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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童子拜觀音－《華嚴經》〈入法界品〉的藝術表現 

陸豔冰 

內容提要：在眾多觀音菩薩造像中，其中一種，在菩薩身旁有一位兩手當胸合

十，恭禮大士的小孩，這類造像，一般稱為「童子拜觀音」，最早的創作依據是《華

嚴經》〈入法界品〉。明清兩代特別盛行，當時已賦予濃濃的民俗色彩。一舖「童

子拜觀音」，既蘊含宗教義理，也屬於民間傳奇。 

一、〈入法界品〉的譯傳 

《華嚴經》是華嚴宗的根本經典，並非一次編寫出來，而是經過長時間次第增

廣而成的。其中最重要，也是較早成立的部份是〈入法界品〉和〈十地品〉
1
，十

六國兩晉就以單經獨品的形式譯傳我國
2
，後來才有《華嚴經》的譯出。《華嚴經》

是略稱，全名應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原版大藏經》收錄有三個譯本，都

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名，通常在經名前冠以卷數略稱六十華嚴、八十華嚴、或

四十華嚴以為區別。 

三個譯本中最早譯出的是六十華嚴，全部三十四品六十卷，由東晉義熙十四年

（公元四一八）天竺僧佛陀跋陀羅主譯，也稱晉本華嚴。此經的第三十四品就是〈入

法界品〉
3
。 

                                                 
1
見《華嚴部解題》，收在藍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二五》，台北華宇出版社，一九八四年十一月初版，頁一五

八。  
2
西秦，聖堅所譯《羅摩伽經》三卷，和東晉，佛陀跋陀羅所譯《文殊師利發願經》一卷，都是〈入界法品〉的部份內

容。此外，除六十、八十、四十華嚴之外，還有唐，地婆訶羅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入界法品〉一卷。六十華嚴收

在《大正原版大藏經》第九冊，其餘均收在第十冊。  
3
東晉，佛駝跋陀羅譯《大方廣佛華嚴經》六十卷，收在《大正原版大藏經》第九冊，台北新文豐出版社，出版年不詳，

頁三九五－七八八。〈入界法品〉頁六七六－七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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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在位期間，有感於六十華嚴並不完備，曾遣使到于闐國求取八十華嚴的

梵文本。證聖元年（公元六九五）下詔，由于闐僧實叉難陀主譯，共三十九品八十

卷，也稱唐本華嚴。這是由六十華嚴增廣而成的，是三本中最流行的一個譯本。〈入

法界品〉是這部經的最後一品
4
。 

唐德宗貞元十一年（公元七九五），南印度烏荼國遣使進奉四十華嚴梵本。翌

年，德宗詔令罽賓國僧般若主譯，共四十卷，只有一品，品名〈入不思議解脫境界

普賢行願品〉
5
。全經由〈入法界品〉增廣而成，一至三十九卷的內容，跟六十華

嚴、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相同，增添的第四十卷，說明普賢菩薩十種廣大願行

和成就如來功德的法門，並未見於晉、唐兩譯本，歷代高僧大德特別提出講述，就

是目前單獨印行的〈普賢行願品〉。 

二、華嚴信仰的藝術創作題材 

自從六十華嚴譯出之後，鑽研者日眾。《華嚴經》旨趣在闡明法界無盡無礙，

我國歷代祖師，莫不窮畢生精力治研宣揚此中妙義﹔陳隋杜順大師著《十玄章》、

《華嚴法界觀門》等，悉力弘揚華嚴教學，立綱開宗，門人奉為初祖。二祖智儼大

師作《華嚴經搜玄記》析剖教相，指示觀行，華嚴宗之根基由是深固。三祖法藏大

師集前人之大成，作《華嚴經探玄記》別究十重玄門奧義
6
。武后聽大師以鎮殿金

獅子為喻，方解十門總別之相而領悟經旨。武后封法藏為賢首國師，華嚴宗得與玄

奘所傳之法相宗互爭妍蚩。四祖澄觀參與四十華嚴的傳譯，作《華嚴大疏鈔》，甚

得唐德宗禮敬，賜號清涼法師。憲宗時，更加賜為僧統清涼國師。五祖宗密承先祖

                                                 
4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同3，頁一－四四四。〈入界法品〉頁三一九－四四四。  

5
唐，般若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同3，第九冊，頁六六一－八五一。  

6
十玄門，亦稱十玄緣起，演出於法界觀之周遍含容觀門，以示事事無礙法界之圓融相。通乎此義，則可以入華嚴大經

之玄海，故曰「玄門」。又此十門互相為緣而起他，故曰「緣起」。十玄門有原十玄與新十玄之別。原十玄，指杜順所

創說、智儼所撰述而言。新十玄，指法藏所易定、澄觀所述說而言。見一玄《讀華嚴經記》，收在張曼濤主編《現代佛

教學術叢刊三二華嚴學概論》，台北大乘文化出版社，頁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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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遺緒，融禪法入華嚴，興教禪一致之學風。勃起於南北朝而鼎盛於唐的華嚴信仰，

於會昌法難之後才稍見衰退
7
。 

高僧弘法，除了講經、撰述之外，還會將經典內容以造像、繪畫或其它方式表

現出來。至今所見，依據《華嚴經》創作的藝術品，其題材盛衰正好跟華嚴信仰的

演變相契；最早是兩類「盧舍那佛像」的製作
8
。八十華嚴譯出之後，流行「七處

九會圖」
9
。入宋而興起「善財童子五十三參」。「童子拜觀音」就是五十三參中

的第二十七參，以是因緣，善財得以長伴觀音，與龍女配對
10
，同時成為菩薩脅侍，

在寺院中受世人敬養。 

三、「善財童子五十三參」圖讚 

善財童子五十三參，典出〈入法界品〉。根據八十華嚴，童子出生時，家中自

然湧現種種財寶，故取名「善財」。有一天，文殊菩薩在福城說法，善財童子參與

其會，聞法歡喜，發心求道，請教修行法門。文殊菩薩知道他在過去世虔敬供養諸

佛，善根早已深種，有智慧卻缺乏歷煉，就指點他南行求法，先上妙峰山參訪德雲

比丘，之後，德雲比丘又指示他去海門國參訪海雲比丘，接著一直參訪下去，途中

克服種種劫難，一共求見了五十三位不同身份的善知識，修習到五十三種修菩薩行

的法門。 

                                                 
7
參見慧嚴《簡介華嚴宗》、白雲《賢首宗探要》，同6，頁六七－一○三。  

8
《華嚴經》是釋迦牟尼佛以盧舍那佛法身相宣說的，後人依經雕繪，禮讚供養，創作出兩種盧舍那佛像。其中之一，

別稱盧舍那佛法界人中像，盛行於南北朝，入宋而式微，造像特徵是佛的袈裟上，刻畫從天界到地獄界的六道圖，顯示

佛有自在化現一切世界現象的不可思議神通力。另外一種則跟一般佛像沒有兩樣，洛陽龍門石窟的大盧舍那像龕（今名

奉先寺），是這類造像中的代表作。  
9
根據八十華嚴，世尊花了二十一天，分別在七個地方，召開九次法會，才將一部《華嚴經》演說完畢，所以華嚴法會

又名華嚴七處九會。  
10
文殊師利在龍宮說《法華經》，龍王之女年方八歲，智慧利根早已深植，聞法開悟，剎那頃發菩提心，得不退轉，成

就佛道。見隋，闍那崛多‧笈多共譯《添品妙法蓮華經》〈見寶塔品〉，收在《大正原版大藏經》第九冊，台北新文

豐出版社，出版年不詳，頁三九五－七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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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於宋代的童子五十三參圖，廣為知識份子所鍾愛，觀賞之餘，多為之題跋

作序，是以今天所見宋代作品多以圖讚形式傳世
11
。這種表現法承襲自中國早期人

物故事畫，如東晉顧愷之「女史箴圖」般，一段文字一幅圖的佈局方式。一件完整

的作品視內容需要，由數個甚至數十個圖文相間排列而完成。 

五十三參圖讚，是由五十三組圖文構成，例如吳縣聖恩寺所藏刻本之第二十七

參：先標示圖旨「善財童子第二十七詣補怛洛迦山參觀自在菩薩」，然後扼要描述

參見概況「諸菩薩眾生坐寶石，猶如滿月，共演慈音，說離怖畏，隨宜攝化，得菩

薩大悲行法門，證隨順直眾生」，最後以一首七律詩回向讚頌結束「迤邐山西巖下

求，金剛寶石月輪狀，善財童子叮嚀語，卻問觀音那路修。一切含生離怖畏，百千

異類等調柔，聞思修入三摩地，犬吠雞鳴卒未休」，所以稱為圖讚。 

以這種圖文並茂的方式弘揚佛法，跟宋代印刷術的普遍使用不無關係。而在同

類作品中，又以聖恩寺的刻版流通最為廣遠，這該感謝歷代高僧、大德、印經會的

護持、印刷出版之功
12
。 

《華嚴經》是佛陀成道後最早說的一部經，主要是對文殊、普賢等大菩薩開示

無盡法界微妙義，將自己證得的境界說出來。然而，佛所證境界不可思議，難以言

詮。只好以旁襯的方式表達，以無盡的佛剎莊嚴它，由無數菩薩的讚歎突顯它的偉

大。這個境界，是要靠各人親修實證才可以得到的，別人難以言授。不過，修證的

方法還是可以傳授的⎯透過善財童子的五十三參來傳授，藉五十三位善知識宣說出

五十三種各自所證的解脫法門。 

                                                 
11
日本關西東大寺藏有三件北宋時代的作品：楊傑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入界法品讚》。忠禪師的《五相知識頌》內題有

《華嚴入法界善財變相經》，哲宗時代的潘興嗣作序，張商英、黃庭堅、蘇軾、佛印了元等人題跋。佛國禪師的《文

殊指南圖讚》。見陳清香《佛經變相美術創作之研究》，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一九九七年三月，頁一○一。  
12
民國六一年六月，台北正聞學社出版了《善財五十三參圖讚》，這是吳縣聖恩寺之寶，上海有正書局原藏版（同11，
頁一○一）。本文所採用的是民國六八年三月，大乘精舍印經會重新製版排印者，原本圖讚連為一頁，改製新版時才

截為二，另加粗幼邊框。（見此書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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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善知識，寓意修菩薩行有大成就者，在人間以某種身份，某種善巧方便，

應機攝伏某類人物，使之棄惡趨善，勤求佛道，例如： 

第十二參，自在主童子告訴善財，他是因為過去在文殊師利處，「修學書數算

印等法，即得悟入一切工巧神通智法門的」。深入這個法門之後，他不但精通算數

之術，還擅長於治療各種疾病、煉製種種仙丹妙藥、營造各類建築物、經營各項農

商事業、別知眾生身相……能算……能知……等。所獲功德利益，難以數說。當善

財初見他時，他正在河渚上，跟十千童子聚沙為戲。自在主童子是以「一切工巧神

通智法門」善巧方便菩薩道。
13 

第二十九參，大天神告訴善財，他已成就菩薩雲網解脫境界，教導善財要以珍

寶財物供養如來，修諸福德。以布施來攝受眾生，使他們修學檀波羅蜜（即布施波

羅蜜），能捨難捨。如果遇到放逸、好鬥、易怒、憍慢、懶惰者，可以示現不淨境

界，或極可怖形攝伏他們，令他們驚恐惶懼而心意調柔，知有憂苦而自勉策，捨惡

行而修善法。
14 

一位善知識只自證得一個法門，不管有多精通，也不足以讓修行者深入如來妙

境，所以，每次分手之前，都會指點善財找下一位有成就者。 

善財童子懷抱無限歡喜虔敬心，以無比的勇氣和毅力，克服種種困難障礙，一

關一關的走下去，見過各式人物、菩薩、神，外道、佛道、童男童女、船師、國王

等，學習了各式各樣的自利化他法門，不斷的修證貫通，境界層層深入，最後三參，

得見彌勒、文殊、普賢諸大菩薩，表示他已成大器。能夠進入普賢道場，即是已經

踏入成佛的道場，他已經完成了從菩薩行而入如來不可思議境界的歷程，同時也為

後來者樹立起修學的楷模。 

                                                 
13
同4，第十冊，頁三五○下－三五一中。  

14
同4，第十冊，頁三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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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願欲而引發無限的精進，是善財南參的精髓」
15
，有精進才能成就一切事

業。道，是要從不間斷的親修實證中得來的。請問，除了連環圖讚之外，還有甚麼

藝術的表達形式更能闡揚「善財童子五十三參」的精義呢？ 

四、「童子拜觀音」的藝術形象 

五十三參圖讚流行的時候，觀音信仰已經很普遍了，因此，善財童子參訪觀音

的一段，就特別受藝術家、信眾喜愛，漸漸從五十三參中抽離出來單獨表現。從此

觀音造像在水月觀音、千手觀音、魚籃觀音、送子觀音……之外，又添一新題材－

「童子拜觀音」。 

明清寺院多奉觀音，為之別立一殿，而且習慣在寺壁懸塑跟觀音菩薩有關的事

蹟與傳說以為襯景，最易識別的童子拜觀音是必具之組成，一般的繪畫、雕塑像的

創作就更不在話下了，直到今天仍為中國人所喜愛，製作不輟。 

〈入法界品〉只提到善財童子每參見一位善知識，都會合掌頂禮，除此之外，

對善財的衣著裝扮、甚至長相都沒有詳細而具體的描寫。藝術家只好依中國人的喜

愛習慣為他造型，創造出一個臉圓圓、頭上只有三綹青絲（或結成三個ㄚ角髻），

身披飄帶，雙掌當胸合什，躬身禮拜觀音的胖娃娃形象。 

觀音菩薩的造型服飾變化萬千﹔或披頭巾或高髻花冠、或坐或立、或端嚴或閒

適。相較而言，善財童子真可謂一成不變，他那胖娃娃形象用了幾百年，到今天仍

無多大改變，在約定俗成中逐漸成為他的標幟，不管是五十三參中的善財，抑或是

跟龍女在一起脅侍觀音的善財，都不改這扮相。 

 

                                                 
15
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北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一年五月，頁一一一一。  



佛學論文集八 童子拜觀音─《華嚴經》〈入法界品〉的藝術表現 陸豔冰 

- 7 - 

五、《西遊記》的「童子拜觀音」 

善財童子這個造型不但能夠固定，而且還能流傳久遠，跟《西遊記》的傳播有

莫大關係。諸佛菩薩信仰，以觀音最沒有教派、地域分際，真的是無處不在，無求

不應。唐三藏西行求法，遇到孫悟空都無法解救的劫難，也得向南海搬救兵，「童

子拜觀音」被吳承恩寫進《西遊記》第四十到四十三回，不過，他另有一番詮釋。

16 

唐三藏被紅孩兒攝走，孫悟空為救師父大展神威，偏偏每次交戰到最要緊關

頭，紅孩兒只要鼻孔一哼，劈面噴出一股濃煙，不管孫悟空神通變化有多厲害，都

會被噴得頭暈眼花，淚下如雨。原來大聖當年大鬧天宮，曾藏在太上老君的八卦爐

中，被煙薰成金睛火眼，所以他什麼都不怕，就是怕煙。這一回碰到了剋星，一籌

莫展，只好請出南海菩薩解救。 

觀音面授機宜，叫悟空討戰，許敗不許勝，務必引紅孩兒到跟前。紅孩兒不知

是計，見菩薩趺坐蓮台上閉目養神，殺得性起，順勢舉槍狠命刺去，菩薩化作一道

金光隱去，只留下千葉蓮台。 

紅孩兒以為大家打不過他，紛紛逃遁，看著蓮台有趣，便爬上去盤腿而坐，學

著菩薩裝模作樣。詎料這一坐便下不來了，蓮瓣化作尖刀，刀刀入肉。愈爭扎、愈

拔刀則愈陷愈深，越抽磨越是皮破血流，原來刀尖已見肉生根。紅孩兒這才心慌，

急急向菩薩哀聲求饒，寧願皈依佛門。 

觀音這才現身收刀、授戒、幫他剃頭，剃剩左、右、中間三綹結個丫角髻，賜

名善財童子。紅孩兒心裡還有氣，愈想愈不是味道，蹲身撿起長槍，望菩薩劈面刺

去，孫行者掄棒檔著，兩個又打作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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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吳承恩著《西遊記》，台北三民書局，一九八六年九月五版，頁三四九－三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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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向善財拋出一個金箍，叫聲「變」，一化為五，分別套在他的脖子和左右

手腳上，唸起金箍咒，金環即見肉生根，勒得手腳疼痛，耳聞孫悟空取笑之聲，心

頭大怒，又掄槍亂刺。觀音菩薩取過淨瓶，向善財灑下幾滴楊枝甘露，說一聲「合」，

只見紅孩兒把槍丟到地上，雙手當胸一合，再也不能分開。菩薩為了他的野性尚未

降伏，就教他一步一拜，直拜到落伽山，才收法術。 

這是民間傳說的「童子拜觀音」，跟其出典《華嚴經》〈入界法品〉之內容相

去何止十萬八千里。只因觀音信仰的通俗化，又經過小說戲劇的渲染，才衍生出那

麼多的趣味曲折。 

六、結語 

《華嚴經》原是為大菩薩而說的，其妙理抽象，艱澀難懂可知，實難以視覺藝

術形式表達。一部鉅著能具體表現的，也只不過盧舍那佛像和善財求法兩大類題材

而已！ 

善財發心求菩提行菩薩道。要廣度無量根器無邊眾生，必須學習無量法門，八

萬四千尚且不能道盡佛菩薩的無量法門，又豈是五十三參所能涵蓋﹔五十三者譬喻

多也，其真正要旨在勉勵我們要多修多學多體證，願力堅固，別妄圖速成。 

五十三參的內容，既富於人、景的變化，又有修行的義理，不單適合對一般信

眾開示，也適合以連環圖方式全部書畫出來，題跋頌讚。「善財童子五十三參」圖

讚結合詩、書、圖、文、佛理於一卷，頗受高僧士子鍾愛。 

由於觀音信仰的昌盛，善財童子參觀自在菩薩一段，歷代備受青睞，獨出繪塑，

成為廣泛流傳的「童子拜觀音」。佛經中所謂「童子」，多數用來稱謂菩薩
17
，並

                                                 
17
經中常稱菩薩為童子，一以菩薩是如來之王子，一因菩薩已斷淫欲，如世間的童子。見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下冊，

台北佛教出版社，一九七九年六月再版，頁二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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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指一般所認知的「小孩子」。由於「入法界品」並沒有仔細描述善財童子的外

觀形相，在中國傳統「多子多孫多福氣」的觀念習慣下，藝術家自然就借用早在唐

代即已流行民間，只梳三綹丫髻的胖男孩形相為善財造型，沿用至今沒見大改變
18
。 

明代吳承恩，借善財童子五十三參大作文章，這不僅反映了觀音信仰的普遍，

同時也顯示出華嚴信仰烙印民間的痕跡﹔唐僧西天取經，重現善財南行求法「以願

欲而引發無限的精進，有精進才能成就一切事業」的精髓。 

「童子拜觀音」像，隨著超越宗派、地域、社會地位的觀音信仰之盛行亦深植

人心。可是，知其出處又能解其奧義者，有幾人？《西遊記》編排了紅孩兒大戰孫

行者，觀音菩薩號山降妖，給予「童子拜觀音」的造像戲劇化的解釋，雖然滿足了

民眾的好奇心，卻跟原典內容南轅北轍，毫不相干！不過，觀音菩薩因為紅孩兒野

心未定，要他一步一拜，直拜到落伽山，也算是點出了入道成就的關鍵⎯調伏野性

魔心的重要。 

                                                 
18
這種童子像，自唐代開始即常常見於繪畫及各類工藝品，尤其是陶瓷器的一類重要紋飾。比較下列各圖，不難看出唐

代長沙窯執壺的童子、北宋五十三參圖讚的童子、明代雙林寺的童子、和現代創作的童子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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