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脈絡

談院藏佛塔欄楯的藥叉像

王鍾承

印度的女藥叉信仰由來已久，原為地母神格的民間信仰角色隨著時間而有所轉變，後
為佛教所吸收，經常出現在早期佛塔的欄楯上，婀娜多姿的女藥叉遂成為佛塔的守護
神。祂拉開佛塔巡禮的序曲，成功地贏得民眾的信任，皈依為信徒，讓佛法的傳播有

聖，並受到信徒的禮拜。隨著佛教的

在塔中，塔便因藏有佛舍利而變得神

釋迦牟尼涅槃荼毗後的遺骨埋葬

從本院所藏的石雕文物︿佛塔欄楯﹀

華麗之能事，其中常見的裝飾題材可

凸顯佛塔的神聖性，圍欄的嚴飾極盡

保護佛塔主體的實質功能之外，為了

祂們皆一手上攀開著花朵的樹枝，其

面則各出現一尊高浮雕的女性立像，

出各式蓮花的浮雕圖案，而前者的正

組合而成。前者的背面和後者皆雕鑿

如順水推舟一般地順利進行。

盛行，各地紛紛起塔供養。從印度現

劍，而另一手或持杯、或置於腰飾下

中一尊的臂上還掛著收在鞘中的寶

這件石雕文物是印度古代佛塔欄

方。此二位嘴角含笑的女尊除了各式

︵圖一︶一窺端倪。

得知，古代的佛塔大多設置帶有門道
楯的一部分，由二條直欄和三段橫楯

存的早期佛塔遺址和許多雕刻遺例中

的圍欄。除了具有能防止野獸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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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秣菟羅地區出土
佛塔欄楯
西元2至3世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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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軀體的三折枝方式和雙腳交叉的動

後代的魅力特質。此外，祂們還以扭

部和豐腴的身軀充分展現出女性繁衍

圓潤的雙乳、纖細的腰枝、寛厚的臀

翼般的貼體薄裙將其身形表露無遺，

瓔珞首飾嚴身之外，袒露的上身和蟬

斯 拉 ︵ Ram Nath Misra
︶從諸多古典
文獻和吠陀經典中，細數藥叉信仰自

米︵
︶和米
Andana K. Coomaraswamy

沙 聲 ，說 出神 諭。 ︵註一︶古 馬拉 斯瓦

住在樹木中，或是藉由樹葉風動的沙

禮，他們應該也相信樹精十分喜歡居

深信﹁樹﹂是神饋贈給人類的上選之

和輕踢樹，能傳遞力量，令樹開花和

之母和子孫活力的泉源，經由她碰觸

︶認為﹁少女﹂被
︵ Heinrich Zimmer
視為是大地之母的象徵，她是生命

生息或豐饒的象徵意味，如同秦默

信女藥叉是專司豐饒多產的樹神，是

調，早在佛教成立之前，印度人就相
之後，才會開花。郎達瓦︵

，古馬拉斯瓦米解釋它是一種
dohada
對孕育後代的渴求，只有樹被滿足

是沙
śāla

Mohinder

重要的保護神之一。 ︵註三︶

，
śālabhañjikā

慶 śālabhañjikā
的節慶。又因古文獻中
常常將沙羅樹和阿育王樹︵ aśoka tree,

人化，成為擁有雙乳豐圓、腰枝纖細
下藥叉、女藥叉等，但最常見的則是

並未統一，如樹下女神、女樹神、樹

或可譯為﹁彎折沙羅
四 ︶ śālabhañjikā
︵樹︶﹂，而這種姿式的造像名稱

果、圓 滿豐收 。 ︵註六︶這種節 慶同樣

上作為結尾，如此將會讓該樹開花結

儀式舞蹈是以少女將其右腳踏在樹根

羅 樹 ， bhañjikā
則是名詞，有破壞、
破裂、打破、彎曲等的意思， ︵註

的女藥叉為

梵文稱攀折樹枝這種特殊姿式

︶也曾提及舍衛城每
Singh Randhawa
當沙羅樹開花時，當地便會熱烈地歡

形成了一種古老的傳統儀式，稱之為

︵ 註 五 ︶這 個 概 念 在 印 度 早 已

態站姿，分別踏於獅子和摩羯魚的背
古 以來 的發 展 。 ︵註二︶秋 山光 文更 強

結果。

上，令其體態顯得更加地婀娜多姿。

本土文化的遺緒
︶，女藥叉信仰源自於
Yakṣi

具有這樣造像特徵的神祇稱為
女藥叉︵
印度本土民俗的地母信仰，印度人相
信地母神靈存在於江河、山林之中。
因為祂們的存在，才會產出人們賴以

和臀部寬厚的女性豐滿之姿。樹木便

︶混為一談，因此，印度
saraca asoca
也有阿育王樹節慶的傳統。此節慶的

是這些神靈最喜歡棲息的居所，繼而
，它成為專有名詞，這
śālabhañjikā
類造像的品名大多採用此梵文名稱，

生存的豐富作物和果實，是生命的根

開出啟發人類靈感的花朵和賴以為生
有時其後會額外再加上﹁女藥叉﹂

源。為了禮敬崇拜地母神，將祂們擬

的果實，於是人們開始崇拜聖樹，形

神為﹁

的女藥叉﹂， ︵註
aśoka-dohada

之事。而宮治昭稱這種類型的樹下女

以在 śālabhañjikā
的圖像脈絡中，造像
內容會出現阿育王樹，實屬順理成章

地將阿育王樹和美少女作一聯繫，所

成了與精靈結合的聖樹信仰。弗格森
︵
︶的稱謂。
Yakṣi
攀枝的樹下女藥叉具有繁衍

︶提到，印度先民
︵ James Fergusson

七︶如同本院所藏的欄楯一樣。

阿育王樹節慶的重要場景似乎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表現在一件藏於美國洛杉磯郡立美
術館︵

︶的欄楯殘件︵圖二︶上，它大
Art
致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雕鑿出一
對男女的頭像位於露臺上，向下觀
看，露臺則帶有拱門頂和以獅子為柱
頭的廊柱。在男子手扶露臺欄杆的同
時，女子伸出左食指至嘴邊，帕爾
︵ Pratapaditya Pal
︶以為她這個舉動
似乎正在要求男子噤聲，以便專心觀
看下方所進行之事，而下層的圖像雖
不甚完整，但卻很清楚地呈現出持杯
供養的女子和阿育王樹的枝葉，這位
雍容華貴的女子可能正在進行上述的
儀式。 ︵註八︶
dohada
上述女子的造像只殘存了上半身
的部分，我們雖然無法得知她的腳和
樹之間是否有所﹁碰觸﹂或﹁輕踢﹂
等之呈現，但是帕爾的推測並非空穴
來風。因為早自西元前二至一世紀以
來的佛塔建築中，就出現許多樹下女
藥 叉 像 。 以 巴 呼 特 ︵ Bhārhut
︶佛塔
出土的女藥叉像︵圖三︶為例，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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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25至50年 佛塔欄楯殘件 秣菟羅地區出土 美國洛杉機郡立美術館藏
引自Pal, Indian Sculpture,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6, S55
圖二

圖三 約西元前100至80年 女藥叉立像
巴呼特出土 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藏
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圖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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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的元素，但原本在圖像顯著位置的
樹幹卻退居次要，隱現於主角的身
後，本院佛塔欄楯所呈現的樹幹︵圖
六︶就是如此。此外，雙腳交叉的姿
態更加深藥叉女性柔媚的韻味，相同
姿式的造像還存有不少的遺例，例如
西雅圖藝術館︵ Seattle Art Museum
︶
的︿女樹神像﹀︵ Tree
44-62

館藏編號
︶、舊金山亞洲藝術館︵ Asian
goddess
︶館藏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編 號 B69S13
名為︿有樹下女子像的
欄 楯 柱 ﹀ ︵ Railing pillar with female

相同，所差的部分可能是因應建築之

四︶祂的姿勢與上述圖三的造像幾乎

便是本文的主題︿女藥叉像﹀。︵圖

紀 時 ， 自 桑 奇 ︵ Sāñcī
︶一號大塔塔
門取走一塊建築構件，其上的雕刻

這類圖像依舊流行，如英國在十九世

似 乎 是 受 到 傳 統 dohada
儀式之影響下
而衍生的圖像。一直到西元一世紀，

中，而祂左手和左腳則環勾著樹幹，

花朵的阿育王樹枝握在女藥叉的右手

大的變革。同樣還是有攀枝女藥叉和

女藥叉的圖像傳統，進而出現一些較

秣菟羅地區的藝匠似乎並不一定嚴守

構件的位置而產生的。時至二世紀，

這個變化的理由可能也還是囿於建築

環勾著樹幹，僅只有右手勾著樹幹，

即東塔門女藥叉像︵圖五︶的腳不再

題材的造像也出現一點微妙的變化，

手和右腳。然而在同一個遺址，同樣

需要，將肢體環勾樹幹的部位變成右

民普遍的信仰，將祂視為保護神。那

佛教成立之前，就已經是印度本土原

衍生息或豐饒大地的象徵意義，早在

如前所述，女藥叉信仰因具有繁

角色轉變的遺例

繁衍生息或豐饒大地的象
śālabhañjikā
徵意味。

結出累累果實的象徵，也更加強化

羯魚也同樣地具有豐饒大地、令大地

蛇身等各種駭人的特徵於一身，而這

斯 ︵ Adrian Snodgrass
︶認為它的形
象融合鱷魚的吻、象鼻和尾巴捲曲的

者，它是一種水生動物，史諾德格拉

類造像題材的常見元素，尤其是後

們腳下所踩踏的獅子和摩羯魚更是此

之造像中找到呼應。除此之外，祂

踝環、供養杯和佩劍等，皆可在前述

如髮飾、耳環、項鍊、手環、腰飾、

︶和︿女脇侍持劍
figure beneath a tree

西元1世紀

些特徵也都與﹁水﹂有關。因此，摩

圖五

像 ﹀ ︵ Attendant female figure with a
，圖七︶等。
sword
本院女藥叉像的佩飾和持物，

西元1世紀 女藥叉像 桑奇一號大塔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Michael Willis,
Buddhist Reliquaries from Ancient Ind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ﬁg. 47.

筆者自攝
桑奇一號大塔東塔門
女藥叉立像
西元2世紀 女脇侍持劍像 秣菟羅地區出土 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B. N. Goswamy, Essence of Indian Art,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86, plate 33

80
2014年7月
故宮文物月刊·第376期

81

圖四

圖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佛塔欄楯局部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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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那博物館︵ Patna Museum
︶的︿女
藥叉立像﹀。︵圖八︶雖然同樣都具

有單尊女藥叉像的出現，如現存於巴

其宗教和藝術的內容總是喜歡使用

拉斯瓦米認為印度傳統的力量很強，

神祇成為佛法的守護者，正如古馬

然而佛教吸收這尊廣受歡迎的

本土崇拜樹、水等傳統信仰的保守信

要的地位，其目的是為了能吸引原來

教中，並在其思想和藝術裏，退居次

︵ Sherman E. Lee
︶也解釋佛塔欄楯的
女藥叉像是將古代豐饒的神祇融入佛

格發生變化，從主角的地位轉成為附

有飽滿豐腴的女性特徵，而且滿身的
已存在的類型，於是女藥叉出現在

主尊堂堂的風格，顯然此女藥叉像是

嚴飾也所差無幾，但是訂年於西元前
許多古代佛塔遺址之中，諸如上述的
徒 。 而 羅 蘭 ︵ Benjamin Rowland
︶則
浪漫地表示將象徵豐饒的女藥叉呈現

麼，女藥叉作為獨尊禮拜的對象是無

二世紀的立像卻展現了不同的風貌。
巴 呼 特 ︵ 圖 三 ︶ 、 桑 奇 ︵ 圖 四 、五 ︶
在聖域的外圍，極有可能是為了表達

屬於佛教諸神之一的護法神。李雪曼

異於後期婀娜多姿的交腳立姿，圖八
和秣菟羅︵圖一︶等地所出土的造像
歡愉的短暫生命置於佛陀世界的寧靜

受信徒獨立崇拜的對象。

女藥叉像直挺的雙腳有如兩根列柱一
都是設置在塔門和欄楯上，祂們的神

庸 置 疑的 ， 甚 至 到 了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仍

般，使得造像具有磐石之感，呈現出
致遠之外。 ︵註九︶
宮治昭進一步地闡釋，佛塔與當
時 盛 行 的 聖 樹 信 仰 融 合 ， 從中 吸 收 養
分後發展佛塔信仰。因為考古發現，
早期塔的覆鉢中心都留有孔洞，推測
原來應該都插有木柱，反映作為聯繫
天地宇宙軸的聖樹信仰，而且梵文稱
覆鉢為 garbha
或 anda
，是子宮、卵的意
思，所以安置舍利的佛塔也是以豐饒
多產為核心信仰。為了要喚起豐饒吉
祥的印象，佛塔欄楯和塔門都施以豐

饒形象的雕刻題材，如繁盛的蓮花蔓

草紋飾和充滿生命力的摩羯魚等︵圖

九︶，而專司豐饒多產女藥叉的出現
又與聖樹信仰有關，因此祂加入佛塔
裝飾的行列自然順理成章，其角色也
就轉變成為佛塔的守護神。 ︵註十︶
本院佛塔欄楯上的女藥叉像或
持杯供養，或臂掛寶劍，正足以說明
祂們作為佛塔的守護神，不但禮敬供
養佛塔，甚至還身懷寶劍，守護佛
法。而女藥叉的出現不單單只具有多
重的象徵意味，而且對於當時前來朝
聖的信徒而言，拉開佛塔巡禮序曲的
是他們十分熟悉的神祇，
śālabhañjikā
親近感油然而生，佛教便能成功地贏
得民眾的信任，皈依為信徒，也使得
佛法的傳播有如順水推舟一般地順利
進行。

盛世王朝的遺存
此件文物的石材基本上係屬紅砂
岩，然其中卻因夾雜黃砂岩而呈現出
顏色不均勻的斑駁表面，是印度雅姆
︶河畔秣菟羅地區的典型石
那︵ Jumna
材。而這件欄楯的造像特徵，與許多
貴霜王朝二至三世紀的女藥叉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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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那博物館藏
比哈爾省出土
女藥叉立像
西元前2世紀
筆者自攝
圖八
桑奇1號大塔東門南柱
塔門柱

西元1世紀
筆者自攝
圖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佛塔欄楯女藥叉像之局部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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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密不可分的時代關連。
秣菟羅地區向來是印度本土宗教

一八七︶和巽伽王朝︵約
∼

和藝術的大本營，早在孔雀︵約西元
前三二一
西元前一八七 ∼
七八︶時，就已經打
下堅實的基礎，造像帶有濃厚的印度
本土傳統色彩。
秣菟羅的藝匠強調人物感官的
美形，以便表現印度固有傳統的審美
觀。他們擅於精雕細琢許多物象的細
節與質感，進而勾勒出對人世間美好
的想像與期盼。以本院藏品為例，二
尊女藥叉僅著幾近透明的貼體下裙
︵ dhoti
︶，露出豐潤的雙乳、纖纖細
腰和寬臀，朗達瓦認為其所展現的正
是象徵印度美女的典範，甚至連纖腰
上的三條皺褶︵圖十︶都稱之為﹁優
美﹂。宮治昭從梵文文學中找到印度
讚嘆女性美理想典範的敘述，形容女
性﹁散發出月光的容顏﹂、﹁如壺一
般的乳房﹂、﹁腹腰上三條優美的皺
褶﹂和各式的裝身具，如﹁胸前的真
珠玉飾﹂、﹁繫著黃金腰帶﹂、﹁鈴
鈴作響的足環聲音﹂等，這些描述符

合本文的主角女藥叉的造像特徵。隨
著她性感律動著扭擺軀體和交叉雙
腳，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女藥叉身上大
型的裝飾瓔珞正叮噹作響呢！
此二尊並列的女藥叉令人聯想
到另一件藏在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
︵ Indian Museum, Calcutta
︶二世紀
的佛塔欄楯︵圖十一︶，三尊並列的
女藥叉除了沒有攀折阿育王樹之外，
祂們皆是以婀娜多姿的姿態出現，具

眼和含笑的性感厚唇︵圖

有圓潤的臉龐、陽刻細長的彎眉、神
情溫柔的

十 二 、十 三 ︶ ， 然 而 圖 十 一 女 藥 叉 像
體態較為壯碩且異常豐滿，而其頭身
比例的差距也比較大。反觀本院的女
藥叉像，祂們不但具有穠纖合度的身
材比例、細秀窈窕的身形和清晰流暢
的輪廓，而且同時身體扭轉的動勢張
力十足和其肌膚呈現出如美少女般的
緊緻豐腴感，這樣的造像風格與藏
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女性尊像﹀
︵ Female Figure
，圖十四︶近似。帕
爾認為後者也可以稱之為﹁女藥叉
像﹂，並將該件文物訂年於西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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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圖版88
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藏
秣菟羅地區出土
佛塔欄楯
西元2世紀
圖十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佛塔欄楯女藥叉像之局部
圖十二
筆者自攝
女藥叉像（圖十一之局部）
圖十三

文物脈絡
守護佛法—談院藏佛塔欄楯的藥叉像

佛教得以廣布教法，完全顯示了佛教
欄楯裝飾的要角，具有守護的特質。

象也被佛傳故事所採納，出現在﹁樹

於此同時，手攀樹枝、雙腳交叉的形

下誕生﹂造像的場景中，也就是摩耶

吸納印度本土民俗信仰養分的智慧。

從現存的考古資料來看，這個

夫人的姿式與之雷同。幾乎在印度各

圖十四

年。換言之，本院藏品與圖十四
○○
的造像應皆是西元二至三世紀之作。

攀折樹枝的遺韻

稱為 śālabhañjikā
的樹下女藥叉不
但因具有繁衍生息或豐饒的象徵，成

為佛塔的守護神，同時也作為巡禮的

起點，使得印度原本信仰藥叉樹精的

故宮文物月刊·第376期

廣大信眾，易於接受佛教，皈依為信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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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年 女性尊像 秣菟羅地區出土 洛杉磯郡立美
術館藏 引自Pal, 《Indian Sculpture》, S70

徒。此種融合令當時仍屬新興宗教的

了 西 元 五 、六 世 紀 恆 河 河 畔 的 鹿 野 苑

仍依舊迴盪著攀折樹枝的遺韻。︵圖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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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植 印 度 人 心 的 aśoka-dohada
女藥叉
最早出現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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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西元三世紀，祂依然仍是佛塔

註釋

西元5世紀 佛傳四相圖 鹿野苑出土 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藏
引自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ed.), Buddha in Indien, Milano:
Skira Editore, 1995, pl.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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