮かし仏)」
。首先是「御形」
，據湯淺浩史論述，
《大言海》中對
「御形」的解釋為母子的人形之意，而他據此推論：
人形從古代就作為替身，在除穢的時候使用，撫過身體將穢落下，再用水流走。
母子草和其它植物不同，顏色是白的，自古以來，白色被認為是無垢的，現在殘留於一
部分神社的替身人形，就是使用白紙。在白紙貴重的古代，庶民也許是用母子草除去母
304

與子的穢。

也就是湯淺浩史認為，母子草可能用於撫過身體後，放水流帶走人身上的穢。隨後
300

《円珠庵雑記》、
《東雅》
、
《倭訓栞》這些辭典類的書籍以《文德天皇實錄》及《荊楚歲時
記》認為母子草就是鼠麴草一事，見吉野政治著，《日本植物文化語彙攷》（大阪：和泉書院，
2014 年 1 月），頁 323-326。及有岡利幸，
《ものと人間の文化史—春の七草》
（東京：法政大学
出版局，2008 年）
，頁 117。
301
《年中行事秘抄》成立時間，見《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年中行事秘抄」條。
302
『年中行事秘抄』中已有「三月三日草餅事」，詳見寺林香代，
〈平安時代の食生活 : 年中
行事と餅について〉，
《夙川学院短期大学研究紀要》
（1985 年第 10 期）
：235。
303
三條西實隆在 1533 年收到蓬餅，見《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
「草餅」條。
304
此段引文原出處：湯淺浩史於《グリーンパワー》1 月号，1996 年的文章，文章名未詳。但
有岡利幸，
《ものと人間の文化史—春の七草》（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 年），頁 119-120
引用湯淺浩史該文部分原文，如下：人形は古くは身代わりとして、けがれを払うのに使われ
た。身体をなで、けがれを落とし、水に流したのである。母子草は他の植物と異なり、色が
白い。古来、白はけがれがないとされ、現在も一部の神社に残る身代わり人形は、白紙を使
う。白い紙が貴重だった古代、庶民は白い植物のハハコグサで、母と子のけがれを払ったの
ではなか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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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 2004 年《植物ごよみ》中補充，母子草有許多別名，其中有一別名為「ホ—コ」
，
與稱為這子(ほうこ)的東西發音類似，且：
這子，雖然現在己不流行，是放在嬰兒旁邊代受災難的替身，被認為是雛人形的
原形之一，因為是做成爬行的姿勢，所以稱為「這子」
。在孩子長大前放置枕邊，也有的
在放了 100 日之後放於河水沖走，流雛被認為屬於此系列。
(中略)
母子草的葉子是白色的，這是其它植物幾乎沒有的特質。室町時代紀錄上最古的
「這子」是白色的，並且被穿上白衣。305
從發音相似而與「這子」連結，並且這子與母子草同具白色特質，由此看來母子草
與作為替身帶走邪穢有關的可能又加上一層。接下來湯淺浩史提出，在《重修本草綱目
啟蒙》中母子草有「ウカシブツ(浮かし仏)」
〔筆者譯：浮佛〕的古名，他認為也許就是
指將母子草做為替身流於水中之事。306
以上就是湯淺浩史依母子草別名「御形（ごぎょう）」、
「ホ—コ」
、
「ウカシブツ(浮
かし仏)」所作的推論，不論是因為白色的特質，或是別名「御形」、與「這子」的發音
類似、古名為「浮佛」
，母子草似乎都與帶走別人的污穢，放於流水中有關。白色的人形
漂於水上，與婦女男子所穿藍底白文樣服飾可謂具備類似意象。
最後，回到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本身，在上文中一直提到的詞書母子草段落，
若與原文對照：
之後作為點心端上各種各樣的餅。陰曆三月之始，使用父子草、母子草做的草餅，
因為是手作的所以素樸。
やよひもはしめのわか草はちゝこはゝこのはう子もち手つくりからにいたゐ
けや
可看到詞書中父子草及母子草是寫作「ちゝこはゝこ」，而草餅則是寫作「はう子
もち」，這是有些奇特的事（圖 3- 87）
。母子草若僅依《春の七草》一書第四章〈ハハ
305

此段引文引自湯浅浩史著，
《植物ごよみ》
（東京：朝日新聞社，2004 年 6 月）
，頁 13-14。
原文為：這子とは現在はすたれたが、赤ん坊の側に置き、災難を受ける形代という一種の身
代わり人形である。ひな人形の原形の一つとされ、腹ばいの形で作られていたので、這子と
呼ばれたという。子供が大きくなるまで枕許に置かれもしたが、一〇〇日ぐらい経つと川に
流すこともあった。流しびなはその系列とされる。（中略）ハハコグサの葉は白っぽい。これ
は他の植物にほとんどない特質である。室町時代に記録される最も古い這子人形は白く、そ
れに白い衣裳着せられていた。
306
母子草與除穢、除穢人形的關連，詳可參閱以下三資料：湯浅浩史著，
《植物ごよみ》（東
京：朝日新聞社，2004 年 6 月）
，頁 13-14。湯浅浩史著，《植物と行事 : その由来を推理す
る》
（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 年 7 月）
，頁 35-36。有岡利幸，
《ものと人間の文化史—春の七
草》
（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 年），頁 120-121。

159

コグサ＝ゴギョウ（母子草・御行） わが国の正史が命名を記録〉一文，可看到雖有種
種別名，甚至有名為「ホ－コ」或是「ほうこぐさ」，卻不見列出「はうこ」
；且從同文
章所列和泉式部（生歿不詳，平安中期女歌人）和歌：花の里こゝろもしらす春のゝに
はらはらつめるはゝこもちいそ［筆者譯：不知鄉里繁花盛開之趣，在春野中摘草作母
子餅〕來看，平安時代即有以「はゝこもち」稱草餅／母子餅的和歌。307何以文化廳本
《酒飯論繪巻》此處寫為「はう子もち」?
即使母子草也許有別名為「はうこ」，但此處的確是刻意寫得不同的，很可能是為
了言語的趣味，也可能是有意與「這子（ほうこ／はうこ）
」308連結。室町時代文獻常見
有「天兒」
、
「這子」
，例如室町時代《御產之規式》就詳細記載如何製作「這子」
，為新
309

生兒除惡。 還有足利幕府幕臣，通曉殿中禮儀作法的伊勢貞陸（1463-1522）
，著有《產
所之記》
，也提到放「這子（ほうこ）」於產所守護。310故「這子」對室町時代的人應該
不陌生，這裡記為「はう子もち」
，觀者或繪巻設計者應有機會察覺到這個，既可聯想到
母子、又和擺在產所為新生兒除惡的「はうこ」有關，其中的言語趣味。

圖 3- 87 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第三段詞書中相應於「ちゝこはゝこのはう子もち」中的一
段（16 世紀中葉前，日本文化廳藏）
。

307

母子草眾多別名詳見有岡利幸，《ものと人間の文化史—春の七草》
（東京：法政大学出版
局，2008 年），頁 115-132。和泉式部和歌也引自此文，頁 126。
308
據《大辞林第三版》，
「這う子」、
「這子」條，這子發音有「はうこ」及「ほうこ」兩種。
309
室町文獻常見「天兒」、
「這子」及《御產之規式》敘述如何製作「這子」一事，詳見山田德
兵衛，《日本人形史 六版訂正》(東京：冨山房，1942 年)，頁 33-41。
310
伊勢貞陸《產所之記》記載ほうこ之事，見皆川美恵子著，《雛の誕生 : 雛節供に込められ
た対の豊穣》（横浜：春風社，2015 年 2 月）
，頁 91-92、頁 19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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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針對目前還未有專文討論，各自在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巻頭及巻末，兩個
可能涉及佛教破戒的圖像──寺院稚兒與授乳婦女圖，以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的《日本
絵巻大成》三部套書為比對資料庫，使用比較藝術學、圖像學及文獻閱讀的方式嚐試對
其展開解讀。對這兩個圖像的討論結果，似可為狩野派《酒飯論繪巻》的三個疑點提供
一個可能答案。
狩野派《酒飯論繪巻》有三個令人覺得疑惑之處。第一，與繪師狩野元信生平的衝
突。此繪巻在應仁之亂後的戰國時代繪製，其時武家、僧家、公家在亂世中，為爭取稅
賦、資源等，衝突有日益加深傾向，而日蓮法華宗、天台宗、念佛宗，在爭取信眾方面
也是如此。此三家三宗即為《酒飯論繪巻》中三位主人公的身份、信仰，而《酒飯論繪
巻》的內容主要是三者某日齊聚一處，互相辯論各自喜歡的酒和飯誰優誰劣。辯論內容
有些涉及人身攻擊、頗為尖銳的內容。例如，若繪師如實繪出身為上戶、信仰念佛宗的
長持對下戶的批評：明顯的假笑、正經八百的臉色，就算使勁鬧著玩，也只得到咬牙切
齒的表情。也就是與身為下戶信仰法華宗的好飯意見對立，現實中與好飯具同樣特質身
份，例如信仰法華宗或是不會喝酒的觀者看到了，難免會有自行代入覺得遭受批評之處。
如此繪製《酒飯論繪巻》的難點，若考量狩野元信的生平，顯得更加無法理解。因
為從其生平看來，狩野元信應是個處世圓融，與各派人物皆能和平相處之人，有時敵對
的兩方勢力也能皆有所接觸。加上本身雖信仰日蓮法華宗，卻常接下各佛教宗派的繪畫
工作，並且相當努力經營事業，如此看來，他理應不會承接繪畫化這樣有攻擊各宗派身
份內容的繪巻。尤其狩野派《酒飯論繪巻》的圖像至少在 1524 年已為《真如堂緣起》引
用，並從現藏於茶道資料館的淡彩《酒飯論繪巻》看來，很可能在室町時代已製有粉本，
應該不是秘而不宣的作品。在推測製作《酒飯論繪巻》的年代之後，狩野派也仍然維持
廣接各界繪畫訂單，僅管繪巻詞書有三位主人公互相批評的部分，狩野元信為《酒飯論
繪巻》繪製的畫面，很可能具備不會得罪現實中和三位主人公具相同身份特質觀者的設
計。
其二，狩野派《酒飯論繪巻》的開頭處就畫了兩位寺院稚兒。寺院稚兒在日本中世
常有被僧侶當做性對象之事，雖然發展出一些理論文化或文學合理化正當化，但是畢竟
是破戒，當時的人並不是都能接受，僧侶們自己也有戒律復興運動，或立下誓文戒男色
以求身後能往生淨土。而《酒飯論繪巻》的寺院稚兒與僧侶相處親近、華美稚兒與僧侶
暴食形象並列，此飽食圖像又有隱涵破戒的歷史淵源、第三段稚兒甚至穿豔紅能透出手
臂肌膚的薄物，難免讓人聯想到僧侶破戒接觸男色一事。繪師不僅沒有避開稚兒，甚至
如此醒目繪製，對稚兒的形象設計應是具有相當自信，或是有需藉稚兒以傳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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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與繪巻一開頭顯眼的寺院稚兒有異曲同工之效，狩野派《酒飯論繪巻》巻末
則是明目張膽地畫了殺生肉食情景，其中更有婦女為嗷嗷待哺的幼兒授乳，讓稚嫩幼兒
與殺生肉食情景並列，似乎有些不妥，而且詞書中的三位主人公都各有其佛教宗派信仰，
佛教一般是不倡導殺生的。繪巻的開頭及結尾是讓人印象最為深刻之處，繪師或設計者
如此安排，此兩圖像的形象語言實在有需探究之處。
在經過與過往繪巻比對之後，針對第二個疑點，發現繪巻的寺院稚兒也許反倒有賦
予僧侶們良好形象的作用。第三段的用膳稚兒，化粧完整，衣著華美，考量歷史上的化
粧表現及與稚兒衣著、陪膳的相關文獻及圖像資料，其身份應相當尊貴。與僧侶一同用
餐，用餐器具是清淨的白木餐具，這些都可見他受到良好對待的線索，應該是衣食不虞
匱乏，並且受尊重的一位稚兒。
而好飯家的兩位稚兒，其中一位下棋稚兒，從眼神，花立涌文樣可知他與本就尊貴
的用膳稚兒相比，又更受繪師突顯，有一般繪巻中以稚兒為主角的表現。常在神佛畫像
中看到的細長眼形、眼尾往上，以及在繪巻中通常屬良好繪畫語言的下棋活動，以及端
莊姿態，皆透露出其與眾不同並賢明的個性、尊貴的身份。從眼神、花立涌文樣、長髮，
還有與《酒傳童子繪巻》中酒吞童子的比對來看，更有可能是意欲呈現一位神聖童子的
形象。再由髮髻與一般《稚兒物語》繪巻強調稚兒身後長髮的表現不同，以及端莊的舉
止推測，他並沒有要刻意展現美色，這位下棋稚兒應不會讓當時的觀者想到僧侶以稚兒
作為性對象一事。
前行研究已提到，《酒飯論繪巻》第一段圍碁之景也許正暗示著三位主人公正進行
著的辯論。與《酒飯論繪巻》同具廚房景像描繪的《慕歸繪詞》也有圍碁圖像，並且可
能暗示著覺如上人與唯善房正在進行的辯論。唯善房辯論的敗北有透過圍棋前，稚兒過
於沉醉玩弓之樂的表現而傳遞的可能。而《法然上人繪傳》也有疑似以稚兒表現透露相
鄰僧侶品性的圖像。循此畫例，那麼《酒飯論繪巻》的圍棋之景，隸屬好飯家的下棋稚
兒形象賢明端莊，很可能正是繪師告訴觀者，正在與其它二位主人公進行辯論的好飯，
其品性良好的手法。
好飯家的第二位稚兒，雖然在第一段一手搭著僧侶肩，一手一同比向棋盤，但從他
未完全女粧化的臉龐及少年常穿的肩衣長袴禮服看來，只是一位服裝正式的普通少年，
應不會讓觀者特別注意到稚兒美色，而覺得有和僧侶過於親近的舉動，若從仁和寺的守
覺法親王（1150-1202）
，所著《右記》中的〈童形等消息事〉
，對稚兒要常接近有才有序
之僧的建議看來，觀棋稚兒反而應是適當接近僧侶，突顯出僧侶受兒童少年歡迎的可親
形象。第三段的他，身穿紅豔薄物，乍看之下有些艷麗，但若考量到繪巻季節安排，有
突出該段落為夏季，而全巻是四季並存的作用。日本中世，四季一齊齊聚於作品中，是
表示異空間或理想鄉的方式之一，狩野元信本身也有多幅四季畫作，故《酒飯論繪巻》
應該也是元信其中一幅四季齊聚，寓意良好的作品。寺院稚兒本有依季節調整衣服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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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並且寺院稚兒一向穿著鮮艷，有裝飾僧侶行列的職責，夏天穿著紅艷薄物，雖
無法真正確定繪師意欲為何，但若要說是合理之事也應是可行的。
最後，針對前面提過的《酒飯論繪巻》第三個疑點，從婦女身上的文樣觀察到，她
可以說是全巻人物中，服飾佈滿最多菱文的。菱是一種生於污濁池沼的植物，繁殖力強，
菱文涵意則有祈禱子孫繁榮，無病息災之意，對照巻末武家中原仲成宅邸殺生肉食、食
用血穢，舀水清砧板的婦女，其身上的菱文在此可謂有雖食血穢，但祈願子孫繁榮無病
無災之用意。且巻末的授乳婦女，若從乳血同源的醫學觀念看來，應該是正在藉由以乳
血哺育後代的圖像，為巻末殺生肉食進行緩解的作用，意即殺生肉食某種程度上如同母
親以乳血滋養下一代般，是維持新生的不可避免行為。
可為此背書的，還有與婦女一同工作的男子，在他身上觀察到一些特點，反映出他
的手毛腳毛雖然可能暗示著殺生之舉，但從表情看來，他是不太願意如此的。男子和婦
女一樣身著水藍色上衣，佈滿白色文樣，詞書中又提到三月食用父子草、母子草作成的
草餅一事，父子草、母子草周身有白色絨毛，與男子婦女服飾佈滿白色文樣類似，並與
孩童組成父子、母子組合，很可能就暗示著詞書提到過的父子草、母子草。
母子草與源於祓禊的三月上巳關連很深，日本從 9 世紀開始就會於三月上巳食用摻
入母子草所作的草餅。並且母子草從別名及古名看來，本身就和撫過身上，放於水中流
走的白色除穢人形很有關係，對照巻末婦女與男子皆穿藍底佈滿白文樣的服飾，令人想
起漂於水中的除穢人形。
狩野元信有幾個機會可能得知三月上巳祓禊，並將之與父子草．母子草結合，揉入
巻末親子組合呈現。其一，文化廳詞書好飯的主張處本就提過《源氏物語》中，源氏被
流放至須磨之事，而源氏身在須磨的時候就曾經於三月上巳至水邊進行祓禊，繪師若知
曉這故事，便有可能聯想到。其二，依《お湯殿の上の日記》，朝廷一直有在三月上巳使
用人偶除穢，元信及其父正信既身為幕府御用繪師，元信本身也曾在朝廷畫過襖繪，且
曾為通曉和漢、有職故實的三條西實隆繪過多次扇繪，應該有機會了解到朝廷此一行事。
其三，三月上巳祓禊在中國本與婦女產厄有關，元信兒子狩野松榮於 1519 年誕生，離
推測的狩野元信《酒飯論繪巻》製作之時相近，中世日本婦女產穢忌避期間有增長傾向，
不知狩野元信會否以此發想，畫製巻末親子組合，並揉合上巳除穢意涵於其中，為武家
的殺生肉食除穢祝福。其四，文化廳本詞書本身就有將母子草（はゝこ）與草餅／母子
餅（はう子もち）書寫不同的設計，與守護新生兒的這子（ほうこ／はうこ）似有音及
義的連結，繪師也可能結合「母子草／母子／這子」等除穢、祝福此一趣味於巻末親子
組合。
整體看來，巻末的授乳婦女，若從菱文及乳血同源的醫學觀念看來，應該是正在藉
由寓涵生於池沼但繁盛的菱文、以乳血哺育後代的圖像，為巻末殺生肉食進行緩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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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即殺生肉食某種程度上如同母親以乳血滋養下一代般，維持新生。且從巻末疑似
暗示父子草．母子草的親子組合，與進行除穢的三月上巳連結，不僅寓涵著在水中流放
白色除穢人形清殺生血穢的用意，也有為巻末帶來三月上巳初春季節的作用。不僅以水
除穢，父子草與母子草和三月上巳的關聯，也為第四段的秋冬季節，帶來三月初的初春
氣息，或許正在巻末寓意著，雖歷經秋冬肅殺，新一輪的季節、生命循環因此得以延續。
最後，回到本文提出的，
《酒飯論繪巻》的第一個疑問點，如此含有四季齊聚、以水
除穢的繪巻，歷經肅殺秋冬最後回到新生春季，配合著全巻衣食不虞匱乏，眾人歡樂準
備飲食的景像，以及能透露出所屬之僧良好品性的稚兒，實是寓意良好，飽含祝福的一
件作品，似乎也回答了為何狩野元信經手這個各身份宗派主角，有時以尖銳言詞辯論、
互相批評的繪巻，仍然不會得罪現實中具同樣身份特質的觀者。
由於時間及地域上的限制，未能花時間徹底整理建立於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日本
絵巻大成》三部套書的比對資料庫，僅能整理出大概傾向，試圖以此解釋文化廳本《酒
飯論繪巻》的寺院稚兒及授乳圖像。再者，因身處台灣，以及日語程度有限，未受日本
教育文化薰陶，全文雖時常援引日本學界論文，以求了解相關日本歷史傳統風土、人情
習俗等，但日本文獻搜索、取得不易，以及或許對相關研究有所遺漏、或判斷上的偏頗、
與日本文化的隔閡，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寺院稚兒及授乳圖像的分析，尚待未來研
究進一步完整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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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文化廳本紙本設色《酒飯論繪巻》概覽
16 世紀中期
紙本著色．一軸．30.7x1416 公分
日本文化廳 2002 年收藏
（原電子圖檔由日本文化廳惠賜提供，以下概覽經過電腦接圖、增亮 30%處理，再分段）

【第一段】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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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造酒正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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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飯室律師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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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中左衛門大夫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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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文化廳本《酒飯論繪巻》詞書參考簡譯
中譯僅止於作為本研究所用，不作其它研究或它用。翻譯很大部分參考了クレ－ル
=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等所撰〈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311
一文的翻刻、釋文及相關註解，詳細內容請參閱該文。此外還參考以下文章及書籍：“W
ine, Rice, or Both? Overwriting Sectarian Strife in the Tendai Shuhanron Debate”
、〈フラ
ンス国立図書館蔵「酒飯論絵巻」の特徴と文化庁本の翻刻(共同研究報告)〉及散見於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此書中
有關詞書的資訊，詳細書目資料可至參考資料查看。除此之外的參照，皆記於相關註釋
處。
翻譯過程廣用線上中日日中詞典、《コトバンク》線上百科事典及網路搜尋。筆者
日語程度有限，不免會有疏漏、錯誤或不足的地方，還望海涵及不吝指正。
【第一段】
話說，我們國君治理朝代、慈愛人民之事，與那些漢家明王聖主來說，因為年代相距
久遠，所以難以比擬。
本朝的延喜天曆312治世也是如此。
由於我們國君的浩蕩恩澤而使人民生活豐裕（爐灶炊事不斷）313，無不臉上浮滿笑
容、生活過得富餘繁盛，對此只有贊頌之聲不絕於耳。
於今此時，三人之輩在這裡相聚，各自隨興爭論。
其中一人為造酒正糟屋朝臣長持，是一位很能喝酒的大上戶。314
其中一僧為飯室律師好飯，愛好湯漬飯315的下戶316。
還有一人為中左衛門大夫中原仲成，是喜好酒也喜好湯漬飯的中戶317。
每人都各自盡其語歌詠，言中對後世之事好似深深掛心似地。
【第二段】
造酒正長持主張
酒的豐功偉業，每個人不論是於古於今都不是新鮮事。
311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文化庁
本・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本とその周辺》（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22~68。
312
《大辞林第三版》
，「延喜」條：年號（901.7.15～923.閏 4.11）
。醍醐天皇的朝代。
《大辞林
第三版》
，「天暦」條：年號（947.4.22～957.10.27）
。村上天皇的朝代。
313
翻刻處有提到「民のかまともにきはひぬれ…」提到人民的爐灶熱鬧，應是暗示物資豐裕食
物不虞匱乏的生活。
314
《大辞林第三版》
，「上戸」條：喝很多酒的人。喜歡酒的人。
315
「小漬」為只有湯和飯的輕食，或湯漬飯，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
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23。
316
《大辞林第三版》
，「下戸」條。不會喝酒的人。
317
「中戸」為飲酒量中等之人，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
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26 相關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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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好酒而飲之人，在以前甚至有位至封戶 者。
還有誓言就算到後世也要成為酒器319的人。
愛竹的白樂天也作有勸酒之詩。
在惜別詩的序中也有勸進三百盃。
桃李盛開之時，連天色也變成醉酒的氣色。
在花下勸酒，於樽前春風、林間焚紅葉溫酒酌飲，真可謂風流至極。
長年千載的初春之時，如果喝了屠蘇．白散，因為飽含萬數壽命，所以在一里之中不
會有生病的人。
全部的酒也被醫師定為百藥之長。
因此，多數祝賀，也是持酒而往為首要之事。
成人式・喬遷・詩歌會、嫁・娶・新出仕、乃至於聚會相賭，如果沒有酒的話該要如
何呢。
其中曲水之宴、重陽之宴更是格外有趣。
或是曲水宴中浮起的鸚鵡盃320，或是流觴的濫觴都是所有酒盃的由來啊。
世繼321中也說到，憑添閃耀光芒的盃從一手傳至下一手渡過生生世世，
源氏成人時也是獻上名為御酒之物。
狹衣物語的主人公狹衣大將也添酒至盃獻上給二之宮。
在原業平放不下過失耿耿於懷的時候，也是一邊拿出懷裡的酒杯，在上續「緣既淺兮
淺如流，涉水不濡裳下襬」322之和歌，寫下下半部交給伊勢齋宮，一邊流下血淚。
因為如此，這個世界的榮華之中，沒有能與酒比擬的東西。
絲竹管弦風情也因酒宴相得益彰才有興味。
賞雪月花之際，如果沒有酒的話便了無其趣。
所以從天神到地祇都是以酒獻上的。
在親近別人上有其德，立身出世方面有其功，心情放鬆方面有其法。
雖說有眾多海產物和禽鳥的美味、乃至氣味調和的料理，離開了酒就一點價值也沒
有。
不喜歡酒的客人來的時候，什麼也沒得做。323
318

「封戶」，古代律令制下對貴族或寺社給予的封祿。此處是指接受封戶的貴族之意。見クレ
－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6 相
關註釋。
319
原文應為「土器(かはらけ)」，喝酒的器物。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
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6。
320
「鸚鵡の盃」
：用鸚鵡貝、青貝、阿古屋貝等具真珠光澤的美麗貝殼所做的杯。見クレ－ル=
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7 相關註
釋。
321
「世繼」，指《栄花物語》
。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
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7。
322
和歌節錄自林文月譯，《伊勢物語》
（臺北市：洪範，1997 年）
，頁 166-169。
323
《『酒飯論絵巻』影印と研究》書中一文章似乎有另一種解釋，
「お酒に弱い下戸でも、事情
あって酒宴を催し客を迎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場合もあるが、その時客の調子に無理に合わせ
ようとしても心が篭っていないのが明らかで、実に詰まらないと言う。それだけでなく、無
理をして付き合いで飲んでしまうと、飲みなれていないからすぐに酔いつぶれて醜態を演じ
る羽目にもなる。猿のように背中を丸めて寝て、涎を垂らしながらだらしない姿勢は目に堪
えない物があると言う。」
〔筆者譯:敘述酒力不佳的下戶也有因事需舉辦酒宴迎客的情況，其時
雖勉強配合著客人，但因為明顯是表面誠意，所以實在是無趣。不僅如此，勉強自己作陪而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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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假笑、正經八百的臉色，就算使勁鬧著玩，也只得到咬牙切齒的表情。
醉了之後像猿猴睡著般弓著身體蜷縮地睡，有時喝醉後像是貪吃的臉一樣垂著口水立
著膝蓋，全然不省人事的樣子啊。
之後再度備上的菜又完美地吃光光了。
甚至上戶吃剩的，也要掩人耳目，不引起注意地吃掉。
啊!將上戶所好之物，不分身份貴賤同席，觥籌交錯三度五度。
口徑大而深（搭配合宜）324的大茶碗、塗成黑色的、塗成白色的325、赤漆的，製作別
致的大蓋碗326等，各個隨心所欲那樣地開始、
一口喝盡．暴飲．啜飲，新春首先就是梅花的香氣尤其優美。
秋天亦是，野原末端的草枯乾，微微搖動著無露327的枝等，解體魚後，從尾部一定距
離處橫向立刀切下328，向別人勸進酒的時候，也没用杯底殘存的酒洗杯口地一口猛喝
盡，向側邊的人勸酒，向隔壁的人勸酒，向斜對面的人勸酒，依座席順位左右交替決
定對象而斟酒、
宴會助興有各種各樣:供品、贈品，管弦樂、亂舞、白拍子，立舞、居舞、東遊，今
樣歌、小柳、撓萩，神樂、催馬樂、其駒，猿楽、模仿技，聲技、骨業、力業329，極
盡所有全俱登場。
不論是多麼令人感嘆的時候、心裡感覺痛苦的時候、還是想要忘掉許多東西撫慰心靈
的時候，只有盛大酒會才是最棒的啊。
何況有喜悅的事的時候，首先就是喝祝賀的酒。
酒，因為不慣喝酒所以很快就爛酔如泥盡顯醜態。像猿猴一樣弓著背睡覺，邊垂著口水的邋遢
姿勢不忍卒賭。〕
，此段解讀見ジュリアン・フォ－リ－，
〈『酒飯論絵巻』の詞書における問答
形式の語り方〉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影
印と研究》
（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頁 117。同書簡短提及這段的還有小峯和明，
〈『酒飯
論絵巻』を読む〉
，在伊藤信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増尾伸一郎編，
《『酒飯論絵巻』
影印と研究》（京都市：臨川書店，2015）
，頁 157。因筆者日語程度尚無法決定是何意故暫且
列出並記下不同解讀於此供參考。
324
「あはいこふかき」を「小」で記すなら、取り合わせの良い容器の意味か。〔筆者譯:「あ
はいこふかき」記為「小」的話，也許是搭配合宜的容器之意。〕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8。
325
「白塗り」の意味は明白ではないが、白が「生地のままで色や釉薬がかかっていない」と
すれば「かわらけ」であろう。
〔筆者譯:「白塗り」
，雖不太了解其意，白如為「保持素胎不上
色或釉」之意應是指「土器」吧。〕以上是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
『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8 的部分註釋內容。
326
「合子」，附蓋小型容器的總稱。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
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28。
327
「露なし」也許意指杯中無酒之意。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
『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9。
328
關於「一文字」的註釋原文:魚をおろして、尾の方より横に包丁を立てて一直線に切るこ
と。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
解〉
，頁 29。
329
「亂舞」，酒宴時和著音樂唱歌跳舞。
「白拍子」
，平安末至鎌倉時流行的歌舞。
「立舞」，站
起跳舞。「居舞」，坐下跳舞。「東遊」，平安時代開始舉行的歌舞之名。「今樣歌」
，相對古歌
謠，平安中期出現的新樣式流行歌謠。
「小柳」
，平安末期雜藝的一種。「撓萩」，室町時流行的
歌謠曲名。
「神樂」
，祭神而在神前演奏的舞樂。「催馬樂」
，中古後流行的一種歌謠。
「其駒」
，
神樂歌的曲名。「猿楽」，中古至中世即興模仿滑稽事物的言語藝術。「骨業」
，曲藝的一種。「力
業」
，憑力氣的武藝。以上部分節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
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29 的相關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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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能飲之人沉迷於酒，述説著世間極其悲傷，就算有與生俱來即有貧與富之分，但
沒有不喜歡酒的人所建立的倉庫。330
夏六月暑熱之際，農曆十一月・十二月寒冷之時，或是偶發疝氣之病，皆喝酒治癒。
就算再怎麼做事失誤了，只要說是因為醉酒了便能得到寬恕。
原本我們是還不甚了解佛教道理的人，醉於無明的酒以後，醒酒的現實也無法得知。
關於如此的罪惡・生死，就算是將魚禽類作為菜肴喝酒的嘴，只要誦唱彌陀名號，即
使不合理而污染的心也不用捨棄，打破戒律也不會被討厭。
也毫無疑問能乘著光明遍照十方的光芒。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從新酒以至舊酒都能沉醉的長持，深深仰賴無論好人惡人只要唱誦彌陀名號便能得救
的念佛宗。331
【第三段】
飯室律師好飯主張
即使表彰上戶之德、詆毀下戶，喝酒不喝酒比較起來，還是上戶那方罪責深重。
首先，佛的御法中五戒332裡有不沽酒戒，不賣酒也不飲酒。哪個內典和外典333有教授
人去喝酒的呢。
漢高祖也是棄盃所以才不會為項羽所謀。
殷紂滅亡實因建造了酒池之故。
長安倡家女之所以忘了琵琶秘曲也是因為酒而拋棄了自己334。
源氏被流放至須磨，若溯其緣由也是因為與朧月夜的官之君初次相遇那時喝醉了。
藤大納言的老婆北之方也是因為他在酒醉狂亂之時將她當作正月一日的禮品送給客人
了。
作為害人的手段，勸酒真是個可怕的東西。
此外，不僅上戶的飲食形式是就算不吃東西也無法停止的；還讓許多的米殼腐爛、為
了造酒而浪費。
每個酒屋都會有這個那個喝酒賖帳；要求付款的時候便會不像話地生氣。
沒有買酒的錢自然過著不能喝酒的月月日日，枯燥寂寞好像過著和老婆離異的日子一
般。
混亂喝醉時會對家裡的妻子等人亂罵一通。遇見人時性格扭曲，說一些乖戾的言語、
330

原文「下戸のたてたる蔵もなし」是一句俗語．諺語。據《大辞林第三版》
，「下戸の建てた
る倉も無し」條: 上戸は酒に金を使いこんで何も残らないが、といって下戸が酒を飲まない
で財産を残したという話もない。〔筆者譯：雖說上戶將錢都用於酒了沒有什麼剩下，也沒聽過
下戶不喝酒而留下財產的說法。〕
331
「念仏宗」
：信仰阿彌陀佛，希望憑藉念佛而往生極樂的宗派。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0 相關注釋。
332
五戒是在家的人需尊守的五種戒，不殺生戒、不偷盜戒、不邪淫戒、不妄語戒、不飲酒戒。
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3 相關注釋。
333
內典指佛教典籍；外典指世間所行佛教以外的典籍，在日本主要是指儒學的經典較多。譯自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3 相關注釋。
334
雖然被認為是典出白居易〈琵琶行〉
，但似乎沒有因為酒而淪落的內容。節譯自クレ－ル=碧
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3 相關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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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並怒目而視。眼神、相貌、姿態，恍惚的表情就更不必說了。
搖搖晃晃到處遛躂的上戶習氣，一邊步履蹣跚地走著，一邊掉入溝渠或廁所，手腳、
腳上所穿、乃至於身上所帶的東西也髒掉，連能乾淨握取的地方都沒有，邊苦笑的樣
子真是又可憎又髒啊。
而且從馬、輿、到車都沒辦法好好搭上而跌倒，還辱罵從者，身體至心靈都十分不
淨。
上戶帶紅的臉色像酒盤一般。臉上掛著斑駁紅色而鼻子泛白的樣子實在很像面具。只
要喝了酒就氣勢驚人地跑著，然後臉色轉青也令人害怕。
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這也是實況，肚子已經吃得滿飽趴在床上喝醉了，卻還是不留
神地一邊拿著大大的杯子想要再喝，卻喝不了和菜肴一起吐出來，嘔吐物沾上了自己
的皮膚，看了這樣幾乎沒有不被影響而感覺作嘔的人。
這樣的上戶，他的口腔臭味、口水臭、腥臭、肚臭，因為腐敗導致的異臭那些漂浮的
髒污，就算在外面的那些人鼻子也受不了。
這樣醉了之後的種種樣態，別說是可能向大家透露而變成一種笑柄，更可能因為如此
犯下過錯。有的是不知分寸地說太多，也有的是失態乘著酒醉狂暴行事害到別人。還
有醉到分不清前後左右恍恍忽忽失了性命的。
喝得太醉的時候還會手腳施不上力渾身綿軟，雖然勉強有在微微呼吸著，但卻根本不
是原本該有的人樣。
不論親疏遠近聚集著讓他喝水茶、栗粥和搗爛擠出的茗荷汁液，慌忙騷亂的樣子真是
令人瞠目結舌。
還有醉醒的時候會對喝醉時的事覺得羞恥。宿醉的早上則會偽裝假裝是生了病。考量
這些種種和下戶比起來並沒有多好。
特別是，祝賀的場合也是先備妥用膳之事。成人式、喬遷、嫁娶等慶賀之時亦如此。
335
大臣在舉行大饗時也是在最初的料理表達感激。
供上強飯、姬飯或是菜肴。也供上飯糰或如珠玉般盛裝的飯。粟飯的顏色就像女郎花
336
一般。
桃花之宴的赤飯，莫不是正映照著花的顏色。在夏天，麥飯也給人清涼的感覺，令人
覺得格外珍貴。
滿滿盛裝大小如地藏頭的飯似乎和六道中的生物隨緣遇合一樣。準備四季能採摘的貴
337
重蕪菁、油菜等野菜，筍、茗荷花穗、松茸、平茸、滑薄 等茸類，作成熱湯或第二
338
339
個端上的小碗清湯 ，再加上冷水泡飯或放入各種調味料的「うそうそけ」 ，並提
供輕調味的湯漬飯，如果供給上戶這樣的料理，沒有不來享用的上戶。
335

原文使用「かいこう(開口)」比喻大饗的一開始，而據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
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5 相關注釋，
「開口」是能樂用語。
再依《大辞林第三版》
，「開口」條，猿樂（能樂的前身之一）在開口的部分會說些祝辭，故此
處暫譯如此。
336
《大辞林第三版》
，「女郎花」
：夏至秋在莖頂上開有傘狀黃色小花。是秋的七草之一。一名
黃花龍芽草。
337
《世界大百科事典 第２版》，「キノコ(菌∥蕈∥茸)」條：滑薄(なめすすき)是一種可食用
的茸／菌／蕈類。
338
小汁：二番目に出す薄味の汁。小ぶりの椀に入れて供するのでこの名がある。〔筆者譯：
第二個端上的淡味湯。因為放入小型的椀而提供，故有此名。依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
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6 相關註釋。
339
關於「うそうそけ」仍未找到確切相關資訊，暫以原文加引號的樣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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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作為點心端上各種各樣的餅。陰曆三月之始，使用父子草．母子草（御形）做
的草餅，因為是手作的所以質樸。色澤不變的松餅．笹餅是祈願大君治世持續千年的
餅。如果吃了切斷煩惱的餅，應該就能達到領悟（菩提）的境地。
吃了粟餅的話，憑藉著瞬間消逝變化無常的生命就能了解到浮世為空虛。五月五日的
340
節日裡食用會令人想起屈原的粽子，冬初的慶賀中則食用名為豬子餅 的搔餅。這個
餅雖然不是秋天的鹿但也是在下舖墊著紅葉吃的，很是具有風情。
正月伊始，不分身份貴賤都一起製作鏡餅，鏡餅中映照了持續千年的壽命之影。神社
及各地寺院都由餅佔據了修法壇舉行修正會。341
在趣味的遊戲方面有闘茶，百服茶342．衆儀．批判。將茶具袋或茶葉罐選出，將木
343
344
345
先、名目、走摘 放入洞香、清香、真壷、片木等價值不菲的小壺 。將唐物 、國
物、「作り物」346並列比較。這樣靜靜進行的茶會遊戲遠比酒宴要有趣多了。
開始佛法修行時，也是戒酒能為修行助力。沒辦法守戒的人都心猿意馬般無法靜心。
347
因為喝醉所以忘記了無價之珠 也是酒的錯。
靜靜誦讀法華經，處於火宅348之中的眾生只有全乘坐大白牛車才能前往常寂光土。349
南無妙法蓮華經。
好飯深諳佛法五味350，並為了更加浸淫禪定境地，正聆聽佛法體味禪悅。
【第四段】
340

豬子餅，如文獻《二中歴》的八・供膳中記有「亥子餅七種粉 大豆 小豆 大角豆 胡麻
栗 柿 糖」，有多種顔色的種類。在十月的亥日食用的餅，祈禱無病息災。也用於贈答，這個
行事在室町時代特別被予以重視。見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
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6 相關註釋。
341
修正会：每年正月諸宗寺院舉行的年始法會，為祈禱那年的天下平安玉體安穩等誦經。見ク
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36
相關註釋。
342
百服茶：與鬪茶一樣是猜茶產地的遊戲。節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
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6 相關註釋。
343
木先、名目、走摘：比普通還要早採摘而作的上等茶。節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
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37 相關註釋。
344
小壺：在茶葉罐（茶入）中，茄子．文琳．丸壺．瓢簞等和大海．肩衝區別而稱為小壺。相
對於茶葉壺的大壺，將抹茶壺稱為小壺。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
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37 相關注釋。
345
唐物：中國渡至日本的器具．工藝．茶葉罐等。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
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
346
作り物：草花文．草花動物紋中，連草花根部附上的土壤都作為文樣配置的織物模樣之一，
也許指「作土」
。節譯自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
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作り物可能有以上涵義，暫且找不到中文裡相對等的翻
譯，因此這裡保持以引號加上作り物的樣子呈現。
347
無価の珠：《法華經》中七譬之一。譯自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
『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
348
火宅の車：〈法華經譬喻品〉之中一喻。節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
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
349
常寂光土：具備常樂我淨四德的法身毘盧舍那佛所住的淨地。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
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
350
原文「五味の調熟」
：指乳味．酪味．生酥味．熟酥味．醍醐味。譬喻佛法教說依眾生能力
循序漸進之事。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
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

174

中左衛門大夫仲成主張:
上戶下戶備述其德，其德盡皆人知。但若論最以佛法為尊的除了中戶無人出其右。過
於不喝酒沒有意思，喝那麼多也過度了。
年始的祝賀之時也是，特地舉行的式三獻上，廣受世人討厭的大上戶態度不佳的酒醉
發狂。另一方面，在宴會上顯得無趣的下戶也不值一提。無論是暴食或上戶的暴飲，
於古於今，唉呀，都是不討喜的。
需謹遵佛法教誨。凡夫也是不違其法才能開出現世的榮花。並具備來世的覺悟。就算
持戒中人，認為保持不醉程度是可以被許可的話，那麼好像認同喝一杯比完全不喝的
聖人比起來更受到尊敬的樣子。
繞是如此，中戶的饗宴是飯或酒都適當程度地，並置同時食用，一生如此就很好。
全部的慶賀之事或遊戲的時候如果沒有酒便不有趣。甚至呪師或品玉351等演出節目，
不喝酒的話就不盡興。而相撲、翻手遊戲、大力士表演等如果餓肚子的話就什麼也做
不了。
夏季褥熱難耐之際，喝下古酒一杯便氣力橫生，冬季寒冷行將凍結之時，如果喝放了
生薑煮沸的熱酒，風寒也近不了身。
進食前、進食中、進食後，適當程度的小杯飲酒至心滿意足，被確實認為是良藥的。
吃過度呀會很痛苦，喝酒過醉也很難熬。若是如此，全部的事皆沒有比適中更好的
了。
器量、藝能、地位、家世，才智、才學、詩歌的製作、乃至神佛的施恩方面，也是祈
願中等為宜。
若考慮人的貧窮福裕，幼年、中年、老年之中，還是中年較為安心可靠。年齡程度也
能如此看待，老人看了令人不忍卒睹，襁褓中的嬰兒樣子過於稚氣，還是十七、八歲
的時候才是盛年啊。
關心也是一樣的，太過關心會引來不快。張皇失措也很蠢。只有保持中庸之道的人心
才會有益維持長久友誼。
過胖的人很難看，太瘦的人一副窮相，太高的人也不好看。剛好程度的小侍352、不好
也不壞的宮侍353之人就有適配得宜的感覺。
四季之間也是，太熱太冷都令人難以忍受，春秋和煦帷子354或小袖都絕對不需要最是
宜人。
考量世間的生活，也是陽光照射的時候東西就很熾熱。下雨過多就會變成洪水。
平和穩當的堯舜時代，最好的便是人民的爐灶一刻也不得閒地燒著。高名氣的智者們
也是在祈禱天長地久的祝願時祈求剛好程度的願望。
本來其中好的東西就是細橋、荒道、沖之石、船之帆柱、航標。355行好事的中人，只
351

咒師：法會之後，將呪法內容簡單易懂地，以相近於猿樂或田樂的形式演出來者。品玉：以
猿樂或田樂演示的曲藝。將球或刀槍向空中拋並巧妙接住的表演。以上譯自クレ－ル=碧子．ブ
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37 相關註釋，因暫且
找不到相對應的中文字詞，故保持日語原文。
352
小仕：侍奉於將軍近側，致力於夜班或供奉的人。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
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0 相關註釋。
353
原文為「宮仕ひ」
，在宮中或貴人家服務的人。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0 相關註釋。
354
帷子：沒有內層的衣裝。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
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0 相關註釋。
355
原文「澪標」
（みおつくし）：標示使知水深的記號。作為和「身を尽くし」的一音二辭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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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小馬可乘就很好。
中納言的中將是普通人無法當上的官，中務卿則具有品格。上臈和下臈之間如果沒有
中臈356便不完整了。
都周邊的嵯峨清涼寺裡的釋迦像是站在中心點的。在相當於極樂淨土的中心處建造的
357
天王寺，轉法輪寺 的藥師像則是安置於中堂。
歌詠「ふりさけみれば」的安倍仲麻呂358實在很優美。在詩歌中留名的是有名的前後
中書王359。
大梵天優秀的地方在於祂住在中程之地。五天竺雖然廣大，佛卻是在中天竺誕生。甚
至全部的淨土化佛也是在虛空的中間現身的。九品往生的中間是中品中生，五智如來
的中間有優秀的中心大日如來，三諦的觀心法是以中道觀作結。
如果是這樣不論是上戶、下戶，大家都是和中道一體的，見酒則醉，思飯則空，離開
了自身就不會有領悟，心外無佛。只有大日如來現身才能正確即身成佛。南無三寶、
南無三寶。
在世中生活著的仲成澄淨心中領悟到中道之理。

語，用於移至下一主題。譯自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
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1 相關註釋。
356
臈，在朝廷累積年功得到的地位、身分。或是僧侶受戒後累積修行的年數。譯自クレ－ル=
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1 相關註
釋。
357
転法輪寺：不知指何處。從提到中堂的藥師像看來，也許是指延曆寺。譯自クレ－ル=碧
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1 相關註釋。
358
安倍仲麻呂，遣唐留學生。雖仕於玄宗皇帝，但就這樣得不到回國的機會而歿於長安。譯自
ク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
，頁
41 相關註釋。
359
前中書王，為兼明親王，是醍醐天皇皇子。長於詩文、書法，著有漢文隨筆『池亭記』。後
中書王，就是具平親王，是村上天皇皇子。長於和歌、詩文。著有『弘決外典鈔』等。譯自ク
レ－ル=碧子．ブリッセ、伊藤信博，
〈文化庁蔵『酒飯論絵巻』の翻刻・釈文・註解〉，頁 41
相關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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