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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與圖像父母恩重經變中的生育禮俗*
廖秀芬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父母恩重經變就是把《父母恩重經》轉變為通俗的語言文字及具體的圖像，
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及莫高窟壁畫、藏經洞所出之絹畫。以傳播為目的父
母恩重經變，為了使民眾深刻的體會父母親的恩德，便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
圖像敘事、描繪母親懷胎、生產、養育等情節，如懷胎之艱辛苦楚，臨產之憂
懼恐怖，產後之撫育呵護，弱冠及筓等。此外，為了使情節更加世俗化，父母
恩重經變時而出現母親生產時，孩童出生、成長等各個階段的禮儀及習俗，如
懷孕期間的禁忌、生產情形、洗三、滿月、成年禮等，這些民俗為人民的共同
記憶，往往隨著時間、空間而產生些許的差異，藉由《父母恩重經》的變文及
圖像的敘述、描繪，進而了解在敦煌地區所呈現的生育禮俗。
關鍵字：敦煌父母恩重經、生育禮俗、生產、養育。

*

本文初稿於南華大學文學系主辦「2016『民俗與文學』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2016 年 5 月
13-14 日）中宣讀，會後修訂。會議中蒙吳光正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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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of the Fertility in Dun Huanug Bianwen
and Pictures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Hsiu Fen Liao*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was transformed into ‘Re-Fu Muen Sutra’
by language and photography, such as Parents Are Heavy, Difficult to Quote and the
silk paintings of Mogao Grottoes and Sutra cave. ‘Re-Fu Muen Sutra’ is from
popular language, specific image narrative, depicting the mother pregnant, labor,
raising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such as pregnant hardships, labor fear of terror,
postpartum tending care, weak crown and so on, so as to experience the profound
feelings of parents in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Besides making the plot more
secular, there were occasionally mother production, the childbirth, growth and other
stages of the rituals and customs, such as contraindications during pregnancy,
production situation, wash three and full moon in the ‘Re-Fu Muen Sutra’. These
folk times have a slight difference over time and space, even for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people. By describing and depicting the Dun Huang Bianwen of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we can come to understand customs of the fertility in
presented in the Dun Huang area.
Keywords: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Fertility, Labor, Rais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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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俗是文學的土壤，文學是民俗的窗口。民俗活動轉眼即逝，卻可在文學
作品中尋找其蹤跡。文學作品中有關民俗的書寫，則間接呈現當時民間所流行
的習俗。所謂禮俗，就是禮儀與習俗，有所謂節慶禮俗、生命禮俗，其中生命
禮俗，包含生育禮俗、婚嫁禮俗及喪葬禮俗等，從誕生、成年、結婚生育、壽
誕、以至於死亡等，都是人生各個生命階段的重要變化，為了區隔於前一個接
段，並迎接下一個階段的來臨，不同社會文化下的信仰習俗，就會形成各式各
樣的生命禮俗1。本文所討論的「父母恩重經變」內容，雖以「父母」為名，但
多集中在描述「母親」懷孕到生產過程；之後，提及父母養育子女到成年的心
路歷程。這段期間的禮俗，有懷孕到生產時期，所需注意的禁忌；在孩子出生
後，要為孩子舉辦的一系列的儀式，如洗三、彌月、命名、收涎、抓周等，一
直到孩子從未成年跨入成年，所舉行的成年禮為止，本文的「生育」採廣義的
定義，包含生產及養育，其中的養育，把未成年跨入成年時期重要「成年禮」
也納入討論的範圍。
《父母恩重經》是流行於民間的一部中國撰述的疑偽經，為中國化的佛經，
歷代均不入藏，故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
，
敦煌藏經洞重見天日，在大批的古寫經卷之中，即保存了約六十件的《父母恩
重經》寫本2，故唐、宋以來，在民間流傳最廣者，應屬此經。這部佛經主要敘
1

2

參見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李豐楙撰「生命禮俗總論」。 http://nrch.cultur－
e.tw/twpedia.aspx?id=1989 2017 年 8 月 20 日搜尋。
據鄭阿財：
〈
《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一文的統計：
「今所得知之
敦煌寫本《父母恩重經》計有 60 件。」
（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頁 30-31）
，並回查《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俄藏敦煌文
獻》1-17，1992 年。
《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1993 年。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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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父母對子女的恩德，尤其是母親懷胎、生產，及父母養育子女過程的描寫，
深刻記述、刻劃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及情感，藉以突顯中國所強調的孝道思想。
為了使佛教信仰利於在中國傳播，有關孝道思想的宣傳，除了傳抄佛經的方式
外，釋門錙徒進一步將嚴肅之佛經，以俗講的方式，或配合壁畫、絹畫，透過
動人之故事、悅耳之歌曲與生動之圖像，傳達父母對子女成長過程的無微不至。
使田夫甿鄙、市井小民，也能領會此經所欲傳達的孝道思想。主要透過具體的
經變文及經變相，使民眾感念父母的恩德，藉此達到宣傳、教化之功效。
「父母恩重經變」就是把《父母恩重經》轉變為通俗的語言文字及具體的
圖像，如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3及經變畫敦煌莫高窟壁畫、藏經洞所出之
絹畫4。將佛經中敘述父母親對子女的恩德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圖像加以敘
事、描繪出來，其中最為寫實的部分，為母親懷胎、生產、養育等情節，如懷
胎之艱辛苦楚，臨產之憂懼恐怖，產後之撫育呵護，弱冠及筓等，描述之生動，
刻劃之細膩，感人至深。為了使情節更加世俗化、生活化，還帶入母親生產，
孩童出生、成長等各個階段的禮俗，如懷孕禁忌、生產情形、洗三、滿月、成

3

4

1999 年。
《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1-2，1995 年。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1996
年 6 月。
《法藏西域漢文文獻》1-34，2005 年。
《英藏敦煌文獻》1-14，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5 月）
。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146（目前出版冊數）
，
（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 版 社 ， 2005 年 - ）。 且 於 2017 年 8 月 11 日 搜 尋 「 敦 煌 文 獻 數 字 圖 書 館 」 網 站
http://dunhuang.hanjilibrary.com/search.aspx 進行比對，所得之數量約六十件。敦煌寫本《父母
恩重經》寫卷，詳見附錄一。其中 S.1097 查證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而非《父母恩重經》
。
考今所知見敦煌寫卷中，即有宣演父母恩重經之變文兩種，一為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
P.2418；一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06412（北平河字十二號）
。此外，Дх03457，為殘片，標
示為《父母恩重講經文》
，實為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
，
《俄羅斯科學
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1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頁
303。
四幅為石窟壁畫，二幅絹畫。石窟壁畫：(1) 中唐第 328 窟後室東壁門南；(2) 晚唐第 156 窟
前室北門（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朝功德窟）
；(3) 盛唐第 170 窟北壁宋畫；(4) 中唐第 449 窟東
壁門北宋畫。兩幅絹畫則分別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及蘭州甘肅省博物館。

158

敦煌變文與圖像父母恩重經變中的生育禮俗

年禮等，一方面呈現民眾所熟悉的畫面，另一方面則可作為教育民眾的生活教
材。
歷來有關敦煌父母恩重經變的研究成果，分別在文獻及圖像的探討，如
1987 年馬世長〈
《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5、1992 年胡文和〈大足寶頂《父
母恩重經變》研究〉6、1997 年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
經變相的比較研究〉7及 2003 年鄭阿財〈
《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
敦煌本為中心〉8等。此外，也有結合民俗的相關研究，如 2008 年胡發強、劉
再聰〈從甘博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看唐、宋洗兒風俗〉9，嘗試以經變畫，進
行「洗兒」風俗的探討。以上研究成果提供本文許多具體文本、圖像等重要訊
息，如父母恩重經經變文及經變文的關係、經變圖的存缺、構圖、榜題及所描
繪的情節，還有對經變圖所呈現的「洗兒」進行探討等。以下將以敦煌父母恩
重經變為主要材料，依次探討文俗講經文、變相中對母親懷胎、生產、養育、
教育子女等各階段的生育禮俗。

二、從懷胎到生產之禮俗
婦女從懷孕到生產，都要時時小心謹慎，深怕有任何差池。婦女在懷孕期
間，除了要承受身體的不適外，還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使胎兒
5

6
7

8

9

馬世長：
〈
《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1987 年，
《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文集（石
窟考古編）
》
，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397-419。
胡文和：
〈大足寶頂《父母恩重經變》研究〉
，
《敦煌研究》1992：2，1992 年，頁 11-18。
孫修身：
〈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
，
《敦煌研究》1997：7，
1997 年，頁 57-68。
鄭阿財：
〈
《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
，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
，成都：
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頁 27-48。
胡發強、劉再聰：
〈從甘博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看唐、宋洗兒風俗〉
，
《西藏大學學報》23：
2，2008 年 6 月，頁 78-81。

159

文學新鑰 第 24 期

得到良好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的「胎教」
；又要處處小心，以免動了「胎氣」
，
故在婦女懷胎到生產期間，在生活起居上便產生許多的規範，甚至衍生出許多
禁忌。
有關胎教的記載，見［漢］戴德《大戴禮記‧保傅》
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青史氏之記曰：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
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
『不
敢以待太子。』……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
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10

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時代即已有「胎教」的觀念，王后懷胎七個月，便離開原
本生活的宮室，到側室生活，與丈夫、閒雜人等隔離，以利於胎教。至於一般
中下階層的婦女則在即將臨盆的前一個月，才前往側室，如［漢］戴聖《禮記‧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11在這段期間，胎兒已經成形，雖仍
在腹中，但已有知覺，故孕婦不論在飲食、行、住、坐、臥、言等，皆要謹慎，
以免對胎兒造成不良的影響。
［漢］劉向《列女傳‧周室三母》則更加具體的說明，
「胎教」對於胎兒的
影響及對孕婦的規範與限制：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

10

11

［漢］戴德，
［清］王聘珍解詁：
《大戴禮記解詁》卷 3〈保傅〉
，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3 月）
，頁 59-62。
［漢］戴聖，
［清］孫希旦集解：
《禮記集解》卷 28〈內則〉
，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 10 月）
，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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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
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
任為能胎教。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
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
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
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
知肖化矣。12

文王之母「太任」為了給胎兒最好的「胎教」
，外在的行、坐、臥、立、食、視、
聽等行為及內在的起心動念，都要非常注意，深怕不好的行為影響到胎兒。
「太
任」能為「胎教」
，是從古時延續至今，其中除了孕婦的行為、心念外，還要透
過外界的正向聲聞來影響胎兒，如夜裡請瞽者誦詩、道正事。如此種種，確實
使孕婦的日常起居，受到諸多的規範與限制。
婦女在懷孕期間，之所以要如此注重自身的言行舉止，除了要給胎兒良好
的「胎教」外，也是為了避免碰觸「禁忌」
。因人們深信胎兒的生命受胎神所支
配，懷孕期間，胎神會依附在孕婦房內的寢具及其他器物之上，而且會依照月
令改變位置，所以在這段期間，盡可能不要有任何修造動工、穿鑿釘補，以免
觸犯胎神而造成不幸。有關「胎神」的記載，見於［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
方》的〈胎殺避忌產前將護法〉
：
「一受孕之後，切宜避忌胎殺所遊。如經云：
『如
刀犯者，形必傷；泥犯者，竅必塞；打擊者，色青黯；系縛者，相拘攣，甚至

12

［漢］劉向：
《新刊古列女傳》卷 1〈周室三母〉
，
《百部叢書集成》本，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5）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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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損，驗若反掌，斷不可忍。』
」13古時以「胎殺」稱之，婦女懷孕期間必須特
別留意胎神，如不要使用刀器、不要隨意修補房屋、不要到處敲打、不要隨意
綁東西，避免碰觸到「胎殺」而使胎兒受到影響。此外，在〈月遊胎殺〉
、
〈十
干日遊胎殺〉
、
〈十二支日遊胎殺〉
、
〈六甲旬遊胎殺〉數則，則詳述「胎殺」在
不同時間所在的位置。如〈月遊胎殺〉
：
「立春在房床，驚蟄在戶，清明在門，
立夏在竈，芒種在母身，小暑在竈，立秋在碓，白露在廚廁，寒露在門，立冬
在戶及廚，大雪在爐及竈，小寒在房及母身。」以節氣說明「胎殺」的所在位
置，藉以提醒孕婦，避免移動、穿鑿這些家具，以保胎兒的安全。
婦女從懷孕到生產，為了讓胎兒有良好的「胎教」
，在行為上受到許多規範，
故婦女在懷孕期間，除了生理感到不適外，心理還須承受莫大的壓力，深怕一
個不注意動了胎氣而傷了胎兒或自身，時時擔憂孩子的狀況，便對日常大小事，
無所掛心，最常做的事，就是時時拜佛、焚香祈求神佛庇佑，如 P.2418《父母
恩重經講經文》
：
十月懷躭諸弟子，萬苦千辛逐日是；起坐朝朝體似山，施為日日心如醉。
鳳釵鸞鏡不曾捻，玉貌花容轉枯悴；念佛求神即有心，看花逐樂都无意。
十月懷躭弟子身，如擎重擔苦難論；翠眉桃臉潛消瘦，玉貌花容頓改春。
雲髻不梳經累月，鏡臺一任有埃塵；緣貪保惜懷中子，長皺雙眉有淚痕。
行嘆恨，坐悲愁，懷躭十月抵千秋；心中不醉長如醉，意內无憂恰似憂。
聞語笑時无意聽，見歌懽處不臺頭；專希母子身安樂，念佛焚香百種求。
敘述母親在懷孕期間，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胎兒上，心理影響生理，對於外貌、

13

［宋］陳自明：
《婦人大全良方》卷 1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4 月）
，頁 617。
以下數則引述，皆在同一頁，故不另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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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的轉變，一點都不在意。其中對於婦女懷孕時的體態、心情皆有具體的寫
照，體態像座山，像無時無刻扛著重擔，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時時刻刻都在
擔心胎兒的狀況，心情起伏很大，時而感傷，時而憂慮，且對任何事都提不起
勁。
婦人一旦成為懷孕，身為女性所追求、著重的外貌、體態等，皆無所顧忌，
唯有念佛求神、焚香發願，乞求母子平安一事，時時掛心。因為婦人懷孕期間，
有許多禁忌，深怕一個不注意的行為就動了胎氣，故除了祈求神靈的庇佑外，
其餘日常瑣事，一律暫緩，以避免碰觸禁忌。懷胎十月的這些禁忌，主要是限
制孕婦活動範圍及避免一些有危險行為，藉以減少意外的發生，如不可隨意搬
動家具、不可翻修屋宇、不可使用剪刀、夜間不可外出、不可參加婚喪喜氣等。
生產為婦女人生的一樁重大的事情，在醫學不甚發達的時代，產婦、家人
皆不了解分娩的過程及生理所需經歷的痛楚，甚或難產，故不免心生恐懼，只
能念佛焚香，祈求神明的保佑母子均安，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敘述
婦人生產時的情形：
月滿初生下，慈母懷驚怕，只恐命無常，赤血滂沲洒。苦惱莫能言，是事
都來罷，保惜若違和，便是身乖差。生時百骨自開張，諕得渾家手腳忙；
未降孩兒慈母怕，及乎生了似屠羊。

孕婦生產時，對於未知的生產過程，感到煎熬，心理、生理皆須承受莫大的痛
苦及恐懼。有苦難言，沒生過孩子的人根本無從體會，身體所承受的痛楚，超
乎常人的想像，似在宰殺豬羊搬血流遍地，嚇得全家大小手足無措，也只能在
一旁等待，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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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北京河字十二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
懷耽十月欲將臨，苦切之聲不忍聞，千迴念佛求加護，万遍燒香請世尊。
將臨十月怯身災，秖怕无常一念催，那邊禮佛聲嘹亮，這伴金經次第開。
共宰豬羊無兩種，血流遍地唱將來。

具體敘述家人為了祈求婦人順產，便請和尚到家裡念經，親屬也一同為產婦念
佛、焚香，請求眾佛、世尊來護持。婦女生產時，常伴隨生命危險，親屬往往
心急如焚，但僅能透過念佛、焚香，虔誠的向神佛祈求母子均安。
敦煌父母恩重經變圖中，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甘肅省博物館藏絹畫，
開始的畫面皆是「二人坐於屋內的畫面」
，英博藏的榜題文字已有脫落，大致為：
「……草上……臥則……中不養」
；甘博藏絹畫的榜題則為：
「父母之恩，昊天
罔極」
（如圖 1、2 所示）
。關於這個畫面的解釋，一些前賢相關研究推測，應是
描

圖 1 英博藏絹畫14
14

15

圖 2 甘博藏絹畫15

見［日］松本榮一：
《敦煌畫の研究》第一章“敦煌畫に於ける各種變相の研究”，第九節“父
母恩重經變相”，
（同朋社，1985 年複刻初版）
，頁 196-200（附圖六十六）
。
《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卷，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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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父母恩重經》的起首總序：
「人生在世，父母為親，非父不生，非母不育。」
16

，實令人費解二者的聯繫。或許可表示婦人在懷胎期間，多待在家中養胎，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及行為，以避免碰觸禁忌，因而呈現丈夫、家人常伴其左右
的畫面。其中圖 1 丈夫與孕婦深情的對望，丈夫表現一臉擔憂的樣子凝望的妻
子，可能是心疼妻子身懷六甲的不適，抑或是是擔心她身體的狀況，畫面將身
為丈夫的心理狀況，透過臉部表情描繪得栩栩如生。

三、誕生後的禮俗
孩子誕生後，為了慶祝新生命的到來，便有一連串的禮俗，往往透過活動
的進行，希望孩子能順利長大，如報更（又稱報生）
、三朝（又稱洗三）
、滿月
（又稱彌月）
、剃頭、命名、過百晬、抓周等。在敦煌父母恩重經變，對於三朝、
乞奶及滿月有加以敘述及描繪。所謂「三朝」就是嬰兒出生後第三天，要為嬰
兒洗身，所舉行慶賀儀式，稱為「洗三」或「洗兒」
。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
聞》記載：
「代宗之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17唐玄
宗開元年間，李豫出生誕生三日後，便為他進行洗禮的儀式，他是玄宗的長孫，
唐肅宗的長子，後即位為代宗。
「乞奶」從婦女的生理上來講，當新生兒出世後的初期，母親若是沒有初
乳或少奶汁的，在歷史上便有「乞奶」的習俗。據老一輩人的說法，過去凡生
男孩的人家，在新生兒的初次哺乳前或在出生後的一個月內，要向生女兒的人
家乞奶，而生女兒的人家，則向生男孩的人家乞奶。不管男方女方乞奶的哺乳
者，必須是生下子女滿四個月或以上的母親，如果不滿四個月的，會「喜沖喜」
16
17

《父母恩重經》
，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冊，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
，頁 27-28。
［唐］李德裕：
《次柳氏舊聞》
，
《百部叢書集成》本，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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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吉利。
「滿月」又稱「彌月」
，男孩三十天，女孩二十九天，主人家辦酒席請客，
親友送上滿月酒禮物，有飲食、銀錢、衣物、首飾等，作為賀禮，慶賀孩子「長
命百歲」
，每一飾物都會保障嬰孩長命，勿至夭折，有了那些佩身之物，便會禁
錮妖魔無法掠走之。關於「滿月」的記載起源很早，據［漢］戴聖《禮記‧內
則》
：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
見於父。」18《禮記‧內則》所載為先秦時期皇親貴族之婦女在家庭內必須遵
守的規範，其中女性坐月子的時間較長，為「三個月」
，幼兒在這三個月與母親
同處一室，母親一邊調養身體，一邊照顧幼兒，在幼兒滿三個月後，才與父親
及親戚見面。庶民婦女坐月子只做一個月，後代則延續之，約定成俗則以「滿
月」
、
「彌月」稱之，幼兒滿一個月，親朋送禮賀喜，主加設宴款待客人，如［
宋］歐陽脩《新唐書》
：
「龍朔二年七月戊子，以子旭輪生滿月，大赦，賜酺三
日。」19唐高宗之子出生滿一個月後，為慶祝這令人可喜之事，命令大赦天下，
且准允百姓任意飲酒。
在敦煌父母恩重經變中，北京河字十二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有謂：
「十
月迢迢在母胎，乞求分娩誕嬰孩，三朝為喜蒙平善，滿月延僧息鄣災。鄰里爭
怜看不足，親情瞻囑意徘徊。」其中「三朝」
、
「滿月」
，指出生三天及滿一個月
時，所需進行的儀式。在敦煌莫高窟第 449 窟壁畫20、第 156 窟21及甘博絹畫，
則有乞奶或哺乳的畫面。

18
19
20
21

［漢］戴聖，
［清］孫希旦集解：
《禮記集解》卷 28〈內則〉
，頁 697。
［宋］歐陽脩、宋祈：
《新唐書》卷 3，
（台北：鼎文書局，1992 年 1 月）
，頁 62。
殷光明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9，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2 月）
，頁 171。
殷光明主編：
《敦煌石窟全集》9，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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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就是出生三天的「洗三」活動，據鍾敬文《民俗學概論》
：
「
『洗三』
是家庭慶賀添人口的儀式，也是標示新生兒脫離母體降生人世的象徵性儀式。」
22

，甘肅省博物館藏《父母恩重經》絹畫中便繪有「洗兒」的畫面，榜題：
「十

月將滿，產後母子俱濕洗浴時」
。
（圖 3）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敘述孩子出生三
日安然無恙，產婦也平安的度了三天，使全家格外安心，便為嬰兒舉行「洗三」
，
以慶賀之。

圖 3 甘藏絹畫「洗兒圖」
「洗三」的進行，如圖 3 所示，屋內的二人應是產婦與丈夫，正在觀看洗
兒的過程；屋外有二位女性，一位跪坐在木盆前，為嬰兒沐浴，另一位則站立
在旁，依雙ㄚ髻的髮型來看，應是從旁協助的侍女。為嬰兒沐浴的女性應非產
婦，在產後三天，產婦身體仍屬虛弱，據生產後的禁忌，婦女在產後一個月的
休養期間，是不能洗頭、洗澡的，能不碰水就不碰水，以免傷風。為嬰孩「洗
三」的女性，應是對照顧嬰兒有經驗的保母、接生婆或外祖母。如［宋］歐陽
脩《新唐書‧后妃傳》
：
「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

22

據鍾敬文：
《民俗學概論》
，
（上海：上海文藝書版社，1998 年 12 月）
，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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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
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23代宗李豫出生三日，祖父玄宗為其舉
行「洗三禮」
，命負姆為之沐浴，其中「負姆」便是「保母」
。
至於用來為嬰兒沐浴的水，其成分大概有以下幾種說法，如［唐］孫思邈
（581-682）
《備急千金要方》：
「兒生三日，宜用桃根湯浴，桃根、李根、梅根
各二兩，枝亦得，㕮咀之，以水三斗煑二十沸，去滓，浴兒，良，去不祥，令
兒終身無瘡疥。」24敦煌文書 P.2661v〈諸雜略得要抄〉
：
「小兒初生時，煮虎頭
骨湯洗之，老無病，吉利。」25又，這二種湯浴的功效，主要是讓嬰兒身體強
健，去除不祥、保吉利。在敦煌地區以「虎頭骨湯」為初生兒洗浴，孫思邈的
《備急千金要方》
：
「治小兒驚辟惡氣，以金虎湯浴，金一斤，虎頭骨一枚，以
水三斗煑為湯浴，但須浴及煑用之。」也有相關的記載。26由此可知，
「洗三」
誰洗、用什麼洗等細節，皆有一定的步驟、程序。在宮廷，帝王還要「親視」
保母「洗三」
，表示對此儀式的慎重，故在中國嬰孩誕生後的第一個儀式，
「洗
三」是相當受到重視的。
在嬰兒滿一個月的時候，還有一項重要的儀式「滿月」
。
《父母恩重經講經
文》敘述嬰兒滿月需延請僧侶來家中為之消災解厄、祈福。嬰兒滿月延請僧侶
一事並不罕見，如《太平廣記》
「韋皋」所載：
「唐故劒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
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

23
24

25

26

［宋］歐陽脩、宋祈：
《新唐書》卷 77，頁 3499。
［唐］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卷 5〈少小嬰孺方〉上，
《四部叢刊》本，
（台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74 年）
，頁 7-8。
參見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國際敦煌項目，Pelliot chinois 2661
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945487916;recnum=59805;index=5
［唐］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卷 5〈少小嬰孺方〉上，
《四部叢刊》本，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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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27嬰孩能平安、順利度過一個月，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值得家人、親
人一同慶賀的日子，家屬會延請僧侶為嬰兒祈福，並備素齋供養之；親戚們也
會前往探望、祝賀之。
在父母恩重經變中，除了講經文述及「滿月」延請僧侶一事外，還著重敘
述、描繪嬰兒滿三歲前，父母對其悉心照顧的過程，其中最令人動容的是「三
年之中，飲母白血。」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三年之中，飲沒量多血
乳。致使娘娘形貌，日日汪羸；慈母顏容，朝朝瘦悴。」描述母親哺乳三年，
所經歷的改變，為了讓孩子得到足夠的營養，而不間斷的哺乳，導致形體、容
貌憔悴、瘦弱。
講經文中提到「三年之中，飲沒量多血乳。」嬰孩三年之中，會從母親身
上攝取一定的母乳，據鳩羅摩什譯《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有一段世尊向阿難
說明，男女骨骸顏色的差異，在於女人需要哺乳：「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
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現黑色，其量亦輕。』」
身體的養分被嬰孩吸收，骨骸顏色呈現黑色，且重量較輕。母親每生一個孩子，
哺乳三年所需母乳約「八斛四斗」
。以唐代計量單位換算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
升28，故「八斛四斗」為「八百四十升」
。唐制每升為 600 毫升29，以現在每升
為 1000 毫升換算，
「八百四十升」換算下來為「五百零四升」
。

27
28

29

［宋］李昉等編：
《太平廣記》卷 96，
（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9 月）
，頁 641。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 3：
「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龠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 月）
，
頁 81。
據丘光明、邱隆、楊平著：
《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在第十六章的第三節「唐代的容
量制」
，唐代的容器單位每升為 600 毫升，已詳加舉證、推論、證明之，此不再詳述之。
（北
京：科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
，頁 333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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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民間傳唱的《父母恩重讚》也有母親哺乳的唱詞：
「第四血入腹中煎，
一日二升不屢飡，一年計乳七石二，母身不覺自憔悴。」粗估嬰孩一日所需的
母乳量，約為二升，為一千兩百毫升；一年下來「七石（斛）二斗」為「七百
二十升」
，再以現在每升為 1000 毫升，換算下來為「四百三十二升」
。母親哺乳
三年，第一年嬰兒吃全奶，一天粗估二升（1200cc）
，第一年下來總母乳量為「七
石二」
，三年總量為「八斛四」並非「七石二」的三倍，後期需增添其他食物，
增加營養，故有所謂「咽苦吐甘」
。
母親生產後，須持續哺乳，直到嬰孩滿三歲，才會漸漸離開母親的懷抱。
但在這之前的這一千多個天的日子裡，母親用自己的白血，作為嬰兒生長最重
要的養分，而血液為生命的泉源，母親供給嬰兒，意味血脈的傳承，嬰兒因接
受母親的白血得以逐漸成長，所有的一切都是母親所給予，便是骨肉至親。所
以只要孩子餓了，就不斷給予，就算身體愈來愈嬴弱，也不會停止哺乳。母親
為了讓孩子，忘卻的生理、心理的不適與痛苦，全心全意的保護、照顧孩子。
母親對子女恩重如山，子女難以回報。
目前敦煌藝術中存有的六幅《父母恩重經》的經變圖，四幅石窟壁畫、兩
幅絹畫，其中晚唐第 156 窟前室門北（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朝功德窟）
、中唐第
449 窟東壁門北宋畫及甘藏絹畫，描繪乞奶、哺乳的畫面、榜題。圖 4 第 449
窟，繪有三人圍坐在一起，由於畫面氧化、褪色較為嚴重，不易辨識。筆者詳
細反覆觀看此圖，圖示 1 的婦人貌似懷抱著嬰孩，進行哺乳，若此推斷無誤，
其身旁兩位應是婦女，因為在產婦分娩後，家中長輩男子、平輩兄弟是忌諱和
產婦接近的。藉此推測，圖中三位女性正在進行「乞奶」
，圖中標示 1 的婦人，
正在為嬰兒哺乳，標示 2 的婦女應是被乞奶的婦女，正袒胸露背似協助「開口」
，
請一位正在哺乳的婦女餵嬰兒「開口」
，為第一次奶，之後才由母親繼續餵，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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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3 應是在旁幫忙的侍女或外祖母之類的人物。可看到標示 1 的婦人正深情、
專注地為嬰兒哺乳，母親因能親餵，而感到歡喜。

圖 4 第 449 窟「乞奶圖」

圖 5 第 156 窟「哺乳、照顧」圖

圖 6 甘博絹畫「哺乳、照顧」圖

三歲以前，子女最常待在母親的懷抱裡，或是嬰兒專屬的「欄車」
。畫面中，
不論是哺乳或推著欄車，母親的眼神始終注視著嬰兒，圖 4 的欄車為活動式，
而圖 5 則是固定式。活動式欄車，似正在安撫嬰兒；固定式欄車似嬰孩已經入
睡。唐宋時期，養育嬰兒的禮俗，使用的「欄車」
，其樣式到現在仍存在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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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著。母親細心、專注地推著攔車安撫嬰孩及哺乳嬰兒的畫面，一再以畫面
呈現，此意味著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婦女，時常以這樣的模式在照顧初生兒。

四、成長過程的禮俗
子女屆滿三歲，漸漸離開父母親的懷抱，開始有行動力，母親轉而更加擔
憂。在子女成年之前，行成年禮之前，父母親為了讓子女養成良好的品行，這
階段對子女的教養也不容忽視。男孩、女孩開始有不同的成長歷程，首先，在
古代男孩才有入學權，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
「是男即七歲十歲以來，
便交入學。……囑先生，交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入學年齡七歲至十歲之
間，到學堂向先生學習文字及孝養禮儀。
女孩不須入學，則著重在「家庭教育」的養成，為未來出嫁做準備，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謂：
「為女身，更不異，最先須且教針指；呈線呈
針鬥意長，對鴉對鳳誇心智。學音聲，屈博士，弄缽調絃渾舍喜；長大了擇時
娉與人，六親九族皆歡美。天生惠性異常人，疑是巫山降段雲；鬢似寒蟬雙展
翼，面如蟾月滿秋輪。眉懸柳葉和煙翠，臉奪桃花帶雨新；娉與他門榮九族，
一場喜慶卒難論。」學女紅、音聲、樂器等技能，皆有不錯的表現，又擁有出
眾的外貌，必能榮耀夫家，成就一樁喜事。
直到為子女舉行「成年禮」
，承認年輕人具有進入社會的能力和資格時所舉
行的儀式。以漢族為主的民間社會中，成年禮的習俗表現約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與婚禮相結合的成年禮；
（二）與幼子養育習俗相結合的成年禮；
（三）
相對獨立的成年禮30。生命禮俗多在特定的時間舉行，依據約定成俗的儀式呈
30

鍾敬文：
《民俗學概論》
，頁 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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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現代成年禮所進行的儀式，勢必與唐宋時期的成年禮有所差異，但在理念
上基本是一致的，慶賀子女成人，人格、思想較為成熟，擁有對許多事的選擇
權、決定權，但相對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在父母恩重經變中，則是強調子女「成年」便可「婚嫁」
，如 P.2418《父母
恩重經講經文》
：
「日月遷移年漸長，仕農工巧各躋排。一頭訓誨交仁義，一伴
求婚囑作媒。」
，又：
「書云：
『男既壯而有室，女初筓年而從入。男既成年，須
求婚處』
」男女成年便可婚嫁，據［漢］戴聖《禮記‧曲禮》
：
「男子二十，冠而
字。」31；《儀禮‧士昏禮》
：「女子許嫁，筓而禮之，稱字。」32男子二十歲行
冠禮，女子十五歲行筓禮，成年禮的儀式往往與婚禮結合。而母親往往在子女
成年，婚嫁後，煩憂才稍稍減少。

五、結語
中國從古自今在民間流傳的民俗，經由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著，在人生不同
階段所進行的生命禮俗，各自有其背後的意涵，如慶賀子女在生命每個階段都
平安、健康，及父母對子女的期望。生育禮俗為人生展開的重要階段，每個階
段的禮儀習俗皆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母親往往是生育、養育子女的關鍵性人物。
母親從懷胎開始，所需經歷的種種生理、心理的變化，苦痛無人能理解，且為
了胎兒犧牲許多娛樂和自己原本的生活。父母對子女的擔憂就算到成年、婚嫁
也無法放心。
以敦煌父母恩重經變為文本，探討其中生育禮俗的書寫，對照原先約定成

31
32

［漢］戴聖，
［清］孫希旦集解：
《禮記集解》卷 2〈曲禮上〉
，頁 45。
［漢］鄭玄註：
《儀禮》
，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 3 月）
，頁 11。

173

文學新鑰 第 24 期

俗的生育禮俗，如懷胎禁忌、生產情況、三朝、滿月、成年禮等，發現每個階
段所進行的活動，皆蘊含佛教信仰的氛圍，母親每每遇到煩憂之事，首先祈求
世尊、眾佛的保佑，再來就是念佛、焚香，藉由這樣的祈禱，使心靈獲得慰藉
而逐漸安穩。經變文及經變圖，以通俗的語言敘述、具體的畫面呈現、刻劃生
育禮俗最為經典、關鍵的時刻，如孕婦懷胎時「如擎重擔」
；生產時，如宰豬羊，
血流遍地；朝三、滿月時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子女成年後，父母才稍微放心。
其中《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對於懷孕、生產時的敘述，極其寫實、深刻，這是
在文學作品少見的，因為婦人懷孕、生產時的種種，蘊含許多禁忌，通常較為
隱晦，不常被討論。但以俗講，作為佛教宣傳孝道思想的手段，講述的內容，
必須讓民眾深刻體悟，母親生育、養育之恩，子女難以回報。也透過《父母恩
重經》經變文及經變圖的敘述、描繪了解在敦煌地區所呈現的生育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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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星詩社對現代詩發展的貢獻—以五○年代三次論戰為探討中心
王船山音樂美學析論
明月帖中遙寄相思——由王為政的《聽畫》諦觀中國書畫的生命美
學
王士禛《池北偶談》「汾陽孔文穀天胤雲：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
條考辨
孫過庭與張懷瓘書法美學思想之對比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批評立場新論
論袁宏道的自適
原住民女性身份認同與書寫的變貌
——從沙鴦、綢仔絲萊渥到利格拉樂˙阿女烏
重評李日華《南西廂記》
南明遺民流亡情境考察 —以張蒼水其人其文為例
心性名教外一章：清代的義理學轉型與文學之呼應
敦煌禪宗歌詩《行路難》綜論
《莊子．齊物論》的終極義諦及其奇詭書寫
王船山人格美學探究
除心不除境，真性自若—論屠隆《清言》中淡適的生命情境
論《撰集百緣經》的授記故事
從「詩文學聯邦」到「詩文學邦聯」：
論 80 至 90 年代新詩社群的結構與思維
寫本與刻本之俗字比較研究
魯迅與張愛玲文學的現代性與虛無感

第
四
期

鄭阿財
朱鳳玉
洪藝芳
梁麗玲
林宗毅
朱孟庭
陳嘉璟

第
五
期

林雪鈴
詹杭倫
杜慧月
廖宏昌
劉煥雲
黃尚煃
張民光
鄭定國
鄭幸雅
謝佳樺
鄭定國
魏世萍
李正治
侯作珍

第
六
期

張靜茹
黃文成
陳章錫
陳煒舜
鄭印君

敦煌文獻中圓鑒大師作品考論
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
法門寺出土唐代《依物帳》中的集體量詞
《出曜經》動物譬喻研究
《西廂記》「三復情節」釋例
姚際恒《詩經通論》的文學闡釋－情意論與影響論
從現象學觀點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以羅曼．英加登理論為主
之探究
唐代官場道教文化側記—李商隱黃籙齋文撰作時間與對象考述
陳鑒、高閏出使朝鮮與《丁醜皇華集》考述
清人對滄浪詩學的反思
臺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
雲林菼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
述略
識趣，空靈與情膩—論晚明文人的審美意識
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
漢民族の「同姓不婚」、「冠夫姓」と言う慣行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文心雕龍》引道入文的理論效應
臺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
─以六○到八○年代為探討中心
走出妖怪城堡：陳燁《半臉女兒》的生命史書寫
感官的魅惑與權力的重塑─臺灣九○年代女性嗅覺小說書寫探析
王船山美育思想評析
淺論傳統方志與文學研究
遠藤周作文學的宗教觀

第
七
期

丁威仁
林雪鈴
林葉連
廖宏昌
劉煥雲

第
八
期

王文仁
林積萍
鄭定國
鐘正道
廖淑芳
董恕明

第
九
期

第
十
期

龔顯宗
林葉連
朱莉美
陳章錫
張錫輝
曾金承
大木康
周明初
高瑋謙
許建昆
鄭幸雅
簡錦松
龔敏

《典律（CANON）的製造與傾斜─論臺灣詩壇的「詩人」票選
俗世願望的鏡影：神仙及其文學書寫之人文意涵研究
從閩南語中找到國語唇齒音的上古真面目
清代詩壇的折中思維與其創意論述
臺灣客家節慶民俗文化意涵之研究
─以公館鄉五穀宮 2007 年慶成祈安福醮為例
藝術的「具體關係」──阿城及其小說〈棋王〉
孤俠之旅與無方之游──談舒國治的旅行散文
吳景箕古典詩歌的心靈意象
從佛洛伊德學說看張愛玲小說中的自戀
通過鬼魅與自我相遇──論平路〈微雨魂魄〉中的公寓身體及其鬼
魅敘事的「文類」特質
在混沌與清明之間的追尋──以達德拉凡‧伊苞《老鷹，再見》為
例
淩雲健筆意縱橫──論胡南溟詩
「以意逆志」讀《詩經》──以〈國風〉為例
論錢謙益詩學的世運說
王船山《楚辭通釋》之文學思想及人格美學
抵抗與收編——從大眾文化屬性論臺灣歌謠的論述實踐
宋代的韓詩接受——從「以文為詩」到「以道入詩」為觀察進路
順治十四年的南京秦淮－明朝的恢復與記憶
《全明詞》輯補中的幾個問題
論羅近溪「體現哲學」之內涵與特色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
為例
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
鐘惺《隱秀軒集》與朝鮮黃汝一《海月集》比較研究
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

第
十
一
期

第
十
二
期

第
十
三
期

第
十
四
期

第
十
五
期

丘慧瑩
李正治
李時人
林雅玲
陳章錫
趙南浩
王明通
王偉勇
王祥潁
陳室如
廖俊裕
鄭志明
王祥穎
林慶彰
周西波
張高評
陳章錫
鄭定國
李添富
吳榮富
林聰明
許建昆
何騏竹
曾金承
洪藝芳
林素玫
蕭文真
楊錦璧
王祥穎

《三十六聲粉鐸圖詠》研究──以源自元明戲曲的摺子為例
兩漢比興解詩的模式及其形成因素
江蘇明代作家及其地域文化特徵──《明代作家分省概述》之一章
余象鬥《三國志傳》、《三國志傳評林》史觀探究
王船山詩歌美學之「元聲」說
羅欽順對陽明心學的批判
文章結構試探─以散文為主要考察對象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以《愛廬小品》為例
紅蓮柳翠故事在明代俗文學創作的處理與應用
從飛行到隨筆－黃永武遊記作品研究
證量解經－－論劉蕺山《人譜雜記》之詮釋途徑
明代陸西星的雙修丹法
「圖像批評」在晚明評點的運用─以孟稱舜為例
黃永武教授編輯叢書的貢獻
敦煌道教齋文的內容與意義
黃永武先生的學術成就
黃永武的經學主張與貢獻
全面入境─談黃永武先生《中國詩學‧鑒賞篇》
黃永武先生「形聲多兼會意考」申議
論李白的格律意識
論黃永武教授斠理敦煌唐詩的貢獻
新詩改罷自長吟-試論黃永武先生的散文書寫
錢鐘書《槐聚詩存》與杜甫詩間的互文性─以 1937 至 1945 年為主的
探勘
論錢鐘書《宋詩選注》的「排除性」選詩原則
從《俗務要名林》看唐代民間的服飾文化
不寫之寫──脂批紅樓夢春秋筆法的書寫策略
《敦煌秘笈》羽─100 號殘卷性質之析論
「目連變文」修佛證道的試煉之旅及其宗教關懷
明末戲曲創作抒情與敘事的調整─以孟稱舜創作為例

第
十
六
期

陳啟佑
戴裕記
鄭定國
許竹宜
康原
陳章錫
蕭義玲

第
十
七
期

第
十
八
期

第
十
九
期

周益忠
鄭阿財
殷善培
張錫輝
鄭幸雅
曾金承
普義南
川島優子
李豔梅
陳章錫
許建昆
陳明彪
葉可嘉
丁威仁
田中智行
阮玉詩
蕭義玲
蕭鳳嫻

第
二
十
期

王文仁
邱正祥
莊敦榮
陳章錫
曾金承

屈原辭賦與向陽情詩─一個楚辭學的新課題
現代禪詩如何可能？─以洛夫詩作為例
方岳山居詩群之抒寫主題探析
詩歌傳承文化的書寫策略
王船山《古詩評選》「神韻」說之美學觀點
那一場永不落幕的黑潮漁撈大戲─廖鴻基《回到沿海》中的時間、
身體與記憶
《陶村詩稿》中的風土組曲研究──從四季原型等角度加以解讀
從敦煌本《詩格》殘卷論唐代詩學中對偶理論的實踐
唐前郊祀迎送神曲的形成與演變
現代知識生命的轉折──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思想史意涵
汲古生新，歸宗自然—論劉辰翁詩歌評點理論
釣鼇斬鯨撫劍吟──論李正治教授的李白詩研究
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之接受
江戸時代《金瓶梅》傳播考略
良禽擇木而棲？─從理與勢的辯證看《三國演義》中的擇主邏輯
王船山《楚辭通釋．遠遊》思想探究
萬曆癸卯年福州詩壇盛事考
王龍溪〈大象義述〉析論
略論蘇俄漢學家研究明代文學的成果：以小說為例
李東陽詩論中的《詩經》詮釋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態度：對金聖歎的繼承與演變
越南文化中的關公研究
朝向現代性的幽暗心靈─王文興《家變》的雙重象徵與意義
從「傳體本事」到「虛構意圖」
——紅學研究中「小說」概念的遞嬗及其影響
以「現代」為名：錢基博及其《現代中國文學史》
重訪伊莉莎白‧蓋斯凱爾的《北與南》：一部女性遊記
論唐傳奇〈杜子春〉中的幻境及其意涵──以丹道中的象徵解析
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
韓愈反佛排道詩歌的書寫策略

鄭國成
侯作珍

第
二
十
一
期

第
二
十
二
期

康 原
章綺霞
陳章錫
葉連鵬
陳士誠
唐毓麗
張政偉
黃國超
高知遠
曾金承
鄭柏彥
尹 富

第
二
十
三
期

王晶波
成明明
吳光正
李道和
柯 玲
郭淑玲

「轉注」旁證
吳明益小說的空間日夢、死亡記憶與魔幻敘事
──以《天橋上的魔術師》為探討中心
微電影《在八卦山下遇見賴和》地景之意涵與運用
以文化地景建構彰化觀光意象：試論康原作品的書寫策略
臺灣書法家古典詩歌創作中的地景描寫
陳錫如的澎湖地景詩─一個文化地理學的觀點
道德主義在中國音樂哲學中之困難及其解決
陳玉慧《徵婚啟事》的眾聲喧嘩與文學試驗
翟灝《台陽筆記》對臺灣自然、人文環境的觀察
台語搖滾 x 饒舌樂的生態關懷
──以農村武裝青年及拷秋勤樂團創作為例
余秋雨《新文化苦旅》的修訂意識
──以「發生論文學批評」作為主要視角
論康原台語題畫詩的「創造性」書寫
──以《日本名畫家筆下的臺灣風情：不破章水彩畫集》為例
文學史論述中流派體式建構之概念層級、特質及衍生效用
──以「韓孟詩派」為研究進路
「鞭石祈雨」考
傳奇小說家李公佐與宗室李公佐為同一人考
──從「千牛備身」說起
宋代七夕民俗與詩歌研究
調誘、印可與全真教主王重陽、馬丹陽的詩詞唱和
逆媳變物故事研究
論清代揚州俗文學生成的民俗機制
藝術之道：李商隱「無解的迴圈」與「心有靈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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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改用中文新式標號。
三、 獨立引文，每行低三格；若需特別引用之外文，也依中文方式處理。
四、 注釋之體例，請依下列格式：
（一）引用專書：
1.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臺北：洪範書店，1987），頁8-9。
《中國哲學十九講》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頁130。
2. 牟宗三：
（臺北：
3. 孔恩（Thomas Kuhn）著，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
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10。
4. Julia

Kristeva,

「 Word,Dialogue

and

Novel 」 ,The

Kristeva

Reader,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Toril Moi,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p.37.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2. 耿湘沅：〈眉公《岩棲幽事》所反映之處世態度〉，《中華學苑》第 48
期，1996年7月，頁1-18。
3. 論文集論文：
4. 張亨：〈「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2），頁96。
5. 學位論文：
6. 周志文：《屠隆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2），頁100。
（三）引用古籍：
《王季重集十四卷》
，明萬曆天啟間刊本，故宮微卷，
1. ［明］王思任：
卷上，頁270。
2.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臺北：偉文圖書公司， 1980，影印
明刊本），頁19。
［清］仇兆鼇注：
《杜詩詳注》
（臺北：里仁書局，1978），
3. ［唐］杜甫，
卷20，頁1764。
（四）引用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中央日報》第 22版，1988
年4月2日。
五、 徵引文獻

文末所附徵引文獻依作者姓氏排序，中文在前，外文在後；中文依筆劃
多寡，日文依漢字筆劃，若無漢字則依日文字母順序排列，西文依字母順序
排列。若作者不詳，則以書名或篇名之首字代替。若一作者，其作品在兩種
以上，則據出版時間為序。如：
1. 錢鐘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 2001。
、蟻布思（Elrud Ibsch）著，袁鶴翔等譯：
2. 佛克馬（Fokkema, Douwe）
《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
《真
3. 漢斯-格奧爾格．迦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
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六、 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需加注網址。
七、 英文稿件請依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之最新格式處理。

《文學新鑰》審查辦法
民國 101 年 10 月 31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主任委員諮詢各領域之編輯委員，推薦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兩人匿名
審查。
第二條 審查結果分：「同意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審」、「不宜刊
登」，並均由審查人評注審查意見。
第三條 兩位審查人之審查意見相左時，將由編輯委員送交第三位審查人評審
之。
第四條 處理方式如下：
處
理
方
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同意

修改後

修改後

不宜

刊登

刊登

重審

刊登

1

2

3

4

2

2

3

4

3

3

5

5

4

4

5

5

同意
第

刊登

一

修改後

位

刊登

評
審

修改後

意

重審

見

不宜
刊登

狀況 1：寄接受函給投稿人。
狀況 2：（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主任委員核定通過後同狀況 1。
狀況 3：（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送回審查人重審。
狀況 4：送第三位審查。
狀況 5：函知投稿人稿件不接受。
第五條 審查結果及評審意見均由本刊已書函通知作者。
第六條 評審意見經編輯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刊載，始准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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