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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明璋君自碩博士論文的研究，乃至成為專家學者，一路走來二十餘

載歲月，長期專心致力於敦煌學領域的研究。其研究敦煌學的面向，包

括敦煌世俗詩歌、敦煌文學的諧隱傳統、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等等，出版

的兩本專書：《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敷演與捏合：敦煌

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也都獲科技部審核通過補助出版。並曾榮

獲科技部 107學年度研究獎勵，國立政治大學 104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

獎。可見明璋君在敦煌學領域已是一位成熟的學者專家。而其最新力作

《神異感通‧化利有情：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更進一步將研究觸

角，延伸至敦煌文獻中有關佛教敘事的研究。

閱讀全書之後，發現此書有如下數點重要學術貢獻，相信此書的學

術成就，絕不止於此，本序只是先行拋磚引玉！

一、首先，在文獻材料的蒐羅掌握與運用上，展現出作者用功之勤

與深厚紮實的學術底蘊。本書在文獻材料上雖以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為中

心，然亦用心地和相關龐大繁雜的古今中外傳世文獻，做一對照比較。

涉及的文獻包含各類中國史傳、方志、碑銘、筆記小說、志怪、畫史

等；佛教文獻則含括《大正新脩大藏經》、《大日本續藏經》（簡稱「卍

續藏」）、《大藏經補編》，並旁涉西藏大藏經、西域文獻，且廣蒐中國佛

教各種歷史文獻，如僧史傳、禪宗語錄及感應錄；亦大量蒐羅日本現存

漢文古籍等相關資料。此外，並佐以造像圖像資料，如敦煌及四川等地

的石窟壁畫、摩崖造像，亦廣蒐世界各大博物館相關的造像圖像資料。

其將文字與圖像結合，旁徵博引，進行互文性、整合性思考，充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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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窮碧落下黃泉、縝密細緻地耙梳考證文獻的功夫。並能剖析串連各類

型文獻之間彼此呼應、對照佐證的關係，以學術的敏銳度，獨具慧眼分

析其異同，深掘於歷史文化、時代地域演繹中，這些主題的生成發展、

變化與定型及其意涵。

二、在敦煌文獻神異僧的資料中，除了部分文獻資料，有相類似地

敘述散見於其他各類傳世文獻之中，尤為珍貴的是獨見於敦煌文獻的那

些寫本。這些獨見於敦煌文獻的寫本，常有同一作品不同抄本的現象，

面對多重文本，其重新對之進行校補整理，並對重新校補整理後、文字

順暢可讀的敦煌文獻，進行文本的分析探索，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也

是本書的一項重要貢獻。茲舉一例：如第四章〈敦煌本〈唯識大師無著

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文本屬性及其神異傳說之

源流〉，即屬此類成果。

三、就本書的整體架構與篇章內容而言，該書涉及的高僧，類型

相當多元。除了中華本土的高僧，亦旁及印度、中亞及新羅的域外高

僧，至於高僧的弘化方式，則比較集中於研究本土與域外高僧的神異傳

說與崇拜。例如：〈廬山遠公話〉中的道安，敦煌文獻中僧伽、萬迴、

寶誌三高僧的「三聖僧信仰」，新羅國金和尚的聖化聲跡及其與敦煌行

腳僧圖之關係，唐宋之際文殊菩薩的侍從變化，特別是于闐王、北印度

罽賓國梵僧佛陀波利等神異事跡與崇拜。而對印度的唯識學高僧無著與

世親、中土的唐代南山律宗開山之祖道宣律師，敦煌高僧傳讚文獻宣揚

他們的佛學與戒律成就之餘，敘事的焦點也在於神異傳說。此外，除了

具有明顯的神異事跡的高僧之外，在唐代至印度取經、歸國譯經的高僧

義淨，本身雖未有什麼神異事跡，然其取經，歷經千山萬水的險阻，能

夠安然往返，由唐而宋幾百年間如鳳毛麟角般稀有，此一取經事跡本身

就已是神異傳說與崇拜的潛修辭，是以為敦煌文獻傳頌。至於最後一章

─第十章〈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讚抄及其用途〉，則可謂是對第一至第

九章畫龍點睛地進行總結，是唐宋之際敦煌文獻中傳播、讚頌的高僧其

神異事跡的修辭與潛修辭。至於附錄─〈敦煌本《天地開闢已來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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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及其相關文書中的中土神話傳說對佛典之採借〉，則可看出佛教某

些觀念已深植中土，所以被借用、挪移、剪接、拼裝於中國神話傳說敘

事之中，也可看到民俗佛教的趣味性。

四、綜而言之，唐宋之際的敦煌，是絲路往來的重鎮、佛教國際化

的交流中心，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本書以敦煌高僧傳讚文獻中高僧的

神異傳說為研究核心，佐以傳世各類文獻與圖像、造像資料，在互文性

的深犁耙梳中，揭示了印度佛教神祇由原本的抽象形象與功德，借由具

有血脈肉身的高僧在唐宋之際展現的神異事跡，逐步疊加與聖化，具體

落地扎根於中華大地。一方面，既可看到綰結神佛菩薩信仰與高僧崇拜

此一佛教中土化的過程，以及中國佛教講求現世濟度的務實宗教功能之

面向；另一方面，在敦煌文獻獨有的文本中，亦突顯了敦煌地區民俗佛

教的特殊風貌，例如將萬迴與僧伽、寶誌合抄，展現「三聖僧信仰」，

又如在〈廬山遠公話〉中，將彌天釋道安的形象，扭曲形塑為廬山慧遠

對頭的反派角色，此將道安與慧遠「異時同構」的拼貼，形成意義上的

置換，饒富敦煌民俗佛教的時代況味。

我們可以說，唐宋之際敦煌文獻中神異僧的研究成果，精描細繪出

歷代的信仰崇拜過程中，不斷疊加形塑高僧神異的行為、故事與傳說，

以及與庶民感通崇拜的互動交流、歷史進程與定型；也形構及具象化時

間之流中，芸芸眾生宗教生活世界的樣態。

閱讀明璋君的論文，同為學術研究者的我，深深體會一個人埋首燈

下做研究，其過程是孤獨而寂靜的。然而隱藏於其間的，是一頁頁文獻

資料所展開的歷史長廊，不同時代、地區的人類生活與心靈活動的各個

面向，宛如走馬燈般輪番轉動，躍進、躍出彼時彼刻的時空，讓我們看

到那個時代的光華與特色，讓我們一一與之對話、交流。那種獨自在平

靜中對知識追求的寧靜喜悅，是促使學術研究者不斷前行的泉源動力！

自明璋君大學考入政大中文系以來，迄至於今，彼此由師生乃至成

為同事的情誼緣份，已超過二十載，其間明璋君曾習修敝人在政大中文

系與碩博士班所開設的佛教文學課程。自他研究敦煌學領域以來，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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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盼望其能走入佛教文學的研究，如今我已退休，明璋君終於以成熟

的研究學者之姿，加入了佛教文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能量強大的生

力軍，薪盡火傳、相續接棒的喜悅盈滿心中，是以為誌。

 序於指南山麓 202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