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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卓軍（以下簡稱「龔」）： 

當代視覺藝術其實跟民俗學在過去很少有合作或對話的機會，這次透過春之當

代夜企劃這一系列三次的演講，第一個主要是我在視覺學院教書，但好像中間

有一道牆，把我們跟文資完全隔起來。第二個，林老師在 2005 年時有一篇很重

要的文章，談關於文化資產保護跟整個民俗藝術相關的法令等問題。台灣跟日

本的比較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台灣的法令對文化資產及民宿藝術有保護

但沒有活化。日本的法令從昭和演化之後，在當時就已經有有形文化資產與無

形文化資產的區分，相當著重整體性，這就是林老師在當時這篇文章所探討的

主題。今天才修正過的新的文資法中活化的部分並沒有整體性。那資產活化跟

當代藝術的關聯又是什麼呢？ 

 

何謂的當代東南亞藝術？如何重新以當代角度重述東南亞的藝術史？60 年代到

80 年代時，能通過藝術的判準的這種對於藝術的定義，基本上都是以歐洲跟美

國為中心概念下的藝術，所以當代藝術會進入到市場，都經過一定的形式跟美

學上的檢驗，這些市場很多規則也都是由西方、歐美的藝術史制定的藝術概

念，所以當時剛出現的東南亞藝術都傾向那樣的方向。 

 

但實際上東南亞有沒有辦法用國家或民族國家的模式，來思考、來區分？馬來

西亞、泰國等這些不同的國家，他們的民族、文化還有宗教的混雜性，恐怕並

不是像歐洲或美國這麼的單純，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血緣、信仰及民族的混合

下，如何用國家去談馬來西亞、越南或泰國當代藝術？所以他們歸結到一個很

重要的出發點，很多這樣的藝術有非常長遠的信仰跟儀式背景，這些民俗信仰

或儀式的背景是使得他們生產出各種表達方式非常重要的動力。這也使得他們

今天很多的藝術創作者，以這樣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他們傳統文化帶來的薰染

跟藝術創作的形式，就是很多的小集團的集體性，這些小集團的東西根本不是

以國家為藍圖，或者說他們根本是反抗民族國家這個定義下的藝術。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在思考當代藝術的時候，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份其實是

被忽略的？為什麼有些藝術家以這樣的方式相互幫助？為什麼他們以小集團的

方式不斷的這樣交往？我們通常用西方的模式來理解這一點，可是我們並沒有

去探詢這個文化背景以及他們投入的時間，或者有些部分根本不適用市場的經

濟來衡量，這樣的感性與藝術思考的邏輯究竟從哪裡來？ 

 



如果我們現在用歐美的藝術標準，我們真的可以理解當代的東南亞藝術嗎？我

覺得後面有很多文化或信仰的背景，我們在視覺藝術界，第一個就先完全排除

掉了，因為過去有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好像說你甚麼都可以講，片片段

段的講都沒關係，但是你不能講你的東西是在有信仰的狀況下生產出來的，要

把信仰這個部分排除掉。 

 

然而，我們因為這樣的排除，而多少程度誤解了很多東南亞藝術創作者他們在

創作時所處的文化脈絡，我覺得若用西方現代藝術的標準來看，首先變成一個

虛無主義者，只有藝術才是唯一的價值，用這個方式可以理解東南亞藝術或是

當代東南亞藝術嗎？我們既然從國家的角度沒有辦法去了解，也沒有辦法用國

家去區分，那第二個是用市場經濟，但他們有很多生產模式不在這個市場經濟

裡面；第三個，也就是剛才提到的，用一個先排除掉民俗、信仰的方式去理解

藝術，那真的能理解當代的東南亞藝術、現在還活著的東南亞藝術嗎？這個我

覺得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因為新南向的政策可以喊得很漂亮，可是用甚

麼樣的方法論、甚麼樣的藝術概念去進入到東南亞的對話會是我們很大的問

題，所幸我們有林保堯老師，他做過了幾十年的研究，在這個部分，我覺得今

天他要談的會非常值得我們借鏡，重新去思考什麼是當代藝術，讓我們歡迎林

老師！ 

  

林保堯（以下簡稱「林」）： 

今晚跟龔老師的對談是立基於一個比較大的範疇，即台灣面對整個亞洲之謂的

共通語言─亞洲藝術的命題來談。一般來講，亞洲藝術的共通語言，在國外所

認知的、最大的就是一個流傳千年以上的在地佛教信仰課題。佛教從印度向南

傳到斯里蘭卡，再向東南亞的緬甸、泰國、柬埔塞、寮國、越南、印尼等；接

著向北傳，跨過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新疆、中國、台灣與韓國、日本，

進而再到今天遙遠的北方中亞五國，即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

克、土庫曼。這一帶在我們的歷史上的漢朝曾經稱它為烏孫、康居、或大夏，

到了大唐盛世的時候習稱為粟特，其首都片吉肯特(panjikent)上世紀因俄國科學

院的考古，出土極多震驚世人的壁畫，今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博物館，非常值得

一看。過去俄羅斯等考古團隊在北方的中亞五國之地，皆可挖掘出與印度起源

有關的各類佛教藝術，其餘的東北亞、東南亞更無須待言，因此可以說，佛教

是一個跨亞洲各地區最大的共通藝術語言。它留下來的最大資產，就是連我們

今天台灣島內都看得到的各類民間藝術，加上，台灣這幾年極常見的藏傳藝術

及韓國文化的事實與背景，促使我們訂了今天這個題目。 

 

西藏采風 



 
▲現在大家看到這張照片是我 1995 年 8 月 18 日至 27 日的時候，到西藏看雪頓

節時拍的。這個非常美的圖像，是從一座宮殿正門切開部分來看的，佛教該有

的符號、顏色及圖像語彙都具備，其實就是在地的一個當代作品。這個圖像富

含的元素在西藏是非常高貴尊榮的，這個金黃顏色是西藏地位最高者所使用的

顏色。這類金黃色代表的建築物，其實是西藏政教統一最高者所在的空間象

徵，即達賴所在的夏宮羅布林。 

 

▲西藏最美的、也是最顯著的符號，就是建築物的頂端一座座佛塔型屋頂。這

是哲蚌寺屋頂，哲蚌寺一般稱為白宮，在紅宮還沒有蓋之前，他們政教合一的

實權掌握者的神聖空間即在此。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映對著金黃閃閃的一座座

人間寶塔，不就是在地自然景觀下的真實當代藝術嗎？試問，世上的他處易於

見到嗎？ 

 

▲這鋪就是在 1995 年 8 月 18 日下拉薩機場的迎賓壁畫，這壁畫很長，這一段

有三個人物及代表西藏大地生命的雅魯藏布江與其生態，它是藏人的生命之



河、母親之河。在雅魯藏布江流域中有不同的民族，這是他們的壁畫裝飾藝

術，宗教上講，則是所謂的莊嚴。這位女性人物手裡拿的是西藏最重要的糧食

─青稞，就像我們今天在家的粗茶淡飯，他的淡飯就是青稞，我們在這邊是稻

米，北方是麥子，左邊的人物拿的是酥油茶，就像我們家中每日的粗茶，所以

這是一幅充滿西藏現地當下生活的真實寫照倒影。 

 

▲這是八角樓附近正在做生意的攤販們。八個格子的長條木櫃，其重量剛好壓

在輪軸桿上，因此拿一張椅子頂上一頭，一放上，就可以開始做買賣了，這就

是他們現實的生活，後面是他們的住宅。市集的這一邊是賣乾糧和賣菜的，因

為他們天氣冷，所以做很多乾糧，那一邊則是賣濕食、肉類等，他們的街道劃

分得很清楚、很有規矩，有藏人們生活的規律性。 

 

▲這邊是如大家看到的五體投地。他們一生要走一次到八角樓，也就是我們講

的大昭寺。當初的松贊干布先娶了尼泊爾公主，住所叫大昭寺，到了唐代文成

公主嫁過去的時候，住在小昭寺。那這些藏民為什麼要五體投地呢？請教後，

始知原來是因為他身無分文，到了這個神聖的地方，他唯一的東西就是自己的

全身，將全身肢體貼在他們認為最神聖的宗教地方，即所謂的五體投地，以示

心敬虔誠。五體投地是他們藏傳的傳統習俗，也是信仰，我們皆知傳統習俗是

在地文化的重要生活元素，但卻不太瞭解背後的現實意涵。 



 

▲進到大昭寺，空間及氛圍非常的乾淨單純；這個是大昭寺的屋頂，我們很有

幸能坐在這邊欣賞，這裡有像貴賓席喝茶上賞景的空間，聽說現在沒辦法上到

這邊來了，2016 年六月下旬北藝大的文資學院世遺文化之旅，就無法上去了。

右側對面山邊下就是著名的紅宮─布達拉宮。 

 

▲這是在八角樓附近的民宅，這讓我想到台南很多的家屋有避邪的象徵物，像

是劍獅圖騰，獅子嘴裡含了一把劍，這把劍的意涵就是避邪、威嚇，但是藏人

將唐代的漢人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再加他們苯教的文化，把這個作為住家

使用的門扉上，其獅子口若含一支劍就不能動它，但是將它作為一個鋪手銜

環，就可以推敲它；真正的避邪力量放在眼睛裡，他們認為像山虎的獸面充滿

了力量；再者，在佛教中認為最具有智慧、法眼的地方就是人的前額，在此則

具有避邪功能，可以達到正向的能量，故頭上前額反被製作成特別誇張高突。 

 
▲這個就是剛剛開頭講的夏宮─羅布林。我們剛才的第一張照片就是從這邊擷

取出來的。從外面看是金黃色，清朝的黃是正黃、高彩度的黃，他們的黃是結

合赤色混上去的黃，一樣是黃，但還是有區別，西藏跟清朝能夠維持兩百年間



和諧，他們不僅互相結盟，互相尊重，過年時還互相拜年，這之間確是有值得

探討的「眉角」。 

 

▲白宮哲蚌寺。在紅宮布達拉宮還未出現前，它是政教最高位置的所在，就等

於今天台灣的總統府、美國的白宮一樣，在當時，西藏政教的號令由這裡發

出，裡面有一尊很大的金銅製彌勒大佛。 

 
▲這是西藏最重要的、也是藏人的母親大河─雅魯藏布江，初次一看，非常像

早期的英國鄉村主義、或者美國魏斯等的鄉村畫家作品，當下雲彩變幻極美。

我們的越野車很多時候是沿著河谷開車前進的，在當地這是很平常的。 

 
▲西藏有很多瑪尼石，即藏人為了生活信念，在隨處可見的石塊、石頭上刻了

很多藏經相關的經文符號東西，祝福旅人，也祝福自己，刻完畢以後就把它擺

在當下那兒，漸漸的就變成一個瑪尼石堆。這是要到後藏政教中心--扎什倫布

寺的鄉間路上，這裡的鄉間景色就是這樣，土地很貧脊；鄉間蓋了間這樣的房

子，這些瑪尼石反而轉變成一個再生的活力，被作為地基建材。他們認為瑪尼



石堆是一種加持，是一種凝聚眾人力量的具象，相信之前上師的各種絕學，會

給自己增上智慧，如果這塊瑪尼石是一位 80 歲的高僧在圓寂之前留下來的，它

就有 80 年的功力，也因此，藏人們很愛惜前人留下來的宗教遺物，轉換後會成

為空間的信仰力量，不知今天我們的當代藝術是否會對於一個消失的智慧者，

將其所留下的遺物成為自己生命空間循環創作的一環。 

 
這是哲蚌寺的一景，裡面象徵的是整個宇宙的力量，令我想到克利（Paul 

Klee）、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他們的作品有很多這類現代化的符號。

像這個辟邪、吉祥的東西，在台灣很多建物的門口，很多風水師也擅於掛了藏

傳守護門戶的安全飾物。 

 

▲這個鋪首就很純粹，是屬於唐代文化的符號，有唐草紋，跟兩個龍頭為主，

這是後藏政教合一的扎什倫布寺中門上的鋪首。 



 

▲這個就是遠眺的扎什倫布寺。從這裡一直下去，在接近與印度的交界處，有

個地方叫江芝，那裡有一間白居寺，我們去的時候是八月沒有白雪，但是房子

很古老、很安靜，反而整個寺院呈現像下雪的白、藍兩個顏色，很純樸、很道

地，令人感到他們的信仰與生活步調，當坐在階梯有種說不出的正向力量。 

 
▲青稞又像麥、又不像麥，它的線條在早上的陽光照射下景象令人感動。看到

這個當下景緻，就想到黃銘昌畫過的臺灣稻禾作品，他真要來走一趟，會畫出

比他曾經畫過的台灣稻田景象更高段的挑戰。 

 

 

▲這是布達拉宮一座的頂樓，達賴喇嘛一世、二世、三世等都有自己的一座宮

殿，待他們圓寂後，就在裡面蓋一座座的真身涅槃塔，整個建物裡面很大，所

以從外面看去像一座山。在當年興建布達拉宮時，如何匯集西藏所有一流的建

築師、土木師、繪畫師和設計師合作，至今外人都不清楚。此處佔地很大，從

裡面看和外面看，完全不一樣。它是每一代最高的政教實權的地方，然而就顯

現出來的這個建築體，其實它就是一座當代藝術的總合作品，裡面一天走不

完，看不盡的極致各類藝術品在您眼前。 



 

▲這個就是紅宮，以前曬大佛節時，據說大佛織畫是掛在這裡，如何掛？真無

法想像，現在曬大佛則是在哲蚌寺附近的一個山腰上。紅宮雄峙壯大的景象和

曲折漸上的廊道，令人想起印度阿克拉蒙兀兒帝國時的大理石龐大聳峙「紅

堡」建物的感覺，頗有相似性。 

 

我們剛看到這些都是神聖的宮殿，但任何社會都有中下階層，這邊寫著「宮前

街」─布達拉宮前面的一條街，這宮前街有如台北市政府前面的基隆路，是極

熱鬧的；走下巷子裡面就有很多這樣的小房子，它的門面上框有著明代風味的

牡丹花、蓮花與佛花等雕刻，是一種吉祥祝福，最重要的是日月加上發光的摩

尼珠，摩尼珠是佛教的神聖生命象徵，日月則是藏傳佛教流行的造形體。 

 

 
▲這是另外一間隔壁的房子，日、月還再加上卍字，即東西南北四方說法，欲

求四方平安、事事如意，就如很多我們吉祥用語這樣的符號，例如四個柿子代

表事事如意、四季平安。這一幅是他們的門，藏人的生活建立在強大的信仰之

上，以他僅有的物資與財力表現在門面上，事實也就是他們一生的希望，每日

當下的生活文化。 



 

▲這個地方就是 1995 年 8 月 26 日的曬大佛節，在哲蚌寺附近的一座山腰上。

那天我一直跑到曬大佛的現場，還親自觸摸試拉了大佛厚厚的織布感覺，因為

日本大和的當麻寺留下有唐代武則天時期最重要的一鋪當麻曼陀荼羅，很想看

看有什麼差別？武則天時國師善導大師的弟子懷暉設計了西方極樂淨土圖。唐

代當時在做往生儀式時，要升起一鋪 400 乘 400 公分的西方極樂淨土圖，但是

今天在兩岸各地都喪失了這樣的往生儀式。台灣在做這類佛教儀式時，就只剩

下「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八個字就完畢了。唐代武則天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時，一定有升起大佛畫儀式，也就是敦煌壁畫上所看到的那些內容，它會被升

起來掛好後，開始進行儀式，武則天當時紀載共織繡了 400 幅，是金蓮絲線跟

長織毛線混和在一起織繡出來的。當時日本大和的當麻寺請了一幅到日本，稱

作當麻寺曼荼羅，唐代的 400 幅至今就只留下這麼一幅存放在該寺特藏室。升

起掛大佛、或稱曬大佛是後代衍生出的一種儀式文化，今天除了西藏，還有韓

國也保留下來。2006 年 10 月 31 日老師特地前往日本當麻寺考察時，才知該寺

及附近的奧之院仍保留著此儀式。 

 

韓國比日本保留的又更普遍，2011 年我們一團花 14 天，田調走訪韓國參訪近

35 座寺院的 7 月半中元節，即盂蘭盆，他們也都有掛起大佛畫。不過，掛大佛

在近現代已不同往日，不再是 400 公分見方，以現在的科技與專業團隊人工繪

製的，有 13 多公尺高，接近有五層樓！日本當麻寺的掛大佛保留得很完整，從

資料上看，今天還配合有舞蹈等的各種活動，日本已將它列入文化資產保留下

來。 

 

西藏地區宗教民藝品 

 

這個罕見文物是世界宗教博物館藏品，名叫「骨衣」(圖片由世界宗教博物館提

供)，是整套一組，極珍貴又完整，在幾次的展覽都有出現。這是由傳統骨衣製

作者切割雕琢而成，不是藝術家製作的，而且要用無罪者死後的骨駭，事實只

有地位崇高的大師才可穿著，故其功大矣。這套特殊的骨衣裝飾物，由上而下

為五智骷髏冠帽子、串繫繩線、臂釧、X 型扣鎖瓔珞、腕釧、長條骨飾、衣裙

及菱形骨飾等，依法人 Estournel 研究知，是源自印度的，後來影響了尼波爾，



再到西藏。在西藏，怎麼克服虛幻遺骨形構的肉體死亡恐懼，且去除心中魔

障，轉換為傳續正向的生命能量，是個重要的修行課題，亦是深具智慧根元的

身體文化。事實這個身體文化，跟整個藏傳佛教儀式、門派，還有修行是綜合

在一起的。 

 

這是漢代南越王在廣州未被破壞的大墓中出土的文物，這是南越王右夫人的玉

珮組。中國人從活著的時候就以玉代表身分的尊貴，並成為裝飾自己的身體文

化，在其認知裡，將自然界中被視為最美的玉作為他生與死的不死法身替代；

西藏人則是使用人的遺骨作為替代建立永遠的法身。試想將每一顆代表上師 80

年的修行功德的 108 顆骨骸串珠戴在身上，可以想見那個磁場力量、增上智慧

有多麼的豐富無量。漢人的玉做法，生前是身分、死後是個永生，所以身體需

要借助一個自然的「他」物件─玉，這樣的看，西藏人不會借助身體以外的，

而是直接使用自己骨骸去做直接的平行移用，這種思維造成的所謂身體文化，

雖說一樣是裝飾藝術，但是本質內涵卻完全不同。 

  
 

我們一般最常在民藝博物館看到小孩子穿著半遮的肚兜與其帽子；這是早期仕

女身體的胸前裝飾文化。這時當你身體裝飾完畢後，要代表更高身分時，就會

從肩上套上霞披。細看一下，牡丹花擺在後面，如意雲紋和兩側的鳳紋剛好呈

現在最美的胸部上。古時台灣，像清朝貴婦人出現時，就可由霞披看出她的貴

族身分，一般人家不易作出這個。由此可知身體文化的配件、妝飾，涵蓋了人

活著的身分表徵到死亡之時的演進。西藏使用骨骸裝飾、漢人利用玉飾工藝，

還有台灣當時清朝年間以繡料、絲綢為上材。今天觀之，這三者不約而同地成

為當代藝術的古今串流交錯，訴說著各自不同的文化認知與時代差異。 

 

 



 

 

在藏傳常可見千手千眼的佛母觀音，透過舞蹈，我才發現這是人類將身體藝術

和身體組合成的真正的動態藝術。千手千眼是印度人空想出來的，一個人的智

慧怎麼去服務所有人間及各種的困難，所以想出了千手千眼。印度是一個空

想、哲理及抽象感知能力很高的民族，透過文字就能想像，不需要圖案，不需

要透過藝術展現，但這個概念到了西藏、中國因沒有這個民族的空想思維高

度，只好做出實體來感受，就變成今天的千手千眼觀音。 

 

這是我今年七月初到韓國的曹溪寺調查，那裡有一尊罕見的金光閃閃的千手千

眼菩隡像，很像我們宋朝以後明代的作品，這尊天興寺的，存放在該寺的國立

佛教中央博物館。另一尊是尼泊爾的四面八臂大日如來，架以雙樹構成的

「心」字形造型，卻與遙遠的韓國千手千眼菩薩像整體形樣極相似。千手千眼

的本意，就在有無盡的力量濟救世人，換言之，也就可以救助無數的痛苦人

間。問題是，您怎樣擁有無盡的力量？事實就在佛心慈悲的修行上，也就是

「絕對慈悲」的身體力行智慧。看看國內幾位大師的成就功德，即可知之。 



 

 

這件千手千眼的孔雀華蓋(下圖左，圖片由世界宗教博物館提供)有如最高的生命

之樹駕臨四面八方說法般，這也是透過身體藝術、身體文化和超自然能力來達

到祈願心靈的目的。在藏傳藝術中，他們對於利用不同物類的身體符號和元

素，做為象徵無形身體的存在，也是令人想像的，孔雀的美麗羽毛，是自然的

藝術表現，卻可被作為另類象徵的無形智慧說法目的。這樣的莊嚴物件，事實

是藏人擅長的一種表現手法。 

 

這個大傘蓋簡直是一件當代藝術作品，一片一片的孔雀羽毛，這麼機械式的織

繡法是中國唐代甚至宋明之後才有的工藝，換言之，這是在中國刺繡編織出來

後，再運到西藏組裝的，這是最高政教者說法時的大型華蓋。 

 

這件作品(右圖)，初看的時候，無法想像它是用我們所知的沉香材質，做成的一

種立體曼陀羅。這是西藏最權威格魯派所屬的 Gyud-med 密教大學僧侶們製作

的，是依其大學的傳統儀軌正確製作，有如一件畢業的修行作品。這座立體的

曼陀羅諸尊，從圖像看，即是金剛杵、蓮華等標幟製作的三摩耶形作品。一般

言，立體曼陀羅原本是密教行者以意念觀想的諸佛宮殿，之後，基以此意象使

其具象化，可以說，是一嚴密淨土的形態化，是一座極度莊嚴的象徵聖地。 

 



 

2014 年 10 月 10 日有個機會，我到上海拜訪一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張洹，當時

進到他的工作室看到這件作品，長有 40 多公尺，當下問，上海有這麼大的相機

與洗照片設施嗎？他要我走近看，才知曉得是用香灰做的，頓時感到真土呀！

主題是 1968 大合照，正是大陸施行大躍進、大煉鋼等三大運動後的一張當下再

製生產的香灰繪製藝術手法影像。先前的格魯派的作品是純淨新生的沉香立體

曼陀羅壇城，張洹的卻是廢棄物再製創作的香灰歷史影像，使其再生的當代複

合媒材作品，兩相對比，內涵相異，意義不一，各有千秋。 

 

 



這是一張噶舉派 16 世紀的噶舉喇嘛圖像，藏傳的唐卡畫師是能夠精準的畫出真

人比例。若從這個神秘的手印、腳印來看，此幅繪畫表現的是一位具有極其神

秘地位的重要喇嘛。對藏族信徒而言，它幾乎與聖物相同，具有護祐的力量，

接觸它就等於直接接觸到了喇嘛在世時的肉體。神秘的手印、腳印中繪有法

輪，表明這位喇嘛，就是佛在這個世上的真正化身。次要的人物則採取對稱、

協調的構圖方式，布置於畫面適當位置中，事實都有深層的表現意義，外人實

在難以進入其世界。 

 

這是達賴五世的詩歌中最重要的一段，對藏傳佛教藝術一直到青海、蒙古影響

深遠。今天你想了解西藏的藝術、雕刻、繪畫等，必不可忽視這段內容。藏傳

文物中出現不少衛道人士、修行者不能接受的肢體語言，但這些肢體語言出自

達賴五世的這段詩歌、這本書衍生出來的，若沒有了解、讀過，你的批判便可

能不正確。這段「賞悅揚津之詩」中，揚津是一個喇嘛的名字，這個人非常的

美，「他充滿慾望、賢慧的雙眼」，慾望跟賢慧的對峙，這四個字之間地矛盾會

讓人停滯，能否理解就看個人的修行，接著，雙眼「不為眾生帶來悲傷，亦不

給予愛慾的喜悅」，「經常地引領著您到達至福之園」，他那會勾引人的雙眼，真

正的目的是帶領人們到達最大的幸福、美滿。下一段，揚津喇嘛那會勾引人們

慾望的胸脯，這個胸脯有如奔行於天空中麗美乾淨的白雲，西藏最美的景色就

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若你沒有在西藏體驗過美景的震撼，便不能理解這一

句的涵義─最純淨的心靈，慈潤大地的這片白色雲雨，正如那豔美胸脯歡醉我

的心。蒙古的第一代活佛札納巴札爾尊者與弟子、後世的藝術家在創造很多多

羅神的天女像時，即是以此詩「人體極美」的感受完成作品。 

 
這個是骷髏的化身，它是很有生命力的藏傳文化，常在舞蹈中將身體文化結合

肢體語言展現，這個展現在唐卡上又是另外一個風貌，所以我們在看待唐卡的

時候，若我們沒有看過真正的藏傳佛教藝術，便不能理解作品內容定格在視覺



壁畫上的意涵。當你看到藏舞被定格在唐卡上時，由於你沒有那種空間意識和

空間的折射，它所富含的生命你便無法猜解，只是用習慣的西方美學觀點、造

型語彙及美學解構來看，便無法正確解讀。源自宗教的作品絕對跟土地、子

民、信仰與生活結合。 

 
這張是我特別在哲蚌寺拍的彌勒大佛，從現場觀察之，此尊真正的生命是在下

面的酥油茶，即上師每天會在此進行上酥油之後，開啟一日的默拜、頂禮、誦

經等一連串儀式，對這尊彌勒大佛進行象徵佛法生命永續的法身傳遞。若將它

擷取下來，與另一張唐卡佛龕兩張圖拼合起來看，一個是在現在供品桌上的，

另一個是在唐卡上的，所以在這裡你能神會交錯去了解，它在當下的被創作是

有其依據的。 

 

韓國采風 

 

這次韓國我們走了大概有 60 間的寺廟去作調查。這是 2016 年 7 月 14 日韓國首

爾近郊尚州露獄山南長寺的一間小寺廟，與我們同樣的有門神。韓國大寺院不

少，如通度寺、佛國寺、松廣寺、海印寺等，然而我們選了一間很小寺院，反

而可看出韓國小寺院的清靜與維護比我們漂亮太多了，他們一進寺院便沒有聲

音，有的就是外地人，可想而知「是誰了？」臺灣的寺院太人間佛教化了，失

去寺院作為叢林修行本質。這兒保存的很好，現場有位高僧在誦經，大殿裡空

間簡單、清爽、寂靜。 



 

 

 

這是韓國唯一一座可以看到濟州島和大海的寺廟，叫做美黃寺。這座寺廟保留

下來的文化資產，就是這個大殿上極重要的內部木造結構。當天一早我們就走

進參訪，令人讚嘆它的原汁原味，不過，這時我們的總統文化獎得主李乾郎教

授馬上拿起拿手的絕招，就花一個早上動也不動全部線描出來，非常精彩，連

該寺住持一直讚美不矣，再加，全團都在觀摩、拍照、描繪寺院精美的造像、

壁畫、雕刻、工藝、法具等，大大嘉許臺灣真是庶民化的佛教生活國度。 

 



 

 

這是通度寺博物館內的一鋪大佛畫，又大又高，足與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的尚

州北長寺〈聽聞祈願的佛陀〉大掛佛 13 點 3 公尺這鋪相比，在這而經過引導員

四道儀式禮儀後，大家才可在此拍照，整個空間有五層樓高，就可知其壯觀

了。 

 

 

這是韓國盂蘭盆會的掛佛，是韓國弘益大學陳明華教授提供的，因為她當年在

延世大學就讀博士班時，就是要跟著一位人間國寶佛畫師修習佛畫學分，下圖

正式她在畫佛畫現場。韓國目前還保留古時儀式的做法，將佛畫掛在戶外，當

住持一上台時，看到所有信徒全部趴下頂禮，非常莊嚴動人。韓國的人間國寶

中最重要的就是佛畫師傳承班底，其訓練養成甚至比日本還嚴格。韓國大的佛

寺進行法會時皆須展示大佛畫，若沒有掛起這樣大的佛畫，是有失門面的，但

掛在戶外歷經颳風下雨，損害大，隔幾年就要收起來放到博物館，再請人重新

繪製。三層樓以上的大佛畫，以八位畫師工作小組輪流日夜班繪製，約時三年

至三年半。每座大寺院都要有大佛畫，可見韓國的佛畫師的傳承與養成有多重

要，反觀國內幾乎只重說法，相對的佛畫製作儀式與藝術養成，就空缺了，事



實是從我們傳過去的。 

 

 

韓國的這些民藝品其實都有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但韓國與日本絕對不是漢人，

從他們的語言、考古出土以金飾為多，可知是阿爾泰山的一支。北亞草原民族

在墓葬中，一定以金飾象徵最高身分，看看這次故宮展出的「秦俑」，從甘肅出

土的西戎金飾品就知之，是以傳聞秦朝的祖先有一支來自北亞的草原民族。 

 

 

這是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典藏慶州金馬塚出土的國寶級精品〈金冠〉、〈跨帶〉，

從空照圖之，這個王陵墓葬區出土極多此等物件。這個金製的王冠，根據其工

藝水準與時代來說，相當於我們的隋、唐，這些工藝品皆為當代最高級的藝術

品。這些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藏傳文化一樣，也是所謂的身體文化，皆裝飾在

身上，因而人類的民藝品其實背後就是跟身體文化的思維與需要結合的藝術創



作，以成整體身體文化的結構組合，其實也是為每個時代的另類王權話語權。

對於這些民藝品，若你無法從身體文化轉進到身體藝術中肢體與元素等當下時

代的文化結構觀之，便會不易看懂這些被擺進博物館時，這些已單獨、有脫離

歷史時空中的文物真正意涵，與其物件生命的久遠本質，就是另類的不死替代

法身，因而讓您今天見及呢。事實大玻璃框的就只能作到考古發掘的複製物件

擺設而已。 

 

 

這個飛翔的〈鳥翼型冠〉是韓國考古極重要的出土標誌，是源於騎馬民族天的

信仰，子民們相信生命可透過鳥傳達給天的，最高身分者的鳥冠被認為可傳大

到天，所以他戴的帽子一定是正伸展飛翔的鳥羽冠，即鳥羽的造型。這是在韓

國的天馬塚考古挖掘的。 

 
 

這鋪是大陸考古出土的章懷太子墓，有韓國特使的《朝貢圖》。朝貢圖出土後大

家才曉得天馬塚出土的鳥翼冠配飾的使用方法。韓國人挖出來的皇陵身體文化

裝飾品，並不知其使用方式，反而是看了唐代的壁畫後才能複製，做出人形再



套用戴上。張懷太子墓的朝貢圖中清楚描繪了這個鳥翼冠，這是朝貢使節團，

有鳥翼冠的是韓國使節，旁邊站的是突厥人，大明宮的引導者引了三個朝貢者

要去見高宗與武則天。以前挖出很多金冠，但不會用就等於是死的文化，在經

過這樣的對比後就能活化了，活化以後才有文創。所以剛剛講所有的文物保存

不加活化是可惜的。我在 2001 年時到大阪大學客座一年，目的就是去了解我們

過去整個民俗、民間藝術推動了十幾年的人間國寶傳習，怎麼還有些問題，從

觀摩人家的做法，終於知道人家預算下去，要進行活化，但活化中還要加上一

個重要的篇章叫作「公開」，但我們的文化資產法，公開一直並未大彰顯，蠻可

惜的，可能認為對老藝人不夠尊重。 

 

這就是出土於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墓的「朝貢圖」，右起倒數第二位就是當時的新

羅特使，其冠飾正是前述的鳥翼冠。正如前述，事實也因此幅朝貢圖的出現，

解決了韓國考古出土的鳥翼冠，如何使用的方法？故韓國展示現場附上此幅朝

貢圖，大家一看，馬上懂。今天各民族仍留下極多的民俗工藝品，很多傳統要

活化，若不透過民間藝術保留過去的民俗文化底蘊，就直接變成一個文物的展

示，這樣是沒辦法在一個展示空間復原、展現其精彩的文化精神與歷史真髓，

相對的，也就沒辦法回復到歷史的真實空間動感中，其文物的價值與韻味永遠

有著距離，事實也就沒辦法拍出一部真實動人的畫面。我在慶州博物館看這些

文物時，發現它受到漢唐文化影響很深，當然還有中亞人、草原民族等各種不

同的造型元素影響。 

 

京都的泉屋博古館，現在就在展最精采的高麗壁畫、高麗佛畫。高麗相當於我

們的五代末到元朝，約 400 年，韓國藝術價值最高的東西來自新羅統一時期為

多，也就是剛剛看到的慶州文物，再過來就是高麗時期，中國的紋樣、絲繡的

精華就在這裡被點出來，當年這些東西在高麗也是最高規格的，事實這是他們

的當代文創產業藝術。尤其花在佛教相關文物與各類織品上的極品，早為他國

帶走，遠走高飛各地了。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最花俏的就是剪花，是各地宮廟最代表的門面，台灣大的寺廟都全力

以赴，莫不鮮艷麗美示眾。建物屋頂上的剪花紋樣，最重要的是大自然界的

花、鳥、獸、人物等元素組成。我們的人物主要是庶民心靈底層殷殷企盼的福

祿壽，還有以故事為題材熱鬧喧囂的封神榜各種故事，不僅大大描繪而且細節

更加突顯，事實各家各調，互不相讓，而且令人驚奇，拍案叫絕。 



 
 

這是今年里約熱內盧的閉幕典禮現場，所有人都裝扮成花、孔雀、樹、鳥等，

呈顯巴西國度最美又熱情的森巴舞動。細看一下，這些元素跟我們前述的民間

剪花藝術幾乎一樣，只是表現形式迥異，一者是高高在上靜止不動的宮廟建物

剪花造型藝術，另一者則是活生生動態舞動的肢體語言，也就是當下立體音聲

愉悅的現場表演藝術，然而其元素就是「花、鳥、人、獸」等四者，換言之，

二者皆是取之於大自然的生態元素，轉換成各自場景需要的最美當下視覺語彙

表現與影像輸出。事實上，這二者的一靜一動之間，其視覺底蘊美的元素是共

通的。 

 

今晚到這邊，佔用大家太多時間不好意思，謝謝！ 

 



 

龔： 

我們謝謝林老師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講。我們可以看到說身體文化到空間到整個

儀式，這樣的文化脈絡是民間文化它本來生命的樣態，從這個生命樣態，可能

在一個非常長的時間脈絡下，當代藝術及我們今天的美術館、博物館不知道能

夠延續多久，但是就民間這個部分，我們很容易看到兩、三百年以上的儀式跟

它的表現性。 

 

林： 

今天的當代藝術可能 10 年、20 年還會在，但哪有辦法像 2000 年前的當代可以

流傳下來，多少今天的民間藝術是從 2000 年前衰減到今天，留在廟口樑柱、留

在剪花上，這是另一個思維。就藝術言，對於古和今、過去和現在，能否一

體，這種時間觀和空間觀的調整和策畫，若心靈無法隨著素養去認識與改變的

話，當代藝術的進程、深度，就根本沒辦法變成永遠的未來進行式，也不會變

成永遠法身形態的進行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