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介紹：

黃梵月，台灣工筆佛畫藝術大師江曉航的傳承者，出生於台灣雲林。

重要經歷
師承兩岸佛畫國寶大師夏荊山、江曉航
現任   「覺無憂藝術公司」藝術顧問、中華文物保護協會／監事 
佛光山、華梵大學基金會、覺無憂教室...等佛畫藝術課程指導老師
個展5次、藝術聯展二十餘次、師生聯展三十餘次

殊榮
作品榮獲中國第一古寺洛陽白馬寺釋源美術館、馬來西亞最大佛寺法炬山典藏
入選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薪傳獎

        從小對傳統工藝有著濃厚興趣，1970年由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證婚與已故知
名佛畫藝術家江曉航居士結為夫妻，婚後便北上定居於台北，隨夫學習工筆佛畫
創作，承續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中以山水、人物、花鳥為基礎的佛畫藝術，其
揉合靈活生動的筆法與傳統敷彩的工筆技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當
代著名藝術評論家前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書畫組主任姚夢谷先生曾以「梵月常明
」期許並讚揚其佛畫作品的精神意涵與價值，目前承續江曉航「以藝弘法」的弘
願，於2003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藝術的開發和創新，並專注
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對台灣社會人心的提升做出了
貢獻。

        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在近四十年的繪
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黃梵月把生命當做冒險，用勇氣把握每個當
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佩服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佛教界、藝術界一致推薦：

被讚譽為當今佛教界「中國書史第六家」四體皆能的台灣高僧廣元長老，以『妙相莊嚴』讚其佛畫含

淨妙靈氣，並以《梵行莊嚴工佛像，月華清淨證禪心》讚揚其畫佛的精神風範。

—《世界華僧會名譽顧問、顏真卿書法學會理事長   廣元長老》—

黃梵月居士在圓滿成功個展之後，進一步發大心，將其十二年來所習畫創作的眾多佛像藝術創作中精

選四十餘幅，將匯集編輯成冊，名為『黃梵月佛畫精選集』，藉此畫冊的流通，必能廣結菩提佛緣，

令觀覽者升起清淨、祥和、莊嚴法喜、向上向善向光明之心，真是難能可貴的美善之事。

—《台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明光長老》—

《梵行道高化有緣 ，月光清照遍大千》為了廣宣流布傳承佛教的藝術，她竭盡心力東奔西走馬不停蹄

的傳授佛畫藝術，實踐著她那「以藝弘法」的大悲願。老師繪製的佛菩薩畫像莊嚴寂謐， 神態中更蘊

含著無限慈悲喜捨、解脫自在、超塵脫俗，愍群普護的情感，非筆墨能形容，一見到就深為之吸引攝

受 。

—《泰國如是學處   如行法師》—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力並非一朝一夕

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

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當代著名藝評家以『梵月常明』期許並讚揚其佛畫作品的精神價值與意涵。

—《前台灣歷史博物館書畫組主任    姚夢谷》—

從梵月老師脫俗、清麗的畫作中，不僅可以欣賞到佛像文化藝術的美侖美奐，也可領略到慈愛溫潤的

人文底蘊。—《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趙忠傑博士》—

黃梵月居士所繪作品多以佛像類、菩薩像類為主...。觀音菩薩雙目睿智，衣紋流暢，背光與祥雲靈動

豐富，生機盎然，用筆敷色精謹，意趣清奇，描繪出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內蘊沉靜的氣質。

—《白馬寺佛光藝緣暨中國墨客藝術機構策展人     汪真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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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讚譽為當今佛教界「中國書史第六家」四體皆能的台灣高僧廣元長老，以『妙相莊嚴』讚其佛畫含
淨妙靈氣，並以《梵行莊嚴工佛像，月華清淨證禪心》讚揚其畫佛的精神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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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有的情緒，隨著呼吸的氣息，在一筆一畫中，色彩與色彩、一刻接著一刻，情
緒被轉化，色彩自然達到平衡，如同坐禪或念佛禪的功能，我們應活在當下不再
執著分別，不再為將來和過去犧牲了這一當刻。

黃梵月畢生投入弘揚台灣漢傳工筆佛畫藝術的過程中深刻體認，佛畫不同於一般
藝術，相較於藝術表現上，還有著更重要的價值。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諸佛菩
薩的氣韻神情，觀音菩薩雙目睿智，衣紋流暢，雲紋層次分明，用筆敷色精謹，
意趣清奇，描繪出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內蘊沉靜的氣質。能有如此精湛的表現
並非一朝一夕，是透過日以繼夜、持之以恆，以及廣大深宏的願力而來成就。

不管時代如何演進，都應該用單純的直覺去看待佛像繪畫的本質，藉由工筆水墨
線描與用色來表現諸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容顏，顯示出獨具中華民族大
乘佛教藝術「自利；利他」的特色，這也是黃梵月自2003年起承續江曉航「覺無
憂」佛畫藝術及教學傳承所竭盡心力的理由，他並且說：「如果也能因此引領觀
者進入諸佛性海的無邊寬廣，觸動自己內在慈悲，進一步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
路，那就太好了！」 

黃梵月居士在圓滿成功個展之後， 將其近十二年來所畫的眾多佛像藝術創作中精
選四十幅，匯整編輯成冊，名為『梵月常明－黃梵月佛畫精選集』。

序文一

台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明光長老

黃梵月居士，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鎮的農民家。於民國59年與名佛畫藝術家江曉
航居士結為夫妻。婚後便北上定居於台北，開始隨夫學習繪畫，勤奮認真，因此
承續了江曉航居士『宋院體畫』的精細工筆佛畫特色。2003年江曉航居士驟然往
生，黃梵月居士含悲奮志，帶領兒女們，承繼江曉航居士（覺無憂）畫室精神的
弘願，以藝弘法，更精進於習畫與創作，並不辭辛勞的於台灣佛光山北中南各寺
院道場暨靈鷲山台北道場、華梵文教基金會、新莊地藏庵、祖師禪林、民權國小
教師家長會等佛畫班，教授有心人學畫佛像。於2003年至2014年曾舉辦師生聯
展三十餘次、藝術聯展二十餘次、個展五次。今年2014年2月在串藝術當代藝廊
舉辦『天上x人間─黃梵月佛畫藝術個展』其作品頗受各界好評。

黃梵月居士在圓滿成功個展之後，進一步發大心，將其十二年來所習畫創作的眾
多佛像藝術創作中精選四十幅，將匯集編輯成冊，名為『黃梵月佛畫精選集』，
藉此畫冊的流通，必能廣結菩提佛緣，令觀覽者升起清淨、祥和、莊嚴法喜、向
上向善向光明之心，真是難能可貴的美善之事。

江曉航、黃梵月居士的子女，江孟蓉、瑜倢、昇翰三位姐弟，從小常隨其父母在
大雄精舍參加共修、佛學社教幼童班、兒童福慧夏令營等弘法活動，今其母親黃
梵月居士欲發行編印『佛畫精選畫集』，姐弟同心協力圓成善事，其孝心感人，
此畫冊的圓成，除了廣結善緣，也藉此就教於教界及藝界諸前輩大德，能夠撥冗
給黃梵月居士指導勉勵，無以感激，將為之序。 

 

序文三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內容簡介：

其創作主題中包含了從1998 年至2014 年間的作品，早期從大量臨摹歷代重要佛畫名作開始，依其作品

特色共分為四大類：

一．梵月常明《慈悲的容顏》

「慈悲如明月」，當代著名藝術評論家前國立歷史博物館書畫組主任姚夢谷先生曾以「梵月常明」期許

並讚揚其佛畫作品中，具現恆常不滅的明月般廣大而溫暖的心性價值。從2003年起的這幾張作品中，主

要呈現了畫家在觀音面容的表現力與成熟的技巧，這些畫作的空間構圖、色與形，使得具象的觀音作品

，卻能隱隱地孕含一份神秘的光彩，這種具療癒的母性特質，令觀者心生嚮往！

二．《供養》結。祥雲系列

這一系列的畫作中，黄梵月延續了知名佛畫家江曉航的獨特風格，從2005年開始進一步在雲的結構及設

色層次上有新的表現。在知性嚴謹綿密的柳葉線描結構中，融入了活性暢快的筆觸，加以冷、暖色調的

水墨層層暈染；另外，藝術家將江曉航佛畫中「雲描」的獨特藝術表現，將其更大膽地大面平塗、暈染

，使整體視覺由平面表現轉為立體墨染塊面，創造獨具的立體感與景深。

三．白描系列

白描系列，在其細膩流暢的筆下，具現一股清新秀雅的人文氣息。

2012年黄梵月的「持蓮明珠觀音」白描作品，即是以大海比喻人間苦難，觀音卻反而能具現一股光明的

寧靜氛圍，以自在無礙的姿態航行於無盡苦海上，傾聽廣大眾生的無盡呼喚，畫面中觀音手持蓮花及明

珠等象徵法物，輔以海水浪花的墨色淡染，顯現一股和諧的能量氛圍，這是漢傳佛教藝術獨具的美感。

四．《沙彌》孩童系列

2008年底二女兒碰出了小生命，在小孫子活潑可愛，令人喜悅且驚奇不斷的氛圍下，2008-2013年間，

便開始以童真入畫，創作出小沙彌系列，面對生命的真與愛，透過繪畫表現，見證生活自然情感。另有

二事件：其一：2010 年底開始於台北覺無憂教室指導小朋友畫佛畫；其二：是在因緣流轉下，2013 年

泰國《如是學處》負責人如行法師來台求藝，而後法師更於同年2013年9月邀請黃梵月老師至緬甸《大

其力。觀音寺》主持數百名沙彌尼小朋友學習漢傳工筆佛畫技藝，讓此台灣工筆佛畫藝術的技藝透過宗

教的力量，穿越空間的限制，把覺無憂佛畫對現代人心靈啓迪的價值，默默地往前推進了一點又一點。

                                                   



序文三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序文二、黃梵月老師與我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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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道高化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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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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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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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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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序文四、筆墨精妙皆般若

海峽兩岸《佛光藝緣．白馬寺展》
暨中國墨客藝術展覽機構策展人   汪真仰

泰國「如是學處」如行法師囑我為黃昱嘉老師（梵月居士）即將出版的佛畫作品集寫

點東西，雖文筆拙劣，須得應諾，不敢推拖。

與黃昱嘉老師的結緣來自如行法師的介紹。白馬寺每年都有“佛光藝緣”佛教書畫邀

請展活動， _如行法師多年參與，今年如行法師特別推薦佛畫世家江曉航、黃昱嘉及其

子女江昇翰、江孟蓉參與。不久便收到他們從臺灣寄來的墨寶共計六件。其中黃昱嘉

老師作品三件，《雲中觀音》62cm×55cm、《善財童子》78cm×52cm、《佛陀誕生

記》65cm×56cm。所繪作品工細嚴謹，莊重典雅，極具法度。

2014年4月12日，“佛光藝緣”活動在高雄佛光山佛光緣美術館總館舉辦開幕式，黃

昱嘉老師應邀出席，並攜子女江昇翰、江孟蓉一起出席，有緣與老師見面，雖時間短

暫，但話題投緣，暢敘歡快。黃昱嘉老師還贈我一冊精裝江曉航紀念畫集之《觀世音

菩薩聖像百幀》（二），倍感欣喜。

黃昱嘉老師與已故知名佛畫家江曉航居士是對人人稱羨的賢伉儷，相夫教子之餘，廿

十多年來兩人共同精進投入佛像繪畫的浩瀚領域裏，於背後默默耕耘付出。他們於自

身實踐而能深深體認，學佛的生活體驗與畫佛是可以互相並進的。鼓勵學員在畫佛中

念佛學佛；在念佛學佛裏去畫佛。

佛教題材的繪畫，一般用工筆畫的形式表現，稱之為“佛畫”。分為兩大類：非情節

性類和情節性類。非情節性類是指畫像類，可分為七類：佛像類、菩薩像類、羅漢像

類、明王像類、高僧像、天龍八部或天尊類、曼陀羅類。

情節性佛畫如佛說法圖、佛本生圖、十八羅漢過海圖及各種經變故事圖，大約又有六

類：佛傳故事類、佛本生故事類、經變故事類、供養人類、水陸畫類、唐卡畫類等。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此外還有僧人傳奇、山寺風景類故事類等等。

黃昱嘉老師所繪作品多以佛像類、菩薩像類為主。純線條“白描”勾勒，附以淡雅色

渲染，繪製工細。例如《雲中觀音》，觀音菩薩雙目睿智，衣紋流暢，雲紋層次分明

，用筆敷色精謹，意趣清奇，描繪出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內蘊沉靜的氣質。《善財

童子》這件作品以線條勾勒出形象，敷色淡雅，富有靈動，衣紋飄逸，整個畫面給人

感覺秀逸中饒有勁力。《佛陀誕生記》構圖精妙，金色鋪底，佛陀端坐蓮臺，背光與

祥雲靈動豐富，生機盎然。

現在黃昱嘉老師更堅定信念，承續江曉航居士“覺無憂”畫室精神的弘願，以藝弘法

。在創作之餘至各道場教授有心人學畫佛像。黃老師說：“學生們願意學習佛畫已經

值得讚歎，若能因此走進佛法修行的殿堂，將更會是一樁圓滿啊”！

最後，我真誠祝願黃昱嘉老師在菩提道上精進不懈，在藝術創作中榮譽常臨！ 



序文三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序文四、筆墨精妙皆般若

海峽兩岸《佛光藝緣．白馬寺展》
暨中國墨客藝術展覽機構策展人   汪真仰

泰國「如是學處」如行法師囑我為黃昱嘉老師（梵月居士）即將出版的佛畫作品集寫

點東西，雖文筆拙劣，須得應諾，不敢推拖。

與黃昱嘉老師的結緣來自如行法師的介紹。白馬寺每年都有“佛光藝緣”佛教書畫邀

請展活動， _如行法師多年參與，今年如行法師特別推薦佛畫世家江曉航、黃昱嘉及其

子女江昇翰、江孟蓉參與。不久便收到他們從臺灣寄來的墨寶共計六件。其中黃昱嘉

老師作品三件，《雲中觀音》62cm×55cm、《善財童子》78cm×52cm、《佛陀誕生

記》65cm×56cm。所繪作品工細嚴謹，莊重典雅，極具法度。

2014年4月12日，“佛光藝緣”活動在高雄佛光山佛光緣美術館總館舉辦開幕式，黃

昱嘉老師應邀出席，並攜子女江昇翰、江孟蓉一起出席，有緣與老師見面，雖時間短

暫，但話題投緣，暢敘歡快。黃昱嘉老師還贈我一冊精裝江曉航紀念畫集之《觀世音

菩薩聖像百幀》（二），倍感欣喜。

黃昱嘉老師與已故知名佛畫家江曉航居士是對人人稱羨的賢伉儷，相夫教子之餘，廿

十多年來兩人共同精進投入佛像繪畫的浩瀚領域裏，於背後默默耕耘付出。他們於自

身實踐而能深深體認，學佛的生活體驗與畫佛是可以互相並進的。鼓勵學員在畫佛中

念佛學佛；在念佛學佛裏去畫佛。

佛教題材的繪畫，一般用工筆畫的形式表現，稱之為“佛畫”。分為兩大類：非情節

性類和情節性類。非情節性類是指畫像類，可分為七類：佛像類、菩薩像類、羅漢像

類、明王像類、高僧像、天龍八部或天尊類、曼陀羅類。

情節性佛畫如佛說法圖、佛本生圖、十八羅漢過海圖及各種經變故事圖，大約又有六

類：佛傳故事類、佛本生故事類、經變故事類、供養人類、水陸畫類、唐卡畫類等。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此外還有僧人傳奇、山寺風景類故事類等等。

黃昱嘉老師所繪作品多以佛像類、菩薩像類為主。純線條“白描”勾勒，附以淡雅色

渲染，繪製工細。例如《雲中觀音》，觀音菩薩雙目睿智，衣紋流暢，雲紋層次分明

，用筆敷色精謹，意趣清奇，描繪出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內蘊沉靜的氣質。《善財

童子》這件作品以線條勾勒出形象，敷色淡雅，富有靈動，衣紋飄逸，整個畫面給人

感覺秀逸中饒有勁力。《佛陀誕生記》構圖精妙，金色鋪底，佛陀端坐蓮臺，背光與

祥雲靈動豐富，生機盎然。

現在黃昱嘉老師更堅定信念，承續江曉航居士“覺無憂”畫室精神的弘願，以藝弘法

。在創作之餘至各道場教授有心人學畫佛像。黃老師說：“學生們願意學習佛畫已經

值得讚歎，若能因此走進佛法修行的殿堂，將更會是一樁圓滿啊”！

最後，我真誠祝願黃昱嘉老師在菩提道上精進不懈，在藝術創作中榮譽常臨！ 



序文三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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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如明月」，當代著名藝術評論家前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書畫組主任姚夢谷先生曾
以「梵月常明」期許並讚揚其佛畫作品中，具現恆常不滅的明月般廣大而溫暖的心性
價值。從2003年起的這幾張作品中，主要呈現了畫家在觀音面容的表現力與成熟的技
巧，這些畫作的空間構圖、色與形，使得具象的觀音作品，卻能隱隱地孕含一份神秘的
光彩，這種具療癒的母性特質，令觀者心生嚮往！另外，也包含兩幅較特殊的日本佛教
東密六觀音中的如意輪觀音及聖觀音造像。

觀音菩薩是台灣佛教最重要的信仰，也是諸佛慈悲的化現，在佛教中具有核心的重要地
位，因為一切深廣的大乘菩薩道都是由悲心所生起，以其慈悲與智慧的願心願力，化現
無數身形，滿足一切眾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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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三

台北祖師禪林中心   常真法師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為黃梵月老師首次出版畫冊撰寫序文；能有這樣的機緣，主要來自

老師在祖師禪林任教二年多，我也跟著學習工筆佛畫，以及跟大家談談佛法如何運用

於作畫中與之相應、還有生活中的操作。雖然寺務繁重只能斷斷續續地習畫，然而卻

能從描摹當中體會心境的變化非實有、和身心之間互動的關聯，進而去印證佛法所說

的本質和現象是不二的；亦即現象當體是空寂的，雖是空寂但非斷滅，其中處處展現

現象的功能和作用。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觀照世間一切的現象，就能清楚了然其間的

變化而不迷惑，並在這過程中能真正去珍惜、把握和創造它。

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梵月老師，是在前年當家師（上） 果（下）如法師在自己北投的道場祖

師禪林講授《金剛經》時前來聆聽，並致贈其夫江曉航居士繪製觀世音菩薩聖像百幀

紀念畫集三十冊；江居士乃已故知名佛畫藝術家。梵月老師賢伉儷曾跟隨佛畫大家夏

荊山先生學習工筆佛畫創作，承續了千餘年來「宋院體畫」佛畫藝術，揉合靈活生動

的筆法與傳統敷彩技藝的工藝特色，深受廣大民間喜好及收藏；目前承續江曉航「以

藝弘法」的弘願，於民國九十二年成立覺無憂藝術公司，潛心於傳統佛畫工藝的開發

和創新，並專注於全台各大道場及藝文場域推廣佛畫藝術教學，期能對台灣社會人心

的提升盡一分心力。

猶記得課後梵月老師受邀到祖師禪林教授佛畫課，老師一口答應，並隔三個月後於民

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初開課至今不間斷，實難能可貴，因老師不僅在這裡開課，還需每

週二至三次不辭辛苦自行搭車南下教學，真令後輩的我們深感敬佩，從老師身上看到

長者風範所流露出的悲心和願力，是那麼地自然、那麼地親切；透過親炙老師作畫教

學，更能夠深刻地受用那份平實，她總是給學生信心， _不論有無基礎，都耐心地以輕

鬆的方式循循善誘：「很簡單，真的很簡單，不用害怕。」這對我們初學者有莫大的

鼓勵和加持，因老師自己一步一腳印親自體驗過來，故她深信：只要自己真正發心去

學習，定能成就想要學習的課目。

為何老師能做到？實因她從賢內助到學習繪事，再直下承擔佛畫的創作與教學傳授，

在近四十年的繪畫學習及二十年的教學生涯過程中，老師把生命當作冒險，用勇氣把

握每個當下，活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成了最令人欽佩不已、嘖嘖稱奇的生命故事。

在課程中目睹老師從容淡定的神態，一筆一筆緩緩細膩畫出佛菩薩的神韻，這樣的功

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日積月累、不辭勞苦、持之以恆來成辦的，此舉正印

證所恭繪佛菩薩慈悲與自在的莊嚴法相，就從老師的身心行為流淌出來，吸引著學者

朝向啟動自我生命追尋的道路邁進。梵月老師承繼江曉航居士「以藝弘法」的祈願，

深自期許能藉由藝術和美學開發人人本具如佛的慈悲與智慧，並體現自利和利他的菩

薩行徑， _進而建設人間淨土。

梵月老師的首本畫冊即將面世，我們都很歡喜，這也是我們的福份，能夠親自領受畫

中佛菩薩自在與慈悲的神韻，正是顯發佛陀所證悟的：每位眾生皆具如來的智慧德相

，與佛無二無別。這是我們必須深信的見地，依此見地修學才是踏上正確的道路，不

至於盲修瞎練。我們以此見地互為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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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  

窺基大師《妙法蓮華經玄贊》說：「妙音與樂；觀音拔苦；梵音深淨；潮音應時；勝音出世。」   

森下大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解說五音：「這五音 以客觀的觀察，這完全是宇宙真理所發
出的聲音；以主觀的觀察，皆我們心裡所存的先天內在之聲。所以，這不是耳聞，而是心聞；不是目
見，而是心見。這個潛在一心之內的先天的音聲，成為觀音的五音而顯現。所以須要常常放在心上思
維。」

淨心法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說中曾提及：

海潮音的海潮是不失時的意思。海潮的進退，是有一定的時間，且都能很準確，而不失其時。這是譬
喻觀音菩薩之說法，是應機而不失時的。

太虛大師．法華經講演錄：

此音使求救者當機獲益，應時解脫，如海能受而遍容，如潮有汎而應時，故曰海潮音。

菩薩對人間永不失望的那顆心，依然還在「海潮音」的旋律中動躍著，也許他還要等一萬年、萬萬
年，乃至於百千萬劫，堅決地日日夜夜等下去，直至人間淨土完成的那一天為止。想觀世音菩薩依然
常住在《普門品》上，必待活在人間的人，那人心中的觀世音菩薩遇見了《普門品》上的觀世音菩
薩，也許此刻的菩薩才有辦法為尋聲救苦的事業，化現出許多觀海聽潮的人來。將人間慈悲的手、智
慧的眼匯聚起來，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便如在目前。

海潮觀音
　2003　 88 x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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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月常明《觀音慈悲的容顏》 47

圓光觀音（梵王身） 法華經卷七普門品中所載「或遭王難
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之觀音化身。
乃觀世音菩薩的慈愛圓滿，光明赫赫的表徵，普門品有『無
垢清淨光，慧日破諸暗，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這一段
經文。

盤坐蓮花中，身後有圓形大放光明的背光。圓光是象徵太陽
之光茫，乃象徵觀音菩薩的福德圓滿無缺。

圓光觀音（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絹本設色　2005　尺寸：88 x 15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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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密所傳六觀音之一，主破天道三障，救度天道眾生。即對應
天台宗「大梵深遠觀世音」。這種觀音，也可以稱為「大梵深
遠觀音」，而之所以名為「如意輪觀音」，主要是因其形象是
左右手分持寶珠及寶輪，故名為如意輪，密宗則稱其為「持寶
金剛」

如意輪：《輪》者是摧破義，招一切煩惱惡業鬼神於本源寂靜
掌中，剎那摧毀，猶如大輪軋折，是故名摧破義；《如意》
者，如意寶珠也，世間無上寶貴，若於真如實相，即為出世間
無上寶。如意輪寶者，能與一切世間七寶及無量寶。於真實
道，能與無上福智之寶，一切法生處，一切法滅處，八相化物
皆在真實之中。一切珍寶在如意輪中，一切二嚴皆在實相中。
依正體用，包含宗擴，本地法身，身土不二，理智寂然，體用
平等，不生法性，自而本來常住，猶如水月感應俱時。因果一
實，色心不二，法界清淨，凡聖等持，無有增減，其入中道即
契如是等義不可思議。俱足一切諸佛菩薩萬德莊嚴無缺減，是
名如意輪。

如意輪觀音
紙本設色　2003　尺寸：64 x 128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