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

王晶波：善惡童子考

善惡童子考*

王晶波

［摘  要］  善惡童子是古代幽冥文化中影響很大的一對神祇，職掌伺察善惡、簿記罪福，以作爲

冥間審判及果報輪回的依據。他們的出現是傳統善惡倫理及道、佛兩教監督懲罰機制的一種體

現，也是佛教、道教相互影響和借鑒的結果。文章結合傳世及出土文字和圖像資料，系統考察善

惡童子的名稱、職掌、形象及其在唐宋民間信仰中的體現等，以期爲深入認識地獄信仰及佛道兩

教融合提供有益的視角與材料。

［關鍵詞］  善惡童子  同生神  冥判  善惡簿

善惡童子是古代幽冥文化中常常出現的一對神祇人物。他們在冥間的地位作用，自是

無法與地藏、十王相提并論，但也并非無足輕重，因爲他們職掌着冥間審判所必不可少的證

據——善惡簿。閻羅王正是依據他們提供的材料，對亡人生前善惡行爲進行審斷，决定其果

報輪回。從這一點上説，善惡童子在冥判中的作用，其實比判官更加重要；同樣，他們在文獻、

圖像中出現的頻率，也往往大於判官。在《十王經》與十王圖中，他們往往被描繪爲兩個侍

立於十王左右的童子，手執善惡簿，以備審判時呈上作爲依據。關於這一對神祇，學者已有

所關注，他們或從中國傳統影響探討其來源、職掌，或從佛教、道教角度討論其意義性質。代

表性的研究，如蕭登福在《敦煌俗文學論叢》中稱之爲“左右雙童”，認爲他們的職掌與中國

傳統道教中的司命性質很接近，“但職權與地位顯然比司命小了很多，僅在記録人們所做的

善惡業，并向上級呈報，似乎無賞罰之權。以其所司掌的看來，很像《抱朴子》書中所説的三

尸與竈神”。(1) 不過他認爲“左右雙童原是藏川《佛説十王經》所杜撰出來的人物”，(2) 這點則

值得商榷。李翎在論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十一面觀音變相》時，對其中出現的“善惡童

子”及其與觀音組合圖像的宗教意義進行了探討，認爲善惡童子“可能是佛教借用道教神祇

中的一個名詞，指的是地獄中的管理人員，與地藏信仰有一些關聯”；(3) 此外，陳登武從地獄審

判的角度對善惡童子的職能也有提及。(4) 以上考察，均有助於廓清人們對善惡童子的認識。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文獻與佛教地獄信仰的中國化研究”（15BZS007）的階段成果。

(1)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第 208 頁。

(2)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第 208 頁。

(3)  李翎：《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的闡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2 期，第 92 頁；該文後以《假

如没有美術史：關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的闡釋》之名，收入氏著《佛教與圖像論稿續編》，北京：文

物出版社，2013年，第160—179頁；又收入何勁松主編《佛法王庭的光輝：嵩山大法王寺佛教文化藝術論壇文集》，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180—194 頁。

(4)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73—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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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圍繞善惡童子，還有許多問題不够清晰，比如名稱、形象的來源及演變脉絡，道、佛兩教

相互影響借鑒的具體情態，民間崇拜與影響的情形等，都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本文在以

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與敦煌文獻的記載，對善惡童子進行系統考察，以期爲更深

入全面地認識民間文化、地獄信仰及社會宗教提供一些有益的視角與材料。

一、從伺察善惡、簿記福罪到善惡童子

善惡童子之名出現較晚，大約在隋唐之際才明確出現於文獻記載中。不過與其職掌相

近的一些内容，如伺察善惡、簿記罪福并報告給司命，以助其决定人處境與歸宿，早在先秦時

代就已屢見於各種典籍，其中既有早期出土文獻、道教典籍的記載，也有佛教經書的論述，究

竟是哪些因素最終影響了善惡童子的出現定型，還得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細緻分析，才能做出

合理的判斷。

命運前定，是中國古代久已有之的觀念。從商紂“我生不有命在天”(1) 的宣示，到子夏“生

死有命，富貴在天”(2) 的表述，都將命運在天不在人作爲一種天經地義的觀念，細分起來，雖然

其中有着統治權的天命與個人生死禍福之命運的不同，但天命也好，個人命運也罷，都由神

秘的天或者神明所掌控却是先秦以來直至漢代人們幾乎一致的認識。《墨子·魯問》記載：“子

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3) 雖然跌

鼻是因疑惑而有此問，但由此亦可知先秦時鬼神賞善罰惡的觀念已經流行了。

到漢代，隨着人們對生死、命運觀念的更深入思考，以及佛教傳入後有關生死報應觀念

的影響，人們對生死、命運有了新的認識，比如“三命”説的提出，(4) 將人的善惡行爲引入命定

説，認爲人命本有定數，但因個人善惡行爲的影響，會損減原定的年命算紀，并遭逢禍福等。

比起一心關注現實社會的儒家與傳統士人，道家、道教更關注於探索命運背後的决定力量，

并提出自己的見解。早期道教經典《老子想爾注》説：“道設生以賞善，設死以威惡。”(5)“天地

像道，仁諸善，不仁於諸惡，故煞萬物惡者不愛也，視之如芻草如苟畜耳。”(6) 將“道”作爲掌握

人間生死大權、具有賞善罰惡功能的最高人格神，并把鬼神信仰與儒家綱常倫理、道家處世

之道與佛教因果報應諸説結合起來，認爲人的禍福命運由其行爲善惡所决定。《太平經》云：

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疑所怨乎？……不念久生，可上及知士，有心念索

(1)  〔漢〕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07 頁。

(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59 頁。

(3)  〔清〕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墨子間詁》卷十二《公孟第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第 463 頁。

(4)  “三命”指“壽命（也稱正命）”“遭命”“隨命”，《白虎通》卷八中有解説，參見〔清〕陳立撰，吴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第 391 頁。其後王充、王符、趙岐都有所解説。有關《孝經》的緯書如《援神契》等書中也有。

(5)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5 頁。

(6)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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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不作惡耳。天見其善，使可安爲，更求富有子孫，雖不盡得，尚有所望，何爲作

惡久滅亡，自以當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記之，過無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惡之籍，

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算減年；其惡不止，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

復苦鬼治之，治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算盡當入土，愆流後生，是非惡所致邪？ (1)

按照道教的觀念，上天掌握所有人的命運禍福，并派遣神靈來伺察考録人的善惡行爲，

星辰、天地神祇、身神等均可負此職責，“天遣神往記之，過無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惡之籍，

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算減年”，根據這些善惡行爲記録，來計算減除命算年紀，如人作惡太多，

年算減盡，便死入鬼門，還要在冥中受到地神審訊并遭受惡鬼的懲治刑罰。這些監督善惡的

神裏，位於人身體内部各器官的諸多身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神

叛人去，身安得善乎。爲善不敢失繩纏，不敢自欺，爲善亦神自知之，惡亦神自知之。非爲他

神，乃身中神也。夫言語自從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2) 到《老子中經》，所

載身神幾乎遍佈全身，數量劇增，每一部位的身神都有了明確數量和具體名稱。(3)《太上洞玄

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中記載：“天地水三官九宫九府一百二十曹。三品相承，生死罪福，

功過深重，責役考對，年月日限，無有差錯。……凡人身中亦有三官六府百二十關節，三萬六

千神。人身行惡，身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則度其仙名。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響

相應，在乎自然也”。(4)

魏晉時期，有關天神伺察善惡、考校功過的看法更加流行起來。葛洪《抱朴子》綜引《易

内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的話説：

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

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

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

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

無也。(5)

這些三尸、竈神之類的神靈在人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嚴密監督着人的所

有善惡行爲。這種神靈監督、懲罰罪惡的看法，是中國傳統善惡倫理觀念及報應思想的體現

(1)  《正統道藏》第 40 册，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第 32769 頁。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與此稍有不同，如“苦

鬼治之”之“鬼”作“思”（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525—526 頁）。

(2)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第 12 頁。

(3)  劉永明：《〈老子中經〉形成於漢代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第 60—66 頁。

(4)  《正統道藏》第 11 册，第 8809 頁。

(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 版，第 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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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即所謂“天道賞善罰惡”的具體化。隨着這種觀念的傳播，同時受到佛教善惡報應

觀的影響，南北朝至隋唐之際，有關善惡童子的記載首先出現於道教文獻之中。

較早記載“善惡童子”的道經，是約出於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際的《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

緣經》，(1) 其中三次提到“善惡童子”之名：

見有諸天仙人靈人，及諸飛天神王、善惡童子，日日遊行人間，條録善惡以奏諸

天。見有雲宫星府、日月宫殿、山川嶽瀆靈官，考較人民善惡功過。（卷一《開度品》）(2)

及乎誕育，系命三元，壽夭吉凶、富貴貧賤、因緣罪福、善惡死生，各逐宿根，悉

有報對，隨其業力，永不差移，如影逐形，似聲應響。……與三界十方、諸天上聖、

妙行真人、玉童玉女、五帝四司、善惡童子，一切神靈無鞅數衆，俱會玄都元陽宫中。

元始之前，考較男女生死録籍、罪福因緣。及九幽地獄、水府窮魂，悉來校誠善惡令

分。（卷九《弘救品第二十》）(3)

仙真上聖，天帝天師，隨處安居，各施經教；司主録籍，生死因緣，男女算命，善

惡吉凶，晝夜考覈，剖叛人天。一一方内，一一天中，各有大道，各有天尊，各有天帝，

各有天師，各有仙真衆聖，四司五帝、使者將軍、善惡童子、五斗靈官，一一教化，立

法不同。皆吾統攝，布化其間。善惡報應，男女命根，罪福緣對，宿命因緣，草木蛸蟯，

一切衆生，莫不待我布炁而得受生矣。（卷十《廣統品第二十四》）(4)

學者已指出，《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吸取了佛經中的許多内容，涉及到《無量壽

經》《罪福報應經》《善惡因果經》《大涅槃經》及《妙法蓮華經》等諸多佛經，採用了大量佛

教的術語概念，(5) 這從我們上面引到的部分即可看出。出現在這部經書中的善惡童子，并不

是唯一職掌條録善惡、校考功過的仙官，與之并列、職掌相類的，還有仙人靈人、飛天神王、仙

真衆聖、玉童玉女、四司五帝、使者將軍、五斗靈官等等，不過，這些神官仙衆絶大部分是籠統

稱呼，只有善惡童子是其中職掌最爲明確的神祇，充分説明這時的善惡童子作爲職掌伺察善

惡、簿記罪福的神祇，已經定型。

較《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稍後出現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6) 在卷下《報應神驗

(1)  有關《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的成書時間，學界有不同看法。日本學者吉岡義豐、小林正美等認爲成書于六世紀初

至中葉的蕭梁時期；大淵忍爾和勞格文（John Lagerwey）認爲完成于隋或唐初；劉屹則認爲産生于七世紀初。詳參劉屹

《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271—272 頁）。另，丁培仁編著《增注新修道藏目録》中，

判定爲南北朝末期（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第 95—97 頁）。

(2)  《正統道藏》第 10 册，第 7616 頁。

(3)  《正統道藏》第 10 册，第 7674—7675 頁。

(4)  《正統道藏》第 10 册，第 7683 頁。

(5)  劉屹：《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272—278 頁。

(6)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簡稱《玉皇經》。撰人不詳，約出於隋唐間。丁培仁編著：《增注新修道藏目録》，成都：巴蜀書社，

2008 年，第 140—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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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第五》講到地獄報應時説：

是時天尊謂四真人云：……又若復有人，初雖信受，後復慢易，善惡童子上奏三

官，黑簿添名，青編減算，身殁之後，拘閉幽牢，往復三塗，無由解脱。(1)

另外較早提到善惡童子之名的，是人們所熟知的唐初名醫孫思邈（581—682），他在所著

《福壽論》中説：

鬼神蓋不能爲人之禍，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積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富貴者

以輕勢取爲非分也，貧賤者以佞盗取爲非分也，神而記之，人不知也。夫神記者，明

有陰籍之因，又按《黄庭内景》云夫人有萬餘神，主身三尸九蟲，善惡童子録之奏上，

况有陰冥之籍也。(2)

從他的記述來看，這裏的善惡童子，與居於人身體内的三尸九蟲職掌相類，但地位在三

尸九蟲之上，負責其將所告内容記録奏上，陰冥之籍亦由之而定。孫氏所引《黄庭内景經》，

具體成書時間雖無法準確判定，但魏晉成書的可能很大。不過，傳世《黄庭經》中并未見到“善

惡童子”之名。

如所周知，魏晉以來道教對佛教的吸收借鑒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有關地獄、因緣業報及

亡人受苦情狀等内容，移植更多。《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從經名中的“業報”“因緣”

用語，即可看出明顯的佛教影響；《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也是模仿《佛本行集經》之名而來，包

括孫思邈所述中提到的“幽牢”“三塗”等，都與佛教影響密不可分。這些經論中，具體到有

關仙官諸神的名稱及配置、職掌，雖無法斷言是從佛教而來還是道教原有，或者二者結合的

成分各有多少，但從相關材料的記載及表述看，還當主要出自道教的構想。而善惡童子這一

名稱，也應當是道教最先提出，時間約當於南北朝末至隋期間。這一名稱中，“善惡”兩字綜

合概括了伺察善惡、條録功過的職能特點，“童子”則源自道教對身神形體輕靈幼小的特點的

想象，以及多用“某某童子”“某某子”命名的習慣，(3) 兩者結合，準確生動地構建出這類職掌

的神祇形象，所以一經提出，便得到廣泛認可，很快就被各種經典所採用。不過，從道教對這

一名稱最初的使用以及早期的司過司察等來看，還未明確表現出後來的由兩位童子分掌善

惡的情况。

唐代以後，有關善惡童子的記載在道經中出現更多，如《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二卷、

(1)  《正統道藏》第 2 册，第 1108—1109 頁。

(2)  孫思邈這部《福壽論》，又被稱爲《唐太古妙應孫真人福壽論》，見《正統道藏》第 57 册，第 46168 頁。

(3)  道教所想象的身神，都形體幼小，往往僅長數寸，“形如嬰兒，色如華童”（《登真隱訣》），命名也多稱“童子”或“子”，如

肺神爲“南中童子”、肝神爲“明輪童子”、心神爲“赤子小童”等。稱“某某子”的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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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國王行道經》，以及《太上慈悲道場消灾九幽懺》《太上靈寶三元三官消愆滅

罪懺》《太上靈寶朝天謝罪大懺》《太上慈悲道場滅罪水懺》《北極真武普慈度世法懺》《元始

天尊説酆都滅罪經》《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太上洞玄靈寶五顯靈觀華光本行妙經》《三元

延壽參贊書》《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等等，都反復提及善惡童子伺察世人善惡行爲的職

掌，以及在地府中的統屬、位置。

二、同生神、俱生神與善惡童子

作爲以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説爲主旨的宗教，佛教對於人的善惡行爲及其後果的關注比

起道教，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神靈伺察人之善惡行爲并記録呈報給閻王，作爲冥判奬懲的

依據，是佛教民間宣傳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典籍中有關天神簡閲人善惡行爲之内容記載

很多，類似道教中司察、司過及善惡童子的神靈也有不少。其中首推“同生”“同名”二神。

東晉佛馱跋陀羅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提到“同生”與“同名”兩位天神：

如來所現不可思議，菩薩悉見，諸大聲聞不知、不見。譬如有人，以曀身藥自塗

其目，行、住、坐、卧，無能見者，唯有彼人悉能睹見；如來亦復如是，永離世間，無能

見者，唯一切智菩薩境界，非諸聲聞之所能知。如人從生，有二種天，常隨侍衛，一

曰同生，二曰同名，天常見人，人不見天。如來神變，亦復如是，非諸聲聞所能知見，

唯諸菩薩乃能睹見。(1)

經中提到，人從生下來即有兩個天神一直隨侍在左右，一個叫同生，一個叫同名，他們能

看見人，人却看不見他們。不過，從文中所述看，同生、同名兩位天神，除了“常隨侍衛”，并未

有其他什麽特殊使命，也還看不出監督記録人的行爲的特點。

到隋吉藏所撰《無量壽經義疏》中，對這兩位天神作出了更詳細的解釋説明：

神明記識者，名藉先定，不蹉跌也。一切衆生皆有二神，一名同生，二名同名。

同生，女，在右肩上，書其作惡；同名，男，在左肩上，書其作善。四天善神，一月六反，

録其名藉，奏上大王。地獄亦然。一月六齊，一歲三覆，一載八校，使不差錯。故有

犯者不赦也。(2)

從吉藏的疏解中，我們對同生、同名兩位天神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同生”是位女性神，

(1)  〔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藏》第 9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680 頁。

(2)  《大正藏》第 37 册，第 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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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人的右肩，專職記載其人作惡之事；“同名”是男性神，居人左肩，專管記人善事。所記録

内容，無論善惡，在一月之内分六次分别上報天庭或者地獄，爲保證準確無誤，一年中對這些

報告還要多次覆校。從此來看，“同生”“同名”這兩位天神的職司與我們上面所説的善惡童

子就非常接近了。

除有具體名字的同生、同名神以外，唐前佛典中有關天神簡閲善惡行爲的内容，亦相當

流行。如有僞存有争議的《浄度三昧經》卷一：“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

一歲四覆。四覆之日，皆用八王日。八王日者，天王案比諸天、人民、雜類之屬，考校功最。

有福增壽，有罪減壽奪算。”還於卷二的九齋日、八王日下提到：“所以爾者，諸天、帝釋、四鎮、

輔臣、司命、使者，當下覆伺。竈君在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疏善，女

神記惡。先前一日夜半，盡共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諍了罪福，毛分不錯。諸天亦自有

歲盡，簿書分明。竈君左右契重。復持九齋所記，校四王所結，知爲同不。校事三日，決死定

生。”(1) 其中“左右竈君”的説法值得特别注意，這比隋吉藏釋“同生”“同名”要早，其性别、位

置、行爲方式也都相似，連“一月六齊，一歲三覆，一載八校”的説法也幾乎相同，可見吉藏所

疏是受到《浄度三昧經》的影響。而“左右竈君”之稱，則有明顯的道教色彩。此外，監督人

的神靈也不限於左右竃君，他們各按一定時間下至人間進行監督記録，所有記録内容都要反

覆核校，互相契合印證，以確保準確無誤，並匯總至天帝處以校定罪福。這與中國古代注重

簿書記録與“上計”的制度有相當的關係。由此可知，在善惡童子的起源與得名問題上，佛、

道兩教早就互相借鑒、難分彼此了。梁僧旻、寶唱等集《經律異相》卷中收録了相關記載，(2)

足以證明其内容傳播的廣泛。

到唐初玄奘所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提到“俱生神”：

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脱，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曲躬合

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像法轉時，有諸衆生，爲種種患之所困厄，長病羸瘦，不能

飲食，喉唇乾燥，見諸方暗，死相現前；父母、親屬、朋友、知識，啼泣圍繞。然彼自身，

卧在本處，見琰魔使，引其神識，至於琰魔法王之前；然諸有情，有俱生神，隨其所

作，若罪若福，皆具書之，盡持授與琰魔法王。爾時，彼王推問其人，算計所作，隨其

罪福而處斷之。”(3)

經中説一切有生命者從生下來便有神靈伴隨，這些神統稱爲“俱生神”，會將其所有行

爲，無論善惡罪福，全都記載下來，待其身死之時，將這些記載盡皆交給琰魔王，琰魔王審判

(1)  藏經書院編：《新編卍續藏經》第 87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第 596—599 頁。録文參大内文雄、齊藤隆信

整理《浄度三昧經》，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第 259—267 頁。

(2)  《大正藏》第 53 册，第 259 頁。

(3)  《大正藏》第 14 册，第 4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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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便根據這些記録來加以處斷。從玄奘譯文中使用“俱生神”這個詞的上下語境來看，“俱

生神”似乎不是某個神的專名，只是譯者根據其隨伴隨有情生命而來的特點而給予的一個概

括性稱呼。就其記載罪福報告琰魔法王的職掌特點來看，與《大方廣佛華嚴經》及《無量壽

經義疏》中提到的“同生”與“同名”相同，所以可判定俱生神也就是同生、同名這兩位天神，

亦即“左右竈君”。

唐初民間文獻中已提到“左右童子”奉王教令記録道俗中人有破戒虧律者，送付長史，

交由閻羅王處分之語：

王教遣左右童子，録破戒虧律道俗，送付長史，令子細勘。當得罪者，將過奉閻

羅王處分。比丘大有雜人，知而故犯。違律破戒，及禽獸等，造罪極多。煞害無數，

飲酒食肉，貪淫嗜欲，劇於凡人。妄説罪福，誑惑百姓。如此輩流，地獄内何因不見

此等之人。(1)

這段文字出自貞觀十三年（639）《齊士員獻陵造像碑》所載“冥律”。左右童子受王教遣，

“録破戒虧律道俗，送付長史，令子細勘。當得罪者，將過奉閻羅王處分”，還特别提到犯戒比

丘的情况。左右童子雖受命於閻羅王，但所録内容要交付長史，通過長史勘核後，方將罪人

過奉閻羅王處分，這一點與前舉數例稍有不同。(2) 但其職責確乎是記録道俗中人違律之行爲，

與前面提到的同生、同名及俱生神仍大致類似。

這條記載是佛教影響下較早以“左右童子”之名稱呼此類神靈的文獻。其名稱首先出現

於信仰佛教的官員士民之手，而非佛教經典當中，應當是同時受到佛教之同生、同名諸神以

及民間流行的道教司命司録、左右竈君、善惡童子等名稱影響，而採用了其中更有概括性與

表現力的“左右童子”。這可能出自以下原因，即道教文獻中雖然已有“善惡童子”之名，但

佛教徒還未全然接受，而是折衷將職掌相同的兩教同有的神靈，各取其特點——佛教同生、

同名神分處人左右兩肩，但名稱繁瑣，道教之神名稱雖準確，但佛教徒并不甘心全盤接受，所

以便稱爲“左右童子”。

其後，唐代佛經也開始用“善惡童子”之名來譯稱這類掌簿記罪福之職的神祇。如八世

紀初（神龍元年，705 年）譯出的《楞嚴經》卷八在講到十習因之第八時即云：

八者，見習交明，如薩迦耶，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反。如是故

(1)  張總：《初唐閻羅圖像及刻經——以〈齊士員獻陵造像碑〉拓本爲中心》，《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6—7 頁。

(2)  張總説：“長史在唐代官制之中是一個特别職位，在實際職能中起重要作用。冥律之中重用長史，其映顯現實基礎是很

清楚的。”（《唐研究》第六卷，第 17—18 頁。）此段冥律雖然在唐初官制影響下突出了長史作用，但并未改變左右童子

的職掌及其神格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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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使主吏，證執文籍。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鞫、

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

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虚妄遍執，如入毒壑。(1)

唐開元中善無畏譯《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卷中：

二十八部一切神王，參辰日月，諸天善神。南斗注生，北斗注殺。天曹天府、太

山府君、五道大神、閻羅大王、善惡童子、司命司録、六道鬼神、山神王、海神王、風神

王、樹神王、水神王、金神王，今皆明聽：汝等受我香華飲食供養，擁護弟子某甲及諸

眷屬，使作法求願如意成吉。(2)

其經題稱“唐大善無畏内道場秘譯”，不過文中所列諸神雜糅了中國、印度的大多神名，

像“南斗注生，北斗注殺。天曹天府、太山府君”等，明顯是漢地神祇，所以“善惡童子、司命

司録”也當是使用了道教神祇名稱。

失譯者的《佛説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弟子某甲等，某年某月八日五更，初懺悔披

心露瞻，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四天王、帝釋天、王曹地府、日天、月天、星宿天、善惡童子、

護戒善神，證知弟子發露懺悔，所有罪障悉令消滅。”(3)

另外，《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之“十類孤魂文”中，也有“善惡童子一切功曹獄吏，乘馬

執槍一切羅叉”之語。(4)

這一時期，也還有未使用“善惡童子”之名的佛經，如八世紀成書的《西藏度亡經》中記

載有用黑白石子計算人之罪福的司善之神與司惡之魔：

尊貴的某某，諦聽諦聽！你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因你自己的業力所感；并非因

了任何他人陷害；完全出於你自己的惡業。因此，你應殷切祈求尊貴的三寶護佑；

假如你既不祈請三寶加被，又不知如何觀想大手印或任何護佑本尊，那時就有與你

同時俱生的司善之神出來以白石子計算你的善行，又有與你同時俱生的司惡之魔

出來以黑石子計算你的罪行。當此之時，你會感到極度的驚惶、畏懼和恐怖，以及

顫抖戰慄……

縱然是在計算那些黑白石子之時，你也不必害怕，不必畏懼；但也不要説謊；

(1)  《大正藏》第 19 册，第 144 頁。

(2)  《大正藏》第 21 册，第 195 頁。

(3)  《大正藏》第 21 册，第 162 頁。

(4)  《大正藏》第 21 册，第 4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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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閻羅王也不必緊張。(1)

雖然記録善行與罪行的方式不是書寫於簿籍而是白黑石子計數，但兩位計算者司善之

神與司惡之魔却都是與人“同時俱生”而來，并且也是在人接受閻羅王冥判時出來將計算結

果呈上，閻羅王據此進行審判。所以，司善之神與司惡之魔實際上也就是前面所説的同生、

同名，即玄奘所譯稱的俱生神，也就是善惡童子。

晚唐時的《佛説十王經》及民間文獻中，善惡童子之名出現得就更加頻繁，有時還稱爲

“左右雙童”，并形諸圖畫。如有圖有贊文的P.2003、P. 2870 等《佛説十王經》：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預修生七齋者，每月二時，

供養三寶，所設十王，修名納狀，奏上六曹，善惡童子奏上天曹地府官等，記在名案，

身到之日，便得配生快樂之處，不住中陰四十九日。

……(2)

第四七日過五官王。贊曰：

五官業稱向空懸，左右雙童業簿全。轉重豈由情所願，低昂自任昔因緣。(3)

這幾件寫本中，善惡童子與左右雙童同時出現，可見在民間這兩個名稱是可以互换的。

另外，那些無圖、贊的《佛説閻羅王授記經》如S.3147 等，只在前半部提到“善惡童子，奏上

天曹地府官”，(4) 而無後面的四句贊文。

《十王經》外，敦煌文獻中善惡童子之名出現得更加普遍，講唱作品、齋文及佛教典籍中

都有提及。

國圖皇字 76 號《勸善文》（S.2985）亦載：

只恐衆生造諸惡，經律法教遣修身。食肉衆生短命報，諸佛慈悲勸諫君。莫道

殺生無人見，善惡童子每知聞。好事惡事皆鈔録，未肯臨時放一分。(5)

S. 2204《董永變文》開頭亦説：

(1)  蓮華生著，徐進夫譯：《西藏度亡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01—102 頁。該書藏名Bardo thödol（《巴多

脱卓》），英文譯本名爲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漢譯有三個版本，一是張蓮菩提譯《中陰救度密法》，又作《中有聞

教得度密法》；二是趙洪濤、王智揚譯《夢幻生死》；三即是徐進夫譯本。

(2)  杜斗城：《敦煌本〈佛説十王經〉校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5、25 頁。

(3)  杜斗城：《敦煌本〈佛説十王經〉校録研究》，第 11、31 頁。

(4)  杜斗城：《敦煌本〈佛説十王經〉校録研究》，第 47 頁。

(5)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年，第 113—114 頁。



-·195·-

王晶波：善惡童子考

人生在世審思量，暫時吵鬧有何妨。大衆志心須静聽，先須孝順阿耶娘。好事

惡事皆抄録，善惡童子每抄將。孝感先賢説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1)

小説《唐太宗入冥記》（S.2630）則記載了善童子與崔子玉的對答，由此可知其具體執

掌：

催子玉以手招之， 走到廳前拜了，上廳立定 在長安之日，有何

善事，造何 （善）童［子］向前叉手啟判官云：“皇 來并無善事，亦不

書寫經像， 陰道與（以）功德爲憑，今皇帝 帝卻歸生路。”催子玉又問

道：“ □□。”善童子啟判官曰：“皇帝 下大赦三度曲恩。”催子玉曰：

“ 判放著三萬六千五百五十 造多少功德？”善童子曰：“此事

量功德使即知。”(2)

由善惡童子之名引申出的同義名稱，還有“罪福童子”。這在一些佛事應用文及經咒中

比較多見。如P.4522《受八關齋戒文》所請佛菩薩與鬼神中有：“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大山

府君、察命司録、天曹地府、善惡部官、左膊右肩、罪福童子、護齋護戒護法善神……”S.4438

《佛經戒律與十恩德》與此同。S.5541《密教雜經咒》也稱“罪福童子”。

唐五代善惡童子之名流行雖廣，但早期的“同生神”之名也未完全消失。《十王經》傳到

日本後，日本僧人據此撰作的僞經中還可見到。題“成都府大聖慈恩寺沙門藏川述”的《佛

説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中即使用“同生神”，并提到其略稱“魔奴闍耶”，合稱“雙童”：

第五閻魔王國（地藏菩薩）

爾時世尊告大衆言，謂諸衆生有同生神魔奴闍耶（同生略語），左神記惡，形如

羅刹，常隨不離，悉記小惡；右神記善，形如吉祥，常隨不離，皆録微善。總名雙童。

亡人先身，若福若罪，諸業皆書，盡持奏與閻魔法王，其王以簿推問亡人，算計所作，

隨惡隨善，而斷分之。……時閻魔王同生神簿與人頭見，亡人策髮右繞令見，即於

鏡中現前生所作善福惡業一切諸業各現形像，猶如對人見面眼耳。爾時同生神從

座而起合掌，向佛説是偈言：我閻浮如見，今現與業鏡。毫末無差别，質影同一相。(3)

這裏同生神有了專門的名稱“魔奴闍耶”，其形貌、職掌也更詳細清晰：左神形如羅刹，

專門記惡；右神形如吉祥，專門記善。兩神統稱“雙童”，當是左右雙童的簡稱。他們對衆生

(1)  黄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174 頁。

(2)  黄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第 320—321 頁。

(3)  《新編卍續藏經》第 1 册，第 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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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諸業的記録，同樣也是在其死亡後交給閻魔法王作爲冥判的依據。不過，與前面經文不

同的一點是，同生神在將業簿呈給閻王後，還要與閻王、人頭與受審亡人一同觀看業鏡中再

現的一切善福惡業的影像，并向佛説明他們所實際觀察到及記載的内容與業鏡中所呈現的

毫無差别。此外，左神記惡右神記善的説法，與《浄度三昧經》、吉藏《無量壽經義疏》及其他

文獻和圖像中左記善右記惡的記載恰好相反。

歸納來説，隨着三教的進一步融合，善惡童子這一對神祇，最後於唐代在道佛兩教共同

影響下，從不同名稱走向統一定名。因兩教中均有這類伺察善惡、條録功用的神祇，其功能

職掌早在魏晉南北時即已有一定融合，道教率先於六至七世紀時提出了“善惡童子”之名，

佛教則於唐代繼之并予發揚光大。佛教利用道教中“善惡童子”這一名稱，來借指“同生神”

或“俱生神”這一對神祇，將其伺察善惡、條録罪福的職能分别歸於兩神，即一神記善、一神

記惡。在冥判場合中，善惡童子常常分列於十王兩側，分執善簿、惡簿。在不同的經典與民

間文獻中，其名稱也不相同，或稱左右竈君、左右童子、左右雙童，或稱罪福童子，省稱童子、

雙童，有時也稱同生神，善惡童子是最通行的稱呼。

三、唐五代宋初的善惡童子形象及崇拜

隨着地獄冥判觀念的流行，善惡童子伺察善惡、簿記罪福的職能爲道佛兩教所共同接

受，到唐代，在其名稱漸漸統一的同時，善惡童子也形成了一定的形象特點。比如“青衣童子”

與文案、福罪簿相結合的形象。成書於八世紀的牛肅《紀聞》載：

主者引虚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

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啟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

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

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

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於是

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

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

兩吏送出城南門。(1)

這裏記載的是開元十六年豫州新息令李虚死後於冥中受審的一段場景。開始審判之前，

冥王首先要求將亡人善惡簿拿來，文中提到的隨文案而至的“二青衣童子”，顯然是指掌管善

惡簿籍的善惡童子。其身着青衣、隨文案而至的形象，與世俗所見的侍奉書案、手執簿書的

(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一百四“李虚”條，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 703—7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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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久保惣美術館藏《佛説地藏菩薩經》

童子形象頗相類。所以善惡童子有時也被稱爲青衣童子。另外，從這段記載并結合善惡童子

的職掌可知，善簿與罪簿是分開的，冥中審判通常所謂善惡簿，實際只是記載惡行的罪簿，如

記李虚“專好割羊脚”之事。當李虚自陳功德，王問有無記載時，吏答“無”，而記載其功德的

“福簿”（後又稱善簿）并不在此文案之中，而是在天堂（實即殿前垣南之樓），需經吏人專門檢

閲驗對方可。故知冥判時的善惡簿，往往是以記載惡行以實施懲罰的罪簿。當李虚因保全

一縣佛堂佛像之功德而抵銷一生罪過時，“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

唐末五代文獻及圖畫中的善惡

童子，多是身着青色或灰蘭色衣，手

執簿書侍立或跪坐於地藏菩薩、十

王或者佛側面的形象。辨别其身份

的標誌有兩點，一是頭梳雙髻的童

子裝扮，二是手中大多抱持文簿，偶

有手執笏板或雙手合十的情况。敦

煌所存善惡童子圖像，主要出現在

紙本《佛説十王經》的插圖以及絹、

紙本的地藏菩薩或觀音圖像中。如日本久保惣美術館所藏辛未年（971）董文員供養的《佛説

地藏菩薩經》卷首所繪佛説法圖中（圖 1），佛前香案左側跪坐兩童子，雙手合十，身着青衣，頭

梳雙髻，旁有榜題稱“善惡童子”。

絹繪圖像如MG.17664《披帽地藏圖》中（圖 2），地藏居中，背光兩側放出六道光，善

惡童子分立前兩側，各自手執文簿。畫面右側者（地藏左手）身着灰衣，白褲白鞋，梳雙

圖 3：MG.17793《十王地藏菩薩壹鋪》圖 2：MG.17664《披帽地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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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所執文書黑色卷軸，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中“善惡童子上奏三官，黑簿添名，青編減

算”的説法，此文卷黑軸，當是記載惡行所用，故此持黑軸文卷的也應當是惡童子。畫面左側

（地藏右手）童子着青緑衣，亦白褲白鞋，所執文卷白軸，當是善童子。

又如MG.17793《十王地藏菩薩壹鋪》（北宋時代，十世紀後半葉）中所繪善惡童子（圖

3），立於地藏座前左右兩側，雖然無題榜，但結合圖像性質及人物行爲可以推測出其身份。畫

面左側（地藏右前側）的童子身着青緑衣，手執打開的文卷，結合圖像祈福的目的、童子展開

文卷彙報所記内容的行爲，以及與天曹判官相鄰的位置，故推測其文卷所記應是善行，該童

子應爲善童子；畫面右側（地藏左前）的童子身着灰緑衣，右手執筆，左手抱着卷起的文卷，背

後站着地府判官，應是惡童子。

MG.17662 北宋太平興國八年（983）的《被帽地藏十王圖》（圖 4），十王分兩列圍繞地藏

菩薩據案而坐，每王兩旁左右分别侍立童子，童子分别穿着青緑、青藍衣，手執笏板，從形象

與位置來看，皆當爲善惡童子無疑。

與此相類的還有北宋初的MG.17795《被帽地藏十王圖》（圖 5），也是十王分兩列圍繞地

藏菩薩據案而坐，第一王的兩旁都左右分别侍坐（或立）童子，從形象與位置來看，除五道轉

輪王左手立者非童子形象，爲一頭戴襆頭、着袍有鬚、懷抱文卷者，以及第八王因位置不足未

繪出王右側童子以外，其餘皆當爲善惡童子。

敦煌圖像中還有觀音、地藏、十王與善惡童子組合出現的形式。這類組合在絹畫中出現

圖 5：MG.17795《被帽地藏十王圖》圖 4：MG.17662《被帽地藏十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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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李翎論及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1) 乃五代歸義軍節度押衙吴勿昌爲

追念亡父所繪製施供奉，圖中於觀音像足部的左右畫了兩位童子，右面榜題“惡童子”，左面

題“善童子”，身着鑲青邊的紅衣，每人手中都抱着一大卷文書。此外她還提到了大英博物館

藏的北宋太平興國八年（983）繪《米延德等施繪觀音菩薩像》（Ch.lvii. 004），榜題有“南無觀

世音菩薩”“善童子供養，惡童子供養時”；五代《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Ch.lvii 001）繪觀音

及二童子；吉美博物館藏的《紙繪九面觀音圖》（MG.17674），繪九面觀音與二童子，并有題

榜，畫面左側“南無善童子”，右側“南無惡童子”，等等。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出自端方的《六臂觀音像》（975 年），所繪善惡童子分立於觀

音兩側，懷抱文簿，左題善童子，右題惡童子。(2)

吉美博物館藏十世紀後半葉的《觀音菩薩坐像與善惡童子》（EO.3581），雖無榜題，童子

的形象確鑿無誤，圖右側（菩薩左手）的童子還正拿筆在記載，文卷白軸，應當是善童子；圖左

側的手執文卷黑軸，當是惡童子。這與其它圖像的位置恰好相反。

EO.3644 北宋《十一面觀音菩薩·被帽地藏菩薩·十王圖》中十王兩側亦各有兩童子侍

立，EO.3580 五代《被帽地藏菩薩十王圖與浄土圖》在十王旁邊繪有兩位手執文卷的童子，

都應當是善惡童子；而EO.1173《千手千眼觀音菩薩與被帽地藏菩薩十王圖》在地藏兩側的

判官與十王之間繪有兩位童子，從其位置及形象看亦當是善惡童子，但兩人手中所執，并不

是常見的文卷，即善惡簿，而是分别拿着麈尾和羽扇，這點與其它圖像不同。雖然有這點不

同，但筆者推測這兩位仍當是善惡童子。

隨着佛、道兩教地獄傳説的流行，善惡童子崇拜也應運而生。雖然善惡童子在地獄審判

中并不擔任審判之職也不負責實施懲罰，但是他們所職掌的善惡簿（或稱福罪簿、業簿）是决

定亡人果報輪回及地獄懲罰的最終證據。出於對地獄懲罰及三途惡報的恐懼，以及生活中

所遇病困厄難，人們祈求崇拜一切可以祈求的神明，地藏菩薩、閻羅王、泰山府君、五道大神、

(1)  李翎：《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的闡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2 期，第 86—100 頁。

(2)  〔美〕羅覃著，苗巍譯：《兩位中國藝術品收藏家的交匯：端方與福開森》，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 年，第 42—44 頁。

圖 6：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十一面觀音變相》局部（出李翎文）

圖 7：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六臂觀音像》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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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都大帝、土府水官，司命司察、行病鬼王，等等，善惡童子自然也就成爲人們崇拜祈求的對

象之一。

道教的善惡童子崇拜，主要從善惡童子執掌記録世人善惡行爲——惡事記於黑簿，善事

載在青簿——爲出發點，通過懺悔、符籙、避忌等，祈求能够“黑簿除衍”或“黑簿除名”。謝

罪懺悔之法，如《太上靈寶朝天謝罪大懺》所載：“三元之日，與三界十方、四司五帝、善惡童

子、一切靈官上朝金闕元始座前，考校男女生死之籍，罪福因緣及九幽地獄、水府窮魂，姓名

黑簿。此時若有善信男女，能發自然道意，建造紫微寶台、玉京寶山……吾當遣十天真人、諸

天神仙、三界四司、救苦靈童下降人間，齊到道場，爲其滅罪，保佑生人。使國土安寧，男女歡

泰，衆善齊降，諸惡不生。地獄苦魂，一時解脱。”(1)

道教認爲四月初八日是善惡童子下降人間的日子，不可犯淫。如元李鵬飛集《三元延壽

參贊書》引唐人魏證語：“令人勿犯長命，及諸神降日犯淫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朔日臧一

紀，望日臧十年，晦日臧一年。……正月初三，萬神都會，十四、十六三官降，二月二日萬神會，

三月初九牛鬼神降，犯者百日中惡。四月初四萬佛善化，犯之失瘡。初八夜善惡童子降，犯

者血死。”(2)

與道教相比，佛教徒也通過一些齋會儀式表達出對善惡童子的崇拜。敦煌文獻所記載

的這些儀式，如回向發願、受戒、懺悔、預修生七齋等等，所請各路神佛仙靈及眷屬姻親、鬼怪

精魅中，往往就有善惡童子的大名，并且排位相對靠前，表明善惡童子在諸幽冥神靈中有着

較高的地位，尤其是晚唐五代以後。

善惡童子崇拜中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其能幫助人們免除地獄之苦，“不墮地獄”，所以與

之相關的稱名念佛、供養、齋戒、預修、懺悔、勸善發願等儀式中都可見到其名。前舉衆多圖

像存在的本身就是善惡童子崇拜的結果。不過要明確的一點是，這些圖像是在特定佛教節日

或者某些與個人相關的齋會中懸掛，善惡童子并不是所瞻拜的主要對象，而是與地藏、觀音

或十王組合，作爲他們的侍從，共同享受人們的瞻拜供養。如李翎所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

一面觀音變相》，是在“盆半之日”，即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節，亦即道教的中元節這天施入供

養的，其發願文云：

其斯繪者，厥有節度押衙吴勿昌爲故父早辭人□，未赴泉台，不知誕質於何方。

貴要薦酬於福力。今届盆半之日，遂□良之謚，依織之間，乃造觀世音菩薩并侍從

一鋪，伏願無上菩薩引靈□北幽暗之中，妙覺佛……拯拔於真途之内，然後合州

信衆□憂樂於晨昏，諸派平安□福因於曉夕……歲次（戊？壬？）子七月十五日題

記。(3)

(1)  《正統道藏》第 5 册，第 3625 頁。

(2)  《正統道藏》第 31 册，第 24706 頁。

(3)  李翎：《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的闡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2 期，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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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國八年（983）米延德等施繪的《觀

世音菩薩像》（Ch.lvii. 004），與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十一面觀音像》相似，也是上緣縫有三個布

環用於懸掛，上部繪觀世音，兩側侍立懷抱文卷

的善惡童子，左面題“善童子供養”，右面題“惡

童子供養時”，下部分左右兩横排繪十六位供養

人。發願文稱：

施主清信佛弟子知敦煌都園官兼大行

園家録事米員［延］德發心，敬畫大慈大悲

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國安人泰，社稷恒

昌，人民安樂，莫逢灾禍，子孫昌晟，萬年千

歲，富貴□昌。香煙浄燈，永充供養。于時

太平興國八年七月十七題記。(1)

這個時間，按唐五代敦煌文獻的記載，仍屬

盂蘭盆節之時間範圍内，故米延德於此時敬繪觀世音及侍從善惡童子像以充供養。

涉及善惡童子的最重要經典自當是《佛説十王經》。如前引講述預修生七齋功德時所説，

特地提到“供養三寶，所設十王，修名納狀，奏上六曹，善惡童子奏上天曹地府官等，記在名

案，身到之日，便得配生快樂之處”，(2) 這裏所祈求的主體對象雖是十王，但這個過程必須經過

善惡童子之手將供養者的名狀奏上天曹地府，方能起到作用，所以善惡童子也在崇拜之列。

以善惡童子作爲齋祭禮拜的主體對象之一的，是敦煌存本衆多的《地藏菩薩十齋日》。

這是一部有關十日齋的儀範，記載人們須在一月中特定的十日裏持齋，因爲每逢其日，將分

别有某位掌刑罰的神祇下界，人們應於此日誦念某位佛菩薩名號，可以消除灾劫，免墮地獄，

這些神祇中排在第一位便是善惡童子，其餘還有太子、察命、五道將軍、閻羅王、大將軍、太山

府君、帝釋、四天王、梵天王。就是説，善惡童子是十日齋中每月第一日所須齋祭的對象：

一日齋，善惡童子下界，念定光佛。（P. 3890）

一日，童子下，念定光如來，不墮刀槍地獄，持齋除罪四十劫。（S. 2568）

月一日童子下，此日齋者，不墮鐵樹地獄。（上博 48）

(1)  圖版參見《西域美術 2·大英博物館I》，東京：講談社，1982 年，第 27 圖、單色 28 圖；録文參見馬德《敦煌絹畫題記輯録》，

《敦煌學輯刊》1996 年第 1 期，第 139—140 頁。

(2)  杜斗城：《敦煌本〈佛説十王經〉校録研究》，第 5 頁。

圖 8：Ch.lvii. 004 大英博物館藏《觀世音菩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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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張總的考察，《地藏菩薩十齋日》與《大乘四齋日》性質内容幾乎相同，與《閻羅王授

記經》關係極近，它的形成應在唐代初盛之後。(1) 可見，盛唐之後民衆已將善惡童子作爲主掌

地獄的諸冥神之一，認爲他們會於每月第一日降臨人間，巡察衆生，簿記罪福，人們因爲懼怕

被記到不好的行爲，便於其日持齋，并念誦定光佛之名號，以求免除灾禍。不同寫本所記此

日齋祭念佛的功效略有不同，有免墮刀槍地獄并除罪四十劫的（S.2568），有免墮鐵樹地獄的

（上博 48），也有免墮刀山地獄的，如重慶大足寶頂第 20 號龕石刻文：

月一日念定光佛一千遍，不堕刀山地獄。贊曰：聞説刀山不可攀，嵯峨險峻使

心酸。遇逢齋日勤修福，免見前程惡业牽。(2)

雖然没有寫出“善惡童子”之名，但其齋日念佛之儀，明顯是十齋日之儀，所齋祭對象，自然

是善惡童子無疑。

其它儀式中也往往有善惡童子出現。如S.3427b《結壇散食回向發願文》記：“右弟子

某甲自結壇散食，誦咒轉經，焚香燃燈三日三夜者，遂請下□窈冥神理、陰道官僚、閻摩羅王、

察命司禄、太山府主、五道大神、左膊右肩、善惡童子、鑒齋巡使、行道大王、吸氣收魂、判命主

吏、六司都長、行病鬼王……來就道場，領斯福分。”(3) 這是五代曹議金晚期的一份啓請發願

文。是某位佛弟子爲自己平日裏冒犯神靈行爲而設道場，結壇散食、轉經誦咒、禮敬三寶，以

求神靈歡喜，轉禍爲福，得神護祐。S.1924、S. 2144 等與此相類，在所請諸神佛中，善惡童子

列於“幽顯神祇”“下方堅牢地神”之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太山府君、察命司禄、天曹地府、

六道冥官之行列。在一般的啓請文中，善惡童子也往往出現於施主所請幽冥之神的行列，如

S.5957、5466 等。祈請此類神祇之目的，在於“伏願諸大神聖，發慈悲願，救護生靈，領受供、

咒錢財、花果、五穀、香藥，各生歡喜，共開福門。三灾不行於道場之家，九横無侵於增善之户。

千年護衛，長似今晨；萬歲吉祥，轉禍爲福”。(4)

敦煌民衆在受八關齋戒時請諸佛菩薩鬼神到場證明，除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太山府君

等重要神靈之外，善惡童子也在被請之列，如P.4522《受八關齋戒文》所請諸佛神靈中有罪

福童子；S.5541《密教雜經咒》亦請了“金剛密跡、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太山府君、察命司録、

天曹地府、善惡部官、左膊右肩、罪福童子、護齋護戒護法善神日宫月官”等。

此外，善惡童子也會在修行儀軌、懺悔儀式上被請來享受供奉、保佑消灾并作證。如前

舉《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中的“南斗注生，北斗注殺。天曹天府、太山

(1)  張總：《地藏菩薩十齋日》，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第 347—371 頁；張總：

《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12—116 頁。

(2)  引文參張總《地藏菩薩十齋日》，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七輯，第 347—371 頁。

(3)  黄征、吴偉校注：《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 年，第 574 頁。

(4)  黄征、吴偉校注：《敦煌願文集》，第 5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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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君、五道大神、閻羅大王、善惡童子、司命司録”等，(1) 是被請來作證護佑的；《佛説大輪金剛

總持陀羅尼經》中的“善惡童子、護戒善神”，(2) 是請來證明其懺悔并求得保佑的。

此外還有寫經祈福滅病消灾。這從題記可看出。這類題記可作祈願文來看，所祈求者

爲佛菩薩及負責壽命健康疾病平安之神，除佛菩薩外，都是與幽冥有關的鬼神，雖未列出善

惡童子之名，也應包括在“一切幽冥官典”之中。如P.3135《四分律戒索清兒題記》：

乙卯年四月十五日，弟子索清兒爲己身忽染熱疾，非常困重，遂發願寫此《四分

戒》一卷。上爲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

地府、司命司録、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可嚂官，并

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慈悲救護。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壽命。所造前件功德，唯

願過去未來見在，數世以來所有冤家債主、負財負命者，各領受功德，速得生天。(3)

辛未年皇太子李暅因爲兒子李弘生病，在2月 4日與 7日分别抄寫了《金光明最勝王經》

（P.3668）(4)、《妙法蓮華經》。從題記看，(5) 應該是病勢兇險，醫藥效微，方才以寫經方式祈請神

佛。因寫經題記一般比較簡略，不能像其它齋願文那樣將所請神靈一一羅列出來，所以在列

出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行病鬼等與疾病關係密切的神靈後，用“并一切

幽冥官典等”替代了其他神靈，未寫出善惡童子之名，但由這一時期的善惡童子信仰來看，在

時人心目中，亦應有其一定位置。

（備注：該文 2019 年獲得“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 40 届年會優秀論文二等奬”）

（王晶波，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  《大正藏》第 21 册，第 195 頁。

(2)  《大正藏》第 21 册，第 162 頁。

(3)  黄征、吴偉校注：《敦煌願文集》，第 915 頁。

(4)  黄征、吴偉校注：《敦煌願文集》，第 920 頁。

(5)  圖版參見西域文化研究會編《敦煌佛教資料》，京都：法藏館，1958 年，第 138 頁；録文見〔日〕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

識語集録》，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第 455—45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