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華經》與雲岡石窟「三世佛」造像 

 151 

 

《法華經》與雲岡石窟「三世佛」造像 

李幸玲 

 

一、前言 

大乘佛典中常以「三世諸佛」、「十方佛」、「千佛」等結合時空、無限

的觀念的方式表達多佛思想。大乘經典中以「多佛並世」表現大乘特有佛陀觀，

以別於小乘「一佛住世」的佛陀觀。依《阿含》等早期佛典用語，慣用「過去、

未來、現在諸佛」一語表示三世佛為集合概念，較少使用「三世（諸）佛」一

詞。僅於《別譯雜阿含經》
1
與《增一阿含》

2
各見一次「三世（諸）佛」」外，

其他各部《阿含》皆未有統稱「三世佛」的例子。在較晚出詮釋律典的論書中，

使用「三世佛」統稱的現象較多。解釋有部廣律的《薩婆多毘尼毘婆沙》，曾

討論到歸依三寶中的歸依「佛」是歸依一佛，還是多佛的問題。
3
論書從信仰層

面談歸依一佛，以法身佛為歸依，多佛雖佛名各異，然法身平等無異，雖歸依

三世諸佛，猶如歸依一佛。此處歸依之一佛，並非指歷史人物淨飯國王子出身

的釋迦佛，而是法身佛。此處的「三世佛」不同於初期佛教所歸依於住世的釋

迦佛「一佛」，而是大乘佛教強調眾生法性平等，皆可成佛，使得「多佛並世」

成為教理發展的必然，乃至反過來視釋迦佛為久遠實成過去佛化身示現，此種

大乘佛陀觀的新詮，也使得佛教藝術的表現豐富起來。而抽象的法身佛到化身

佛主題的佛陀觀如何通過信仰的具象化成為佛教藝術，乃至成為禪觀對象，則

是值得觀察佛教義理與禪修關係的重要線索。 

雲岡石窟的佛教藝術與《法華經》的關係密切，北魏時期作品更是以「三

世佛」主題造像受到學者關注與討論。李玉珉在〈賓陽中洞研究〉一文中，即

觀察到從北魏早期雲岡石窟第 20 窟三尊立佛造像的組合，到北魏中晚期賓陽中

                                                           
1 失譯，今附秦錄，《別譯雜阿含經》卷 5：「我今亦當隨三世佛之所，應作親近依止供養，恭敬尊

重於法。」大正藏第 2 冊，頁 410 上。 

2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41〈45 馬王品〉：「吾恒說三乘之行，過去、將來三世諸

佛盡當說三乘之法。」大正藏第 2 冊，頁 773 上。 

3 失譯，附於梁錄的《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1，大正藏第 23 冊，頁 505 下。「問曰：『歸依佛者，

為歸依釋迦文佛？為歸依三世佛耶？』答曰：『歸依三世佛，以法身同故。若歸依一佛，則是歸依

三世諸佛，以佛無異故。（中略）』問曰：『為歸依色身？歸依法身耶？』答曰：『歸依法身，不

歸依色身。不以色身為佛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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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都可見到三世佛的造像主題。
4
李治國與劉建軍合著的〈雲岡石窟雕刻藝術〉

也認為「三世佛」是雲岡北魏造像中極具特色的題材與造像組合。文中提到北

魏佛教承襲涼州義學與長安傳統，其中三世佛題材更與《法華經》思想有關。

與主持雲岡開鑿工作的曇曜、吉迦夜偏好的經典中提過「三世三劫」思想有關。
5
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擬進一步分別由：三世佛概念的佛典溯源、三

世佛的組合類型，探討雲岡石窟三世佛造像的特色與法華義學思想的關係。 

二、佛典中「三世佛」概念的組合發展 

（一）泛稱的「三世佛」 

在初期佛典《阿含經》中常見到以「過去、未來、現在」三詞分立表示的

「三世」時間觀，並且由此時間觀延伸出「一世一佛」的三世佛概念。「一世

一佛」是指一世僅一佛出世，一佛入滅後另一佛方出世的觀念，如佛典中的「過

去七佛」即是異時縱向序列的多佛總合。三世佛詞語的使用上，《中阿含經》

卷 7
6
談到藉由觀五陰熾盛乃從因緣生，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解脫之道。《長

阿含經》卷 12
7
同時使用分立的「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與統合「過去三世諸

佛」之詞指稱「三世佛」。其他，如前述《別譯雜阿含》、《增壹阿含》，及

律典中提到的「三世諸佛」，大多並未有特指的佛名。泛稱的三世佛大抵用來

表示綜合無始以來異時縱向列序的多佛總合。在初期大乘的經典中，發展出「多

佛並世」的思想，旨在通過「多佛並世」呈現依於法的平等性，眾生悉皆一佛

乘而能成佛，則當有無量佛能並世而存的觀點，此亦《法華》等大乘經的共同

思想。「多佛並世」主要以三種形式呈現：一是結合「三世」時間觀的「三世

佛」，二是結合「十方」空間觀而來的「十方佛」，三是表達無限數量的「千

佛」。此種大乘「多佛」的佛陀觀，藝術表現形式除了由時空觀延伸而來的「三

世佛」與「十方佛」，有時也常以數量之多的「千佛」方式呈現無量佛的觀念。

                                                           
4 李玉珉在〈賓陽中洞研究〉，《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念文集》（北京：文物，2002），頁 399-423。 

5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石窟雕塑全集３．雲岡》，重慶：重

慶出版社，2001 年，頁 11。「雲岡北魏早期造像在題材上最突出的，當數「三世佛」，這種窟內

三壁各雕鑿一身巨像形成的三尊大像表現形式，是北魏復法後最有時代特徵的造像組合。由於北魏

佛教承襲涼州和長安佛教的傳統，盛行《法華經》等佛教經典。同時主持開鑿曇曜五窟的沙門統曇

曜與吉迦夜曾一再選擇有關三世佛的佛典，如：《付法藏傳》、《大吉義神咒經》等進行翻譯……

從而使大乘佛教提出的「三世三劫」學說的思想，廣為流傳。」 

6《中阿含經》卷 7〈3 舍梨子相應品〉：「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

彼厭此過去、未來、現在五盛陰，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大正藏第

1 冊，頁 467 上。 

7 《長阿含經》卷 12：「我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總相法我則能知。」大

正藏第 1 冊，頁 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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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多佛形式的圖像，也有學者認為是化佛思想的表現
8
。另外，《法華．見寶

塔品》獨特的多寶與釋迦「二佛並坐」的多佛思想，也旨在表達此種一佛乘思

想。 

（二）確指佛名的三世佛 

１．過去七佛 

《阿含經》常見釋迦佛自陳包括他自己以及之前已成就的過去六佛名號，

名為「過去七佛」的組佛。
9
佛陀自陳的過去六佛的名號分別是：毘婆尸佛、尸

棄佛、毘舍婆佛、拘樓孫佛、拘那含佛、以及迦葉佛。在新疆克孜爾地區的石

窟壁畫中，已可見到以過去六佛與現在佛釋迦、未來佛彌勒菩薩共同組成的三

世佛圖像
10
。 

２．燃燈佛 

燃燈佛，漢譯又作定（錠）光佛，是久遠實成的過去佛，也是不同於過去

六佛而最早出現獨立佛名的過去佛。大小乘佛典均見釋迦佛自述「燃燈佛授記

本生」。「燃燈佛授記」是以釋迦佛的前生（儒童、善慧、超術）為敘事主體，

燃燈佛（定光佛、普光如來）則是給予釋迦佛成佛授記的過去佛。此故事可見

於初期佛教《增一阿含》等經
11
，南傳也皆有相似的記載，西元一世紀左右的《般

若經》
12
、《法華經》

13
等初期大乘經中仍可見此故事的舖展

14
。由於燃燈佛故事

                                                           
8 賴鵬舉先生多篇有關羅什關河義學與炳靈寺的研究論文中，皆對此有所闡述。氏著〈炳靈寺 169 窟

無量壽佛龕所涉之義學與禪學〉，東方宗教研究第 2 期（新），1991 年 10 月，頁 157-181；〈關

河的三世學與河西的千佛思想〉，東方宗教研究第 4 期（新），1994 年 10 月，頁 233-259；〈後

秦僧肇的「法華三昧」禪法與隴東南北石窟寺的七佛造像〉，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二期，1997 年 7

月，頁 211-231；〈西北印念佛禪法在中亞的進一步開展以龜茲石窟的禪法為例〉，1999 年第二屆

兩岸禪學研討會論文集，1999 年 10 月。 

9 「汝等當知，毘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毘舍婆佛時，人壽六萬歲。拘樓

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

《長阿含經》卷 1，大正藏第 1 冊，頁 2 上。其他有關過去六佛（七佛）的記述可參考以下諸經：《佛

說七佛經》，大正藏第 1 冊，頁 150 上。、《毘婆尸佛經》，大正藏第 1 冊，頁 158 下；《長阿含

經》卷 15，大正藏第 2 冊，頁 101 中；《增一阿含經》卷 45，大正藏第 2 冊，頁 790 上-中。 

10 新疆克孜爾石窟早期的壁畫中可見到過去六佛裝飾龕沿、以現在佛釋迦為主尊、以交腳彌勒為未

來佛的「三世佛」組合，在雲岡造像中也見到相似的組合。相關論文可參見拙稿〈「燃燈佛授記」

本生敘事與圖像之互文性研究──以漢譯佛典故事和西北印、中亞、雲岡石窟造像為例〉，《政大

中文學報》第 17 期，頁 158-222，2012 年 6 月。 

11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第二十》．第三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597 上-599

下。同經卷三十八〈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大正藏第 2 冊，頁 758 上-中。《薩婆多毘尼毘

婆沙》卷五，大正藏第 23 冊，頁 532 中。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上。大正藏

第 4 冊，頁 461 中-462 下。吳．支謙譯，《佛說太子善應本起經》卷上。大正藏第 3 冊，頁 472 下

- 473 中。《六度集經》卷六．（七六）然燈授決經，大正藏第 3 冊，頁 38 下。劉宋．求那跋陀羅

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大正藏第 3 冊，頁 621 下-622 下。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卷

五〈歎定光佛品〉，大正藏第 4 冊，頁 92 中-93 下。 

12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五七，大正藏第 7 冊，頁 872 上。 

13 《妙法蓮華經》卷一．〈序品〉，大正藏第 9 冊，頁 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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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於佛陀前傳發展而來的，在圖像表現上，燃燈佛的造像也多伴隨著現在佛

釋迦佛、未來佛彌勒菩薩或彌勒佛，而以過去佛的身份出現。 

３．多寶佛 

多寶佛僅見於《法華經．見寶塔品》。經文記載久遠實成的多寶佛往昔曾

發願，若有人於十方國土宣說《法華經》必將有七寶塔從地湧現，多寶佛將於

空中音聲讚歎、示現於前，驗證法華「一乘」義的真實不虛。依〈見寶塔品〉

所載多寶佛分半座給釋迦佛的「二佛並坐」更是《法華》圖像重要特色，
15
通過

「二佛並坐」（二佛並世）的方式表現「多佛並世」的大乘思想，也是《法華》

通過「多佛」表達其「一乘」究竟的方式。 

「二佛並坐」在雲岡石窟中的造像表現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二佛並肩而

坐（或稍晚出現的對坐）一龕，第二種是二佛並肩坐於並列之兩龕的表現形式；

前者可謂依經文中多寶佛分半座予釋迦佛而來，後者則偏離經文原意而將二佛

所同坐之七寶塔分而為兩龕，已是變形後的造像。 

以《法華經》作為觀修依據的「法華三昧」的觀法即依〈見寶塔品〉情節

內容為觀想對象，包括：二佛並坐、十方佛（分身來集）、一佛一菩薩等具象

內容，而這些具有情節性的描述即是工匠據以呈現於藝術創造的依據。
16

 

４．彌勒菩薩（佛） 

彌勒菩薩為繼釋迦佛之後即將降生於此娑婆世間的未來佛。關於彌勒的身

分，諸經說法不同。依《阿含》等早期經典所載
17
，彌勒與阿逸多並不是同一人；

依初期大乘經《法華經》與《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的記載
18
，則彌勒似與佛弟子

阿逸多為同一人。關於彌勒「上生菩薩，下生佛」的說法，則是依於《彌勒上

                                                                                                                               
14 有關燃燈佛授記本生在佛典文本中的情節發展，請參見拙稿：〈燃燈佛授記本生敘事與圖像之互

文性研究〉，2009 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2009 年 11 月 28。 

15 大正藏第 9 冊，頁 33 下。 

16 有關雲岡石窟與法華三昧禪觀的相關論述，另有專文論述，拙稿：〈「法華三昧」觀法與北魏雲

岡石窟造像〉，《佛教與中國文化──王開府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萬卷樓，2013 年 5

月），頁 83-99。 

17《中阿含經》卷 13〈說本經〉談到授記彌勒作佛、《增一阿含》卷 19 云彌勒為釋迦佛身邊的菩薩，

卷 38 預言彌勒將於三十劫後下生成佛，《長阿含經》卷 20〈世紀經〉〈忉利天品〉云諸菩薩中以

彌勒為首。 

18《妙法蓮華經》卷 5．〈從地踊出品第十五〉，大正藏第 9 冊，頁 41 上：「爾時諸佛各告侍者：

諸善男子！且待須臾，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彌勒——釋迦牟尼佛之所授記，次後作佛——以問斯事，

佛今答之，汝等自當因是得聞。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善哉，善哉！阿逸多！乃能問佛如

是大事。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

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 4，大正藏第 12 冊，

頁 2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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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與《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
19
內容而來。《彌勒上生經》提到彌勒為佛弟

子，因精進修行而蒙佛授記，命終後生於兜率天，盡夜於內院說法。《佛說彌

勒下生成佛經》記載著彌勒未來當下生世間，在龍華樹下證道成佛的故事，相

關的圖像創作即是依此而來。 

依《高僧傳》卷五所言，前秦時期苻堅（338-385）曾送給道安許多尊貴的

佛像中即有「結珠彌勒像」，
20
可見當時西域流傳著的彌勒信仰已漸傳入中國。

根據《法顯傳》卷一所載，稍晚法顯（337?-422）到北天竺信仰小乘教的陀歷

國，也曾聽聞關於該國彌勒造像的傳說。
21
此處雖未細述彌勒像的形象，但提到

「長八丈足，趺八尺」的巨大身像，顯見在信仰小乘教的陀歷國，雖是小乘「一

佛一菩薩」的觀念，但作為未來佛的彌勒菩薩信仰仍是十分受到重視。 

前述三至四世紀傳入中國的彌勒像，表現為四種特色，具有犍陀羅風格：

束髮髻、長髮垂肩、手持一瓶、立像。
22
而有關西域至中土的彌勒造像常以交腳

倚坐像呈現，其造像原型也是經常被討論的焦點。部分學者認為交腳彌勒是中

土彌勒菩薩造像的特徵
23
，但日本學宮治昭則認為交腳彌勒與犍陀羅造像中貴霜

王朝貴族的交腳造型的關係。而在雲岡石窟中的彌勒形象，也常見到交腳倚坐

造型。另外，有關彌勒以菩薩形象與過去六佛、現在佛釋迦佛組成的的「七佛

一菩薩」形象也很常見，合理推測可能是用來表示「三世佛」的一種組合。朱

剛認為此種組圖蘊含一種神譜的展示，是一種世界圖像，以空間展示來傳達對

時間結構的理解。
24
此類組圖的特徵，通常七佛是以相似的造型表現，並無法呈

現時間的變化，但透過彌勒以菩薩裝束的差異性，則得以對比出其未來佛的時

間變化。而由此一早期佛教藝術中的組像中，正可見到用來凸顯「三世」時間

觀的彌勒造像的獨特功能。 

 

                                                           
19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大正藏第 14 冊，No.454。劉宋．沮渠京聲譯，《佛

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大正藏第 14 冊，No.452。 

20 「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

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大正藏

第 50 冊，頁 352 中。 

21 「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

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大正藏第 51 冊，頁 857

下- 858 上。 

22 朱剛，〈中土彌勒造像源流及藝術闡述〉，復日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4 期，頁 71-75。 

23 陳清香，〈麥積山 133 窟 10 號造像碑的圖像源流與宗教內涵〉，中華佛學學報第 18 期，2005 年，

頁 88-90。認為「二佛並坐」、「交腳彌勒」與「釋迦說法」都是中土自創的圖像佈局。朱剛，同

上註。 

24 同註 22，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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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岡石窟中的「三世佛」組合 

（一）以《法華經》為題材的「三世佛」造像 

佛教傳世眾多經典中，若論對中國佛教各宗派義理的開展，以及其信仰在

廣大民間有深遠影響力者，作為「諸佛之祕藏，眾經之實體」
25
的《法華經》當

之無愧。自姚秦．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漢譯本流行中國以來，中國歷代各

學派宗師無不深研此經，詳加注疏，乃至由此建立其判教體系，嘉祥吉藏、天

臺智顗、慈恩窺基諸師，無不依於原有的基礎而又各有所詮，由此開展出屬於

中國佛教特有的義理思考；前於此，在西晉．竺法護譯出《正法華經》之時，

〈光世音普門品〉所欲傳達佛教的慈悲觀，早以聞聲救苦的觀音形象中潛移默

化地深入到廣大世俗百姓的生活之中。敦煌石窟更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寫經與法

華經相關
26
。法華經在中國兼具義理與通俗兩方面的影響力，也匯集表現在佛教

藝術的成就上。 

佛教藝術在中國的發展很早，佛典傳入的同時，佛像、法器及佛畫即已隨

之傳入。《法華經》特有的石窟藝術題材是以〈見寶塔品〉的多寶佛與釋迦佛

為表現題材的「二佛並坐」造像及繪畫。自西元五世紀起，中國的石窟造像受

到法華思想強烈的影響，尤其以雲岡模式對北魏境內產生的影響，最為廣泛。

涼州義學僧團在北魏滅北涼後，隨之遷移至平城，來自涼州的曇曜等義學僧受

到文成帝的重視，進而在皇室的支持下開鑿雲岡石窟。從以法華造像成為雲岡

石窟中隨處可見的題材，可見法華信仰在北魏的佛教所產生的深刻影響。而羅

什領導的長安僧團在五世紀下半葉所提倡的法華義學及其禪法，也持續影響著

雲岡石窟的法華造像。雲岡與敦煌石窟受法華義學影響，受法華思想影響的雲

岡模式造像可分為三期
27
，綜觀而論，雲岡石窟中常見的法華造像，可見其以「二

佛並坐」、「三世佛」及「千佛」
28
等造像為重點主題。

29
 

                                                           
25《大正藏》第 55 冊，頁 57 中。 

26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1997 年 7 月，

頁 211-232。 

27 于向東：〈五世紀二佛並坐像在敦煌與雲岡石窟的表現〉，圓光佛學學報第 11 期，頁 1-23。頁

7-17。第一期（460-469）的二佛並坐、千佛：第 19 窟。第二期（470-494）的二佛並坐、三世佛、

千佛：第 1、2 窟彌勒、釋迦，三世佛，二佛並坐，中心塔柱。第 5、6 窟三世佛，二佛並坐，交腳

彌勒，中心塔柱。第 7、8 窟三世佛，二佛並坐，佛傳本生。第 9、10 窟－釋迦，彌勒，二佛並坐，

騎象普賢，蓮花化生菩薩。第 11、12、13 窟，二佛並佛，彌勒，千佛。第三期（495-524）二佛、

彌勒、千佛：第 15 窟千佛，彌勒，二佛。第 38 窟三世佛。第 39 窟千佛，二佛。 

28 「千佛」譯語多出現在《正法華經》譯本中，凡 33 見。《妙法蓮華經》出現 5 次。「三世(諸)

佛」譯語未見於《正法華經》譯本，《妙法蓮華經》出現 2 次。  

29 陳清香在〈論雲岡石佛式樣的源流〉一文中，依石窟的形制和造像的內容樣式，同樣將雲岡石窟

的完成時間分為三期，認為其中以《法華經》題材的石窟，時間上是僅次於曇曜五窟（第 16 至 20

窟）開鑿的，大約是在北魏和平 6 年(465)文成帝死後，至北魏孝文帝太和 18 年(494)遷都洛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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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豎化三佛與橫化三佛 

隋代吉藏（549-623）為大乘多佛思想的「三佛」提出新詮：提出「三世佛

化即是豎化」，並另外提出「十方佛化即是橫化」的說法。
30
豎化與橫化之說，

為三世佛的解釋與組合開闢新的蹊徑。吉藏先依《彌勒下生經》將傳統由縱向

時間依過去、現在及未來次第出世的佛，定義為「豎化的三世佛」。為對應於

「豎化的三世佛」，吉藏根據《觀無量壽經》從空間座向上區分出中央與西方

兩個方位的國土：中央娑婆世間為穢土為釋迦佛所化，西方淨土為阿彌陀佛所

化，但原本似乎要有對應於豎化三世佛的第三方位的國土及為之度化眾生的佛

名，在此並未提及。然而，後世卻據此將《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
31
中東方淨土

的藥師佛與此橫化三佛連結，而有中央釋迦佛、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的

完整橫化三佛的結構。然而，吉藏此處由十方佛而來的空間式橫化三佛的概念，

卻無法與「三世佛」裏「三世」的原始時間意義貼切連結在一起。橫化三佛固

以三尊為造型，卻明顯與「三世佛」的時間概念無涉，反而與十方佛的空間觀

較為密切。不過，吉藏認為大乘經兼載的十方佛與三世佛，所以具明橫豎二化，

而小乘經所載但明三世佛，未及於十方佛，故唯知一世有一佛出世。吉藏由大

乘的觀點闡釋《多持經》「一世界無二佛」的說法，
32
認為是「方便說，非實義」。

吉藏此處對大小乘佛陀觀的區分，是來自對經典文本歷史性的客觀反省的深刻

見地。 

                                                                                                                               
前的作品。陳清香〈論雲岡石佛式樣的源流〉，華岡佛學學報第 6 期，1983 年 7 月出版，頁 349-350。

此外，《法華經》「二佛並坐」主題的造像也見於其他地區，北魏晚期在甘肅永靖的炳靈寺石窟，

至今仍保存有 33 處窟龕，其中第 126、128 及 132 窟，這三個形制相似又比鄰而列的洞窟，其正壁

也都是「二佛並坐」像，其左右壁面雕有佛與二菩薩像，或交腳彌勒坐像（代表現在仍是菩薩,將

來下生人間成佛的彌勒）與二菩薩像。常青《崖洞裏的靈光──中國石窟寺的奧祕》，（香港：中

天出版社，1999 年初版），頁 106。現藏於故宮的二佛並坐銅像及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的二佛並坐

像，也都是北魏時期的作品，可見法華經「二佛並坐」在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創作題材中，受到關

注的情形。季崇建《佛像雕刻》，（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6），頁 65。藏於根津美術館的二

佛並坐金銅像，造於北魏太和十三年（489AD），左邊的多寶佛與右邊的釋迦佛結跏趺坐於須彌座

上，二佛各有圓形蓮瓣頭光，頭光之外各有一火焰形背光，其後復有一大火焰形背光統籠二佛。 

30 隋．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卷 1：「欲使眾生同悟一道，但根性非一，故有教門殊致，所以有

此之二經，明兩種教化也。《無量觀》辨十方佛化，《彌勒經》明三世佛化。十方佛化即是橫化，

三世佛化即是竪化。言《彌勒經》三世竪化者，過去七佛、現在釋迦、未來彌勒，明三佛化故是竪

化也。言《無量壽》觀十方橫化者，此方穢土釋迦化，西方淨土無量壽化，明十方佛化，故是橫化

也。然此兩種具有通別。言通者，橫化、竪化皆是大乘。大乘具明十方佛化及三世佛化，此二種皆

是大乘中所明，故是通也。別而為論，大乘具明二化，小乘不辨十方，但明三世佛，故唯有一佛也。」

大正藏第 37 冊，頁 236 上。 

31 隋．達摩笈多（?-619）譯，《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401 中。 

32《大智度論》卷九：「問曰：唯有釋迦牟尼一佛，無十方佛。何以故？是釋迦文尼佛無量威力、無

量神通，能度一切眾生，更無餘佛。如說：阿難一心思惟：「過去諸佛寶華、燃燈等，皆生好世，

壽命極長，能度一切眾生。今釋迦牟尼佛，惡世生，壽命短，將無不能度一切弟子耶？」……以是

故，《多持經》中一時一世界無二佛，不言十方無佛。」大正藏第 25 冊，頁 124 中-12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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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世佛」的組合類型 

在佛教藝術圖像的表現上，由三世佛概念形成的組佛形式，自佛傳中單純

的過去六佛加上現在佛釋迦佛的造像，到過去六佛、現在釋迦佛和將成為未來

佛的彌勒菩薩，結合成早期的三世佛圖像；獨立燃燈佛造像出現後，取代過去

六佛的過去佛圖像，形成新的三世佛組像。之後《法華經》復出現代表過去佛

的多寶佛，並與現在佛釋迦共同形成「二佛並坐」的新造型，為表現大乘多佛

思想提供新的藝術圖像典型。 

組成三世佛元素的諸佛，包括：過去佛（過去六佛、燃燈佛、多寶佛），

現在佛（釋迦佛），以及未來佛（彌勒菩薩或彌勒佛），不論其個別作為主尊，

還是在構圖中以次要身份出現，在雲岡石窟造像中皆可發現有不同組合。敦煌

與雲岡佛教藝術都受到涼州僧團義學的影響，二者造像藝術間或有可借鑑之處。

據賀世哲整理敦煌圖像的研究成果指出敦煌的「三世佛」造像的組合類型，約

有四種：（１）相似的三佛（２）三壁三佛（３）三世三千佛（４）七佛一菩

薩組成豎三世佛。
33
借鑑前述分類，參考並略加修訂其分類後，歸納雲岡石窟中

具法華圖像特色三世佛圖像，得到以下四種主要組合類型。 

１．複合式三尊並列 

在石窟藝術中，常見的三尊像可以依其主從或並列關係分兩類：第一類是

主尊與兩位脅侍，第二類則是並列的三尊
34
。第一類主從關係細分為兩種：表現

為一佛二弟子（如佛傳主題的釋迦佛與大迦葉、阿難兩位弟子），或為一佛二

菩薩（如西方淨土的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兩位菩薩，或表現為東方淨土

的藥師佛與日光、月光兩位菩薩；或華嚴世界的釋迦佛與文殊師利、普賢兩位

菩薩）。第二類並列關係細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表現「三身一身」的三身佛：

清淨法身佛（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佛（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佛（釋迦

牟尼佛）；第二種即是表現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佛，有時也表現為「二佛

一菩薩」的形象，如代表過去佛的燃燈佛（或與釋迦佛並列兩龕的多寶佛）、

現在佛釋迦佛及未來佛彌勒（佛裝彌勒或交腳彌勒菩薩）；此種「三尊並列」

表現方式的三世佛，由於彌勒尚為菩薩身分，裝束或姿勢的設計上以交腳菩薩

像呈現。第三種則是表現淨土方位的西方阿彌陀佛、中央釋迦佛及東方藥師佛。 

（１）橫向並列（三尊相似；或釋迦、二佛並坐、交腳彌勒） 

三尊橫向並列在同一面的，如雲岡第 5 窟西南壁面，同一層的壁面浮雕即

                                                           
33 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143-160。 

34 羅華慶編，《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年 3 月初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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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釋迦坐像、二佛並坐及交腳彌勒並列而成的三世佛造像。（圖六局部）

另外，而同窟的南壁的明窗東、西兩側的佛塔皆有造型相似的三佛並列，東側

在佛塔下層（圖八），西側在第二層（圖八），因為與二佛並坐置於同一面，

推測為三世佛組像。而雲岡石窟第 6 窟中心方柱，南面上層佛龕中有佛立像，

立像兩側柱面有以相似三尊佛並列為一層，層層累疊而成柱體（圖九）。此種

相似的三尊佛因為未二佛並坐同時出現，反而以千佛形式呈現，或可視為以三

為倍數表現的「三世三千佛」的變型。 

（２）縱向並面（釋迦、二佛並坐、交腳彌勒） 

分上下層並列在同一面的，如在雲岡石窟第 11 窟南壁上層東側，一座三級

高的浮雕方塔，塔頂端為七層相輪的覆缽頂下有束腰方座，塔的本體上層為造

型相似，用色各異的「三尊並列」的「三世佛」；中層為代表未來佛的交腳彌

勒菩薩，左右各有身形稍小的脇侍一名；下層為釋迦佛與多寶佛的「二佛並坐」

像。塔基刻有供養人左右各六人，中間設有博山爐。（圖一）在這件浮雕作品

中，可以依下層的「二佛並坐」像判斷它與《法華經》的關係密切。塔的下層

「二佛並坐」表示現在佛釋迦佛與過去佛多寶佛並時而出的大乘多佛思想，「三

尊並列」的「三世佛」表示佛法住世不滅的法身思想，尤其此處佛塔造形並非

實際存放舍利處，而是成為法身供養的象徵；中層的交腳彌勒菩薩代表是尚未

成佛的菩薩身分，此時的交腳彌勒菩薩表達的是上生於「兜率淨土」的思想，

但同時也隱含彌勒未來將下生，於龍華樹下成佛的「龍華淨土」思想。 

另外，北魏中期雲岡石窟第 11 窟，東壁上部表現的則更繁複的三世佛及千

佛圖像。抽象的三世時間觀必須通過具象的空間藝術來表達在石窟造像中通常

透過代表三世的過去七佛、多寶佛（過去佛）、釋迦佛（現在佛）、彌勒菩薩

（未來佛）等形象來呈現（圖二）。 

而「法華三昧」觀法所以與千佛產生繫聯，乃由於經文中提到多寶佛的示

現，須諸佛「分身來集」之故，
35
因此，在前行的觀像念佛的方便法門中，也須

憶念千佛來集。以雲岡石窟而言，除以無數化佛表示千佛思想外，也用前述並

列三世佛的方式表現過去、現在、未來十方無量佛的概念，在雲岡第 5 窟北魏

中期主佛及西壁，兩側壁各三層，每層並列三種造像：二佛並坐、彌勒、說法

                                                           
35 以《法華經》作為觀修依據的「法華三昧」的觀法即依〈見寶塔品〉情節內容為觀想對象，包括：

二佛並坐、十方佛（分身來集）、一佛一菩薩等具象內容，而這些具有情節性的描述即是工匠據以

呈現於藝術創造的依據。有關雲岡石窟與法華三昧禪觀的相關論述，筆者另作專文論述，〈「法華

三昧」觀法與北魏雲岡石窟造像〉，《佛教與中國文化──王開府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

萬卷樓，2013 年 5 月），頁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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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用以表示三世千佛，用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佛的複數積累，呈現出不

同於格狀千佛的千佛概念。格狀千佛的圖像在以量之多示千佛；而三世佛則以

三層累疊，是以三世概念加上多佛思想的倍乘，形成另一種概念式的千佛圖像，

這一種不同於前者的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是極具突破性的抽象思考。 

北魏中期建造的雲岡第 12 窟前室東壁，也是上層釋迦坐像，中層交腳彌勒

佛，有二位半跏思惟脇侍菩薩，下層有釋迦、多寶二佛並坐的複合式三世佛圖

像。（圖三）賴鵬舉的研究中曾指出，由羅什所引領的關河義學，其「法華三

昧」禪法表現在石窟藝術的三世佛、千佛形式中，旨在傳達三世不遷，無有生

滅的諸法實相觀
37
。 

２．三尊三壁 

三世的表現形式還有以三尊各位於石窟中的三壁，以共同形成三世概念的

「三尊三壁」型，李治國、劉建軍將此種類型稱為「三壁三龕窟」。據其統計，

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北魏洞窟近七十座，約佔雲岡晚期中小型窟室總數二分之一

弱。此種布局為北魏晚期出現的新窟形，一般常見的組合可以主尊的類型區分

為兩種：
38
第一種是依《法華經》而來的釋迦佛、多寶佛「二佛並坐」像，第二

種則是單一坐像。基本上，三尊仍以佛的造像為主，與上述「三尊並列」型的

三世佛的區別，在於「三尊三壁」型的主尊比「三尊並列」型的主尊多一種「二

佛並坐」像。通常主像位於北壁，北壁主像為「二佛並坐」像的有第 11:16 窟、

第 23 窟、第 28 窟、第 33 窟、第 33:6 窟、第 34 窟等
39
。而與「二佛並坐」像

或單一坐像搭配彌勒菩薩像，則常出現在東、西壁的大龕裏面。 

北魏中期第 5 窟後室是屬於第二類單一坐佛式的「三尊三壁」型三世佛。

（圖四）北壁的釋迦坐佛身形是雲岡石窟中最大的，高達一千七百釐米，東西

壁各雕有一尊立佛，共同構成「三尊三壁」的三世佛組像。主尊造像為正面坐

佛，身形較大，東西側二尊為在側面面向中間主尊，身形略小；側壁在主尊以

外的壁面分上下兩部分，上部分三層是：三世佛的組圖（交腳彌勒、釋迦佛及

二佛並坐）；下部分是主尊周身的壁面是小型並列格狀的千佛圖。其他，第 16、

17、19、20 窟也都是「三尊三壁」型的三世佛組像。
40

 

                                                           
36 李治國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第 3 卷雲岡，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年，頁 13。 

37 賴鵬舉：〈後秦僧肇的「法華三昧」禪法與隴東南北石窟寺的七佛造像〉，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2 

期，1997 年 7 月，頁 211-231。 

38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石窟雕塑全集３．雲岡》，重慶：

重慶出版社，2001 年，頁 28-29。 

39 同上註，頁 29。 

40 第 16 窟也是「三尊三壁」型的三世佛造像，北壁主尊是釋迦佛立像，東南壁上層圓拱龕內為「二

佛並坐」像，南壁中層東側則為盝形龕內雕有交腳彌勒菩薩像。第 17 窟主尊也是「三尊三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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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世三千佛 

佛教以世界一成一滅的時間為劫，將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及未來三大劫，

過去住世劫名為莊嚴劫，現在住世劫為賢劫，未來住世劫則為星宿劫，由此而

說各大劫各有千佛出世，度化眾生。
41
「三世三千佛」的觀念即是由此時間觀延

伸而來。
42
此種「三世三千佛」的圖像，除可在（圖二）裏看到以無數並列格狀

小化佛表現，也可用（圖二）雲岡第 11 窟東壁上部並列三世佛的方式來表現過

去、現在、未來十方無量佛的概念，也能表現出「概念式千佛」的功能。而這

也十分符合《法華經》極力闡釋眾生悉可成佛的一佛乘思想。 

前述第 6 窟以三尊並列成佛柱的千佛表現，因以三尊並列的方式呈現，推

測可能表現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可能是用來表現以三為倍數的千佛思想─

─即「三世三千佛」的思想（圖九）。不過，由於主尊是現在佛釋迦佛，並列

的千佛是否表現的僅是賢劫的千佛，亦不排除其可能。 

４．七佛一菩薩 

以「七佛一菩薩」的形式來表現「三世佛」的概念，是把「過去六佛」加

上現在佛釋迦佛，以及即將成為未來佛的彌勒菩薩所構成的。依朱剛的觀點，

「七佛一菩薩」的神譜展示組合，蘊含有一種以空間展示來傳達時間結構的理

解。但後來這一組合被化約為「二佛一菩薩」或「三世佛」。敦煌莫高窟、天

水麥積山、大同雲岡、洛陽龍門等石窟造像中即佔有大量的「三世佛」圖像；

而「二佛一菩薩」表現的也是三世佛的時間結構，在新疆克孜爾第 17、38 窟的

中心柱有佛像，側壁則有彌勒菩薩像。另外，在敦煌的第 276、402、404 窟及隋

代窟亦可見到「二佛一菩薩」像。而麥積山第 101、142、163 窟北魏晚期洞窟也

有「二佛一菩薩」石刻
43
。從經典來源上說，「七佛一菩薩」這種形制應早於三

尊式的「三世佛」。 

由於「七佛一菩薩」組像中，過去七佛常作為單一佛像龕楣上的背景裝飾

                                                                                                                               
的三世佛，北壁為交腳彌勒，東壁為坐佛，西壁為立佛。第 19、20 窟也是「三尊三壁」型的三世

佛，主尊為倚坐佛，東西壁為身形較小的立佛。 

41 梁代《祐錄》所載《過去五十三佛名經》、《三千佛名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現在

賢劫千佛名經》、《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等，以及近世敦煌文獻中的《賢劫千佛名經》、《十方

千五百佛名經》等都有以千佛為名的經典，依此可以知道石窟藝術中千佛圖像的來源及其流行的地

域梁曉鵬，《敦煌莫高窟千佛圖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頁 131-137。 

42 有千佛榜題的千佛圖像應可確知是依千佛名經而來，但所依經典則不易確知，目前可確知有墨書

榜題的如敦煌莫高窟的第 254 窟，有 783 身有榜題，可能是出自《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與《未來

星劫千佛名經》的千佛圖像。此外武咸天梯山、酒泉文殊山及龍門石窟蓮花洞等地，皆有三劫三千

佛名經的千佛圖像，並歸納出敦煌除少數洞窟是釋迦分身十方佛外，多數皆為「三世三千佛」圖像。

同前引賀世哲，頁 155-156 

43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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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並不是作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因此，除了用來表現三世無量佛出世的多

佛思想外，也有在三世時間的遞演下，佛法延續不斷、法身不滅的意味。 

「七佛一菩薩」的表現形式，通常為以交腳彌勒為主尊，將過去七佛並置

於龕楣的樣式。例如：雲岡第 11:16 窟東壁佛龕，龕楣有過去七佛，龕內有交

腳彌勒菩薩及二脇侍，呈現出「七佛一菩薩」的格局。（圖五）
44
此種布局明顯

以交腳彌勒菩薩為表現主題，構圖呈現雖同樣是三世佛，但強調的意義重點不

同：彌勒菩薩是將繼過去六佛、現在佛釋迦，將於未來出世的未來佛，彌勒既

是現在菩薩位，也是未來佛，強調的是來世的救度信仰，與純粹三世佛要表現

的法身不滅思想重點不同。 

四、法華圖像與「三世佛」造像的省思 

在中亞及雲岡石窟流行的「二佛並坐」圖像往往伴隨著「交腳彌勒」與「釋

迦說法」圖像同時出現，而這些圖像也常常用賢劫以來出現的十方千佛作為圖

像的背景。根據陳清香的研究指出，「二佛並坐」、「交腳彌勒」與「釋迦說

法」皆是「中土自創的圖像佈局」
45
，其中，「二佛並坐」更是《法華經》盛於

中國五世紀前後常見的圖像題材，「釋迦說法」常見於大小乘經，「交腳彌勒」

的菩薩身位與法華中彌勒菩薩求法的形象亦相吻合。 

過去學者的研究，多偏重在上述三種圖像的個別研究，而忽略這些圖像並

非偶然同時出現於同一石窟之中，而是有共同的動機的，將「交腳彌勒」與「釋

迦說法」圖像分別視為彌勒信仰及佛傳的表現，是忽視同一主題石窟中圖像表

現結構的內在關係。筆者認為上述三種組像的創作動機，主要透過「三世佛」

造像表達「法身不滅」或未來佛救度的思想。
46
前賢分述「二佛並坐」、「交腳

                                                           
44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第 2 卷，（東京都：平凡社，1990），圖版 130。 

45 陳清香，〈麥積山 133 窟 10 號造像碑的圖像源流與宗教內涵〉，中華佛學學報第 18 期，2005 年，

頁 88-90。把「二佛並坐」、「交腳彌勒」與「釋迦說法」都視為是中土自創的圖像佈局，似仍有

討論的空間。李玉珉〈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之研究〉一文中，以北燕太平 2 年李普所造二佛並坐像

與西秦炳靈寺題有釋迦多寶二佛石刻等五世紀初早於絲路而即有「二佛並坐」圖像的證據，肯定「二

佛並坐」為中土所創圖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 集，1995 年 5 月，頁 1-16。不

過，關於「交腳彌勒」圖像，近代日本學者宮治昭在其關於犍陀羅藝術研究的專著中，曾指出交腳

造像在現存的犍陀羅藝術中仍有數例可循，「交腳彌勒」造像與貴霜王朝王侯交腳造像之間有著密

切的關係。宮治昭著，李萍譯：《犍陀羅美術尋踪》，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年第 2 版，頁

200。 

46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如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我今亦如是，

說無分別法。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正使出于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能

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譬如優曇花，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

發一言，則為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花。」《大正藏》第 9 冊，頁 10 上-中。

經文旨在傳達眾生悉當作佛的一乘思想，又云值佛出世、聞法之難得可貴，三世諸佛為世所希有，

值得人天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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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與「釋迦說法」三種圖像雖可各自獨立詮釋，但同窟頻繁出現此三種組

像時，則不宜僅視為偶然之現象。據前述歸納各窟組像後的整體詮釋，理當重

新看待同窟造像彼此間的結構關係。「二佛並坐」表現〈見寶塔品〉所記載過

去佛的親臨見證事蹟肯定《法華》一乘經旨的真實不虛；「交腳彌勒」展示彌

勒菩薩即將成為未來佛的來世救度信仰；「釋迦說法」表現為現在佛釋迦救度

眾生的意義。 

通過本文所歸納四種出雲岡石窟中所見，同一窟屢見「二佛並坐」、「交

腳彌勒」（佛裝彌勒）與「釋迦（說法）像」三種造像的組合，可發現營造洞

窟時自非無意識的統合此三種造像，其所表達即是處處見於雲岡造像中的法身

不滅的《法華》一乘要旨。思想上，更是打破小乘「惟禮釋迦」一佛的觀念，

將釋迦牟尼佛的身份從歷史上創立佛教的覺行者，轉變為久遠實成示現於當世

現在化佛，進而通過「多佛並世」肯定法身不滅以及眾生皆能成佛的大乘多佛

思想。雲岡石窟中通過「三世佛」組像表現《法華》一乘核心要旨外，同時傳

達中國人對《法華經》時空觀的理解，以及由此開創出新的造像藝術形式。 

五、結語 

不同於個別判讀雲岡各窟內複合圖像的傳統解讀，本文通過以《法華》為

線索，重新宏觀全窟各壁看似零散的構圖，發現「二佛並坐」、「交腳彌勒」

（佛裝彌勒）與「釋迦（說法）像」圖像頻繁同見於一窟，此三種圖像以過去、

現在、未來等具有時間結構意義三世佛的關係存在著內在繫聯。本文在前賢所

指出具有法華特色的「二佛並坐」造像的基礎外，發現雲岡常於同一窟並見前

述三種代表過去佛、現在佛及未來佛造像的有意識組合，並將之歸納為：「複

合式三尊並列」、「三尊三壁」、「三世三千佛」、「七佛一菩薩」等四種造

像形式。透過雲岡各窟整體圖像與《法華經》互文詮釋後，發現以過去佛、現

在佛、及未來佛所成的三世佛組像，透過具有時間性結構「三世佛」造像藝術，

傳遞其不同於小乘「惟禮釋迦」的一佛信仰，代之三世多佛並置的造像藝術表

現其「法身不滅」思想，呈顯雲岡特有的中國式《法華》圖像詮釋。 

附圖： 

 

 

圖一：雲岡第 11 窟南壁上層東側三層浮圖

方塔（複合式「三尊並列」） 

圖二：雲岡石窟第 11 窟東壁上部（複合式

「三尊並列」）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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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雲岡第 12 窟前室東壁（複合式「三

尊並列」） 

圖四：雲岡第 5 窟後室北壁釋迦像與西壁

脇侍立佛（三尊三壁） 
圖三  圖四 

 

 

 

圖五：雲岡第 11:16 窟東壁佛龕（七佛一

菩薩）  

圖六：雲岡石窟第 5 窟西南壁面（三尊並

列） 

圖五 圖六 
 
 
 
 
圖七：雲岡第 5 窟南壁明窗東側佛塔下層

（三尊並列） 

圖八：雲岡第 5 窟南壁明窗西側佛塔第 2

層（三尊並列） 

圖七  圖八 
 
 
 
 
 
圖九：雲岡第 6 窟中心方柱南面上層佛

龕．佛立像與兩側三尊佛柱賢劫千佛（三

世三千佛） 
圖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