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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一卷，歷代史籍的經籍志、藝文志及書籍
目錄皆未著錄，在敦煌石室被發現後才知有此書的存在。全卷以問
答形式展開，書中在第一段首先概述上古帝王系譜，並羅列各朝代
名至晉代，第二段後則切換為問答形式直到全文末尾。抄寫時期為
五代時期，至於成書年代上限為晉代，最晚則不超過隋代。
此書內容雖然在描述遠古時代的帝紀傳說，但又與現在流傳的《世
說》、《史記》〈五帝本紀〉、《帝王世紀》、《古史考》、《始
学篇》、《三五暦記》等文獻所記載的上古帝紀系譜及傳說有相當
大的出入。特別是融合佛教思想形成的世界觀是此書最大的特色。
不過這看似奇特的內容，卻在日本的《注好選》一書裡出現了同類
型的故事。從此書與《注好選》間緊密的連結，足可推測《天地開
闢已來帝王記》這一系統的傳說，其傳播範圍甚至遠及東北亞的日
本，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現今卻仍少見以此書為研究主體展開相
關的考證調查。因此，本研究將以中、日文獻的比較考察為主軸
，展開對《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一書的注釋及相關主題研究，藉
以進一步瞭解此書對日本文學、文化產生何種具體的影響。

中文關鍵詞： 上古帝紀、須彌山、崑崙山、《注好選》、《長阿含經》

英 文 摘 要 ： “Tiandikaipiyilaidiwangji” is not recorded in any ancient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jingjizhi ”, “yiwenzhi ” or
any other books. It’s not until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 People started to known about this book.
The piece started with the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it introduces the family tree of
ancient emperors and also enumerates the name of all the
dynasty before the Jin dynasty; then at the second part, it
turns into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until the end of the
book.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It was finished around the dynasty, Jin; but no later than
the Sui dynasty

Although this book is discussing the legend of ancient
emperors, however, the family tree of the ancient emperors
in this boo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are already
passing down, such as “shishuo “, “shiji“ ,
“diwangshiji“ 、“gushikao“ 、“shixuepian“ 、
“sanwuliji“ . More important,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is book is the concept about the fusion of
easter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concept
unexpectedly also appeared in the Japanese ancient book
“cyuukousenn “ with same kind of story. Through this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ncient books, it could tell
that the legend and the concept in the ancient book
“Tiandikaipiyilaidiwangji” was spread till north-east
Asia country, Japan. This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ncient book. Unfortunately, researches and surveys that
focus on this ancient book are quite rare.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doing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n the quotes and references of
“Tiandikaipiyilaidiwangji”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book do the influence o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英文關鍵詞： shanggudiji、Mount Meru、Kunlun Mountains、cyuukousenn、
jyouago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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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一卷，歷代史籍的經籍志、藝文志及書籍目錄皆未

著錄，在敦煌石室被發現後才知有此書的存在。現存的敦煌寫本共有四件；P4016、

P2652 藏於法國巴黎圖書館，S505、S5785 藏於英國圖書館。四個寫本皆有殘缺，

非完本。但從四個寫本的遺留部分仍可以看出全卷的內容。P2652、S505 卷首及

P4016 卷尾題有書名，S5785 首尾均殘。 

全卷以問答形式展開。書中在第一段首先概述上古帝王系譜，並羅列各朝代

名至晉代，第二段起則切換為問答形式直到全文末尾。「宗略錄綱，宗顯在後條

問曰：伏羲已前，九皇之時，有何軌範？」文中出現的宗略、宗顯二人可能為此

書作者，但目前現存文獻中毫無二人的記錄或相關線索存在。 

此書主旨在記述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但又與現在流傳的《世說》、《史記》

〈五帝本紀〉、《帝王世紀》、《古史考》、《始学篇》、《三五暦記》、《補史記》〈三

皇本紀〉、《路史》等文獻所記載的上古帝紀系譜及傳說有相當大的出入，特別

是融合佛教思想形成的神話世界是其最大的特色。 

全文內容依其問答順序可分為以下幾個主題：「天地開闢」、「九皇事蹟」、「①

天皇事蹟」、「地皇事蹟」、「人皇事蹟」、「②伏羲事蹟」、「造佛像、供養十二部經」、

「杜康造酒」、「須彌山高及廣長」、「崑崙山形貌」、「須彌山南閻浮提國」、「須彌

山西瞿耶尼國」、「須彌山北欎單越國」、「須彌山東仏汙墜國」、「日月大小形貌」、

「③伏羲事蹟」、「神農事蹟」、「④伏羲事蹟」、「神農事蹟」、「五帝政績」、「⑤伏

羲女媧洪水傳說」、「阿修羅旋轉日月」、「天下人種概說」。 

全書整體的編排，在順序上略顯雜亂。前段以天地開闢起始，依序介紹九皇，

以及天皇(伏羲)、地皇(神農)、人皇(祝融)，不過之後卻緊接著「造佛像、供養

十二部經」、「杜康造酒」二則就顯得相當突兀。此書前段大致是依照時間來排序，

中段的重點則在講述以須彌山、崑崙山為世界中心的宇宙觀。接下來又轉為說明

三皇、五帝事蹟以及伏羲女媧洪水傳說。最後簡述異國人種之後全文結束。 

此書所載佛教知識，或是遠古帝王事蹟、神話等等的內容較為淺顯，和一般

佛教典籍或史籍中所載帝紀相較起來，可以說是適合一般大眾的入門書。這類一

般民眾的入門知識書，有不少在敦煌被保存下來，如《雑抄》、《孔子備問書》等。

而且這些書和《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有部分內容十分相近，而且也採用問答的

形式，都是當時庶民社會裡流行的通俗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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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書的書名看來，主旨似在介紹中國神話中的上古帝王傳說，但實際上以

佛教為主題的問答佔有相當高的比例，文中用詞遣字及描述的世界也多和佛典有

密切的關聯。如描述天地開闢後，原始世界的時間推移以佛教的「百劫」為計算

單位，或是人類所歷經的洪水大災難，以「劫燒」一詞來形容等等。除了佛教用

語外，書中又出現了抅樓秦仏、金崗天神、阿修羅等佛教人物，在此書中佛教創

世神話已深深融入原有的中國上古神話，二個神話體系交相重疉，自成一個奇特

的佛漢融合的世界觀。 

不過這種佛漢融合的創世觀，並非《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獨有。道安《二

教論》、道綽《安樂集》，日本親鸞《教行信證》所引用的《須彌四域經》裡，存

在將伏羲視為寶應聲菩薩，女媧視為寶吉祥菩薩的記載。在六朝時期，佛教文化

日漸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因此佛教世界觀融入遠古神話的佛漢混合創世說也隨

之而生。 

在佛教思想的滲透下，本書所呈現的另一大特色是將崑崙山與須彌山視為一

體。全書中關於崑崙山與須彌山的敍述佔有相當大的篇幅，書中介紹了須彌山的

寛廣高度、四周的國家、山外的河流地勢、山上的神城，或是日月繞著聖山運轉

等記述，還有伏羲、女媧也是在這座聖山躲避滅絕人類的大洪水。可以說本書的

中心是以聖山為主軸所架構出來的。 

 

(1).問曰：日月誰轉，江河誰涓，經年不絕？ 

答曰：阿修羅主，四手八脚，在須弥山，左手把日，右手把月。……崑崙山

者，天之主也，十万高，去地十万里，圓方正等。 

(2).其崑崙山，共天相連，名須弥山，盖當天地之中正。 

(3).崑崙山上有神城，縱廣八万里，方圓正等。天上有聖人擲芥子，滿此城

中，是為一劫。此是須弥山也。 

 

東晉‧王子年《拾遺記》裡，亦見將崑崙山與須彌山視為一體的記載，受到

佛教思想的影響，「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在東晉時己出現將神仙之鄉的崑崙

山和佛教聖山須彌山畫上等號的說法。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崑崙

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 



3 
 

 

須彌山是古代印度宇宙觀中代表世界中心的聖山。在近代西洋地理學傳入東

方之前，佛教的須彌山世界觀一直影響著亞洲人對世界的認知。以須彌山為世界

中心的佛教世界觀，為了要融入中原本地文化，因而發展出了崑崙山和須彌山同

體的說法。 

不過王子年《拾遺記》裡雖可見兩山為一體的記載，但二山同體說的相關文

獻其實十分少見。因此《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可說是補足聖山思想在東亞地區

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書中對二座聖山的描述，恰好說明了在歷史演化下佛漢思

想融合的一個過程，可說是一筆極為重要的資料。 

 

 

研究目的 

這部書的影響力不僅止於中國本土，更遠及東北亞的日本。筆者曾經調查日

本平安時期的類書《注好選》與敦煌寫卷 P3155 二者的關聯，發現《注好選》收

錄的中國神話、帝紀與敦煌寫卷 P3155 的內容極為相近，而 P3155 又與《天地開

闢已來帝王記》所撰內容十分雷同。從這個結果可知《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這

一系統的帝紀神話並非只在敦煌或漢土流傳而已。 

《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與《注好選》相近的內容，包括天地開闢、三皇五

帝，以及「杜康造酒」等幾則記載。其中特別是「天皇十二頭」代表一年十二月

的說法，與《注好選》完全一致。此外，《注好選》以「劫燒」置於卷首，天皇

条則置於劫燒、天地開闢之後，而《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則有「劫燒以來，天

皇為始」的記述，這說明了《注好選》在編纂上受到此類佛漢混合創世神話的影

響。 

寫卷 P3155、《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的內容與一般流傳已久的文獻記載大

相逕庭，因此才被認為是只在民間流傳的俗說，不過這樣奇特的內容，卻在日本

的《注好選》一書裡出現了同類型的故事。這個現象說明《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

這一系統(包括 P3155)的神話傳說並非只在邊疆地區流行，其傳播的範圍應該更

廣泛，亦包括東北亞的日本。 

《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裡還有一則十分特別的記載，如下所示，在歷經洪

水的劫燒大難後，人類幾近滅絕，只有伏羲女媧兄妹逃往崑崙山避難躲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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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崗天神的建議下，伏羲女媧繞行崑崙山結為夫婦，生下人類後代。這個再創

世神話的情節描述，與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中所載伊邪那岐右巡、伊邪

那美左巡繞行天柱結為夫妻的傳說在故事結構，與文字描述上十分近似。在中日

比較的出典論研究上，比起「天左旋、地右動」（『春秋緯』「元命包」）、「北斗之

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准南子』「天文訓」），或是《藝文類聚》所

引《白虎通》、《醫心方》所引《洞玄子》的記述，或是與中國苗族地區流傳的習

俗、傳承相較，《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的伏羲女媧傳承可以說是最接近記紀神

話的一則文獻。1 

 

伏羲、女媧因為父母而生、為遭水災、人民死尽、兄妹二人依龍上天、得在

其命、見天下荒乱、唯金崗天神教言可行陰陽、遂相羞恥、即入崑崙山蔵身。

伏羲在左巡行、女媧在右巡行、契許相逢則為夫婦、天遣和合、亦爾相知。

伏羲用樹葉覆面、女媧用蘆花遮面、共為夫妻。今人交礼戴昌粧花、因此而

起。懷娠日月充満、遂生一百二十子、各認一姓。 

 

由上述筆者的舊稿考證結果，可知《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所載伏羲女媧洪

水創世神話、帝紀這一系統的神話傳說(包括敦煌類書P3155)對日本的紀記神話、

幼學以及蒙書所帶來的影響。 

不過《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與同一系統的敦煌類書 P3155，目前只在敦煌

發現它們的存在，一般傳統中國文獻裡也找不到與它們相同類型的創世神話和帝

紀，使此書成了非常獨特的存在。本研究則藉由文字以外的壁畫、石刻，印證《天

地開闢已來帝王記》一書中，佛教與神仙思想結合的創世神話、世界觀，曾在中

國所造成的影響，並說明這個世界觀從南北朝至隋、唐期間的演化。 

 
 

文獻探討 

一.敦煌莫高窟「第 249、第 285窟」 

第 249 窟一般認為是北魏末至西魏初，東陽王元榮主政敦煌時所興建的。第

285 窟留有西魏大統四、五年(五三八、五三九)的紀年。第 249 窟和第 285 窟的天

                                                      
1
〈《注好選》と敦煌啓蒙書〉，《国語国文》（京都大学）2013.3，第 82 巻第 3 号，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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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壁畫相當特別，佛教圖像與中國墓葬美術中的神仙神獸同時存在於天井四坡的

坡頂。與較早開鑿的北朝石窟有相當大的不同。第 249 窟和第 285 窟裡，佛教主

題與中國神仙神獸混合而成的奇妙世界觀，同樣可以在《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

見到。以下以此書二個主題(一)「上古三皇」、(二)「阿修羅轉日月」探討與第 249

窟、第 285 窟壁畫相應之處。 

 

（一）.上古三皇:天皇、人皇、地皇 

 

問曰：太昊伏羲，是何處人，姓何字誰，有何軌範？ 

自故開闢變化，人誰為始？ 

答曰：劫燒以來，天皇為始。 

問曰：天皇之時，阿誰造作？ 

答曰：天皇十二頭，兄弟十二人，治化一万八千年，遂即滅矣。卅日變為火，

廿日變為水。已後人法之，十二頭作十二月為一歲，故有大小，此之是也。 

 

問曰：天皇之後，誰復治化？ 

答曰：地皇丞之。地皇時何所造？地皇之始，山川初立，日出扶桑，日月未

明，星辰未置，晝夜昏冥，此之是也。 

問曰：地皇之時，治化何似？ 

答曰：地皇，有一身一頭，兄弟十一人，治逕一万年，遂即滅矣，後人於是

法之，以十一月為冬至。自此已來，法之不絶之時也。 

 

問曰：地皇之後，治化何似？ 

答曰：祝融為人皇丞後，此之是也。 

問曰：人皇之時，治化何似？ 

答曰：人皇九頭，与日月合宿。治逕三千六百年，遂即滅矣。兄弟九人，各

住一州。已後人因而此立九州，取之治道。以三百六十日為一歲，此之法者

也。 

 

問曰：人皇之後，誰伏治化？ 

答曰：伏羲為天皇丞後，此之是也。(《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 

 

《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中的帝紀順序有很嚴重的矛盾，文章起始敍述在天

地開闢後有配羅皇，配羅皇之後有九皇，九皇後有三皇：天皇伏羲、地皇神農、

人皇祝融。但在詳細分述三皇治績後，又重複敍述人皇的後繼者為天皇伏羲，並

記述了另一段與先前天皇条完全不同的伏羲事蹟。另一個特異的地方是，在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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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治績時，說明天皇十二頭，地皇一頭，人皇九頭，其治績又與後述的伏羲、

神農、祝融的治績完全不同，文中多首的三皇似乎另有他人，但本文又將其混為

一談。2 

古史中常見三皇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很明顯的多首三皇所指的並非伏羲、

神農、祝融三人。以《藝文類聚》所收記載〈天皇〉的《始學篇》《三五曆紀》

為例，「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這裡指的是古

代傳說中的十三首天皇，而不是伏羲。所以，《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是將二

個不同系統的傳承，即多首的三皇，與文章中所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雜混

在一起。這個現象可以說是從古代至晉代，各種不同神話帝紀交錯、混淆下所導

致的矛盾。 

 

《藝文類聚》卷十一〈帝王部〉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  

《洞冥記》曰，一姓十三人也。  

徐整《三五曆紀》云，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

號天皇。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八〈皇王部〉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

以木德王。  

《洞冥記》曰天皇十二頭一姓十二人也。  

 

有趣的是，《太平御覽》的〈天皇〉記載，所引用的書籍與《藝文類聚》

相同，但並非十三頭，而是十二頭，與《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相同。可見古史

中出現了十三頭與十二頭二種不同的說法。而且因為多首的上古天皇形像實在太

不可思議，因此也出現多頭其實代表多人兄弟的解讀。 

不過《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裡上古三皇與伏羲混淆在一起的矛盾記述，卻

                                                      
2
寫本 P.3155 首部脫落，但仍留有人皇後伏羲繼承的文句，與《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相同。而

收有與寫本 P.3155 同系統帝紀的日本類書《注好選》，則記載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

頭，人皇後有伏羲繼承，與《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大致相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的

「地皇」也皆記十一頭，由此觀之，《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地皇一頭」有可能是抄寫時的

誤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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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敦煌莫高窟西魏時期第 285 窟的壁畫有相呼應之處。《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

中除了提到上古三皇外，也記述人類始祖伏羲、女媧兄妹為躲避大洪水，乘龍飛

到崑崙山的故事。 

敦煌莫高窟的第285窟和第249窟都繪有多首龍身的九首人皇、十一首地皇、

十三首天皇的圖像。而第 285 窟除了多首天皇外，還繪有身上懷抱日、月的伏羲、

女媧。 

第 285 窟的窟頂四坡壁畫，在西坡壁有二飛天捧花供養佛，南坡有六角形的

摩尼寶珠與飛天、九首人皇、朱雀，東坡有伏羲、女媧、十三首天皇、飛天，北

坡有十一首地皇，還有修行的禪僧。（圖一、圖二） 

早期學者針對壁畫中多首人面的獸形神獸的解釋，意見相當分歧。一說此為

西王母的開明獸，「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山海

經》)，但這無法解釋另二坡的十一首和十三首靈獸為何。近年談及第 249 窟、第

285 窟的相關研究，多認為這代表的是古代三皇的形像。而這是從東晉王嘉《拾

遺記》的一段記述獲得的證明。 

 

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

不食中國滋味。自有金壺。中有神漿。凝如脂。……樹東有大石室。

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

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膝痕二三寸。牀

前有竹簡長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開闢已來事。人莫能識。言是

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太平廣記》引《拾遺

記》) 

 

《拾遺記》中的頻斯國未知是何國，但由頻斯國使節自述其國石室壁

上有三皇像，或是伏羲畫卦、蒼頡造書等話題，說明其國受到中原文化

的影響。在此段記述中提到，頻斯國石室中的三皇形像是多首龍身，這

與第 285 窟和第 249 窟壁畫形像相符。說明早期天皇、地皇、人皇的形像，應是

《拾遺記》所述多頭龍身的神獸形像。 

又，《古今逸史》  (明吳琯校刊逸史本)所收《拾遺記》則記「天皇十三

頭」，《太平廣記》引《拾遺記》則是十二首，與《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相同。

與《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同一系統的敦煌文獻 P3155，以及日本《注好選》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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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二首。  

 

（二）.阿修羅轉日月 

 

問曰：日月誰轉，江河誰涓，經年不絕？答曰：阿修羅主，四手八脚，在須

弥山，左手把日，右手把月。晨起之時，東照沛于墜國。日中之時，南照閻

浮提國。日没之時，西照瞿耶尼國。夜半之時，北照欎單越國。一日一夜，

照四天下。沛于墜國，土縱廣四十八万里，中有海水深三十六丈，阿修羅王

入裏，不没脚踝。(《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 

 

《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說明這個世界日、月的運行，是由四臂的阿修羅負

責轉動，讓日光、月光輪流映照須彌山下東西南北四國，阿修羅身形巨大，即使

站在沛于墜國的大海中，大海深度也淹不過脚踝。 

在第 249 窟的壁畫除了有多首三皇像外，也可以見到與《天地開闢以來帝王

紀》相對應的阿修羅像。(圖三) 

 

(第 249 窟)西坡的圖像尤其引人注目。畫面中央繪聳立於大海中的須彌山和

阿修羅， 須彌山整體輪廓呈X狀，上部寬大，腰部細小，底部又漸寛。山

腰中部左右纏繞著兩條龍，龍身沿著須彌山盤旋而上，龍首上仰，直抵山顛，

其尾向下垂落，入於綠色大海中。……須彌山前，是直立於大海中央的四目

四臂的阿修羅，水不過膝，上身赤裸，腰著紅色大裙，兩手高舉日、月，另

兩臂屈於胸前， ……。3 

 
1.須彌山前手托日月 

一般都認為第 249 窟阿修羅站在須彌山前手托日月的形象，來自諸佛典中的

各項傳說。如阿修羅欲觀天界天女，但日月光芒實在太強，身形巨大的阿修羅便

伸手遮蔽日月之光，而得以自由地觀看天界的天女們(《正法念處經》)。或是嫉

忌忉利天帝釋天與天人富裕的生活，認為自己強大的力量甚至足以摘下日月做為

耳飾，何需屈居於人下，其後更興兵與天人交戰。(《長阿含經》、《起世經》)或

是帝釋天妃因帝釋天與采女嬉戲，怒火中燒，向其父阿修羅告狀，憤怒的阿修羅

                                                      
3
張元林，〈淨土思想與仙界思想的合流――關於莫高窟第 249窟窟頂定名的再思考〉，《敦煌研究》

2003 年第 4 期，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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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四兵往攻帝釋。立大海水踞須彌山頂。九百九十九手。同時倶作撼喜見城。

搖須彌山。四大海水一時波動。」(《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第 249 窟西坡的須彌山及阿修羅像，據前人的研究，從圖形的配置及大小來

看，西坡壁畫為整個天井圖的中心。不過，描繪佛教世界的石窟，為何要以阿修

羅的戰爭為主題一事頗為奇特，再者也未見與之戰鬥的帝釋天等天神，也無法說

明西坡下側兩旁建築物裡禪坐的修道者和這個戰爭的主題有何關聯。 

筆者認為須彌山及山前巨大阿修羅像的原點，應是來自上述佛典中的各種傳

說無誤。不過，在南北朝初期，它所表現的概念應已脫離原本的故事，轉化成一

個具現佛教世界觀的意象，也就是《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裡所描述的世界觀，

須彌山為世界的中心，而位處山腰的日月，由四臂的阿修羅運行。而這個四臂阿

修羅運轉日月的構圖，直到晚唐仍延用在各種佛繪和石刻的製作上。 

 

※〈盧舍那法界圖〉 

〈盧舍那法界圖〉或稱〈盧舍那法界人中像〉，主要製作於北朝至隋唐期間。

是在盧舍那佛像的佛衣或佛身刻繪上佛、菩薩、三界六道及須彌山等，表現出世

界的各種形象。一般認為〈盧舍那法界圖〉的製作，是根據《華嚴經》「佛身充

滿諸法界，普觀一切眾生前」，敍述盧舍那佛法身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而來

的。 

第428窟北周時期的〈盧舍那法界圖〉是目前莫高窟現存最早的盧舍那佛像，

法界圖的中心，繪有四臂阿修羅站在須彌山前，雙臂上舉手托日月，腳踩在大海

裡(圖四)。這個構圖和第 249 窟的阿修羅像相同，也與《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

的敍述相同。「阿修羅手托日月，僅著紅色犢鼻褲等，明顯是繼承了敦煌西魏 249

窟窟頂西坡阿修羅的造型」。4  

至晚唐、五代仍可見到這個阿修羅與須彌山的構圖。據殷光明所整理的〈盧

舍那法界圖〉，除了北周第 428 窟之外，隋朝第 427 窟的盧舍那佛，胸前繪有須

彌山，山前畫了四臂阿修羅，其中雙臂上舉，手托日月。中唐〈絹畫報恩經變〉

的盧舍那佛，日、月則移至雙肩，須彌山右側繪有四臂人。另外，美國弗利爾美

術館所藏北周時期的盧舍那佛雕像，胸前亦刻有須彌山，最上層有宮殿，第二層

有雙龍繞山，雙龍外側各刻有一尊手托日月的四臂阿修羅。殷光明總結〈盧舍那

                                                      
4 殷光明，〈敦煌盧舍那法界圖像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1 年第 4 期，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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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圖〉的構圖演變，「北周、隋以須彌山前的阿修羅為中心而構圖，初盛唐以

須彌山為中心，中晚唐則以日月為形象特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圖像內容和構圖

形式」
5。 

〈盧舍那法界圖〉之外，據松本榮一的調查報告，五代時期製作的〈千鉢文

殊圖〉有二大四臂阿修羅王，手托日月立於須彌山側的大海之中。另外在日本類

似的構圖有東大寺二月堂〈舊本尊光背須彌四洲三界圖〉，在須彌山下方可見有

二臂伸出托舉日月的阿修羅刻像。6 

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研究〈盧舍那法界圖〉的學者，多將阿修羅視為六

道之一，只認為這個圖承襲了第 249 窟的壁畫畫風而已。但是除了〈盧舍那法界

圖〉之外，上述的〈千鉢文殊圖〉，還有〈維摩詰經變〉，北周雲崗石窟第 10 窟

入口處的石雕也存在類似的構圖。若也將它們解釋為六道之一的修羅道，則與這

些作品展現的主題格格不入。以下以繪有阿修羅舉日月圖的〈維摩詰經變〉及雲

岡石窟為例，說明這個構圖代表的內涵，其實與《天地開闢已來帝王記》的記述

相同。 

 

※〈維摩詰經變〉 

據張元林的整理，隋朝第 262 窟〈維摩詰經變〉、初唐第 220 窟《見阿閦佛

品》，皆繪阿修羅立於大海中，雙手托日月，不過須彌山位置則從阿修羅身後，

變為頭頂處。在文殊菩薩和維摩詰居士之間，阿修羅舉日月的構圖佔有相當大的

比例。〈維摩詰經變〉裡的主題不同於〈盧舍那法界圖〉，所以在這二個作品中的

阿修羅不可能是代表戰爭或是六道中的修羅道之一而已。 

 

※雲岡石窟第 10 窟入口上部須彌山圖 

北魏開闢的雲岡石窟第 10 窟入口上部刻有須彌山圖，「這裡與第 249 窟的須

彌山圖相同，由幾個小山形連續重疊形成須彌山形狀。」7， 須彌山的右側五首

六臂像，左側三首四臂像，皆手托日月。一說右側為梵天，左側為阿修羅，也有

兩側皆是阿修羅的說法。 

這裡的石雕作品，以須彌山為中心，四周有眾多菩薩、天人、化生童子，山

                                                      
5
 殷光明，〈敦煌盧舍那法界圖像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1 年第 4 期，12 頁。 

6 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同朋社，昭和 60 年復刻初版，495 頁，647 頁。 
7 齋藤理惠子著，賀小萍譯，〈敦煌第 249 窟天井中國圖像內涵的變化〉，《敦煌研究》，2001 年第

二期，158 頁。 



11 
 

腰有林木及動物等裝飾性的石雕，再加上山旁二側手托日月的二尊石像，主題很

明顯地是要表達以須彌山為中心的天上界。雖然石像位置在須彌山的左右二側與

第 249 窟不同，但在這個石窟的主題裡，手托日月的刻像代表的是世界運行的一

個象徵。 

〈盧舍那法界圖〉在佛身、佛衣刻畫諸世界形象，是為了展現盧舍那佛法身

遍滿三界六道、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可是其中須彌山的表現手法從西魏的第

249 窟起一脈相承，不只侷限於〈盧舍那法界圖〉，也在其它眾多不同主題的佛

繪或石雕中出現。且阿修羅多位於須彌山前或側邊，成為一體的構圖，且佔據中

心的重要位置。因此，如果將阿修羅解釋為六道之一，那就無法說明為何〈維摩

詰經變〉、〈千鉢文殊圖〉，以及雲岡石窟第 10 窟入口處石刻等，這些不同主題概

念的作品中阿修羅像所代表的意涵。此外，日本東大寺二月堂〈舊本尊光背須彌

四洲三界圖〉，據松本榮一氏的說明及命名來看，這應是描繪須彌山及四大洲，

而阿修羅立於中心手托日月，自然也是表達同樣的意涵。因此，從南北朝至隋唐，

這個在須彌山前手托日月的阿修羅形象，代表的是當時佛教以須彌山為世界中心

的概念，而阿修羅則是具現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環節。 

 

2.四臂阿修羅 

在以須彌山為中心構築佛教的世界觀時，四臂阿修羅是一個主流的形像。上

述的這些壁畫、石刻或法界圖裡的阿修羅以四臂為主，也偶見二臂的形像，不過

佛教典籍中找不到四臂阿修羅的相關記載。目前唯一有對應描述的是《天地開闢

以來帝王紀》裡的阿修羅。 

佛書裡阿修羅的形象不一，有九頭，九百九十手，八足(《佛說觀佛三昧海

經》)。或是三面六臂(《補陀落海會軌》、《觀經疏傳通記》)，或是千頭二千手。

萬頭二萬手。(《觀經疏傳通記》)在日本的阿修羅像，以三頭六臂的形態為主流，

如著名的興福寺阿修羅像，也偶見三頭四臂或三頭二臂的形像。 

早期研究敦煌阿修羅像的松本榮一，曾提到在雕像、圖像中的阿修羅呈現四

臂六臂的緣故不明，8賀世哲認為第 249 窟四臂四目的阿修羅像只是表現神怪的

傳統手法，不必拘泥於佛典中的描述。9關於六臂的記述在《補陀落海會軌》等

                                                      
8 松本榮一認為雲岡石窟第 10 窟入口，右邊三頭四臂與左邊五頭六臂雕像皆為阿修羅。但有學

者認為五頭六臂者為梵天。 
9 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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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中可以找到對應的描述，但四臂在佛書中的依據依然不明。 

如前所述，《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一書裡，明確見到對應四臂阿修羅的文

字敍述，雖然在壁畫中是二足並非八腳，不過在圖像學上多臂的神像、菩薩像等，

多呈現二足的形態，應是承襲自這樣的風格，或是八腳較難以描繪，而只以二足

表現。不過不論如何，第 249 窟阿修羅四臂的來源，在文字上也有了對應的依據。

《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成書於晉朝，略早於第 249 窟的建立，時間上相去不遠，

這代表四臂阿修羅運轉日月的形像及傳承，在南北朝初期便已存在於中原地區，

並影響了敦煌石窟壁畫的製作。 

 

結論 

一派學者認〈維摩詰經變〉的中心構圖，也是以須彌山及阿修羅手托日月的

意象為主，因此回推第 249 窟西坡天井壁畫下方兩側建築物中的修行者，其位置

與後世的〈維摩詰經變〉文殊菩薩、維摩詰居士構圖位置相似，因此認為是早期

的〈維摩詰經變〉。第 249 窟修行者的形象過小，筆觸簡略，難以辨認，因此也

有研究者持反對意見。不過，這個阿修羅像的構圖一脈相承，從上述北周至隋唐

的〈盧舍那法界圖〉、〈維摩詰經變〉、五代的〈千鉢文殊圖〉，以及北周時期的雲

崗石窟第10窟入口處石雕等不同主題的作品中皆可見到。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

位置、大小、方位有所變化，但仍可以確定的是，所描繪的須彌山前阿修羅手托

日月的構圖代表的是佛教宇宙觀中的世界中心。而越接近《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

年代的西魏、北周圖像的構圖形態，更是貼近此書中的記述。 

西魏時期的第 285 窟和第 249 窟混合中國上古神話及佛教世界觀的天井畫，

由於欠缺相關的文獻記載，多年以來引起諸多不同面向的討論。 

對向來有諸多爭議的壁畫，《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提供了所欠缺的文字記

載，第 285 窟繪有多首人面龍身的三皇，和伏羲、女媧，第 249 窟繪有多首人面

龍身的三皇，以及阿修羅運轉日月的圖像。這些要素在《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

可找到對應的敍述。《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成書於晉代，此書主要在描述上古

帝王事蹟、神話，以及世界的形態、運行的原理，它所呈現的是佛教與上古神話

融合後的一種新的世界觀，而其中所記阿修羅在須彌山前運轉日月的概念，約莫

從南北朝初期延續至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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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第 428 窟〈盧舍那法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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