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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經以「不識影」為題材的故事，主要是借故事人物誤認自己身影

為他人，或誤認他人身影為自己，而做出令人癡笑的愚行。此一詼諧有

趣的故事題材，不僅被佛教徒借用來承載教義或譬喻教理，隨著佛經傳

譯進入中國以後，在歷代笑話集及各地民間故事中也產生了不同的變

化。本文旨在探討佛經「不識影」故事流傳到中國之後，透過書面文學

與口傳文學等不同載體的傳播，在不同時代、地域的故事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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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recognizing the reflection” is one of the topics found in Buddhist 
fables. It describes the most common mistakes when the story character 
takes one’s own reflection as other people, or takes other people’s image as 
oneself. Such mistakes often make people act like a lunatic. This kind of 
humorous and interesting theme has been for long used by the Buddhists as a 
metaphor to associate with fundamental doctrines in Buddhis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China, it has also ungone numerous 
changes found in the chronicle of jokes and folktales across genera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pread an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fables’ 
theme “unrecognizing the reflection,” to see how it evolves and develops 
through oral to writing medium and other different ways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and in differ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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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經以「不識影」為題材的故事，主要是借故事人物誤認自己身影

為他人，或誤認他人身影為自己，而做出令人癡笑的愚行。此一詼諧有

趣的故事題材，不僅被佛教徒借用來承載教義或譬喻教理，隨著佛經傳

譯進入中國以後，在歷代笑話集及各地民間故事中也產生了不同的變

化。 

從文學傳播的角度來看，「不識影」這個故事題材，隨著傳播載體

的不同，內容及功能也隨之改變，例如被佛教徒運用作為宣教的工具，

被民間大眾世俗化發揮娛樂的效果。雖然故事內容因應不同的地域環

境、傳播對象或流傳方式而有所取捨、衍變，但是故事人物不認識自己

身影而產生誤解的基本情節卻是不變的。考察這些故事的變化規律及其

傳衍過程，或許能為佛經故事對於中國歷代笑話與民間故事的傳播與發

展，提出一些具體的證明。 

有關佛經「不識影」故事主題的探討，前賢如錢鍾書
1
、夏廣興

2
、

王曉平3、王青
4
等的研究皆僅溯其淵源，或在相關論述中略帶提及，尚

未進行全面的探討，因而引發筆者研究的興趣。本文透過《雜譬喻經》、

《百喻經》、《大莊嚴論經》，以及中國歷代笑話集和各地民間故事等研

                                                 
1 錢鍾書，《管錐編》冊 2（北京：中華書局，1979 年），頁 751-752。 
2 夏廣興，〈佛教與隋唐五代小說中之“鏡像”——以小說中“鏡顯善惡”題材為中

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2 期，頁 63-67。 
3 王曉平，《唐土的種粒——日本傳衍的敦煌故事》（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

2005 年），頁 26-52。 
4 王青，〈漢譯佛經中的印度民間故事及其本土化途徑——以愚人故事、智慧故

事為中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3 期（2004 年 6 月），頁 8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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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材料，探討佛經「不識影」故事流傳到中國之後，透過書面文學與口

傳文學等不同載體的傳播，在不同時代、不同地域的故事演變與發展。 

二、佛經中與「不識影」有關的故事 
漢譯佛經中以「不識影」故事來譬喻世人愚惑者，約可分為「誤認

己為人」和「誤認人為己」兩類： 

（一）誤認己為人 

所謂誤認己為人者，是指故事主角不認識自己瓮中（或鏡中）身影，

而將瓮中之我或鏡中之我誤認為他人的情節。最早記載這類故事的佛

經，應屬後漢（？－220）‧失譯《雜譬喻經》卷下第二十九則： 

昔有長者子，新迎婦，甚相愛敬。夫語婦言：「卿入廚中，取蒲

桃酒來共飲之。」婦往開瓮，自見身影在此瓮中，謂更有女人。

大恚，還語夫言：「汝自有婦，藏著瓮中，復迎我為？」夫自得

入廚視之，開瓮見己身影，逆恚其婦，謂藏男子。二人更相忿恚，

各自呼實。
5
有一梵志與此長者子素情親厚，遇與相見，夫婦鬥，

問其所由，復往視之，亦見身影。恚恨長者：「自有親厚藏瓮中，

而陽共鬥乎？」即便捨去。復有一比丘尼，長者所奉，聞其所諍

如是，便往視瓮中，有比丘尼，亦恚捨去。須臾，有道人亦往視

之，知為是影耳，喟然歎曰：「世人愚惑，以空為實也。」呼婦

共入視之。道人曰：「吾當為汝出瓮中人。」取一大石打壞瓮，

酒盡了無所有。二人意解，知定身影，各懷慚愧。
6
 

                                                 
5 疑作「賓」，形近而誤。 
6 後漢（？－220）‧失譯，《雜譬喻經》，《大正藏》冊 4，no. 205，頁 50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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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故事因新婦不識瓮中自己的身影，誤認為丈夫藏女人於其中；丈夫

不識自己身影，責怪新婦不該私藏男人；梵志和比丘尼亦不識自己身

影，分別誤會瓮中已有他人，直到道人取石將瓮打破，才解開一連串的

誤會。 

其次，後秦（東晉太元九年－義熙十年，384－414）‧釋僧肇撰《注

維摩詰經》卷六〈觀眾生品〉：「爾時文殊師利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

於眾生？」鳩摩羅什於附註中，引用了一段癡人不識己影，誤以為是匣

主的譬喻： 

什曰：如一癡人行路，遇見遺匣，匣中有大鏡，開匣視鏡，自見

其影，謂是匣主，稽首歸謝，捨之而走。
7
 

鳩摩羅什所舉的譬喻，到了南齊（永明十年，490）‧求那毗地譯《百喻

經》卷二，第三五則〈寶篋鏡喻〉中講述負債人不識鏡的故事，內容上

有更詳實的補充： 

昔有一人，貧窮困乏，多負人債，無以可償，即便逃避。至空曠

處，值篋，滿中珍寶。有一明鏡，著珍寶上，以蓋覆之。貧人見

已，心大歡喜，即便發之。見鏡中人，便生驚怖，叉手語言：「我

謂空篋，都無所有；不知有君在此篋中，莫見嗔也。」
8
 

此一故事中負債的貧人因不認識鏡中的自己，誤以為已有人在篋中，因

而錯過篋中滿滿的珍寶。 

（二）誤認人為己 

                                                 
7 後秦‧釋僧肇撰，《注維摩詰經》，《大正藏》冊 38，no. 1775，頁 383 中-下。 
8 南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大正藏》冊 4，no. 209，頁 5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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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人為己者，恰與前一類故事相反，即故事主角不認識水中的身

影，而錯將他人的面貌認為是自己。後秦（弘始四年－十四年，402－

412）‧鳩摩羅什譯《大莊嚴論經》卷十五，第八二則編纂了一則婢女不

識水中影的譬喻故事： 

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瞋，走入林中自欲刑戮，既不能得，

尋時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瓨取水，

見水中影謂為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為

他持瓨取水？」即打瓨破，還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

正如是，何故使我擔瓨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

鬼魅所著，故作是事。」更與一瓨詣池取水，猶見其影，復打瓨

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見斯事已，即便微笑。婢見影笑，即自

覺悟，仰而視之，見有婦女在樹上微笑，端正女人衣服非己，方

生慚恥。
9
 

故事中婢女誤將隱身樹上長者婦的水中倒影認作是自己，於是仗著自以

為是的莊嚴打扮不願再從事打水工作，便將瓨砸個粉碎。直到長者婦忍

不住微笑，才恍然大悟，瞭解事實的真相。 

以上四則「不識影」故事的題材大抵相近，雖情節發展不盡相同，

但無論是誤認己為人類型的「自見其影，謂是匣主」，或是誤認人為己

類型的「見水中影，謂為是己有」，皆因主角的無知而發生許多愚癡的

言行。由此可以推測，這類故事在《雜譬喻經》、《百喻經》和《大莊嚴

論經》被結集及翻譯之前，可能已有不同情節的故事在印度民間流傳。 

就故事主旨而言，《雜譬喻經》中道人喟歎：「世人愚惑，以空為實

                                                 
9 後秦‧鳩摩羅什譯《大莊嚴論經》，《大正藏》冊 4，no. 201，頁 3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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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語道破眾生煩惱的根源，乃誤以因緣和合的空性為實有存在。

於是以「見影鬪者」來譬喻三界人，
10

若不識「五陰‧四大‧苦‧空」

的本質，將墮入貪、瞋、癡三毒的苦海，輪迴不已。《百喻經》則說明

愚人「值寶篋，為身見鏡之所惑亂，妄見有我，即便封著，謂是真實」

的執著我見，將「墮落失諸功德，禪定、道品、無漏諸善、三乘道果，

一切都失。」《大莊嚴論經》除點明「為於倒見愚惑之眾」而說之外，

又舉「薝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不解，我頂出是香」及「未香以塗身，

并熏衣纓珞，倒惑心亦爾，謂從己身出」
11

兩則眾生本末倒置的譬喻作

為補充。 

除了這些故事之外，佛經中也常舉鏡中影像之不實為譬喻，解說諸

法之見有而實無之理。如西晉（元康元年，291）‧無羅叉譯《放光般若

經》卷一： 

所說如幻如夢，如響如光，如影如化，如水中泡，如鏡中像，如

熱時炎，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切。
12
 

此乃《放光般若經》教示諸法皆空與人身無常的十種譬喻。其中所譬喻

的鏡中影像，因非鏡所作，非面作，非執鏡者作，非自然作，亦非無因

緣作，是諸法皆空，不生不滅。其次，龍樹菩薩造、後秦（弘始四年－

七年，402－405）‧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卷六〈序品〉中亦舉「諸

法如鏡中像」為喻： 

                                                 
10 三界，梵語 trayo dhātavah，巴利語 tisso dhātuyo。係指眾生所居之欲界、色

界、無色界。此乃迷妄之有情在生滅變化中流轉，依其境界所分之三階級；

係迷於生死輪迴等生存界（即有）之分類，故稱作三有生死，或單稱三有。 
11 後秦‧鳩摩羅什譯，《大莊嚴論經》，《大正藏》冊 4，no. 201，頁 346 上。 
12 西晉‧無羅叉譯，《放光般若經》，《大正藏》冊 8，no. 221，頁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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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兒見鏡中像，心樂愛著，愛著失已，破鏡求索，智人笑之；

失樂更求，亦復如是，亦為得道聖人所笑。以是故，說諸法如鏡

中像。
13
 

鏡本虛空，終不著像，才能映現萬物，然而凡夫人常以虛為實，易被鏡

中影像所誑惑，如同小兒見鏡中像以為實有，而心生愛染執著，當影像

消失不見時，竟然打破鏡子去追索，如此愚行自然被智者嘲笑。但是對

於世俗大眾的宣教功能而言，這些教條式的佛理譬喻，皆不如《雜譬喻

經》、《百喻經》和《大莊嚴論經》以蘊含寓意的故事為喻，來說明愚癡

眾生認虛為實的佛理，更能引人入勝，留下深刻的印象與啟示。 

三、對中國笑話集的傳播與發展 
漢譯佛經中的不識影故事，內容多以嘲諷愚人蠢事為主，傳入中國

之後，除了透過宗教傳播途徑，持續以口頭、書面等傳譯方式，發揮其

輔助教化的功能之外，尤其是《雜譬喻經》所述愚人謬誤行徑的情節結

構，特別受到世俗大眾的喜愛，於是在文人整理的中國歷代笑話集，如

三國魏．邯鄲淳《笑林》、敦煌本《啟顏錄》、明．浮白主人輯《笑林》

和馮夢龍輯《笑府》、清．遊戲主人編撰《笑林廣記》和俞樾的《一笑》

等，皆收錄與《雜譬喻經》誤認自己身影為他人情節相類的故事，可見

此一笑話十分經典，方能成為各時代所喜聞樂見的創作題材。 

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最早指出此類故事的因襲與發展，並考查出

處可遠溯到《雜譬喻經》： 

《不識鏡》（出《笑林》）夫持鏡歸，妻引自照，驚告母曰：「某

郎又索一婦歸也！」母亦照曰：「又領親家母來也！」按俞樾《俞

                                                 
13 後秦‧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大正藏》冊 25，no. 1509，頁 10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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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雜纂．一笑》有「漁婦不蓄鏡」一則，全襲此。敦煌卷子本侯

白《啓顔錄．昏忘門》載鄠縣董子尚村人買奴，入室覩鏡中己影，

誤為少壯奴，買鏡歸；父視鏡，怒子買老奴；母抱小女觀之，詫

「買得子母兩婢」；召師婆禳之，懸鏡落第分兩片，師婆拾取，

驚睹兩婆云云；則踵事而增華矣。竊疑濫觴於《雜譬喻經》卷下

之二九，有長者命婦取蒲桃酒來共飲，婦往開甕……。14 

就傳播途徑而言，由於《笑林》和《啓顔錄》所輯的不識鏡故事，

皆未曾見於先秦諸子著作及漢代文獻之中，而失譯《雜譬喻經》附於《後

漢錄》，譯出時間早於三國魏．邯鄲淳的《笑林》，據此可以推測《雜譬

喻經》中的「不識影」故事，很可能已透過經典翻譯和口頭流傳等傳播

途徑，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民間流傳的故事中，主要情節從「不識自己

身影」被改造成「不認識鏡子」，直到邯鄲淳編撰《笑林》時，便以「不

識鏡」故事的書面文學形式被記錄下來。但是除了書面傳播之外，此故

事仍持續以口頭方式在民間流傳，過程中不斷被加工與再創造，由於敍

述者、受眾、情節、語言等要素的不同，因此，歷代笑話集所輯錄的書

面內容多有差異，不僅將蒲桃酒瓮換成鏡子，故事人物的增加，敘事情

節也更生活化而充滿趣味。 

以下依年代論述歷代笑話集中輯錄與「不識鏡」有關的故事，並探

討此類故事在不同時代的傳播演變與發展情形： 

（一）三國魏‧邯鄲淳撰《笑林》 

《笑林》15是我國第一部笑話專集，為三國魏文學家邯鄲淳（約 132

                                                 
14 錢鍾書，《管錐編》冊 2（北京：中華書局，1979 年），頁 751-752。 
15 有關《笑林》與佛經的關係，可參考：孟稚，〈《笑林》與佛經故事〉，《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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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所撰，書中多借嘲諷愚庸人行徑來諷刺現實，亦包含一些機智

雋永的寓言。據祈連休表示：「該書所收的作品大都頗具民間故事特色，

它們有的由民間笑話脫胎而來，有的直接採自民間，其後有不少作品仍

在民間流布，甚至經過長時間流傳變異，發展成為故事類型。」16雖然

《笑林》三卷流傳到宋代已經亡佚，所幸在《太平廣記》卷二六二引《笑

林》的不識鏡故事而得以保存： 

有民妻不識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

索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領親家母來也。」17 

就情節發展而言，《笑林》的不識鏡並非保留佛經故事的原貌，而

是擷取《雜譬喻經》不識影中最有趣的情節加以改造。雖然《笑林》內

容更為短小精悍，依然掌握佛經中誤認自己身影為他人的情節要素，特

別是《笑林》妻子照鏡後以為丈夫另娶一婦，與《雜譬喻經》媳婦以為

丈夫藏有女人，因而引發醋勁的情節幾近相同。就故事主旨而言，《笑

林》已不見佛經中揭示「世人愚惑，以空為實」的佛理，轉換為民間諷

刺愚人的笑談。 

（二）敦煌本《啟顏錄》 

編號 S.610 的《啟顏錄》，記載四十則笑話，分成論難、辯捷、昏忘

和嘲誚等四類，是敦煌遺書中唯一的笑話故事集，卷末署：「開元十一

年八月五日寫了，劉丘子投二舅」。張鴻勛18認為敦煌本《啟顏錄》所收

                                                                                                                   
師範學院學報》23 卷 6 期（2008 年 6 月），頁 29-33。 

16 見祈連休、程薔主編，《中華民間文學史》（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312。 

17 宋．李昉編，《太平廣記》（北京：中華書局，1961 年），頁 205。 
18 張鴻勛，〈談敦煌本《啟顏錄》〉，《學林漫錄》第 11 集（北京：中華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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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的大部分故事，最初應多是口頭創作，之後才由文人整理寫定，而結

集成書的時間，當於唐高宗顯慶元年（656）至唐玄宗開元十一年（724）

之間。至於《啓顔錄》的作者，最初可能並無署名，後來才逐漸附會為

侯白所著。19 

敦煌本《啓顔錄》〈昏忘篇〉第四則中，選編一則「董子尚村」的

愚人故事，主要情節與不識鏡頗為相似：  

鄠縣董子尚村，村人並癡，有老父遣子將錢向市買奴，語其子曰：

「我聞長安人賣奴，多不使奴預知也，必藏奴于餘處，私相平章，

論其價值，如此者是好奴也。」其子至市，於鏡行中度行，人列

鏡於市，顧見其影，少而且壯，謂言：「市人欲賣好奴，而藏在

鏡中」，因指麾鏡曰：「此奴欲得幾錢？」市人知其癡也，誑之曰：

「奴值十千」。便付錢買鏡，懷之而去。至家，老父迎門問曰：「買

得奴何在？」曰：「在懷中。」父曰：「取看好否？」其父取鏡照

云：「正見鬚鬢皓白，面目黑皺。」乃大嗔，欲打其子。子懼而

告母，母乃抱一小女走至，語其夫曰：「我請自觀之。」又大嗔

曰：「癡老公，我兒正用十千錢買得子母兩婢，仍自嫵貴。」老

公欣然釋之。余于處尚不見奴，俱謂奴藏未肯出。時東鄰有師婆，

                                                                                                                   
年），頁 120-129；〈敦煌本《啟顏錄》發現的意義及其文學價值〉，見《1990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沈陽：遼寧美術出版社，1995 年），頁 286-303；〈敦

煌本《啟顏錄》發現的意義及其文學價值〉，《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

學特刊》（臺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頁 133-159。 
19 據趙景深《中國笑話提要》、曹林娣等《啓顔錄‧前言》，此書乃由唐代開元

前無名氏所撰集，託名於侯白的一部作品；又參：曹林娣，〈《啟顏錄》及其

遺文〉，《蘇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 年 2、3 期合刊，頁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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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皆為出言甚中，老父往問之。師婆曰：「翁婆老人，鬼神不

得食，錢財未聚集，故奴藏未出，可以吉日多辦食求請之。」老

父因大設酒食請師婆，師婆至，懸鏡於門，而作歌舞。村人皆共

觀之，來窺鏡者，皆云：「此家王相，買得好奴也。」而懸鏡不

牢，鏡落地分為兩片。師婆取照，各見其影，乃大喜曰：「神明

與福，令一奴而成兩婢也。」因歌曰：「闔家齊拍掌，神明大歆

嚮。買奴合婢來，一個分成兩。」20 

就傳播演變角度來說，《笑林》中寥寥數語的「不識鏡」故事，在

敦煌本《啟顏錄》裡已獲得較大發展，除了故事內容擴充為五百餘字之

外，見識淺短的人物形象，也從妻子、丈夫、母親三人擴展為老父、兒

子、市人、老母、師婆、村人等眾多角色，使故事內容更加豐富，情節

也更饒富趣味。 

就情節發展而言，「董子尚村」描述鄠縣人由於「不識鏡」，將鏡中

之我誤認作他人而鬧出的笑話，從年輕力壯的兒子對鏡自照，以為好奴

藏於鏡中；老父取鏡自照，以為買得老奴；母親抱小女照鏡，以為買得

子母兩婢；師婆取落地的兩片鏡子自照，以為神明保佑，將奴婢一分為

二。此一連串因不識鏡而產生的誤會，與《雜譬喻經》的基本情節結構

幾近相同，就整體故事結構而言，敦煌本《啟顏錄》的「董子尚村」故

事，可能比《笑林》的「不識鏡」，更貼近於《雜譬喻經》的「不識影」

故事。此外，敦煌本《啟顏錄》為了增加故事的活潑生動，除了一家人

圍繞著城裡買來的鏡子編織故事之外，當他們面對鏡子不知所措時，還

特意安排東鄰師婆藉機裝神弄鬼，騙取錢財的迷信情節，甚至將破成兩

半的鏡子解釋為神明與福，全家人不但不生氣，反而歡喜歌詠，活靈活

                                                 
20 曹林娣、李泉輯錄，《啟顏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年），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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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刻畫出那些經常自以為是人物的形象，也是另一種市井小民的生活

寫照。就故事主旨來說，敦煌本《啟顏錄》的編纂目的在於寓莊於諧、

博君一笑，有別於《雜譬喻經》旨在宣說佛理，因此在構思技巧上雖然

荒唐可笑，但也辛辣地諷刺了民間百姓對鬼神的迷信，相較《雜譬喻經》

的道人直接打破鏡子，使其真相大白的結局，敦煌本《啟顏錄》既能達

到諷喻效果又充滿樂趣，似乎更為巧妙。 

（三）明‧浮白主人輯《笑林》 

此一故事主題，流傳到明代又有了新的變異，在浮白主人輯錄《笑

林》中載有〈看鏡〉故事： 

有出外生理者，妻囑回時須買牙梳，夫問其狀，妻指新月示之。

夫貨畢將歸，忽憶妻語，因看月輪正滿，逐買一鏡回。妻照之，

罵曰：「牙梳不買，如何反取一妾？」母聞之，往勸，忽見鏡，

照云：「我兒，有心費錢，如何取個婆子？」遂至訐訟。官差往

拘之，見鏡慌云：「如何就有捉違限的？」及審，置鏡於案，官

照見，大怒云：「夫妻不和事，何必央鄉宦來講？」21 

就情節發展而言，這則〈看鏡〉故事依舊掌握《雜譬喻經》誤認鏡

中自己為他人的情節要素，亦延續邯鄲淳撰《笑林》從妻子照鏡，誤解

丈夫取妾歸；母親照鏡，誤以為取個老太婆，似乎是兼融了《雜譬喻經》

與邯鄲淳撰《笑林》的故事結構而成。至於新增情節的部分，有商人出

外做買賣時是新月，但欲返家時卻是滿月，因而誤將梳子買成了鏡子；

以及此事竟然鬧到官府，交辦的官差見鏡十分慌張，誤以為另派人來怪

                                                 
21 王利器輯錄，《歷代笑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年），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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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他遲到；官照鏡大怒，誤會已另請鄉宦來說情。〈看鏡〉故事藉由官

差與官員的處事態度，諷喻明代官府辦案的拖拉及關說風氣盛行的情

況。 

關於嘲諷官府昏聵無能的題材，在歷代笑話集中經常出現，此乃世

俗大眾嘲諷無能官府的方式之一，如敦煌本《啟顏錄》的〈陳長沙王淑

堅〉藉長沙王的飲食小事，刻畫官僚的無事生非。到了明代這類作品更

為流行，抨擊貪官污吏的，有《雪濤諧史》〈假銀也收〉、《笑得好二集》

〈有天沒日〉、《解慍編》卷二〈新官赴任〉、〈貪墨〉、《廣笑府》卷二〈廁

吏〉等；揭露官吏昏聵無能的，有《笑林．青盲》、《精選雅笑．搜牛》

等22，這些民間笑話的批判性強烈，成為明代民間文學的一大特色。因

此，浮白主人收錄的〈看鏡〉，也許是受到此風氣影響之下，增添了嘲

弄官吏愚蠢無知的情節。 

就傳播效果而言，除了浮白主人《笑林》輯錄的〈看鏡〉以外，在

馮夢龍（1574－1646）輯《笑府》卷六．謬誤部．〈虔婆〉與清．乾隆

五十六年（1791）三德堂刊行，題為遊戲主人纂輯、粲然居士參訂的《笑

林廣記》卷十二．謬誤部皆編選〈看鏡〉這個故事，只是文字稍有更動，

可見這則故事在明清時期非常流行，不但深受民間百姓的喜愛，更受到

編選者的青睞，才會經常出現於這類笑話故事集中。2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朝鮮顯宗時期（1659-1674）洪萬宗編纂《溟

葉志諧》〈夫妻訟鏡〉的故事： 

                                                 
22 詳參祈連休，《中國民間故事史：明代篇》（臺北：秀威出版社，2011 年），

頁 109-112。 
23 許多流傳至今的民間故事，情節發展也多與明代浮白主人《笑林》〈看鏡〉類

似，相關故事容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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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女子，聞京市有所謂青銅鏡，圓如望月，常願一得見，而無

由。其夫適上京，時當月望，女子忘鏡名，而謂夫曰：「京市有

如彼月之物云，君必買來，使我一見。」夫到京，內買鏡，而不

解照面，至家發之，使其妻視之，妻照見，其夫之傍，有女坐焉。

平生未嘗自見其面，故，不知己影之在夫傍，以為其夫買影人來

也，大怒發妬，夫怪驚曰：「吾且觀之。」乃窺鏡面，其妻傍，

有男坐焉。夫亦未嘗自見其面，故，不知己影之在妻傍，以為其

妻得好夫也，亦大怒相鬪。夫持鏡入官，互相呼訴，妻則曰：「夫

得新妻。」夫則曰：「妻得他夫。」官曰：「遞上其鏡。」遂上之，

開鏡於案上，官亦未嘗見鏡者，不自知其面貌，而威儀官服，與

己同者在座，以為新官來到，急呼陪童曰：「交代官，已來，速

為封印。」遂罷衙。24 

故事內容與《雜譬喻經》及《笑林》〈看鏡〉有頗多相似之處，因

夫妻不知己影，各自照鏡之後，誤以為丈夫（或妻子）身旁另有新歡，

而勃然大怒互相爭執的情節，與《雜譬喻經》大同小異；至於持鏡入官，

官員因不識鏡以為新官到來的部分，在構思上又與浮白主人《笑林》如

出一轍，似乎是兩者糅合改編而成。雖然這些笑話經常以口耳相傳方式

流傳於民間，我們亦無直接證據證明這則故事是否受到了我國民間笑話

故事的影響，但是在李官福所敘述《溟葉志諧》〈不識鏡〉故事增加了

買梳子的情節： 

夫到京則月已鉉矣，仰見半月，求其肖者于市，則淮女梳如之，

以為妻所買者此也。遂買而還，月又望矣。其人出梳與妻曰，京

                                                 
24 原書未見，參 http://blog.daum.net/estates/1745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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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月者，此物而已，故倍道買來。其妻惡其所買非所求，指月

罵夫曰：「此物果與彼物相似耶？」夫曰：「京天之月似此物矣，

鄉天之月不相似，可怪也。」遂欲更買，次月望到京。仰見明月，

則月滿如鏡，乃買鏡。25 

兩則故事出錯的原因都是月亮惹的禍，《笑林》〈看鏡〉丈夫因十五月圓，

而錯將梳子買成鏡子，《溟葉志諧》〈不識鏡〉的丈夫則是見到半月，錯

將鏡子買成梳子。從故事的流暢性來說，《笑林》丈夫的出錯似乎順理

成章，但《溟葉志諧》故事開端已明妻子「聞京市有所謂青銅鏡，圓如

望月，常願一得見」，卻又節外生枝地發展出誤買鏡子為梳子的情節，

似乎有些畫蛇添足之意。另外，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訓世評話》下

卷中，也發現一則與此類似的故事： 

蘇州有一商，將赴京，妻曰：「汝到京師，買梳而來。」商曰：「我

善忘，汝圖形示之。」妻指半輪月曰：「此是梳形也。」商曰：「諾。」

暨到京師，愛（？）一妓，盡費其財，空還。從者曰：「娘子所

求，何不買哉？」客人忽悟，仰視皎月團團，恰似明鏡。即買銅

鏡，置諸箱中，回程到家。其妻饋酒三杯，仍言：「我請首飾，

何不買來？」商開箱示之，便是銅鏡。妻對鏡，見其影，怒擲鏡，

大罵。姑曰：「我子才回家，汝何故與鬥？」妻曰：「如今帶妓而

來！」姑云：「妓在何處？」妻取鏡示之。姑見其影，姑又怒擲

鏡，罵子曰：「畜生！畜生！婦之罵汝，豈不宜哉！爾帶小艾，

猶為不足，又帶老婦而來乎！」鄰人聞之，笑曰：「爾不知明鏡

                                                 
25 李官福，《漢文大藏經與朝鮮古代敘事文學》（北京：民族出版社，2006 年），

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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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妍醜，真天下第一癡也！」26 

這則故事雖然沒有持鏡入官的情節，但商人因月圓而誤將妻子想要的梳

子買成鏡子，又與《笑林》〈看鏡〉相類。就目前發現朝鮮與不識鏡有

關的故事，皆加入了這段丈夫觀月買錯禮物的情節，因此很難說這些故

事與明代流傳的〈看鏡〉無關。 

（四）清‧俞樾《一笑》 

清代的文言笑話集，承襲明代遺風，出現了一系列純粹娛人娛己的

遊戲之作，頗受歡迎。在俞樾《一笑》中也有一則不識鏡的記載： 

有漁婦不蓄鏡，每日梳洗，以水自鑒而已。其夫偶為買一鏡歸，

婦取視之，驚告其姑曰：「吾夫又娶一新婦來矣！」姑取視之，

歎曰：「娶婦猶可，奈何並與親家母俱來！」 

這則故事的篇幅雖然不長，但充滿了幽默意味，尤其婆婆的反應更是令

人捧腹。但就情節發展而言，正如錢鍾書在《管錐編》所言，完全因襲

自三國魏．邯鄲淳《笑林》。 

綜觀中國歷代笑話集相繼載錄的「不識鏡」故事，可以發現世俗大

眾已經將《雜譬喻經》闡釋的佛理丟到一邊，並且作為純粹的笑話來欣

賞。其次，經由以上論述也可發現，儘管故事內容稍有不同，情節發展

略有增飾，但仍保留了《雜譬喻經》不識影故事的基本結構，以及在歷

代笑話集中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再者，這類故事在不同時代的演變過程

中，一直旁收博蓄，隨著時間與地域的變化，又不斷地賦予新的構思，

並與當時的民間生活相結合，各自展現不同時代的風格與特色。 

                                                 
26 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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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中國民間故事的傳播與發展 
如上所述，這則「不識影」故事透過佛經翻譯傳入中國之後，一方

面以書面傳播的方式，保存於中國歷代笑話集；另一方面長期以口耳相

傳方式傳播到民間。世俗大眾對於《雜譬喻經》或歷代笑話集所載故事

並非原封不動地接受，通常會結合當地的生活特點，對此故事題材進行

改頭換面的再創作，逐漸衍化成具有各地特色的民間笑話。 

這些口頭傳播的民間故事，帶給我們無限的樂趣，又與現實生活十

分貼近，至今仍然流傳不息，進而發展成一種類型。丁乃通在《中國民

間故事類型索引》中，將這類故事列為 AT1336B【農民、親戚和鏡子（水

缸）】，27收錄 1966 年之前流行於中國的異文約有十一則。由於丁氏所蒐

羅的資料多已不易尋得，本文依金榮華編著《民間故事類型索引》

AT1336B【不識鏡中人】28提供的民間故事，共得同類型故事有十一則，

分佈於浙江、河北、北京、吉林、寧夏、廣西、山西、貴州、新疆及青

海等地。故事提要為： 

農民進城買了一面鏡子回家。妻子照鏡，罵他買了一個女人回

家。母親一看，說：還是個老太婆。父親看了則說：為什麼找一

個這樣老的莊稼漢？農民請縣官調解，縣官看了說：你既然已經

請了一個縣官，為什麼還來找我？ 

就故事內容而言，金榮華所撰情節提要，主要與明代浮白主人《笑

林》的〈看鏡〉有關。在近期蒐羅民間流傳的故事中，浙江蕭山市〈不

                                                 
27 丁乃通編著，鄭建成、李倞、商孟可、段寶林譯，李廣成校，《中國民間故事

類型索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242-244。 
28 見金榮華，《民間故事類型索引》中冊（臺北：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7 年），

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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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鏡子〉29、貴州習水縣〈鏡子〉30、廣西灌陰縣〈買梳子〉31、山西榆

社縣〈買木梳〉32等四則與浮白主人的《笑林》較為接近，皆增加了丈

夫誤將新月作滿月，而錯將妻子要的梳子買成鏡子的情節，只是廣西〈買

梳子〉和山西〈買木梳〉兩則故事，並沒有嘲諷官員無能的情節，仍保

留《雜譬喻經》中夫妻因吃醋而爭吵的趣味。此外，河北清河縣〈照鏡

子〉在故事前端增加了不知玻璃鏡子的模樣，僅形容「兩邊木框，中間

透亮」，使公公誤買成擦床子的情節，33可視為錯買梳子的一種變體。另

外，北京宣武區采錄〈鏡子〉，34同樣有妻子、婆婆、縣太爺不識鏡的情

節，只是買鏡子的原因，變成哥哥誤以為暴病過世的弟弟，跑到鏡子裡

去了。 

其次，吉林舒蘭縣〈就一個外人〉35敘述兒子見鏡中己影誤認作別

人，以為可買個兄弟幫自己幹活，於是買了鏡子回去，因而發生妻子、

                                                 
29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7 年 9 月），頁 854-855。 
30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貴州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9 年 6 月），頁 913。 
31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9 年 6 月），頁 805-806。 
32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西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9 年 6 月），頁 835。 
33 擦床子，又叫三刮刀或嗖子，用來切蔬菜的廚房器具。它的用途多種，能刮

粗絲、細絲，能刮薄皮、厚皮，還能刮片、擦薑末、蒜末、刮魚鱗等等。 
34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北京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8 年 11 月），頁 884。 
35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林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6 年 9 月），頁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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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公公等一連串的誤會。其中兒子不認識鏡中自己，誤以為買個兄

弟可幫忙幹活與《啟顏錄》兒子上街買奴，誤解奴在鏡中的故事內容，

在情節構思上頗有異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寧夏回族固原縣〈穿衣鏡〉36

和青海．撒拉族〈看鏡子〉37都有兒子出外辦貨，從鏡中所映照的物品

以為辦了個貨舖子，之後引起媳婦、婆婆、老漢誤會，在情節發展上與

吉林〈就一個外人〉也頗為相近。比較特別的是，寧夏〈穿衣鏡〉故事

結尾部分加入了回族的地方特色，老漢剛作完「乃瑪孜」，38見了鏡中鬍

子吊吊的老漢，便恭敬地說了聲：「色倆目」，39除了富有趣味性外，也

栩栩如生地展現一位虔誠回教徒的鮮活形象。撒拉族〈看鏡子〉故事中，

則是加入不少獨特的方言，如：「胡達呀」、「活人的眼裡撒沙子哩」、「也

習」、「騷阿奶」等，也頗具地方特色。 

再者，北京西城區〈照鏡子〉40、新疆．柯爾克孜族〈鏡子〉41兩則

                                                 
36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寧夏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9 年 6 月），頁 685-686。 
37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編委會編，《中華民族故事大系》卷 12（上海：上海文藝

出版社，1995 年），頁 422-424。 
38 所謂的乃瑪孜，是指回教徒做禮拜的意思。 
39 所謂的色倆目，是回族無論男女老少，見面時相互問候的一種通用祝安詞，

也叫見面語。此一禮俗文化，源於阿拉伯。據宗教傳說，易蔔拉欣和他的妻

子晚年得一「聖子」，天使曾預先向他說「色倆目」，從此後人們也仿效。穆

罕默德傳教時期，這一禮俗已普遍流行，並當作一種「聖行」。唐時來華的阿

拉伯、波斯人將這一禮俗帶到了中國。這種祝安詞原帶有宗教色彩，但經長

期沿用，回族群眾已經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視安問候語，相當於漢語的「您好」

和「您也好」。 
40 見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北京卷》（北京：

中國 ISBN 中心出版、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1998 年 11 月），頁 883-884。 
41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編委會編，《中華民族故事大系》卷 10（上海：上海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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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增長了故事情節的敘述，北京〈照鏡子〉兒子出外當一家大宅門的使

喚小子（奴僕），省吃儉用的買了鏡子送給妻子當作禮物，可惜主人不

准放假，只好將鏡子托同鄉帶回，因而引起媳婦、婆婆、公公以為他另

結新歡，不肯回家過節的誤會；新疆〈鏡子〉買鏡子的原因也是丈夫為

了改善生活，出門學手藝去了，比較有趣的情節是，請來裁判是非的公

證人是頭纏散藍的毛拉，毛拉也因不識鏡便從座位上站起向自己行禮問

好。 

由上可知，民間流傳的不識鏡故事，可能不是直接溯源於《雜譬喻

經》，除了因襲歷代笑話集中不認識鏡子而產生的笑話之話，故事傳播

者（敘述者）通常會根據所處的環境，增添不同的內容，例如：河北〈照

鏡子〉增加「擦床子」的情節、寧夏〈穿衣鏡〉加入的回教禮拜與問候

語，北京〈照鏡子〉敘述兒子出外到大宅門當使喚，柯爾克孜族〈鏡子〉

加入頭纏散藍的毛拉等等，非常富有不同的地方特色。 

五、結語 
就故事傳播的角度來看，佛經中以不識影題材作為譬喻的故事計有

四則，但是傳入中國之後，除了《雜譬喻經》誤認自己影子為他人的情

節最富趣味性，進而被加工改造，在不同時代、不同地區皆有與不識鏡

相關的笑話出現之外，其他三則仍以佛經故事原貌持續流傳。由此可

見，一般人民對於佛經故事的喜愛與接受，並非全盤接收，必須具有詼

諧有趣的情節要素，以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創作題材，才能深受普羅大

眾的歡迎。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佛經故事流傳到民間之後，通常皆以口

                                                                                                                   
出版社，1995 年），頁 53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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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傳播方式被世俗百姓再創作，隨著民間傳播者的不同，呈現不同的地

方風俗。但是這則不識鏡故事，除了受到百姓的喜愛之外，文人在編纂

笑話集時，皆分別采錄此故事題材再加以修改、潤飾，因此在三國魏．

邯鄲淳《笑林》、敦煌本《啟顏錄》、明．浮白主人《笑林》和俞樾《一

笑》等，皆能以不同的樣貌呈現，除了證明這類不識鏡故事獨具的魅力

之外，亦可考察此故事在不同時代的演變，以及所賦予的不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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