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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冥之𨯿：道教與佛教、民間的十王信仰
李豐楙
(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兼任研究員)



冥界遊歷：冥界信仰與藝術創作相遇
2018 年同時出現兩部值得一看的宗教性電影，東方與西方在死亡課題上相
遇。

韓國電影《與神同行》，代表東方人的死亡觀，其入冥以現代手法表現
震撼人心的冥界想像。

例二、美國夢工廠取資墨西哥文化的《可可的夜總會》，以卡通方式表
現南美人的入冥遊歷。



入冥電影作為文學隱喻，背後隱藏著什麼？






從傳統文學到現代藝術，為何均曾取資於冥界象徵，這種想像在古／今、
中／外的異同何在？
電影藝術反映的宗教主題：靈魂是否存在？他界／冥界到底如何呈現？
人們死後的終極關懷為何？
在宗教與科學之間如何平衡？認識冥界遊觀只是宗教文學、藝術的想像，
抑或宗教經驗表現民族的生命價值觀。
現代人歷經科學的理性、人文化洗禮後，應該以何種心態認識入冥叙述
與藝術創作，其背後存在的神秘經驗有何意義？
死後世界作為終極關懷，在文學／藝術與科學／醫學間探索其意義，為
何考驗了古人／今人、東方之人／西方之人，如何從地方知識理解其普
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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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宗教、宗
宗教文學
學中的冥
冥界想像








類似
似十王圖的一
一批文物，在
在中國大陸
陸文革後流落
落於海外：港澳臺等地
地，
不分
分地域而出現
現在古物攤
攤上。
從臺
臺灣經驗加以
以觀察，即可
可知其物件
件，既有道教
教齋儀的儀
儀式掛軸，也
也有
佛教
教水陸法會的
的壇場畫，歷
歷經千百年
年的文化積澱，保存漢
漢人面對「生
生死
大事
事」的生命體
體驗。
圖像
像配合儀式的
的運用，此種
種死亡知識
識在道教與佛
佛教之間，曾經複雜交
交流
後才
才形成的，在
在漢人社會
會成為一種「地方性知
知識」，可以
以比較世界各
各民
族的
的共同現象。
。

冥界的淵
淵源及交流
流後的變化
化




前道
道教期僅有黃
黃泉、幽都 的模糊概念
念，佛教譯經
經傳入泥湼
湼地獄等，也
也激
發道
道教出現酆都
都之說，在 中古的亂世
世中，佛教借
借筆記小說
說傳布入冥遊
遊歷
的說
說話。
敦煌
煌寫本中保存
存了《十王經
經》偽經，乃佛教因應漢
乃
漢地的「儒家
家喪制之文
文」，
以修
修「釋門奉嚴
嚴之福」（志
志磐《佛祖
祖統紀》）；舉
舉行齋會（ 七七齋、十
十會
齋）及設逆修（預修）齋
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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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
六到七世紀道
道教也面對
對信眾的奠祭
祭需求，靈寶
寶經派即造
造構《太上洞
洞玄
靈寶
寶業報因緣經
經》，太上道
道君説功德
德，並有作七
七及百日儀
儀式。經唐至
至宋
（約
約十二世紀）
）形成了十王
王體系，
《地
地府十王拔度儀》等有
有十王冥府說
說，
祈求
求天尊救度亡
亡魂出離冥
冥塗。



道教
教面對佛教的
的地獄十王
王信仰，既有
有回應也有堅
堅持，如凸
凸顯酆都説並
並衍
為酆
酆都大帝系，
，泰山王被列
列入十王後
後，道教既衍
衍變為東嶽
嶽大帝，也將
將城
隍-土
土地列入。
敦煌
煌寫本十王經
經佛教視為
為偽經並不著
著錄，而十王
王信仰適應
應漢地需求，進
而融
融地藏菩薩於
於一圖：








道教
教注重抜度齋
齋法，唐宋變
變革期前後
後因應佛教，在形成救
救苦天尊以便
便職
司救
救苦，並在諸
諸府部中加
加入「地府」
」部，其定
定型化也將十
十王列入。
十王
王在地府的地
地位不高，在《正統道
道藏》中僅收
收錄一部；在神系上也
也不
明顯
顯，可見編藏
藏者的取捨有
有度，唯地
地方道士則將
將經懺結合
合神圖，吸收
收作
為科
科儀的一體。
。
在啓
啓請儀及神像
像圖軸中，九
九御中有一
一組相對的地
地府神尊：東極青宮太
太乙
尋聲
聲救苦天尊與
與九天應元
元雷聲普化天
天尊；因九幽齋而加上
上「慈悲法主
主九
幽拔
拔罪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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楙

救苦尊
尊的圖像特徵
徵即九頭獅
獅。



在地
地府諸神中強
強調北陰玄
玄天酆都大帝
帝、五嶽五天
天五聖帝（尤
尤其東嶽大
大帝），
血湖
湖部、五道大
大神外，也
也列入地府功
功德案主者
者、酆都山二
二十四獄等
等。
在十
十王圖中出現
現的救苦天
天尊，就像佛
佛教十王圖的觀音菩薩
薩，即象徵救
救度
亡魂
魂出離地獄，反映死後
後的救度有道
道、佛的交
交流、競爭 。

中篇：十王
王信仰在
在道、佛二教中的
的度化效
效應


十王信仰
仰的流傳與
與表現







道、佛
佛二教壇場
場上既有十王
王圖，其他
他的表現媒介
介，一即石
石窟的十王石
石刻
（重
重慶大足、雅
雅安等），二
二為小說、戲劇（地方
方戲、皮影
影戲）中的十
十王
故事
事，三為民間
間文學類的
的傳說故事。
從宋
宋元至明善書
書流行，十
十王信仰被吸
吸收為《玉
玉曆寶鈔》， 既有敘述也
也圖
示十
十殿景象，在
在三教合一
一中偏於佛教
教，影響既
既廣且深入基
基層。
明清
清至近代隨勸
勸善讀物傳
傳播，各地十
十王圖表現地
地域性，連
連民間法派也
也會
運用，成為民眾
眾認識地獄
獄的多方來源
源。

十王圖的
的結構




法國
國戴文琛教授
授研究十王
王圖，將宋到
到明末視為二層結構（
（神明層、故
故事
層），清中葉至
至民國期華南
南地區則為
為三、四層結
結構，反映
映戲曲等通俗
俗文
化、日常生活。
。在此分為（佛、道）神明層；主
主體在審判
判層與刑罰（兼
含拯
拯救）層。
畫軸
軸形式決定其
其分層結構
構：
1. 一幅單一組
組：以廣西 瑤族道壇畫
畫為例，從上
上到下有業
業（孽）鏡臺
臺、
審判（龍王
王告太宗）、
、刑罰、奈
奈何橋、鬼門
門關等。
（兩邊各五 王，各五王
王，冥王旁有
有救苦尊與
與轉輪臺、告
告太
2. 二幅一組（
宗、刑罰、
、目蓮入地
地獄；業鏡、望鄉臺、目連救母等
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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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五幅一組（兩邊每幅二王，故事內容有劉全進瓜及割舌、下油鍋等
地獄。）
十幅一組（兩邊各五幅，詳細標明每一殿閻王名稱，故事內容有龍
王告太宗，繪有望鄉台、升天橋。）。

十王圖的主要母題：
戴文琛分出五個母題：奈何橋、望鄉臺、業（孽）鏡臺、刀山火海（各種刑
罰）、孟婆店；可以再上轉輪臺等。



故事層：根據戴文琛解釋一般性圖象故事、有依據的故事








仿擬：冥王在看「故事」的戲劇演出，就像文人在宴會中的看戲現象。
戴氏著眼於戲劇題材，所畫人物即「亮相」的場景，有意取代一般性圖
象，使之更具警世效果。
活捉：審判層中有活捉圖仿擬戲劇情節，即冤死者在死後活捉仇人下地
獄，接受審判。這種鬼戲常以鬼附身方式表現復仇目的；在地方戲中常
出現（活捉）呂蒙、潘璋、王魁、三郎、孟都等。
在冥王前被審判的審判層，人物取諸歷史、小說、戲劇，因有名而為畫
師、觀者所熟悉：犯罪帝王（劉邦殺韓信、曹操殺伏后、唐太宗殺兄弟
等）
、歷代奸臣（秦檜、潘仁美、楊七郎等）
、壞人（西門慶、潘金蓮之
類）。

在畫題中表現的「超度性」
民間畫師取材儀式戲劇，在年中節慶舉行，分由道教或佛教法師主持儀式，
目的是超度孤魂。為人熟知的三種儀式劇，即以戲劇形式表現儀式功能：

目連救母在盂蘭盆會中，即搬演目蓮為了救母而下地獄。

郗氏變蟒與梁皇法會有關，因不敬佛法而死後下地獄，乃舉行水陸法會
由寶誌施食才得以受施。

唐太宗入冥，武則天時編出到《西遊記》收錄後廣泛流傳，在中元節期
間演出。
均具有經典地位而為畫師採用於故事層，較一般性題材容易共鳴，其教化效
應亦較高。



地域性的經、圖運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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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與佛教、
、民間的十王
王信仰



從六
六到七世紀道
道教也面對
對信眾的奠祭
祭需求，靈寶
寶經派即造
造構《太上洞
洞玄
靈寶
寶業報因緣經
經》，太上道
道君説功德
德，並有作七
七及百日儀
儀式。經唐至
至宋
（約
約十二世紀）
）形成了十王
王體系，
《地
地府十王拔度儀》等有
有十王冥府說
說，
祈求
求天尊救度亡
亡魂出離冥
冥塗。



道教
教面對佛教的
的地獄十王
王信仰，既有
有回應也有堅
堅持，如凸
凸顯酆都説並
並衍
為酆
酆都大帝系，
，泰山王被列
列入十王後
後，道教既衍
衍變為東嶽
嶽大帝，也將
將城
隍-土
土地列入。
敦煌
煌寫本十王經
經佛教視為
為偽經並不著
著錄，而十王
王信仰適應
應漢地需求，進
而融
融地藏菩薩於
於一圖：








道教
教注重抜度齋
齋法，唐宋變
變革期前後
後因應佛教，在形成救
救苦天尊以便
便職
司救
救苦，並在諸
諸府部中加
加入「地府」
」部，其定
定型化也將十
十王列入。
十王
王在地府的地
地位不高，在《正統道
道藏》中僅收
收錄一部；在神系上也
也不
明顯
顯，可見編藏
藏者的取捨有
有度，唯地
地方道士則將
將經懺結合
合神圖，吸收
收作
為科
科儀的一體。
。
在啓
啓請儀及神像
像圖軸中，九
九御中有一
一組相對的地
地府神尊：東極青宮太
太乙
尋聲
聲救苦天尊與
與九天應元
元雷聲普化天
天尊；因九幽齋而加上
上「慈悲法主
主九
幽拔
拔罪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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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二教的修行者，有能力或有使命、因緣，因而得入冥界遊觀，而
後返回人間奉天命傳述地獄景象，故有傳教、警世的宗教目標。在十王
信仰史上出現關鍵性的《玉歷寶鈔》，取代了佛、道教的內部說法，形
成三教合一的入冥版本。
時在太平，自稱貧道的淡癡在登高遊覽時，恍惚之間被一青衣帶入冥界，
其間經歷三教中重要神佛的啓示：地藏王菩薩欲超眾魂，天帝降旨纂載
《玉歷》，託咐淡癡還陽曉諭，裨使通行下界。其遊歷過程即由酆都大
帝告知冥府事：如枉死城、血汚池等；觀世音菩薩亦降臨諭示，「三教
中人」皆可成佛。
淡癡抄錄《玉歷》，後來在四川交由勿迷道人，從此以後傳抄行世，成
為至今仍然流傳不斷的勸善讀物。



入冥過程與展演











明清迄今新版的入冥故事與圖畫互動，其题材歷經畫師運用，作為入冥
的箭垛式人物凡有兩位：目連尊者與唐太宗，在十王圖中反覆出場。故
在故事層中隱含「入冥」意旨，可稱為「第一層」的遊歷冥界，取代了
六朝至唐的小說所述的，在民間故事中成為文化原型：
根據遊歷類型的敘述模式，進入冥界遊觀後，遵照敘事邏輯必須重返人
間，才能傳出地獄的恐怖景象。
在遊歷過程中所見所聞，冥府的酷刑極盡恐怖之能事，其大小獄的行刑
參考《玉歷寶鈔》
，目的在表現善、惡報應的功果，審判後既分別奬懲。
還陽之後必須完成承諾，如劉全進瓜、普度孤幽等，個人既受啟悟，而
亡魂有了悟的即脫離幽冥之苦。
圖、文與拔度儀相互結合，增益神道設教的教化效果，印證因果報應之
理，亡魂了悟而後投胎，教化生人則在了悟人生，開顯了生命的價值及
意義。
神話與儀式互為一體，圖、文合理化儀式的展演，在漢人社會成為一種
文化力量，得以支持信仰長期的存在。

入冥之鑑：説話、儀式與圖象的鏡像化




目蓮、唐太宗作為鑑戒者出場的目的，在見證違反三教倫理的，死後必
受到公平的審判，而後獲得相應的對待，此一象徵物即一把秤：計量功
過。
在神尊或高僧的護衛下，有此一因緣者始能「遊耍地獄」，此一畫中人
可視為入冥的「第二層」，即悟入者帶領世人作見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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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破獄」的儀式劇中，借儀式動作表現入冥旨意






此一圖像應非孤證，反映人對不可知的冥界，因好奇而得以進入，唯其
進出安全需仰賴智慧者帶入。
畫中人的入冥可稱為「第二層」，即作為觀看者的面具（persona），將
冥界觀看的想像，轉換成畫中人而得以神遊其中，故可證畫師的創意豐
富了入冥經驗。

經法師引導進入冥界，從文獻、文本到田野調查（如臺港澳）迄今猶存，
儀式性入冥均由各派儀式專家所主持，世人因自願而被引領進入的條件，
就是圖、文的傳統知識支持其行動。
道教在舉行黃籙齋中，法師變身為妙行真人，邊説邊演入冥的遊歷情節；
或如香港齋科中，由喃嘸咾引魂入獄，其宣化主題即「善有善報 惡有
惡報」，完成「破獄」後救出亡魂。

臺灣道教台南道壇的「打城」儀式 vs. 香港道教的「破獄」儀式


在臺灣民眾較常接觸的是法派的作法，由於不需受到喪禮之限，因民眾
的要求而可獨立舉行；其條件同樣基於冥府的文化認同，相信入冥方能
解決現世的難題。
例 1、閭山派法師舉行「落地府」儀式，借旋遶的動作帶引信眾進入冥
界，主要依靠語言配合唱腔而呈現冥府景象，其入冥過程乃以法器拍打，
使遶行的動作符合規律性節奏，在恍惚狀態中進入冥界得償所願。

例 2、法壇法師通常採取「關落陰」方式，問事者矇眼靜坐後，其踏步
動作配合唱詞及規律性節拍，在集中精神後被帶入，在冥界中與亡魂問
答，得以理解死後的情況。
道、法中人職掌其儀式，主要在語言敘述中呈現冥界景象，入冥者在恍惚狀
態下有所「見」
，只要有意願即可入冥，這種方式可歸屬「第三層」
，乃借儀
式進入而遊觀冥界，屬於宗教性的神秘經驗。



入冥圖、文與入冥儀式的對照


從唐到明清均有階段性的十王圖籍，由於經、圖均屬規範性文體或神圖，
有關十王、十殿的次序與母題均完整，遊歷故事本身具有連續性，從入
到出契合程序化：入冥>審判>受刑或得度>投胎轉世，構成連貫的情節、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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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冥經驗在古今情境中所引發的問題








相較之下，除了文學敘述的夢入、病入，一般作夢或儀式大多呈現片斷
性，無法觀看完整的地獄圖象，因其目的性較強，達到目的後短暫遊歷
即出冥。不能久在冥府的原因：如肉體的腐敗、精神的狀況、冥府的秘
密等，最後常被催促後倉促出冥。
遊歷片段乃因心理需求，所遊諸殿具有選擇性，目連與李世民既有目標，
也不能像參觀者的遍遊。而相反的，淡癡尊者則因身負重任，才得知完
整的十殿圖象，亦即採用扶鸞形式的勸善目的，才會規律地扶出全景。

在文學藝術上：漢人社會面對死後世界的死亡知識，同樣表現其豐富的
想像力，在三教中儒家偏於人文化，而道、佛二教則可代表東方民族的
文化經驗，既是地方性知識，也可以看到普世價值。
在宗教證驗上：《玉歷寶鈔》為了獲得布化的勸善效應，在圖／文之後
都附上善、惡的實例，每例均標明時地、人物及事蹟。規範文本為第一
層詮釋，而提供例證則為第二層詮釋，此一作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信。
在心理原型上：不管是病入或夢入，多少會與瀕死經驗有關，差別只在
時間久暫，其經驗在醫學上引發複雜的反應，到底是靈魂脫離身體？抑
或腦部諸般現象之一？無論如何，均可引發探討民族心理的文化原型。

結語：一個民族形式的冥界觀


十王信仰借圖象所傳達的效應
1. 懲罰的教化性（戴氏稱為「逃不了性」）
就像秦檜死後逃不了懲罰，代表奸惡之臣受刑的冥判典型，而佛教
比較重視青堤夫人或郗氏，一為民族情緒的集體反應，一為宗教情
感的共同需求。
2. 超度的解脫性（戴氏稱為「樂觀性」）
道教有救苦天尊、妙行真人，對比佛教的地藏王或觀音菩薩，各敎
各因職司而需求死後的救苦救難，其宗教象徵即是毫光、蓮花及渡
船等，象徵只要懺悔即有受渡／度的可能性。
3. 啟悟的證驗性
從三教的經典教義到民間的勸善讀物，均相信道德倫理的規範性價
值，儒家即以合理主義而偏於人文化；而道佛二教則相信善惡與功
過的關聯性，儘管面對十王信仰的取捨有別、偏重不同，均可容受
《玉歷寶鈔》所附實例，如印證靈魂死後附體如金門小姐、行惡死
後報應成牛的恆春之例⋯，即重在警世的神道、宗教倫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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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耳鳴觀」及其「療方」述論
——以《正統道藏》為對象的討論
楊晉龍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合聘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說明傳統中國道教修行者對「耳鳴」成因及其治療方法的實際
內容。因而以《正統道藏》著錄書籍涉及「耳鳴」論述的相關文獻為對象。透過
電腦搜尋技術的協助，了解《道藏》1476 部中的 22 部有「耳鳴」成因與療方的
相關內涵，其中 17 部討論「耳鳴」的診斷，總結導致「耳鳴」的有 17 種成因；
11 部提供治療「耳鳴」的療方，總共有 26 種治療方式。研究所得有助於了解並
說明道教修行者對「耳鳴」成因的認知，以及治療方法的內容。這些成果除有助
於對道教修行者的耳鳴觀與治療方法的確實認知之外，同時還有助於對道教醫療
觀的了解。因而對於道教相關研究者、傳統中醫研究者，以及宗教研究者，或當
可以提供部分值得參考且有效的實證性研究資訊，此即寫作本文的學術意義與價
值所在。
關鍵詞：道教

耳鳴

療方

道藏

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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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會的構成來自許許多多人類的集合，沒有人就沒有社會可言，社會的出現
依附於人類，但人類自然不是理所當然就存在，任何一位人類都必須經歷「生」
的階段，「生」基本上就是一個「從無變有」的奇蹟式創發性變動。然而依照現
在了解的一般正常性時間運作法則，既有「開始」必然就有「結束」
，是以有「生」
自然也就有「死」
，
「死」是一種「從有化無」的「毀滅性」過程。就生命體的本
體而論，無論生或死，絕對都是一件「驚天動地」的重大事件，莊子（約前 370-287）
所以要藉孔子之口說「死生亦大矣！」1 原因當即在此。人們既不能真正探知生
命的本源從何而來？同樣不知道生命最終歸向何處？在正常情況下，幾乎完全無
法知道生命的終結會在何時發生？會以何種形式終結？春秋時代宋國的宋元公
（前？-517，前 531-517 在位）會有「死亡有命」之言，2 管仲（前 720-645）與
孔子（前 551-479）均有「死生者，命也」之論，3 子夏（前 507-？）也傳述孔
子「死生有命」之言，4 這類發言，或者正是在面對此種純粹不可預知現象的一
種莫可奈何的解讀回應。
面對正常情況下必然出現的「死」，傳統中國非宗教性的典籍，大致都會以
一種「必然」且「坦然」的心態直接面對，例如：生存於西元前 2-3 世紀的劉邦
（前 256？-195，前 202-195 在位）在疾病明顯沉重的狀況下，依然拒絕接受醫
療，同時還有「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之論，5 四百年之後的祝恬（？-160）
在重病之際，同樣也有「死生，命也，醫藥曷為」之說，6 直到 18 世紀的慵訥
居士依然認為「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
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7 所謂「命」代表著一種無法改變的「定論」，
這可以借用西元前 1 世紀的揚雄（前 53-後 18）所謂「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
也」的觀點來說明，揚雄同時還確定「命不可避也」，若是「可以存亡，可以死

1

[周]莊周著，[晉]郭象注：
《莊子注．德充符》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
，卷 2，頁 20；
〈田子方〉
，卷 7，頁 28。[漢]高誘注：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
（
《四
庫》本），卷 7，頁 7。本文來自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均簡稱「《四庫》本」。
2
[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
《左傳注疏．昭公 20 年》
（《四庫》本），卷 49，
頁 13；〈昭公 21 年〉，卷 50，頁 5。
3
[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先職覽．知接》（
《四庫》本），卷 16，頁 9 。[周]荀況著，[唐]楊倞
註：
《荀子．宥坐篇》
（
《四庫》本）
，卷 20，頁 6。[漢]劉向：
《說苑．雜言》
（《四庫》本）
，卷 17，
頁 10。
4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顏淵》（
《四庫》本），卷 6，頁 25-26。
5
[南朝．宋]裴駰：
《史記集解．高祖本紀》（
《四庫》本），卷 8，頁 31。
6
[漢]應劭：
《風俗通義．窮通》（
《四庫》本），卷 17，頁 10。
7
[清]慵訥居士：
《咫聞錄．醫者》
（[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劉俊文策畫：
《中國基本古籍庫》
（北
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卷 8，總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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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非命也。」8 可見劉邦等三人都是抱持著一種難以反抗而「順其自然」且「必
然」的「死亡觀」。傳統中國形成此種「自然且必然死亡觀」的思想淵源，西元
前 6 世紀的晏子（前 578-500）和西元前 4-5 世紀的列子（前 450-375 前後）的
觀點，或者可以提供部分的答案。晏子說「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
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悲老而哀死。」9 又說：「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10 列子則在徵引晏子之論後發言說：「晏子曰：『善
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為
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11 人的生死既然如揚雄所說是上
帝的「非人為」安排，既然如列子所說「生是出外，死是歸家」，同時也如晏子
所說是「物有必至，事有當然」的絕對過程，自然不能反抗也無從反抗，因此也
僅能順其自然。從管子、晏子、孔子、列子、劉邦、揚雄、慵訥居士等等的發言，
可見傳統中國社會的一般人，至少在西元前 7-8 世紀時，就已對「死亡」之事「認
命」了，正由於此種對死亡的「認命」心態，因而對於疾病的醫療，固然不會完
全拒絕，但也不會太過積極，這也就是劉邦、祝恬和慵訥居士等，認為醫療行為
並不能改變「死生」之「命」的原因，因為都認定這並非人為可撼動的事情。
傳統中國社會的一般群眾，固然對「死」很早就「認命」，但同樣也有一些
人並不如此的「認命」，認為人原本就來自於自然，本質上就與自然合一，因此
只要方法正確，信心堅定，努力不懈，排除不必要的欲望，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擾
影響，經常保持身心的平衡，則「壽可延而仙可期」
，12 甚至還可能達到「童蒙
回為孩嬰生，與天同壽與日併」，13 既健康且青春永駐的「長生」甚至「永生」
的目標。14 這也就是一般所稱漢代及其前的「神仙家」
，這就是許慎（58-148）
15
所稱「變形而登天」的「仙人」或「真人」
， 此一「但求長生不死」的「神仙
16
之教」， 漢代以後即融入道教，成為道教傳統組成的重要內涵。
道教修行者由於對人類生命的存亡，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因而拒絕接
8

[漢]揚雄撰，[晉]李軌等注：《揚子法言．問明篇》
（《四庫》本）
，卷 5，頁 5。
[晉]潘安仁：
〈秋興賦〉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臨遠而悼近。」李善《注》引《晏子春秋》，
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
（《四庫》本），卷 13，頁 6。
10
[周]晏嬰：
《晏子春秋．諫上》《四庫》本），巻 1，頁 15。
11
[周]列御寇著，[晉]張湛注，[唐]殷敬慎釋文：
《列子．天瑞》（
《四庫》本），卷 1，頁 11-12。
12
[明]高濂：
《遵生八牋．龍虎合配五氣丹法》（
《四庫》本），卷 17，頁 36。
13
[宋]張君房：《雲笈七籖．存思》（
《四庫》本），卷 42，頁 24。
14
筆者曾經透過電腦搜尋，發現《四庫全書》收書 3503 部 79337 卷，出現「長生」的詞彙 12019
次；《大正新脩大藏經》收書 3053 部 11970 卷，出現「長生」的詞彙 396 次。
《正續道藏》收書
1476 種 5485 卷，出現「長生」的詞彙 9463 次。從書籍數量或卷數的比例來看，即可發現《正
續道藏》出現「長生」詞彙次數的比例遠高於《四庫全書》與《大正新脩大藏經》
，若是將《四
庫全書》後於《道藏》的書、道教著作及負面批判「長生」等資料排除，兩者差距更大。從道教
修行者的著作高頻率使用「長生」的實際表現，當可部分證明道教修行者對「長生」的重視度，
遠高於傳統儒家學者與佛教修行者。
15
[漢]許慎撰，[宋]徐鉉増釋：《說文解字．真》（
《四庫》本），卷 8 上，頁 12。
16
[清]黄宗炎：《圖學辯惑．太極圖説辯》（
《四庫》本），頁 5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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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般人認定無法避免的「死亡」，於是為了不對「死亡」妥協，為了保持「生
命」的活力、
「長生」甚至「永生」的「基本人權」
，因此就開發出許多透過「養
生」和「保生」以達成「長生」或「永生」的種種積極與消極的手段或技術。
「養
生」或「保生」從積極的角度而論，就是要能有效且確實的長養並助長生命的潛
在活力，就消極的角度而論，首先就要消除那些阻礙「長生」修行的障礙。就道
教修行者的認知而言，這類阻礙修行者達成「長生不死」或「永生長存」目標的
內容，大致上可以歸納為生理上的疾病與心理上的欲望等兩大類。道教修行者為
了消除這些「長生」或「永生」的阻礙，因此或吸收前代的修行典範、或根據扶
乩的指示、或根據自身經驗等等，提出許多醫治疾病、治療心疾等的方法與技術，
這類的技術與方法主要包括藥物服食與修行技術等兩大類，例如：服八石丹「三
兩為一劑服之，二兩、三兩，百鬼惡神不敢近人；五兩，五臟六腑變為金花，名
紀玉府，長生無死。」17 服紫芝「老化為童子，女人亦可服此芝者，司命太一
遣仙官下迎之，壽與天同。斫刺不入，火燒不燥，溺水不濕，五毒遠之，邪鬼避
之，不知飢渴。」18 這是關於藥物服食的部分。另外再如：「旦將起，暮將臥，
更急閉兩目，以舌反向喉中，咽液三過，急以手按此三處，各九過，陰按之勿舉
手也，以為常，令人長生無死，降靈徹視，塞滅萬鬼之道。」19 「太極上法，
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
矣。」20 這些是關於修行技術的部分。
傳統中國的學者或宗教信眾，自然也不是不重視現實的健康與生存，但道教
修行者由於積極追求「長生」或「永生」，因而對「養生」與「保生」等的重視
與需要，相對來說確實比較積極慎重，因而道教修行者對於如何保持人類生理與
心理的健康，消除那類影響人類身心健康的疾病等等，自然要比其他傳統學者或
宗教信眾更為用心、更為深入，在如此積極投入的前提下，自然也就能夠注意到
某些未曾被注意到的健康問題，以及開發出許多消除或解決所有被認知到，有礙
健康的心理欲望與生理疾病等修行的技術與服食的療方，其中對治生理疾病的服
食療方與針灸技術，有一部分與傳統的「中醫」重合，因此現代研究者大致上都
將這部分歸入「傳統中醫」的範圍，很少研究者在意這類歸入「中醫」的療方，
事實上是來自道教修行者提供的成果，例如「養生」明明是道教修行者重視且執
行的理念，卻經常被歸入「中醫」的理念之類，道教修行者提供的疾病療方，有
一部分超出傳統中醫與現代人的知識範圍，因而無法歸入傳統中醫的領域，這方
面大致上都會被歸入毫無療效的範圍，因此幾乎沒有受到現代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即使是道教的研究者也很少加以關注，但這些資源既然曾經是道教內涵與歷史的
17

《太清石壁記》
，[明]張宇初等編：
《正統道藏》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上海涵芬樓
影印本），第 31 冊，頁 547-2。下文稱「
《道藏》本」。
18
《上清明鑑要經》
（《道藏》本）
，第 48 冊，頁 92-2。
19
《洞真西王母寶神起居經》（
《道藏》本），第 56 冊，頁 277-2。
20
[梁]陶弘景：《真誥．協昌期》
（《四庫》本）
，卷 10，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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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則無論這些資源對現代人是否具有意義或價值，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論，
當然也就具有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一般來說，學術研究既可以是一種「作者已死」
的「現代詮釋」的學術內涵創發性研究，同時也可以是一種「尊重作者」的「歷
史了解」的學術發展認知性研究，道教修行者提供的某些醫療資源，或者對現代
人意義並不大，但就道教本身及其醫療內涵的歷史認知，自然就理所當然地具有
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基於前述的基本認知，並從「歷史了解」的學術發展認知立
場，因此選擇得病者眾多，21 但即使處在醫療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卻依然無
法有效確實了解疾病成因，同時也無法有效治療痊癒，22 耳鼻喉科醫師公認最
難醫治的三大難題（耳鳴、耳聾、眩暈）之首的「耳鳴」之病，23 當作觀察探
討的對象，用以了解道教修行者如何看待「耳鳴」之病，以及提出何種療方？研
究目的乃在歷史的了解，並非現代意義內涵與價值的詮釋，因此雖也會與現代學
者的研究成果有所連結，但並不特別討論道教修行者所提「耳鳴」療方的有效或
無效等醫療實效的判斷問題；再者道教修行者提出「耳鳴」成因的用詞，本文並
不會進行現代意義的解說，因為這牽涉到許多傳統中醫用詞的現代解說，遠非筆
者知識所能顧及故也。
由於「耳鳴」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困擾許多人的疾病，同時即使已經到二十一
世紀的今天，卻無論中西醫都依然沒能提出確實有效解決的治療方法，是以涉及
「耳鳴」成因與療方的研究探討，無論在臺灣、24 大陸、25 日本，26 都有相當
多的研究成果，不過觀察這些研究成果，雖然有部分屬於中醫方面的討論，27 但
21

許程傑和黃啟原認為「耳鳴在成年人中盛行率高達 10-15%」
，許程傑、黃啟原：
〈耳鳴的治療
趨勢簡介〉，
《臨床醫學》第 74 卷第 4 期（2014 年 10 月），頁 248-251。余昊璋則說「臨床統計
17~20%的成人有耳鳴」，余昊璋：《西藥結合中藥複方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慢性耳鳴．摘要》
（臺中：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22
沈蘊之、吳建東即認為：
「耳鳴是耳鼻喉科常見的難治疾病之一，目前沒有西藥治療耳鳴被公
認有效。」沈蘊之、吳建東：〈中醫治療耳鳴之病例報告〉，
《北臺灣中醫醫學雜誌》第 8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57-67。黃啟原等也說「多年的經驗卻發現很多慢性耳鳴患者存有許多未
被察覺的生理性障礙」
、
「新的耳鳴治療思維中，除正確解釋外，更在於尋找潛藏的病因，矯治可
以改變的因素，以期恢復耳鳴的管控並容許管控得宜的耳鳴存在，這就是第四代耳鳴治療的新觀
念與新分類。」顯然不了解的問題還是很多。黃啟原、賴仁淙、馬鑫：〈耳鳴臨床診療的新觀念
與分類〉，
《臺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雜誌》第 51 卷第 2 期（2016 年 4-6 月），頁 69-74。
23
劉蓬說：
「迄今為止，對耳鳴的發生機制依然未能得到滿意的解釋，因而臨床上對于耳鳴患者
雖有多種處理辦法，但依然缺乏公認有確切療效的治療手段。耳鳴已經成為長期困擾著醫生和患
者的一種頑癥，成為耳科三大難題（耳鳴、耳聾、眩暈）之首。」劉蓬：《耳鳴中醫辨證客觀化
的應用基礎研究．摘要》（廣州：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耳鼻咽喉科學博士論文，2005）。
24
以「耳鳴」為標題，進入臺北《國家圖書館》相關網站搜尋，結果是：單篇論文有 93 篇
（1951.06-2017.05）；學位論文有 34 篇（2003-2018.07）等。2018 年 11 月 1 日搜尋。
25
以「耳鳴」為標題，進入 CNKI《中國知網》搜尋，結果是：單篇論文 3570 篇（1977.06-2018.10）、
博士論文 15 篇（2000.10-2018.05）、碩士論文 207 篇（2001.05-2018.06）等。2018 年 11 月 1 日
搜尋。
26
以「耳鳴」為標題，進入日本 CiNii Articles《日本の論文をさがす》搜尋，結果是：單篇論文
1846 篇（1889-2018.08）、博士論文 49 篇（1954-2014）。2018 年 11 月 1 日搜尋。
27
如：[日]猪健志：
《漢方薬の慢性耳鳴に対する有効性の検討》
（神奈川：北里大学醫學博士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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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發現有涉及「耳鳴」治療與道教關聯性的討論，是以無法從中獲取與本文
研究相關成果內容的有效協助。
本文以《正續道藏》
（以下簡稱《道藏》
）收錄的文獻為對象，探討說明傳統
中國道教修行者對於「耳鳴」成因及其治療方法的相關意見。將先透過電腦網路
資料庫的搜尋，28 取得基本資料後，再以「外部研究」的立場，進行實際的歸
納與說明，希望有助於對道教修行者耳鳴觀及其療法的認知，研究目的在於歷史
性的了解及說明，因此排除與現代醫學觀的比較討論。研究進行的程序，除「前
言」外，首先將整理說明《道藏》文獻關於「耳鳴」成因的意見；其次歸納討論
《道藏》文獻治療「耳鳴」的方式；最後統整分析研究所得的學術意義與價值。

二、「耳鳴」的成因述論
清朝時期由於歐美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強權的無端侵略及爾後戰爭等的肆虐
破壞，導致許多傳統中國大型的文化資產，慘遭毀滅的命運，《道藏》是其中比
較幸運而能留存下來的重要文化資產。根據前人等的統計，
《道藏》總共收書 1476
種 5485 卷，29 經由電腦搜尋技術的協助，發現其中出現「耳鳴」相關內容者，
若依照原書出現時間早晚的次序排列，則最早的是源自於周秦時期的《黃帝素問
靈樞集註》，最晚的是明朝的《諸神聖誕日玉匣記等集》，總共有 31 部，唯其中
有部分僅是行文中提及「耳鳴」現象，或告知出現「耳鳴」，可能隱藏的健康或
危及生命的風險等等，並未實質涉及「耳鳴」成因與治療的討論，這類不涉及本
文研究內容而徵引「耳鳴」一詞的專著有《易林》
、
《上清三真旨要玉訣》
、
《靈信
經旨》
、
《太上感應篇》
、
《法海遺珠》
、
《道法會元》
、
《徐仙真錄》
、
《洪恩靈濟真君
靈籤》
、
《諸神聖誕日玉匣記等集》等 9 部，是以書中確實論及「耳鳴」成因與療
方的文獻，實際則有 22 部，下文即以這 22 部專著為對象，觀察說明道教修行者
認知的耳鳴成因，以及分析探討道教修行者提供了那些療方。
道教典籍論及「耳鳴」成因的專著，若依照書籍大致集結成書的時代，30 最
早出現的典籍是周秦時期《黃帝素問靈樞》
，認為「耳鳴」的成因，或者是「心
脈……微澀為血溢，維厥耳鳴。」由於「心脈微澀」導致血液的流動受到阻塞，

文，2013）
。沈蘊之、吳建東：
〈中醫治療耳鳴之病例報告〉
。余昊璋：
《西藥結合中藥複方柴胡加
龍骨牡蠣湯治療慢性耳鳴》
。杜萬銀：
《古今文獻中針灸治療耳鳴耳聾的處方整理及取穴規律的研
究》（濟南：山東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碩士論文，2011）；盧兢哲：《基于中醫養生理念指導的
生活方式調整對耳鳴療效的影響》
（廣州：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五官科學博士論文，2017）等。
28
本研究使用搜尋的文獻資料庫為：http://hanji.sinica.edu.tw/：
《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臺北：中央研究院，1984-2016）。
29
如：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蕭登福：《正統道藏提
要》（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等。
30
本文關於《道藏》諸書的成書年代，主要依據蕭登福《正統道藏提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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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順暢，因而造成耳鳴。再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而
「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因此「胃中空」也是造成「耳鳴」的原因。三則「髓
海不足，則腦轉耳鳴。」髓海指的是大腦，或指腦力不足導致「耳鳴」
。31 統合
《黃帝素問靈樞》的觀點，以為造成「耳鳴」的成因有三：心脈微澀、胃中空與
髓海不足。
大致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素問》說「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
之所生也。」又說「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徵引《黃帝素問靈樞》
「髓
海不足，則腦轉耳鳴」之論；又說「食減口爽，風行大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
又說「三之氣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又說「民病胃脘，當
心而痛，上支兩脅，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又說「厥
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又說「（氣）客勝則耳鳴掉眩，甚
則欬。」32 統合《黃帝內經素問》的觀點則引發「耳鳴」的成因有：病胃脘、
陽氣盛「陰氣勝、風行虛等。
大約晉代成書的《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說：
「頭有九宮。……左右
耳守寸，……紫戶大神……青房大神……手執流金火鈴守寸… … 守寸二大神，
唯聽九宮中真官在九宮內者出入耳目，上帝信命及玉童靈真往來詣帝軒，二大神
聽以進，其餘非真，此二大神皆不聽進以前也。……於是赤子帝君，乃命兩耳神
嬌女、雲儀，使引進之，故人覺耳鳴者，外使入也。雲儀時扣磬鐘以聞九宮，使
知外人來，入令警備也。磬鐘者，是今耳鳴之聲音也。」33 「耳鳴」的成因有
二：一是外使入耳；一是雲儀敲鐘。大約同時代及時代稍後的《洞真太上道君元
丹上經》
、34 《上清素靈上篇》
、35 《三洞樞機雜說》
，36 以及宋代張君房（1000
前後）
《雲笈七籤》、37 曾慥（？-1164？）
《道樞》，38 這些書中均出現有相同的
觀點。
南北朝時期南朝梁陶弘景（456-536）的《上清握中訣》認為「若忽耳鳴者，
是他鬼邪欲入，故守寸三神，令耳神嬌女、雲儀，磬鐘警備也。」39 其中「雲
儀敲鐘引發耳鳴」的觀點，雖與《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相近，但卻認為
是因為「鬼邪欲入」耳目之故，是以「鬼邪欲入」是造成「耳鳴」的主因。
31

[宋]史崧釋音：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
（《道藏》本）
，第 36 冊，頁 262-1；頁 302-1；頁 306-1。
[唐]王冰：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
（
《道藏》本）
，第 35 冊，頁 740-2；頁 827-2；頁 832-1。
第 36 冊，頁 122-1；頁 146-2；頁 164-1；頁 189-2；頁 199-2。
33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道藏》本）
，第 56 冊，頁 193-2。
34
《洞真太上道君元丹上經》（
《道藏》本），第 56 冊，頁 520-2。
35
《上清素靈上篇》
（《道藏》本）
，第 57 冊，頁 47-1。
36
《三洞樞機雜說》
（《道藏》本）
，第 31 冊，頁 99-1。
37
[宋]張君房：
《雲笈七籤》
（
《道藏》本）
，第 37 冊，頁 630-2。頁 606-1 有「所以耳鳴者，神亡
之故也」一段，
「耳鳴」實是「耳聾」之訛。見《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
《道藏》本）
，第
56 冊，頁 193-2。《上清修行經訣》（
《道藏》本），第 11 冊，頁 419-1 等處。
38
[宋]曾慥：
《道樞》
（《道藏》本）
，第 35 冊，頁 256-1。
39
[南朝．梁]陶弘景：
《上清握中訣》（
《道藏》本），第 4 冊，頁 269-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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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唐代的《天老神光經》
，以為「若目無光，耳無故鳴，坐者急起，行
者急走，有人欲來相害，是為精魄藏耳。」40 認為引發「耳鳴」的原因，在於
本來應該「藏於口」的「精魄」
，沒有藏入該藏之處，卻藏錯地方，導致「耳鳴」，
所以「自己的精魄藏耳」，也是引發「耳鳴」的原因。
成書於唐朝的《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說「中尸彭瓆……穿鑿人齒，日
夜尅害人五臟六腑，成諸疾病，……耳鳴虛汗，為事恍惚，白日昏沉。」又說「赤
蟲，令人無氣虛憊，腰重眼昏，兩耳鳴聾，陰痒盜汗。」41 指出三尸內的「中
尸彭瓆」、九蟲中的「赤蟲」等，均是引發「耳鳴」的成因。
成書於唐朝的《四氣攝生圖》說「肝氣逆，則頭痛耳鳴，惛惛多睡。」又
說「腎有病……喘咳盜汗，耳鳴隔氣，食不下。」42 認為「肝氣逆」和「腎有
病」都能導致「耳鳴」之病。
唐代孫思邈（581-682）《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除有與《黃帝素問靈樞》
相同的「心脈……微澀為血溢，維厥耳鳴」之論外，還提到「肺與大腸俱虛」則
「病苦耳鳴嘈嘈。」又說「腎病則骨極……耳鳴色黑，是骨極之至也。」也提到
「凡人身體患熱，當風取涼，風入骨解中，風熱相搏，便成附骨疽，其候嗜眠沈
重，忽忽耳鳴。」43 亦即孫思邈認為：心脈微澀、肺與大腸俱虛、骨極腎病、
當風取涼等，均為導致「耳鳴」的原因。
成書於晚唐的《素問六氣玄珠密語》徵引同意《黃帝內經素問》
「食減口爽，
風行大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之說，44 亦即同意「風行大虛」導致「耳鳴」
的觀點。
北宋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則認為「少陽所至，為嚏嘔、瘡瘍、喉
痺、耳鳴、嘔涌，溢食不下。……此六氣之為病也。」45 認為「六氣之病」中
的少陽之病會引發「耳鳴」之症。
宋末李景元《淵源道妙洞真繼篇》謂「腎氣不足，則厥腰背冷、胷中痛，
耳鳴若聾，是為腎氣之虛也。」46 亦即腎氣不足的「腎虛」是引發「耳鳴」的
原因。
元代成書的《修真十書》說：
「腎為水病主生門，有疾尫羸氣色昏，眉蹙耳
鳴兼黑瘦。」47 認為「腎病」是導致「耳鳴」的成因。

40

《天老神光經》（
《道藏》本），第 31 冊，頁 381-2。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
《道藏》本），第 31 冊，頁 433-1；頁 435-2。
42
《四氣攝生圖》（
《道藏》本），第 29 冊，頁 18-1；頁 23-2。
43
[唐]孫思邈：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
《道藏》本）
，第 44 冊，頁 418-2；頁 543-1；頁 611-2；
頁 712-2。
44
《素問六氣玄珠密語》（
《道藏》本），第 36 冊，頁 463-2；頁 467-1；頁 469-1。
45
[宋]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道藏》本），第 36 冊，頁 433-1。
46
[宋]李景元：《淵源道妙洞真繼篇》（
《道藏》本），第 34 冊，頁 99-2。
47
《修真十書》
（《道藏》本）
，第 7 冊，頁 518-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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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成書的《道法會元》說「心驚懾而耳鳴，則霹靂殺伐。」48 認為「心
驚懾」可以引發「耳鳴」
，所以「心驚」是導致「耳鳴」的原因。
《道藏》收錄書籍內涉及「耳鳴」成因觀點者，經由實際的搜尋歸納，共
有：《黃帝素問靈樞》
、《黃帝內經素問》、《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洞真
太上道君元丹上經》
、
《上清素靈上篇》
、
《三洞樞機雜說》
、
《上清握中訣》
、
《天老
神光經》
、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
、
《四氣攝生圖》
、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
《素
問六氣玄珠密語》
、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
《雲笈七籤》
、
《道樞》
、
《淵源道妙洞真
繼篇》
、
《修真十書》
、
《道法會元》等 17 部，統合此 17 部關於造成「耳鳴」原因
的觀點：首先，就生理方面的觀察而言，則若腦、心、腎、肝、胃、肺等出現問
題，還有陽氣盛、陰氣勝、風行虛、少陽病等症狀，以及「當風取涼」的行為，
都可能導致「耳鳴」
，這是屬於生理上導致「耳鳴」的成因。其次，就非生理方
面的原因觀之，則有：外使入耳、雲儀敲鐘、鬼邪入侵、精魄藏耳、中尸入侵、
赤蟲入侵等等，同樣都會引發「耳鳴」的症狀。以上即是《道藏》收錄書籍認定
出現「耳鳴」症狀的原因。以下接著討論解決或消除「耳鳴」的療方。

三、「耳鳴」的治療方式
傳統中國社會中，極度重視「保生」與「養生」的道教修行者，既然發現對
於「成仙」
，進而獲得「長生」甚至「永生」等修行的阻礙，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理所當然會想盡辦法予以解決排除，諸家確實針對「耳鳴」提出解決或消除方法
者，同樣依照成書的大致年代先後排列述之。
《黃帝素問靈樞》治療「心脈微澀」等導致「耳鳴」的方法是「耳鳴取耳前
動脉，……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足髀不可
舉，側而取之。」
「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49 主要是透
過「針灸」進行治療。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等書對治「外使入耳」和「雲儀敲鐘」導致
「耳鳴」的方法是：
「精思念太一真君，反迷還專真心。」
「錯手掩耳而咒曰：
『赤
子在宮，九真在房，請聽神命，永察不祥，太一流火，以滅萬殃。』咒畢，以手
拍耳門二七遍畢，當覺面熱，即佳候也。」50 主要是專心致志，敦請神明，協
48

《道法會元》
（《道藏》本）
，第 49 冊，頁 450-1。
[宋]史崧釋音：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
（《道藏》本）
，第 36 冊，頁 298-2；頁 302-1；頁 302-2。
50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
《道藏》本）
，第 56 冊，頁 193-2。
《洞真太上道君元丹上經》
（《道藏》本）
，第 56 冊，頁 520-2。
《上清素靈上篇》
（《道藏》本）
，第 57 冊，頁 47-1。[南朝．
梁]陶弘景：
《上清握中訣》
（《道藏》本）
，第 4 冊，頁 257-1；頁 269-2。
《上清修行經訣》
（《道藏》
本）
，第 11 冊，頁 419-1。
《三洞樞機雜說》
（
《道藏》本）
，第 31 冊，頁 99-1。
《上清修身要事經》
（《道藏》本）
，第 55 冊，頁 30-2；頁 31-1。[宋]張君房：
《雲笈七籤》
（
《道藏》本）
，第 37 冊，
頁 605-2；頁 606-1；頁 630-2。
49

9

19

楊晉龍

助排除。
東晉葛洪（283-343）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引《楊氏產乳方》
「療耳鳴無晝夜」
之症曰：
「烏頭燒作灰，菖蒲等分為末，綿裹塞耳中，日再用效。」51 這是使用
外用塞劑治療。
《天老神光經》對治「精魄藏耳」引發的「耳鳴」之法是：「凡人耳鳴，聞
呌喚啼呼及雷鼓聲，若鼻中聞臭氣，腥而並凶，可齋誡沐浴，暮向本星，禹步三
呼曰：
『巨門神子、輕門神子、祿存子、戶錯子、衡不云子、霸治子、大櫃子。』
常以此法言，無殃矣。」52 這是呼喚神明，協助解厄之法。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治療「中尸入侵」引發的「耳鳴」之方是：「恬
淡五情，服丹餌栢，無能為害，當免形腐。」治療「赤蟲入侵」引發的「耳鳴」
之方是：
「宜先餌鎮心砂、安魂藥、補虛丹，固閉二門，使榮衞交通，蟲自消化，
免形骸枯損矣。」53 主要是保持心情平靜的修行方式，並服食藥物治療。
《四氣攝生圖》治療「肝氣逆」導致的「耳鳴」的方法是「可用噓以去之。
平旦叩齒九通，以鼻引清氣，輕噓三十六遍，以治肝之一切煩熱。」解決「腎有
病」引發的「耳鳴」的方法是「可用吹以去之。平旦叩齒九通，以鼻引清氣，輕
吹三十六遍，以去腎之一切邪氣，過多亦損。」54 一用「噓法」治療、一用「吹
法」治療，兩者都是一種修行除病的技術性方法。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提供「當風取涼」導致的「耳鳴」
，可以「服
漏蘆湯；服五香連翹湯方」的療法之外，還提供許多治療「耳鳴」之症的內服、
外用藥方及針灸方：
（一）內服藥：
（1）
「治腎熱面黑目白、腎氣內傷耳鳴、吼鬧
短氣、四肢疼痛、腰背相引、小便黃赤方。日三更服一劑。」（2）「治腎虛寒，
腰脊苦痛、陰陽微弱、耳鳴焦枯方。酒服方寸匕，日再。」
（3）
「治勞聾、氣聾、
風聾、虛聾、毒聾、久聾、耳鳴方。服十五丸，日三加至三四十丸止。皆緣腎虛
耳，故作補腎方。」
（4）
「芎藭酒，治腦風……耳鳴。」
（5）
「治中風、心氣不足、
驚悸、言語謬誤、恍惚憒憒、心煩悶、耳鳴方。每服八合，人羸服五合，日三夜
一。」
（6）
「三黃湯：治骨極，主腎熱病，則膀胱不通、大小便閉塞、顏色枯黑、
耳鳴虛熱方。分三服。」（7）「腎瀝湯：治虛勞損羸乏欬逆短氣、四肢煩疼、腰
背相引痛、耳鳴面黧黯、骨間熱、小便赤黃、心悸目眩，諸虛乏方。分三服，可
常服之。」（二）外用藥（耳塞劑）：（1）「治耳鳴聾方。旦以綿塞耳孔。」（2）
「治耳鳴水入方。綿裹內耳中，日三旋，旋和用。」
（3）「治耳鳴如流水聲、不
治久成聾者方。內耳中，日一易，不過三日愈。」
（三）針灸法：
（1）
「前谷後谿
主耳鳴。」（2）「偏歷，主癲疾多言、耳鳴口僻。」55 總共 7 種內服湯藥，3 種
51
52
53
54
55

[晉]葛洪：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道藏》本）
，第 55 冊，頁 613-1。
《天老神光經》（
《道藏》本），第 31 冊，頁 382-1。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
《道藏》本），第 31 冊，頁 433-1；頁 435-2。
《四氣攝生圖》（
《道藏》本），第 29 冊，頁 18-1；頁 23-2。
[唐]孫思邈：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
《道藏》本）
，第 44 冊，頁 238-2；頁 239-1；頁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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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塞劑，2 種針灸法。
宋代寇宗奭（1110 前後）
《圖經衍義本草》引《千金方》
「治耳鳴如流水聲。
塞耳，旦易夜易，不過三日愈」的外用藥；引《楊氏產乳》「療耳鳴無晝夜。綿
裹塞耳中，日再用，効也」的外用藥；引《雷公》「猪腎空心喫，治耳鳴」的療
方；引《藥性論》「山茱茰，療耳鳴」之方。56 寇宗奭提供了 2 種內服藥方，2
種外用塞劑，用以治療「耳鳴」。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提供了〈安耳鳴法〉
：
「若耳鳴不止者，當心
咒曰：『神在！神在！神在！』」57 這是請念咒安心神之法。
《淵源道妙洞真繼篇》對於因為腎氣不足「腎虛」而引發「耳鳴」的療方是
「養生之方，在乎調氣。」58 強調「調氣」以補「腎氣之虛」。
《修真十書》針對「腎病」引發「耳鳴」的療方是：「腎吹氣」之法，以為
「吹之邪妄立逃奔。」59 此書的「吹氣」之法，實即《四氣攝生圖》的「吹法」
，
屬於修行除病的療法。
前述《黃帝素問靈樞》
、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
《天老神光經》
、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
、
《四氣攝生圖》
、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
方》
、
《圖經衍義本草》
、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
、
《淵源道妙洞真繼篇》
、
《修
真十書》等 11 部書，即是《道藏》收錄的提供有治療「耳鳴」之方的道家修行
者之著作，這些著作提供了 10 種內服湯藥之方、5 種外用塞劑的療方、4 種修行
除病的方法、4 種針灸方式、3 種念咒安神的療病方式等，提供了總共 26 種對應
不同原因造成「耳鳴」的療方，這不僅是道教修行者「保生」與「養生」的資源，
同時也是傳統中國醫療上重要的資源。

四、結論
就現在所知的人類歷史而言，在避孕技術不發達的年代，出生，無論是母體
或嬰兒，都不是志願選擇的結果。即使到母體具有選擇生或不生的二十一世紀，
對出生的嬰兒而言，依然還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非志願性結果。當嬰兒莫名其妙的
出生之後，在一般正常情況下，接著就莫名其妙的要面臨死亡消失的必然性過程。
比較理性的看待人類的生命歷程，根本就是一個莫名奇妙出現、莫名其妙消失的
莫名其妙的過程，出生就是死亡的開端，人生就是一種等待死亡的必然性悲慘歷

頁 243-2；頁 436-2；頁 467-2；頁 611-2；頁 619-1；頁 712-2。第 45 冊，頁 153-2；頁 171-2。
56
[宋]寇宗奭等：《圖經衍義本草》（
《道藏》本），第 29 冊，頁 392-1；頁 393-2；頁 479-2；頁
557-2。
57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
《道藏》本），第 48 冊，頁 341-1。
58
《淵源道妙洞真繼篇》（
《道藏》本），第 34 冊，頁 99-2。
59
《修真十書》
（《道藏》本）
，第 7 冊，頁 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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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面對這種莫名其妙而生、莫名其妙而死，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悲觀消極性
人生，於是就有許多具有大智慧的聖賢，針對生命的來去與存在的價值做出解釋。
理性的觀察歷史上這些大智慧聖賢的種種解說，可以發現大多數聖賢的觀點，主
要都立基在「有生必有死」的「認命」並「接受」的理所當然立場發言，甚至認
定「有生必有死」乃是人為無法改變的「自然規律」
。宋代學者戴侗（1241 進士）
的意見，大致可以如實的表達認同此類「自然規律」者觀點，戴侗說：「死生晦
朔也，壯老盈虧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
北（壯）者之不能不老，老者之不能不死，猶生者之不能不稚，稚者之不能無壯
也。人生百年為大期，稟之厚，養之完，有過其期者矣。稟之薄，養之虧，有不
及其期者矣，安有不死之道乎哉！人之生也，氣稟於天，形受於地，及其死也，
魂氣歸於天，體魄復于土，故陰陽搆精者生之始；形氣判離者生之終，氣升則冺
合于天，其未遽泯也為游魂，形毁則化合于地，其未遽化也為朽胔，氣非形不保，
形非氣不立，安有形氣離而能為人，形氣不離而能升天者哉？《易》曰：『原始
反终』，故知死生之說，神仙之有無，居可知矣。予悲夫怪淫之說，託於虛無以
誑世，雖豪傑之士，往往惑焉，故辨著之。」60 戴侗的說法代表的是眾多接受
「有生必有死」一類自然規律者的基本立場，戴侗特別提出來要辯駁的那類「託
於虛無以誑世」
，因而迷惑眾多豪傑之士的「怪淫之說」
。從客觀的歷史來看，指
的就是那類不接受「必死自然觀」，堅持人類具有自主性與無限可能性，絕不向
規定「生之長短」或「窮通夭壽」的「命」定低頭，61 因而充滿積極性的認定
人必然能夠與天地「長生」同壽的「不死自然觀」者，就傳統中國來說，具備或
提出此種「不死自然觀」的大智慧聖賢，主要的成員就是道教的修行者。
堅持人的自主性，不向「命定」低頭，而以追求「長生」為終極目標的道教
修行者，自然也必須要面對充滿意外的人生，例如種種威脅生命的疾病之類，道
教修行者於是就發明提出許多消除解決疾病的處置方式，這些對治疾病的療方，
有些被紀錄而成書，進而被收錄於《道藏》
。本文觀察歸納《道藏》收錄的道教
修行者之著作，對於「耳鳴」成因的認知與醫治方式的觀點與方法，發現道教修
行者最遲在西元前 8 世紀就已經確診「耳鳴」之症的存在，同時還提供了療治的
方法，隨著時間的變化，道教修行者對「耳鳴」的了解越來越清晰，對於導致「耳
鳴」成因的探索也越來越深入，因而了解「耳鳴」的成因多元多樣，病因不同，
療治之法自然也就有別，因而提供的療治之方也就多元多樣，既有內服藥，也有
外用藥，更有針灸，同時還有修行的技術、修心的法則，甚至還有念咒除災的療
法等等。雖然道教修行者的這些療方，開始很可能僅是為了消除自身或同修在修
60

[宋]戴侗：
《六書故．真》
（《四庫》本）
，卷 8，頁 25-26。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樂記》「性命不同矣」鄭玄《注》：
「命，生之長短也。」
（
《四庫》本）
，卷 37，頁 27。[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
《論語
集解義疏．堯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皇侃《疏》
：
「命，謂窮通夭壽也。」
（《四庫》本）
，
卷 10，頁 2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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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際遇到的障礙，但將這些療方公開之後，則也就在無形中幫助一般大眾消解
同樣的疾病侵襲，因而獲得生命的保障；甚至道教修行者追求「長生」而創發的
種種修行上的強調與要求，同樣也被中醫界與一般群眾吸收，因而對傳統中國社
會整體國民健康的養護，形成相當深入且重要的實質影響，這種「我雖不為伯仁，
伯仁卻因我而生」的積極性外溢效果，當該就是道教追求「保命長生」的修行者，
送給傳統中國整體社會的禮物，同時也是道教追求「保命長生」修行者對整體中
國社會最實質的貢獻。
道教修行者被收錄在《道藏》中有關「耳鳴」成因的診斷與治療的相關方式，
經由實際的統整歸納等功夫，大致可以獲得如下的結果與結論：
首先，傳統中國群眾固然多數接受「有生必有死」的毀滅性自然生命觀，但
依然有許多相信人類具備無限潛能，因而不認命、不妥協、心志特別堅定的道教
修行者，確認人類能透過修行的方式與大自然共存而不亡，因而主張「長生」甚
至「永生」的永存性自然生命觀，這些追求長壽永生的道教修行者，為了更容易
達成永生的目標，因而特別注意探索修行過程中可能出現或遇到的障礙，例如種
種危及生命的內外在行為與疾病之類，在探索了解的過程中，同時也因應種種的
障礙而提出解決的不同方案。在此前提下，道教修行者因而對人體健康的關注與
疾病的瞭解與治療，就顯得特別重視。本文因此選擇至今在醫療上，對成因依然
眾說紛紜，治療更是多元的「耳鳴」之症為觀察對象，以《道藏》收錄的文獻為
根據，考察說明道教修行者的「耳鳴」成因觀及療方等的實質內涵。
其次，《道藏》收有相關專著 1476 部，文中出現「耳鳴」一詞者有 31 部，
確實論及「耳鳴」成因與療方者共 22 部，實際診斷或討論「耳鳴」成因者 17
部，諸書中成書時代最早約為西元前 8 世紀。統合諸書的「耳鳴」成因說，以生
理方面的表現而言，腦、心、腎、肝、胃、肺等出現問題，就有引發「耳鳴」；
出現：陽氣盛、陰氣勝、風行虛、少陽病等症狀者，也會導致「耳鳴」
，另外「當
風取涼」會導致「邪風」入侵而導致「耳鳴」
。再就非生理方面的表現而論，當
面臨：外使入耳、雲儀敲鐘、鬼邪入侵、精魄藏耳、中尸入侵、赤蟲入侵等情況
時，也會引發「耳鳴」
。統合生理與非生理的因素，總共則有 17 種狀況具有直接
引發或可能引發「耳鳴」的風險。
其三，
《道藏》收錄的 22 部涉及「耳鳴」成因與治療的專著內，實際提供治
療「耳鳴」之方的書籍有 11 部，最早提供治療「耳鳴」之方的書籍，大約出現
於西元前 8 世紀。這 11 部書籍總共提供 26 種不同形式的療方，包括：內服湯劑
10 種、外用塞劑 5 種、修行除病方 4 種、針灸方 4 種、念咒安神方 3 種。由於
導致「耳鳴」的成因並不相同，為了對應不同原因導致的「耳鳴」
，因此提供的
療方也就同樣的多元多樣。
其四，本文以《道藏》著錄的書籍為對象，探討道教修行者有關「耳鳴」成
因的觀點及提供療方的實際表現，透過電腦搜尋與實際統計歸納的手段，獲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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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結果。研究所得成果有助於對道教修行者「耳鳴觀」與「耳鳴療方」內涵的
確實了解，因而對道教醫學觀的研究與傳統中醫的研究，都具有提供可信答案的
功能，自然也就能對道教醫學與中醫的相關研究者提供部分的助益，此即寫作本
文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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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四庫》本）
4. [周]晏嬰：《晏子春秋》（《四庫》本）
5. [周]列御寇著，[晉]張湛注，[唐]殷敬慎釋文：《列子》（《四庫》本）
6. [周]莊周著，[晉]郭象注：《莊子注》（《四庫》本）
7. [周]荀況著，[唐]楊倞註：《荀子》（《四庫》本）
8.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史記集解》（《四庫》本）
9. [漢]劉向：《說苑》
（《四庫》本）
10. [漢]揚雄撰，[晉]李軌等注：《揚子法言》（《四庫》本）
11. [漢]高誘注：
《淮南鴻烈解》
（《四庫》本）
12. [漢]高誘注：
《呂氏春秋》
（《四庫》本）
13. [漢]應劭：《風俗通義》
（《四庫》本）
14. [漢]許慎撰，[宋]徐鉉増釋：《說文解字》（《四庫》本）
15.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四庫》本）
16. [梁]陶弘景：
《真誥》
（《四庫》本）
17. [宋]張君房：
《雲笈七籖》
（《四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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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宋]戴侗：《六書故》
（《四庫》本）
19. [明]張宇初等編：
《正統道藏》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上海涵芬樓
影印本）
20. [明]高濂：《遵生八牋》（《四庫》本）
21. [清]黄宗炎：
《圖學辯惑》（《四庫》本）
22. [清]慵訥居士：《咫聞錄》（[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劉俊文策畫：《中國基
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
二、現代專著
1.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 蕭登福：《正統道藏提要》（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
三、學位論文
1. 劉蓬：
《耳鳴中醫辨證客觀化的應用基礎研究》
（廣州：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
耳鼻咽喉科學博士論文，2005）
2. 杜萬銀：
《古今文獻中針灸治療耳鳴耳聾的處方整理及取穴規律的研究》
（濟
南：山東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碩士論文，2011）
3. 余昊璋：
《西藥結合中藥複方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慢性耳鳴》
（臺中：中國
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4. [日]猪健志：
《漢方薬の慢性耳鳴に対する有効性の検討》
（神奈川：北里大
学醫學博士論文，2013）
5. 盧兢哲：
《基于中醫養生理念指導的生活方式調整對耳鳴療效的影響》
（廣州：
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五官科學博士論文，2017）
四、單篇論文
1. 許程傑、黃啟原：
〈耳鳴的治療趨勢簡介〉
，
《臨床醫學》第 74 卷第 4 期（2014
年 10 月），頁 248-251。
2. 沈蘊之、吳建東：〈中醫治療耳鳴之病例報告〉，《北臺灣中醫醫學雜誌》第
8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57-67。
3. 黃啟原、賴仁淙、馬鑫：〈耳鳴臨床診療的新觀念與分類〉，《臺灣耳鼻喉頭
頸外科雜誌》第 51 卷第 2 期（2016 年 4-6 月），頁 69-74。
五、網路資料
1. http://hanji.sinica.edu.tw/：《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
研究院，1984-2016）
2. 臺北《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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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督徒哲學」看天主教的宗教交流觀
林之鼎
(天主教輔仁大學校牧)

摘要
天主教的《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通諭(1998)提出了「基督徒哲學」，並
指出教會從沒有所謂的「官方哲學」。此舉四兩撥千金地撼動了士林哲學似乎獨佔教會
主導思想的地位，並廣開門戶接納且融合教會所在的文化，將之揉合於啟示真理之中，
使得天主教對真理的服膺更顯其應有的普世性，也在其自我反思中對其他宗教益加尊重
與理解。本文擬透過揉合道家哲學的「基督徒哲學」看天主教的宗教交流觀，期待宗教
間能更自在祥和地彼此相互增輝。

關鍵字：基督徒哲學、道家哲學、終極實在、陰陽有無、聖三信理、宗教交流

壹、前言
「天主教」的西文之所以稱為 Catholic Church，是因為教會初期教父安提約基的聖納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 約 -110 A.D.)主教的關係，他是基督信仰文學中第一個使用「大公」
或「普世/普遍」(universal)來形容教會的人1。直至今日，每一位負有天主教教友身份的
人，都常需要在吾日三省吾身之時，想到自己是否忠於天主的教導而「大公」？或是傳
不習乎？
對納爵而言，是要的是，合一是專屬於天主的特性；祂以三個位格存在，卻是
一個絕對的合一體。納爵常一再地說，天主是合一，而且只有在天主內才能找
到最純淨、最原始的合一。基督徒所帶給世上的合一，充其量不過是盡可能模

1

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台北市：光啟文化，2012 年)，頁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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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那神聖的原型罷了。2
這也即是說，教會需要一再地從世間萬事萬物分辨 3出「最純淨、最原始的」原型──
「三位一體之神」
、亦即天主，畢竟那才是教會信仰的根源。而天主既是「大公」且「合
一」的，教友們則應該在其信仰中生活出普世的價值來，這是一項持續的功課與榮幸。
在十八世紀理性主義抬頭的時代，教會的信仰常被誤會與批評，即在此背景之下教宗良
十三世(Pope Leo XIII, 1878-1903 A.D.)在 1879 年有《永遠之父的》Aeterni Patris 通諭4，
呼籲從理性上對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A.D.)與士林哲學的重視與重振，
此舉使基本上延續了希臘－拉丁哲學並融會了啟示的士林哲學儼然是教會的「官方哲學」
5

。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 1965 年提出了《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Nostra Aetate 宣言，
提出一個劃時代的觀念，一反之前認為天主教之外缺乏真理的想法：
天主公教絕不屏棄這些宗教裡的真的聖的因素，並且懷著誠懇敬意考慮他們的
做事與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規戒與教理。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公教
所堅持、所教導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6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 1978-2005 A.D.)跟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思想，
於 1998 年在當時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Cardinal Joseph Aloisius Ratzinger)的協助下，頒
佈了《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通諭7，並在其中提出了「基督徒哲學」
，指出「不要

2

教宗本篤十六世，《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
，2012 年，頁 14。

3

有關「分辨」的重要，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2012 年，頁 88。

4

參見 DS 3135-3140。此通諭外文全文請參見梵蒂岡網頁
http://w2.vatican.va/content/leo-xi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04081879_aeterni-patris.html
5

《永遠之父的》通諭毫不保留地推舉士林哲學(經院哲學)為探究闡明神學的助力，同時也極力推崇多
瑪斯其人與著作，推崇的程度之高竟使得多瑪斯被稱為是「官方的神學家」(宮高德譯，John L. Allen, Jr.
著，
《教宗本篤十六世》
，台北市，晨星出版，2007，65 頁)，也使得士林哲學儼然是天主教官方哲學。
6

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譯，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2，《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文獻》(台北
市：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13。
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 (台北市：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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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為有所謂的教會官方哲學」8。此舉四兩撥千金地撼動了百多年來、以希臘－拉丁
哲學為基底的士林哲學似乎獨佔教會主導思想的地位，並廣開門戶接納、融合教會所在
地的文化，將之揉合於啟示真理之中，使得天主教對真理的服膺更顯其應有的普世性，
也在其自我反思中對其他宗教益加尊重與理解。此趨勢不但未隨時間而減緩，反在全球
化的進程中益加彰顯其重要性。
人是生活在世間的，而為要真實地分辨出何為天主，除了需要啟示 9、還需藉助人的邏
輯理智10。針對人的邏輯理智，《信仰與理性》通諭提醒了幾點需要注意者：
1. 確定人理智的真確性11與限度12，故在表述無限的終極實在時，須將人的思維予以
提升與淨化13。
教會在其歷史初期，即遇到了何以清楚認識天主並向時人表達信仰的困擾，有些
派別在努力解釋時，其矛盾的邏輯反而使他們的好心變成了「異端」14，也使得教
會必須在人的語言文字間求得更適當的表述，於是號稱愛慕智慧的希臘「哲學」
雖然不是沒有矛盾的 15，但也成為了探究天主之學(神學)的基礎工具16，而它也需

8

「不要誤以為有所謂的教會官方哲學，因為信德本身並不是哲學。」
《信仰與理性》76；
「教會不推薦一種自己的哲學，也不把某一哲學列為標準，而排除其他哲學。」
《信仰與理性》49。
9

「啟示」顯示創造的天主，也是救恩史中的天主，同時確保真理的一致性，而此一致性是人類推理
的基本前提。參見《信仰與理性》34。
10

「自從天主創世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
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羅 1:20)「辨認洞察」即是邏輯理智的展現。
11

「靠著思想的天生能力，人能接觸，也能夠認識這樣的(絕對)真理。」參見《信仰與理性》33。

12

《信仰與理性》28。

13

參見《信仰與理性》76, 100。

14

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為政》

「所謂異端，是在領洗後，固執地否認某些天主所啟示和教會所定該信的真理，或是固執地懷疑這些
道理。」(天主教法典編譯小組，《天主教法典》751 號 (台北市：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85。)
「異端」一詞從終極而言，不能僅從表面上相對的「非己或異己之端」來理解，畢竟一切都在終極實
在之「內」
，而是需要檢視如果其於無限整體中矛盾窒礙不通，才能判定其是否為「異端」
。
15

如聖猶定(St. Justin, Philosopher and Martyr, 約 -165 A.D.)即駁斥希臘哲學及其矛盾處。參見教宗本
篤十六世，
《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
，2012 年，頁 19。
16

聖保祿宗徒在雅典第一次嘗試與希臘哲學對話，而大致說來他失敗了。但亞歷山大的克勉(Cl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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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斷地被淨化以走向最純淨、最原始的原型。
2. 在文化交流益趨頻繁熱烈的今日，某區域性文化和語境在表述終極實在時，必須
考慮並融會其他區域性文化和語境的表述，以求對終極實在有大公普世性的認識。
天主教明認並致力如此實行之際，也才能是天主教之所以名符其實的原因。
天主教一開始即是在羅馬帝國的領域中發展，所以對希臘哲學的接觸與運用是極
其自然之事，但現代的教會事實上遍佈全球，所以
在傳福音的道路上，基督信仰首先遇到了希臘哲學，這一事實並不排除其他的
接觸。今天，福音漸漸地與其他文化接觸，這些文化過去是處於基督信仰的影
響之外，遂興起了文化交融的新任務。這意味著教會又要面對初世紀第一代相
似的問題。17
既然天主教是一個「大公」的「普世」教會，那麼它的教導也應該具有同樣的普遍特性，
於是拉丁－希臘式的邏輯思維當然不能是教會僅有的思想體系。對此，《信仰與理性》
實事求是的提醒(首先是教會自身，再來是所有善心人士)避免自我中心之「哲學的驕傲」
，
而看重多元的個別哲學系統之完整性：
歷史上曾有過不少次，企圖以一個單一流派來概括全部哲學思想。這種情形顯
然混進了一種「哲學的驕傲」
，企圖將自己不完整的看法，當作普遍的解釋。實
際上，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哲學系統的整體性，不應將之工具化，但每一個哲
學系統仍應該承認哲學思想本身的優先性，因為哲學體系由此而來，也應該以
適宜的方式為之服務。18
然而多元哲學系統並不意味各種形式的不可知論及相對主義、不加區分的多元主義等等
令人迷茫的意見(opinions)，反而指向具有「專一性」19(exclusive character)的真理本身。

Alexandria, 約 150-215)則延續了這個對話，更在希臘哲學傳統中抬舉此對話至最高點(參見教宗本篤十
六世，《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2012 年，頁 32-33)，以至於若望保祿二世在《信仰與理性》
通諭中，稱克勉懂得哲學是「基督信仰的預科」(參見《信仰與理性》38)。
17

《信仰與理性》72。

18

《信仰與理性》4。

19

《信仰與理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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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每一個真理，即使是局部的真理，但只要是真理，就會展現出它的普遍性。凡是
真的事物應該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常是真的」20，而且除了這一普遍性，人還尋求
一個絕對、全部、決定、確定的、且是一切之基礎的「終極真理」21。真理有其一致性，
是人類推理的基本前提，這點不矛盾律已清楚地表達出來22，而終極真理使「人尋求決
定性的解釋、最高的價值，在它以外，別無憑依，且一切問題也不復存在」23，由之「理
性能夠正確地得到它所追尋的知識，並將之置於事物終極的次序中，一切事物由此獲得
真正的意義」24。
基督徒體悟此終極真理為三位一體的天主，且其中的聖子「耶穌基督就是真理，信德在
他身上認出了天主對人類的終極召喚，好使我們所經驗到的期盼與懷舊得以滿全」25。
基督徒首先應該針對自身再省並進行交融整合，然後才能夠向人提出成果以求得更和諧
的宗教交流。就天主教以宗教交談出名的神父潘尼卡(Raimon Panikkar, 1918-2010 A.D.)
而言，交流對話是事物本身的深層需要，除此之外，它不能有別的意圖(如皈化、支配
他人等)26。基於此交流的概念，本文得以繼續談「基督徒哲學」，其為《信仰與理性》
所呼籲之教會自省與融合的思維，並能藉以為宗教交流的平台。

貳、「基督徒哲學」簡介
當《信仰與理性》通諭提出「基督徒哲學」時，特別提醒不要懂錯其意義，它是指一種：
基督徒式的哲學探討，一種與信德緊密相關的哲學思維。所以不是單純地指由
基督徒哲學家在其研究時力求不相反信德而發展出來的哲學。說基督徒哲學是

20

《信仰與理性》27。

21

《信仰與理性》4, 27。

22

參見《信仰與理性》34。

23

《信仰與理性》27。

24

《信仰與理性》20。

25

《信仰與理性》33。

26

參見黃懷秋，
〈從雷蒙‧潘尼卡的多元理論說到宗教對話〉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七期，2006
年 12 月，頁 1-18。

31

林之鼎

有意包括所有那些若沒有基督徒信德直接或間接的協助，即不可能完成的哲學
思想的重要發展。27
因此，基督徒哲學分成兩方面：一方面是主觀的，意指信德對理智的淨化；第二方面是
客觀的一面，意指其內涵──真理。啟示明顯地提供若干真理，雖然從本性說，並非理
智所不可及，但若留待其自身去尋覓，恐怕永遠找不到。28 基本上兩者都有關於人對「天
主本身內在的生命」與「天主外在工程」的理解29，於是針對人的理解，《信仰與理性》
通諭以印度為例，提供了清楚的三項原則：30
1. (基於)人類精神的普遍性，其基本需求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是一致的。
2. 當教會接觸到前此未遇到的偉大文化時，不能放棄它由希臘－拉丁思想的文
化融入中所獲得的。拒絕這樣的遺產，就等於否認天主上智的安排，因為是祂
在時間31與歷史的道路上領導著祂的教會。32
3. 應該提防不要把印度思想的特長及獨創性等合法要求，懂成文化傳統必須關
閉在自己的不同點上，並對抗別的傳統以肯定自己；這將會相反人類精神的本
質。
此通諭舉以為例的「印度」只需轉換為「中華」，即可適用於道家。33 同一通諭指出為
27

《信仰與理性》76。

28

參見《信仰與理性》76。

29

「教父們把內在生命(Theologia)與外在工程(Oikonomia)兩詞加以區別，前者是指天主聖三親密生活
的奧秘，後者則指天主的一切工程，藉著這些工程天主啟示自己並通傳祂的生命。透過「外在工程」
，
天主給我們啟示了「內在生命」
；但反過來說，是「內在生命」光照整個的「外在工程」。天主的工程
啟示出祂本身是誰；反過來說，在祂內在生命的奧秘的光照下，祂的一切工程都得以理解。同樣，在
人身上也有類似的情形。人可透過他的行為將自己顯示出來，我們越是認識一個人，就越了解他的行
為。」(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
《天主教教理》[簡稱 CCC] 246 (台北市：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96)。
30

參見《信仰與理性》72。

31

時間「無非就是變動或運動之先後數字」
。(多瑪斯著，高旭東等譯，
《神學大全》第一冊 [簡稱 S. Th.
I,] q. 10, a. 1, c. (台南：碧岳學社)，2008)。
32

「這是由第一準則演化而來，這一標準對任何時代的教會都有效，甚至對未來的教會也一樣，它將
感受到由於今日與東方文化接觸所獲得的成果而更為充實，也在這傳承中找到新的線索，好能實惠地
與人類未來的文化進行交談。」(《信仰與理性》72)
33

參見《信仰與理性》72。

32

由「基督徒哲學」看天主教的宗教交流觀

探究終極實在有三項要求：34
1. 哲學家需真誠無偽，不自限於個別的或相對的事物中，不管是實用的、形式
的或功能的，而須面對全部的、最終的(total and definitive)真理；換句話說，就
是有關認知對象的存有本身。
2. 需證實人的能力可以達到對真理的認識；即士林學者們經常援用的，藉著事
實與理智相符，達到對客觀真理的認識。
3. 必須有一個真正形上的，可以超越經驗的哲學，在它尋求真理過程中，可以
達到一個絕對的、最終的、基本的事實。35
以上這些《信仰與理性》的原則與要求顯示出教會對不同文化具有信心36，以及教會由
信仰的終極角度所具有的宏觀。教會理解某一文化在人類一致的精神中，當其透過自身
思維去理解普遍的(universal)終極實在時，一方面必須忠於其自身，另方面也必須向其
他文化思維開放，這也是為避免故步自封應有的作為。
由以上的簡介可知，為何「基督徒哲學」是《信仰與理性》毫不踟躕開誠佈公所倡導的。

參、以融合道家哲學之基督徒哲學呈現終極實在
宗教交流既是「交流」
，則需要雙方彼此(甚或多方)在和諧中的接納與欣賞，愛其所同、
敬其所異。交流的雙方如果不忠於自己、從自己出發，恐怕不會有任何交流的基礎，更
無以讓對方有所信任。基於「人類共通的精神」，雙方都需要理解彼此在解釋信仰時所
持有的邏輯，而能從己方的邏輯體系出發，這也就是當今哲學家所提倡的「外推」37。

34

此「三項要求」(參見《信仰與理性》82-83)。

35

《信仰與理性》83。

36

「文化本身就有接受天主啟示的本能。」(《信仰與理性》72)

37

「外推」(strangification) 這一概念原先是由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 Fritz Wallner 最先提出提
出，作為進行科際整合的知識論策略。沈清松先生以其成員身份將「外推」發展至文化交流，使它不
但適用於「微世界」(micro-world)，也適用於「文化世界」(culture world)。根據沈清松對外推的解釋，
它是建立在建構實在論的基本論點：不同的學科或研究方案，由於與言和方法的不同，各自建構了不
同的「微世界」
，不過，不同的微世界可以透過說彼此可懂的話語，進行溝通。
外推首先假定了「語言獲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其豐富我人的生活、知識與生命的意義，是為
「語言的外推」(linguistic strangification)，其次是「實踐的外推」(pragmatic strangification)，再者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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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著對終極實在之深刻認識而能與對方的邏輯有不矛盾地交融，那才得以將此成果
呈現並祈盼對方的回饋，彼此在往復中益增其信仰的深度與廣度。因此，不明對方的攻
訐與謾罵，早已是為棄如敝屣的過去式。
為基督徒而言，
「至聖三位一體的奧跡是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奧跡，是天主本身的
奧跡」38，因此如何能以道家陰陽有無來呈現啟示的「三位一體」唯一神，便成為「基
督徒哲學」的核心任務。
《信仰與理性》指出每個人存在的「最後終向」是哲學與神學研究的對象：39
神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呈現對啟示的瞭解及信德的內容。所以，神學研究的
中心在於瞻仰天主聖三的奧蹟。40
而既是對信德的內容之理解，於是
如果「瞭解信德」想要融會神學傳統的全部財富，就必須借助於存有哲學
(ontology)。這種哲學應該可以按照全部哲學傳統的要求與洞察力，包括最近的
哲學在內，避免墮入枯燥地重複過時的老套，重新提出存有的問題。41
道家哲學對終極實在的認識一如道本身「綿綿若存，用之不勤」42，在基督徒用以理解
天主時，應該不但不是過時的老套，反而更顯其萬古常新的價值。接下來先呈現教會傳
統表述三位一體的模式，再呈現由參酌道家之基督徒哲學所表述的三位一體。

體的外推」(ontological strangification)。
外推也預設了不同學門、不同宗教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既差異又互補、既斷裂又連續的「對比」關係。
也因為具有對比關係，才有可能做科際整合、文化交流與宗教交談，唯對比雙方需有所區別，才能使
外推有方向可循。
參見沈清松，
《對比、外推與交談》(台北市：五南圖書，2002)，514-515 頁；並參見同作者，
《跨文化
哲學與宗教》(台北市：五南圖書，2012)，16 頁。
38

CCC 234。

39

參見《信仰與理性》15。

40

《信仰與理性》93。

41

《信仰與理性》97。

42

《道德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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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會傳統表述三位一體的模式

圖 1：教會傳統表述三位一體的模式

試以圖 1 說明傳統中教會三位一體的概念──首先有「神」
，但神是如何的人不可得見43，
此處勉強用圓圈44來說明：一開始的「神」就是「父」45(左上角實線圓圈)。父「生」
「他
者」(右上角虛點圓圈)，生下來的「他者」就是「子」
。因為「生」有意指生者與受生者
是「同一性體」(同出而異名)46的緣故，神生下來的當然也就是神。父、子「共發」另
外的「神」稱之為「聖神」(下面短線圓圈)。父是 being(有)，因此子也是 being(有)，聖
神也是 being(有)。
「聖父、聖子、聖神」三者同為 being 而 consubstantial(同性同體)，同

43

「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裏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衪給我們詳述了。」(若 1:18)

「自從天主創世以來，祂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
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羅 1:20)
44

「勉強」的態度來自《道德經》：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15 章)、
「強為之名曰大」(25 章)。

多瑪斯論「有沒有表示天主本體的名稱」時，指出這些名稱雖的確是稱述天主的本體，但並不足以表
現天主(S. Th., I, q. 13, a. 2.)。正因為不足以說明天主，乃勉強用「圓」表示。用圓圈某方面也回應
Parmenides 的存在和宇宙觀。。
45

耶穌啟示天主是「父」(CCC 240) ──「那光榮是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稱的『我們的天主』
」
(若 8:54b)
。保祿宗徒常將「天主」與「聖父」等同而論──「天主我們的父」(得前 3:13)；
「恩寵
與平安由天主我們的父賜與你們」(哥 1:2-3)。
46

《道德經》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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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神，這是「三位一體」47。
3.2. 由參酌道家之基督徒哲學表述三位一體的模式
《信仰與理性》通諭呼籲神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認識天主的「空虛自己」(kenosis)48，這
使得教會應該重視對空虛之「無」的表述，而且此表述必須與得自希臘－拉丁哲學的成
果是相容的49，這可說是參酌道家陰陽及有無相生之「基督徒哲學」的特質，其所推衍
之神學亦有此特質。

圖 2：藉道家「有無相生」表述三位一體的模式

以圖示說明，首先如圖 1 一般將一個不可得見的神勉強用圓圈代表：這個神(左上角實
線圓圈)的「開顯」也就是「生」出了「他者」(受生者)(右上角虛點圓圈)，而「他者」
也就是本性同一的「他－神」
；這個受生的「他－神」
「開顯」其與生者是本性同一「同
出而異名」的；生者與受生者彼此之間必然存在一「關係」50(下面短線圓圈)，是由生

47

參見 CCC 238-267.

48

參見《信仰與理性》93。

49

參見《信仰與理性》71。

50

參見 CCC 24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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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受生者所「共發」的，與生者和受生者本性同一51，也因此這個「關係」的本質同
樣是為「神」52──此「關係」即為「聖神」53。因為有這個「關係－聖神」，在關係中
以受生者「子」為表述之起點時，從子則得見相對的「非子」(父)54。同樣的，在一整
體中既由子而見到 being(有)，於是由父則見到 nonbeing(非有/無)。經過如此往返理解的
過程，從道家哲學的角度可以從存在的一體之基礎上，在不可分的「關係」中，邏輯地
說子就是 being 而父就是 nonbeing。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當 being 意指「存在」55時，nonbeing 這個「存在的他者」並不
否認存在本身，而是於一體存在中之 being 的「他者」
、即是「nonbeing－他者」(nonbeing

－the otherness)。對於此「nonbeing－他者」的本質可以有二種理解：
1. 存在的否定，
2. 存在的反面。
前者是存在的矛盾面，其為「虛無」(nihilism)而不能成立56，後者則本質仍是存在，只

51

參見 CCC 246。參見前文 3.2.1.。

52

參見 CCC 253.

53

參見前文 6.1.2.。

54

參見 CCC 238-242 的標題〈聖父由聖子啟示出來〉
。

55

「存有」一名詞以此人的語言邏輯而論，的確在承載其所指涉的意義上是有尷尬的。李震據此而指
出「存有」之不可界定性：士林哲學家和新士林哲學家皆肯定存有的不可界定的特性，我們沒法子給
存有下定義，亦即存有有其不限定性。
「給一個觀念下定義，事實上是把它跟其他觀念對立起來，使它
與更原始的、更單純的和更普遍的觀念連接起來」(To define a concept is, in fact, to oppose it to other
concepts and to attach it to concepts which are more primitive, more simple, and more general)。但是唯一與
存有對立的觀念是它自身的否定，即非有。但此說並不意味存有觀念沒有任何限定的意義，因為一個
完全不限定的東西，我人無法指出它是什麼，因而不具有任何積極的內容，如此的不限定物不能成立、
同時也不合理。(參見李震著，
《基本哲學探討》(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2005)，頁 115-116；引號內
的文字李震引自 Canon Fernand Van Steenberghen, Martin J. Flynn (translate), Ontology, New York City,
Joseph F. Wagner, 1961, p. 23.)。
56

李震神父解釋「虛無」而闡述巴爾買尼德斯和亞里斯多德，他們「所肯定的與存有對立的空無是否
定的虛無(Nihil negativum)，亦即絕對的虛無，與任何現實的臨在無關。此一虛無和存有之間的對立是
毫無妥協的矛盾。」(李震著，
《人與上帝》卷八 (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2007)，頁 9) 這樣的闡述為
避免模糊之處，還是需要進一步解釋：
1. 能使「對立」成立的條件是有兩端在一整體中，而兩端之一若架空則無所謂對立。所以說「所
肯定的與存有對立的空無是否定的虛無」時，「與存有對立的空無」不能是虛無(无)而確切說應是「有
的反面」
。
2. 「絕對的虛無」之「絕對」
，按多瑪斯其義為 per se。
「無」即應是無 per se 而不會是「有」
，否
則就不是「無」了。因此在使用「絕對」以形容「無」之時，需要先廓清「絕對」是在什麼意義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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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象上不是以常態的存在方式顯現，而可以說是「存在可存在，非常存在」的「非常
存在」(extraordinary being)。本文因不矛盾律所取的即是後者。
此「非常存在」既是在一體中的「nonbeing－他者」
，那麼在一體中該如何稱名？人類在
語言的限度中不得已57承認其為「非有」，而得勉強稱其為「無」58。
此外，有關於一「整體」
，或許可以「左與非左的一體關係」(或「右與非右的一體關係」)
之模式理解這個整體(union)。當左或右一方以「有」為名時，另一方自然得以「無」為
名，故「整體」可說是「無與有的一體關係」，所以「聖父、聖子、聖神」三者因此邏
輯而得見為同性同體、同出而異名的同一神，故而為「三位一體」！
3.3. 兩種對聖三之表述的對觀
將圖 1 與圖 2 兩種理解放在一起的時候應該會看得更清楚。

用的。
3. 「虛無，與任何現實的臨在無關」這句話應是重點，所以本文表述：終極性地與「有」沒關係
而無法獨立存在的，那才是而教會所不能同意的矛盾的「虛無」(无，Nihilism)。至於與「有」在關係
中不可分割而相對又存在的「無」，才是本文所謂「父性的無」
，也即是存在的「有的反面」
。
57

「不得已」呼應《道德經》的「果而不得已」(《道德經》30 章)。

58

多瑪斯論「是否有適合天主的名稱」時，指出「我們能夠根據本原或因果的關係，依卓越及隔離或
剔除[不成全者]的方式，而由受造物去認知天主」(S. Th., I, q. 13, a. 1, c.)。此處以「無」指涉「聖父」
時，不是剔除不成全者(否則矛盾)，而是依卓越的方式，與「有」在邏輯上分別為「非有」(無)，但在
認知上並不能將此「有」與「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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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對聖三之表述的對觀圖

左圖是傳統的思維：因為三者都是 being，所以他們是同為一神，三位一體。對照右圖
則很清楚地看出，子是 being 存有(與傳統一致)，又因為在「關係」(聖神)中子是 being
存有，所以「非子」的「父」就是「存有的反面」nonbeing。這個 nonbeing 仍需要強調
三點：
3.3.1. 道家之「無」是「有之反面」的「存在」──非虛無
三位一體「三者」(3 persons/3 individuals)的神性「本質」同一，即為士林哲學所說的「存
在」。道家所謂的 nonbeing 是在存有整體中來討論的，所以不是指本質矛盾的虛無主義
Nihilism 的「非有/无」
，而是「有的反面」之「無」、與「有」同性同體、同出而異名，
所以是卓越之「非常的有」，其概念如同在一體關係中「左是右的反面」或「右是左的
反面」。
如果所講的「無」是終極性地與「有」沒關係而獨立存在的，那才是教會所不能同意的
「虛無」(Nihilism) ──教會以往處在與希臘文化相關環境，運用了希臘思想以解釋天
主而產生了神學，如今教會伸展在全世界，特別在東方的亞洲59則必須廓清所謂「虛無」

59

「這種『身為亞洲人』的發現與肯定並不在於衝突或對立，而是在互補與和諧之中。在這個互補與
和諧的架構中，教會能夠以一種既忠於自身傳統又符合亞洲人心靈的方式傳達其福音。」(教宗若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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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說在不同的文化和語境中所指為何，不能一談「無」就將此「非有」以希臘式60思
維直接辯證等同於其所認定的「不存在」，或自動將之視為異端而予以排除。
3.3.2. 道家之「有與無」是「在關係中」的「一對」非時空之「存在」
藉道家而講的聖父之「無」61與士林哲學的「有(存有/存在)」正是同性同體的，此 nonbeing

不是與 being 沒有關係而獨立存在的。由此而來有關聖三的例子：父親把全部的錢都給
了兒子而使兒子有全部的錢62──此時父親沒錢的現象，正顯示父親已經把錢完全給了

祿二世，
《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 [簡稱 EA] 6 (台北市：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2000)。
「在傳福音的道路上，基督信仰首先遇到了希臘哲學，這一事實並不排除其他的接觸。今天，福音漸
漸地與其他文化接觸，這些文化過去是處於基督信仰的影響之外，遂興起了文化交融的新任務。這意
味著教會又要面對初世紀第一代相似的問題。」(《信仰與理性》72) 並參見《信仰與理性》3, 4, 5.
60

此「希臘式」是取一般性指涉希臘文化的說法。李震神父解釋「虛無」而闡述巴爾買尼德斯和亞里
斯多德，他們「所肯定的與存有對立的空無是否定的虛無(Nihil negativum)，亦即絕對的虛無，與任何
現實的臨在無關。此一虛無和存有之間的對立是毫無妥協的矛盾。」(李震著，
《人與上帝》卷八，2007，
頁 9) 這樣的闡述為避免模糊之處，還是需要進一步解釋：
1. 能使「對立」成立的條件是有兩端在一整體中，而兩端之一若架空則無所謂對立。所以說「所
肯定的與存有對立的空無是否定的虛無」時，「與存有對立的空無」不能是虛無(无)而確切說應是「有
的反面」
。
2. 「絕對的虛無」之「絕對」
，按多瑪斯其義為 per se。
「無」即應是無 per se 而不會是「有」
，否
則就不是「無」了。因此在使用「絕對」以形容「無」之時，需要先廓清「絕對」是在什麼意義下使
用的。
3. 「虛無，與任何現實的臨在無關」這句話應是重點，所以本文表述：終極性地與「有」沒關係
而無法獨立存在的，那才是而教會所不能同意的矛盾的「虛無」(无，Nihilism)。至於與「有」在關係
中不可分割而相對又存在的「無」，才是本文所謂「父性的無」
，也即是存在的「有的反面」
。
61

李震神父指出此聖父的「無」是「特殊意義」的無 (參見李震著，
《人與上帝》卷八，2007，268-281
頁)，其「特殊意義的無」為本文則是「非常無」
，藉龐樸的分類用字則是「無」
。龐樸論「無」分三種：
1. 亡──有而後无，2. 無──似无實有，3. 无──无而純无。參見龐樸著，劉貽群編，《龐樸文集》
第四卷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頁 57-70。
本文贊同龐樸之「無」而將之貼合於聖父，但：
1. 如果「无」是指那種矛盾的「虛無」
，則聖父因從不虛無而不會是「有而後“无”(虛無)」的；
2. 終極實在的本體沒有時間「先後」的問題，所以聖父不會在時間上「有而“後”无」
，聖父聖子的
身份在關係中是同時(spontaneous)發生的，不是時間範疇的先後問題。
62

「父愛子，並把一切交在衪手中。」(若 3:35)
「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樣他也使子成為生命之源。」(若 5:26)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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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但父親口袋一空的事實不但不使父親不存在而其身分63消失64，反更確認父即是

來源。士林哲學與道家哲學在父子與有無這個例子上，可說是用不同的表述在指稱同一
件事：
1. 士林哲學的說法──父子在「關係」中，兒子的「有」源自父親的「有」。
2. 道家哲學的說法──父子在「關係」中，兒子的「有」源自父親的「無」。
在如此的對照中，可見透過不同哲學邏輯所表述的是同一件事，且此事是在「父－子－
關係」的一整體65中所討論的，也就是在相互「給予－接受」的一體之「陰－陽－關係」
中所討論的。66
道家哲學討論「有生於無」既是討論終極實在，以上「父子在關係中」的例子便不能停
留在有限通俗的器物性層面，而應超越時間空間而在形上的本體層面論說。適當地理解
時，可知道家不但不停留在士林哲學上靜態的「有」
，而且在關係的動態中看到「無」67

產生的原因──即「有」給出自己而成的68：始源性的「有」在給予時因其「不可分割
性」而必是全然給予，於是在全然給予和全然接受不可分割的一整體中，造成「他者為
有」而「自身非有」的事實；這因全然給出而造成的「無」，其本身無以開顯自身，必

63

天父的「父」的身分從不失落──「拉丁傳統的信經承認聖神『由聖父和聖子(Filioque)所共發』
。1439
年的翡冷翠大公會議清楚說明：
『聖神的本質與存有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祂永遠發自聖父如同發自聖
子……，有如發自獨一本原、藉著獨一噓氣……這是由於凡父所有的，除了父的身分以外，都在父生
子時全給了子。因此，聖神的這種由子所發，是自永遠中便從祂的父那裡所領受的，這父是在永恆中
生了子』
。」(CCC 246)
64

天父永遠是父──「耶穌啟示天主是『父』
，其意義是前所未聞的：天主是父，不僅因為祂是造物主。
祂永遠是父，是因為祂與其獨生子的關係。同樣，子若失去與父的關係，就不再是子。『除了父外，沒
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父』(瑪 11:27)。」(CCC 240)
65

「我與父原是一體。」(若 10:30)

66

說「神是愛」(若一 4:16)時，
「愛」這一個字必須如「神」一樣是聖三性的，於是也可透過「給予—
接受—關係」及「隱藏—顯露—關係」的模式討論「愛」的意義。「單方的愛」(給予)當然也是愛，但
若不在關係中而沒有「另一方接受」(愛)，基本上「愛」是不成立的。
67

從某方面來說，「無」這個概念好像是印度數學上的「零」──零是以其「位值」(space value)存在
的，本身沒有數值，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賦予其他的數碼數值。參見 Robert Kaplan 著，陳雅雲譯，《從
零開始》 (台北市：究竟出版，2002)，頁 100。
68

「出發」(procession) 即是動態的表現。參見〈論天主位格之出發〉S. Th., I, q.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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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全然接受而造成的「有」才得以開顯。69 如此的辯證邏輯全部都是在有無不可分
割的「關係」中進行的，所以有言「有無相生」70，被給予而成的「有」的確是來自於
已經給出自我而成的「無」──畢竟在道家邏輯中，「有－無」是在一整體「關係」中
不可分割的事實。
終極地在關係中的「有－無」既不屬「時空範疇」而是「非時空/超時空」的「非範疇」
71

的「渾沌」，自然地終極的「父－子」也是「非時空/超時空」且「非範疇」的，所以

從道家哲學及形上學的角度所理解的 nonbeing 的本質，其正是士林哲學所言說的 being
「(存)有」，故是有的來源、非常的有、「超越的有」72。此 nonbeing 是始源性的「生者/
父」73，而既談論此生者為父，當然論其為他者的 being「受生者/子」74之時，就不能不
是在「關係」(聖神)中而談了──道家之「無」與「有」是「在關係中」的「一對」非
時空之「存在」
，一如神學之稱「父」與「子」是在「關係」(聖神)中的「一對」非時空
之「存在」。

69

「他們使問他說:「你的父在那裏？」耶穌答覆說：
「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你們認
識了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若 8:19)
「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 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
(若 14:9b-10a)
70

關於中國思維之「無」的發現，有學者提出論述。參見王博著，
〈無的發現與確立〉
，
《哲學門》23 (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2011)，頁 93-108。
71

張春申神父致力於神學本位化，多次提到應以「一體範疇」來發展中國式的神學。本文以為「一體」
極佳，但因天主是超越時空等範疇的終極者，所以只要用「一體」即可，而不合適用「一體範疇」指
稱天主。參見張春申著，
〈位際範疇的補充──中國神學的基本商榷〉
，收錄於胡國楨主編，
《拉內思想
與中國神學》 (台北市：光啟文化，2005)，頁 234-254。
72

在按多瑪斯「更卓越的方式」(S. Th., I, q. 29, a. 3, c.) 來理解天主的「有」時，有些神學家說聖父的
有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參見胡國楨主編，
《拉內思想與中國神學》 (台北市：光啟出版，2005)，
看來保有了「有」的存在，但一言說「超越」則馬上不可避免地隱含了「非超越」的二元對立事實，
除非我人警覺有此理解的可能並適當應對。當人理解終極的意涵時，或許簡單地說「有」則已經夠清
楚了，但語言的限度恐怕總是不可避免。
73

「父是生命之源。」(若 5:26a)

74

「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若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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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聖神－關係」凸顯終極整體的二端使無的現象具本體意涵
正如「關係」凸顯出在整體中相對的兩極本質同一而極性相反，「關係」凸顯出「有」、
「無」二者是「同一的」(identical) 和「有別的」(distinct)75──以《道德經》而言即是
「同出而異名」
。
「有－無－關係」此「三」呈現各有其個性/特色(person76/character)的「現
象」而又彼此不可分離。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中所討論的「無」的「現象」有其「本體」
意涵，因其為專屬終極實在者、與終極實在的本質並不矛盾77，同時多瑪斯亦認為「凡
是在天主內的，都與天主的本性相同」78 ──因此道家所言之「無」
、
「關係」二者，與
士林哲學與道家共通之「有」一樣，三者都是本體性(ontological)的「存在」而共成為「一」。

肆、天主教的宗教交流觀
4.1. 教會必須在忠於啟示與真理時才能肯定其他宗教的價值
在有限的線段中，其中心點必然是在左右之間固定而不能移動的，否則即產生消長；但
在無限的線條中，其中心點則可說處處皆是而無所不在。79
在宗教交談上，天主教可以視自身為終極實在的最中心 (A 點)，其在無限的聖三信仰中
肯定自身有如上主「眼中的瞳仁」(詠 17:8)，這使得其他非天主教者 (B 點、C 點、......)
當然也可以並能夠同樣地視其自身為終極實在的最中心，同時不會與天主教的有任何抵
觸。如果天主教不能在終極實在中忠於自我、也就是忠於她由基督所領受的圓滿啟示與
真理而完整宣講福音，那麼她也就沒有辦法捍衛其他宗教在終極實在中的最中心地位。
若願意在宗教對話中實現如此的宏觀，則有賴於對話的雙方都對終極實在有更深的理解

75

「同一」與「有別」常用於說明聖三的位格，參見 S. Th., I, q. 28, a. 1, ad. 2; q. 42, a. 6, ad. 3.

76

位格──教會用「位格」或「自立體」一詞，來指明父、子、聖神彼此間的實際區別。(參見 CCC 252)。

77

參見前文 3.1.3.。

78

S. Th., I, q, 27, a. 4, ad. 1.

79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道德經》34 章) 當用「陰陽」論道(終極實在)時，其無限的特質是不
能夠被忽略的，否則即會產生許多對道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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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皈依：從天主教方面而言，必須有賴於教會忠於自身是「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
傳下來的教會」
，是主耶穌基督80藉宣布喜訊所開創的祂的教會，其由死於十字架的基督
被刺透的心而誕生；而從與天主教對話的宗教方面而言，則有賴於其如何深究、並忠於
其自身為終極實在之最中心而定。藉雙方的交談與互動，的確有助於達到這項目的。
教會處在此世雖然指涉無限的終極者，但也無法否認自身既在此世、即是有限而有形的，
不是終極者本身。而藉著無限之「中」的概念，教會不但得以更合適地理解在其「有形
的組織外，仍存有許多聖化及真理的要素」81，並得以重視且接納那些要素本體性的價
值，這也才使得教會因此顯現為普世的大公教會。
4.2. 與《主耶穌》宣言和其他通諭同步
由以上這個角度來理解《主耶穌》(Dominus Iesus，2000)宣言時，則可看出天主教不得
不、而應該具有的態度：教會在確認並鞏固自己是終極實在的最中之點時，也才得以確
認並鞏固其他最中之點的事實──這並不是《主耶穌》宣言所不樂見的「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折衷主義」(eclecticism)，不是天主教與其他宗教「平行」(parallel)，不
是「宗教多元」(religious pluralism)，不是「宗教相對主義」(relativism)，也不是在宣稱
天主的啟示不完善而需要其他宗教的「補充/互補」(complementary)。
天主教在稱自身是「唯一性」(unicity)的教會之時，那個「唯一性」正應該是非常態的
uniting uniformity、且不能離開教會從 uniforming unity 所展現的「合一性」(unity)與「至
公性」──其實這些都是源自於教會的核心信仰聖三，是無限的「中」所揭示的唯一終
極實在的本體，並揭示出「教會除了宣報福音外，別無選擇，就是說，福音是真理的圓
滿，天主以之使我們能認識祂」。而教會在自我認識上的鞏固，理應同時亦即鞏固其它
宗教所指向的終極價值。

80

「天主公教在傳揚，而且必須不斷地傳揚基督，祂是『道路、真理與生命』(若：十四，6)，在祂內
人類獲得宗教生活的圓滿，藉着祂天主使一切與自己和好了。」(《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2)
81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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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天主教在反恭自省並承認其歷史過失中，不但切願由分裂的傷痛82中走出，更願藉助融
合於世界各處的在地文化而與之互成其美。道家哲學具有其固然的廣博性，發展於整體
中華文化中，對東方的有無思維之深刻體悟，能夠扮演最佳的橋樑角色以聯貫中西，而
基督徒哲學也可以與之齊心協力，在杷梳邏輯和語境對同一的終極實在之不同表達後，
透過宗教的交流與實踐，「一起尋找真理」83和諧與合一。

82

歷史中宗教人士互相攻訐之事時有所聞：天主教與基督教相左、伊斯蘭教內部勢力鬥爭、印度教與
佛教衝突、甚至中國本土的滅佛滅道等等，從積極面來講，無不顯現出宗教各自對其所認定的終極實
在之依歸，但此心固然可嘉，實際上卻以人狹隘的理解將宗教曲解窄化，泯滅宗教應該依循的法則，
甚至以宗教之名行殺戮之實，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83

「一起尋找真理」是 2016 年第一屆「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
此研討於台北保安宮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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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公法派傳播解疑
The Doubts Dispelling Of The Taoist Faction In
Fa-Zhu-Gong
蕭友信(Fred Shiao)1
（廈門大學宗教學博士、道士法師、助理教授）

摘要
法主公是道教閭山派之一，是閩南及台灣等地重要的信仰神明，他的法脈傳
播中因時間與空間的變化，在文獻與傳承記載上有所差誤。因此，必須依據文獻
與歷史記載追蹤比對，才能得到真實的結果。
關鍵詞：閭山派、法主公、張聖君

1 蕭友信：廈門大學宗教學博士、道士法師、助理教授。專研：民間信仰、閭山派研究、宗教醫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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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主公派，是道教閭山派下與陳靖姑三奶派、徐甲派等相提並論之法派之
一，在台“法主三公”代表著法主公派，傳承了閭山教派之法脈，此信仰與其在
德化石牛山“石壺祖殿”完全相同。雖然在福建地區出現眾多與張聖君(法主公)
相似之信仰組合，或與五營兵將相混雜之信仰。而在法主公派脈絡之傳播及其法
派科儀之流傳，過去對張聖君信仰之學術理論有較多學者探討，但對整個法主公
(張聖君)派之學術與實踐並進則較少論及。
法主公的信仰研究中，文獻的梳理，目前有眾多學者做過深入探討，其對於
張聖君的歷史脈絡以及流傳區域和演變作了詳實調查和分析，其中葉明生對張聖
君信仰所做的調查敘述較為齊全，並於 2008 年出版《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2；
另王見川教授所著《法主公信仰及其傳說考察》3談及其歷史淵源；俞黎媛《張
聖君信仰與兩宋福建民間造神運動》4針對古文獻中有關張聖君神跡之探討與比
對。在各界所做過的各項文獻中，皆以“張聖君”為名帶入研究，但“法主公法
脈”所代表的尚有蕭公法主及章(洪)公法主師兄弟，以及牽涉到整個閭山法脈之
關係，所以在法主公派領域中，如能再加入法主公法脈之傳承及其科儀演法等實
務，將是更為完美。本文試就針對法主公派之傳承疑點，做一概略之探討。

貳、法主公派法脈概覽
在張聖君等法主公信仰圈形成的傳說中，其如何成為一個很凸顯的信仰文
化現象及其信仰隨同地方風俗的變化，並將各地張聖君信仰方式與本地同型的信
仰人物相契合，而以張聖君信仰形成核心，並同時加入其他至上神組成的許許多
多的信仰圈，其原先之思維的來源與驅使是如何的產生？這是必須厘清的。傳奇
人物法主公，在閩臺地區與東南亞地區以何種神跡來廣播及其在法脈傳承上究竟
是如何? 這必須探討法主公派信仰之歷史軌跡。

2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書版社，2008)。
3 王見川：〈法主公信仰及其傳說考察〉，《從僧侶到神明－定光古佛、法主公、普庵之研究》，
圓光佛學研究所叢書(2)，(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2007)，第 23-50 頁。
4 俞黎媛：《張聖君信仰與兩宋福建民間造神運動》，(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5-1)，第
108-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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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之法脈流傳，一定有其歷史軌跡可循，除了各地方縣誌、史書文獻
外，通過田野調查做宮觀訪談，索取宮觀沿革研究，皆可得其一二。法主公宮廟
分佈在台海兩岸、東南亞地區及國外其它地區，因歷史時間之長遠與移民傳播散
佈甚廣，如以其歷史事蹟及神話傳說，約略可化零為整，梳耙整個脈絡。
法主公為宋時之真實人物，羽化後在閩臺地區，不但為民眾所敬仰，同時亦
為道、法二門法師奉祀為主要神祇，其代表的並非張聖君一人，而是包括其法派
門下之師兄弟。道門之結拜先決條件為“志同道合”，法主公由於三公之出生年
齡相差無幾，信仰思想相同、志同道合而結識拜師，紹興 26 年丙子 (1156 年)，
張慈觀、蕭明、章敏三道人同到閭山拜周佐道長為師學法，五年後回閩。5在修
煉一身道法後，懸壺濟世，功績顯赫，為民間敬仰、帝王敕封。法主公法派中，
傳承記載較為詳實有序，代表著法派傳承正宗性與其科儀傳統性，同時出自法主
公石壺寺主殿之道士，皆為張、蕭、章三聖君門下。

一、張聖君張法主
張法主：黑面，名慈觀，稱張聖君，俗稱張法主(法主公)。在各古文獻中皆
有詳實之記載。
1.“福州人”：法主公為“福州一農家子張生”6；又有一說“張道人，福州
福清人”7；《盤洲文集》亦提到：“提舉福建常平茶事福州民張圓覺自言遇鐘
離先生……煽哄然神之謂之張聖君”8；《夷堅志》也有類似說法：“張聖君，
福州人”。9這些都談及其為福州人。
2.張公出生時間點：“以宋紹興巳未七月廿三日午時生……將化，神告宜在
演溪金沙九龍堂。往化橋下，為淳熙癸卯三月十八午時，年四十有五。”10。因
此，現今大都以農曆七月二十三日為法主公生日。

5 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德化石壺祖殿管理委員會編：《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
(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1 頁。
6〔宋〕方勺撰：《泊宅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第 51-52 頁。
7〔宋〕何薳：〈紮記‧張道人異事〉，《春渚紀聞》，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
8〔宋〕洪適：〈叔父常平墓誌銘〉《盤洲文集》卷七十五《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 6 頁。
9〔宋〕洪邁；何卓校：《夷堅志》支丁卷第十及三冊〈張聖者〉(中華書局，1981)第 1050 頁。
10〔清〕陳池養：《慎余書屋文集》卷四(張公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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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公事蹟：因其法力高強，神跡顯現為民間所讚揚，得道成仙後，民間
廣為其建廟祭祀，後玉帝敕封為“監雷張公法主”。宋勅封為法主聖君，俗稱法
主公、閭山法主、都天法主、嘉惠普濟真人、監雷張聖君，全稱為“都天蕩魔監
雷禦史張聖法主真君”。“自閩清澤地於興化飛雲洞，由是香火傳聞四方，大所
鄉民因立廟於村落之中，凡有災厄、旱魃，禱之無不立應。”11 依據清乾隆年
間所著的《德化縣志》記載：
張自觀閩清人宋南渡後煉性於蕉溪山石鼓岩，見石牛山夜火晶熒，
知有魈 魅，因往其處。魅方於人家迎婦，輿徒甚盛。觀出掌，令
人從指縫窺之，魅悉現形，乃幻為女妝坐輿中，群魅升之入石壺洞
與鬥，懸崖上下趾踵入石輾轉數十處，發尻鞭劍之跡……又有鐵杖
長三尺七寸，不假錘煉，以手攝成指痕可數。12
在此記載中可確認張法主為宋時閩清人，他曾經于德化石牛山杖義迎戰鬼
魅，在筆者實地田野調查中發現，該地點充滿著奇石怪炁，地勢險惡，寸步難行，
野獸充斥其間，眾多神跡與足跡猶存，顯見當時法主公能於此演法戰勝五通鬼之
艱辛。文獻亦記載：
石壺張道人曾用鐵杖，以伏魔杖長三尺七寸，大盈指狀若聯珠，其
凹凸處計四十五凹，乃道人四十五歲得道時，指力緊握而成者，清
初杖斷屢經鐵匠接而不膠，後道人扶乩握之乃如故，至今南埕社黃
姓珍藏之。13

二、蕭公法主
紅面，俗稱蕭法主(蕭法明)，名“明”，在各古文獻中亦皆有記載：
1.出生地：眾說紛紜，仙遊人說“仙游東鄉龍波社八姓莊人”14。大田人說
“南平”，尤溪說“尤溪”15。

11〔明〕周華《興化縣誌》《遊洋志》卷二(廟志)明修，民 25 年本·蔡金耀點校本，1999 再版。
12 中國地方誌集成.福建府縣誌輯.27 康熙德化縣誌卷十五人物釋道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2000)，第 339 頁。
13 中國地方誌集成.福建府縣誌輯.27 康熙德化縣誌卷十九 據佚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2000)，
第 399 頁。
14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64 頁。
15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8)，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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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蕭公出生時間點：其出生傳說有四種版本，一說為生南宋紹興十一年辛酉
(1141 年)六月三十日亥子時生；16二說為紹定戊子年夏季二十九日；三說是嘉熙
己巳年；四說為紹興己巳年17(1149 年)。
根據《蕭氏族譜》推算及張公出生時機推算，應以北宋大觀二年戊子(1108
年)18。這又與法主三公出生對照之比較又有所出入，但依《張公法主祖庭》記載：
“十一年辛酉(1141 年)，蕭明(朗瑞)誕生于仙遊縣東鄉龍坡社八姓莊”19，又與前
所述之出生時期有衝突。
3.蕭公事蹟：蕭公受其父影響，通覽了《白雲符書》、《淨明法》等書，精
通武藝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法，學得除妖降魔之術等諸如此類之說法，
其實就是將“神性”內容附諸蕭公的生活歷程中。20

三、章(洪)公法主
青面，章公法主，名“敏”。古文獻記載顯得稀少，有如下之記載：
1.褔建省閩清縣九都人。21
2.章公出生時間點：生於南宋紹興元年辛亥(1131 年)十月十六日未時。22
3.章公事蹟：南宋紹興二十六年丙子（1156 年），與蕭、張結為兄弟，……
前往江西閭山問道學法，拜周佐道長為師，章敏取道名為“郎慶”。23在此記載
是以”章”姓顯示出，在台部份宮觀有認為姓“洪”，青面，顯然有差異。

參、法主公法脈之爭議厘清
1.在法主公稱謂中，尚有諸多神祇，有後起之神聖或五營兵將等信仰併入，
在此僅以福建德化石牛山法主公石壺祖殿之三公為主要探討領域。
16 蘭宗榮：《淺論蕭公的生平及影響》，鄭金華編《溪源峽谷與蕭公文化》，(2001 年內用資
料)第 61 頁。
17 陳建生等：《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第 9 頁。
18 同上注，第 11 頁。
19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1 頁。
20 陳建生等：《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第 11 頁。
21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6 頁。
22 同上注，第 6 頁。
23 同上注，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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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章”法主姓氏上，是 否有“張”而誤認為“章”，或有稱之為
“洪”，是否因為有蕭公紅面而被影射為“紅”之“洪”，在古文獻上並無可考
之處，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有部分之宮觀，為避免信徒的一再詢問，在稱謂上就
同時以“章”(“洪”)稱之。
3.在蕭公出生時間記載上，如上所述有四種版本，如以當時三師兄弟在世之
年代比較，同時以其得道羽化時間點對照下，可得如下之表：
法主三公出生對照
西元 1108 年 戊子
︴

︴

西元 1131 年 辛亥
︴

︴

西元 1139 年 己未
︴

︴

西元 1141 年 辛酉
︴

︴

西元 1149 年 己巳
︴
西元 1168 年 戊子

24

北宋大觀 2 年

1.蕭公

1.蕭公與章公差 23 歲(更不可能)
南宋紹興 1 年

章公

章公與張公差 8 歲(較有可能)
南宋紹興 9 年

張公

2.蕭公與張公差 2 歲(較有可能)
南宋紹興 11 年

2.蕭公

3.蕭公與張公差 10 歲(較不可能)
南宋紹興 19 年

3.蕭公

4.蕭公與張公差 29 歲(更不可能)
南宋幹道四年

4.蕭公

在此比較表中，蕭公出生年代，在諸多文獻相互抄襲下，錯誤點經收集比對
有下列之結果厘清，其傳說有四種：(1)北宋大觀 2 年(1108 年)；(2)南宋紹興 11
年(1141 年)；(3)南宋紹興 19 年(1149 年) ；(4)南宋乾道四年(1168 年)。在此四個
時間點比對，較接近于章公南宋紹興 11 年(1131 年)與張公南宋紹興 9 年(1139
年)，較符合當時三個師兄弟一同拜師于周佐道長及一道施法斬妖除煞，也因此
蕭公出生較有可能應為南宋紹興 11 年(1141 年)，蕭公其他三個出生點應有誤傳。

24 筆者依據六十甲子推算法主三公出生年，所得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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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主公派信仰之文獻軌跡探討
文獻之歷史軌跡是對過往之事實、傳說及口述歷史逐一記載，先撇開其記載
之真實性不談，但對歷史學、人類學研究者有著莫大之幫助。在法主公派中，文
獻上皆以張聖君法主為主軸，也因此三公中唯有以張公之記載最為詳實。在近代
文獻專書有《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25，記載著所有聖君信仰，其中亦概括到五
營兵將“張、蕭、劉、連、李”等神班；《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26
中專為法主公祖殿之“張、蕭、章”做出詳盡之探討；《閩台聖君信仰——溪源
蕭公文化》27中則專為蕭公做出歷史論述，其中亦談到與張公及章之關係。

一、文獻探討
在古文獻上有較多之神跡，其神跡有表現在對其宗教上、社會上、醫藥上之
神跡顯現，但該文獻還是以張法主為主之記載。首先有《游宦紀聞》中記載: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采薪鬻鋤柄為業，鄉人曰為張鋤柄。
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弈。投之以桃，苦不可
食。張心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苦將蟄舌，遂棄
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
禍福。素不諳書，忽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構。
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28
在此則記載中談到張法主為農家子及其遇仙成仙之經過，至後來為僧，不食
人間煙火，且能斷人之未來吉凶，在此表現出張法主之道法中摻雜著佛教思想與
巫術之思想內涵。而在蕭公部份，在葉明生轉錄自明代釋明河撰之《補續高僧傳》
中談到：
蕭公祖師，蜀人。生於殘唐，師雪峰存和尚，行頭陀行。久之得悟
而發通，於閩服，大著神異。閩人莫之其名，因稱蕭公祖師。古田
有蛇肆害，師驅之。溪源有毒龍為雉，師降之。致於封山打洞，無
妖不剪，無怪不除。合四境之內，地方千餘里，魔氛不作。月皎清
光，人無惡夢。有偈曰：“剃髮還留髪，居塵不染塵。人稱三教主。
25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書版社，2008)。
26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
27 陳建生等：《閩台聖君信仰---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
28〔宋〕張世南：《宦游紀聞》，卷 4(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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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義一歸真。”又約：“一相元無相，如來如不來。道全歸四果，
顯法就三災。”觀師偈意，是蓋大菩薩，市跡度生，非專羊鹿位中
人也。師至宋嘉熙間始入滅，住世三百餘歲。火化於鳳冠岩。祥光
燭天，異香普聞。火盡，鄉民刻木蕭師形，盛骨於內，請有司立庵
奉之。錫胤弭災，隨禱而應，尤效於雨，虔禮則霈焉，隨踵而至。29
在此將蕭公祖師再做一比對後發現，引述到法主三公中，有下列幾點似乎值
得商榷的，其探討點如下：
1. 出生地：在此談到蕭公祖師其為“蜀人”，與前所述“仙遊人說仙游東鄉
龍波社八姓莊人”30、“大田人說南平”、“尤溪說尤溪”31 ，顯然其出生地是
不相同的。
2. 出生時間點：上文談及“生於殘唐”，“殘唐”為五代十國(907～960 年)，
顯然與“一說為生南宋紹興十一年辛酉(1141 年)六月三十日亥子時生，32二說為
紹定戊子年夏季二十九日；三說是嘉熙己巳年；四說為紹興己巳年33(1149 年)”，
與張法主公宋紹興巳未年(1139)及章法主公南宋紹興元年辛亥(1131 年)之年代差
距不相稱。
3. 陽壽：依《閩台聖君信仰---溪源蕭公文化》記載“蕭公卒年為淳熙十五年
(1188)，及蕭公壽 48 歲”34，同時在《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中亦談
到“南宋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蕭公壽 48 歲”35 。
綜合以上之三項再加入張公、章公之生卒年代，同舟前往拜師周佐道長，羽
化年代相近：“章公南宋淳熙九年(1182)、張公(1183)、蕭公(1188)”，羽化後……
是為三聖君，後人有詩贊曰：“石壺三聖久傳名，正一長存鬼蜮驚，濟世利民安

29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書版社，2008)，第 47 頁。系葉明
生轉錄自〔明〕釋明河撰之《補續高僧傳》，卷 19，卍字續藏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版，第 267—269 頁。
30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64 頁。
31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8)，第 45 頁。
32 蘭宗榮：《淺論蕭公的生平及影響》，鄭金華編《溪源峽谷與蕭公文化》，(2001 年內用資
料)第 61 頁。
33 陳建生等：《閩台聖君信仰---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第 9 頁。
34 同上注，第 9 頁。
35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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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除妖鎮惡蔭群生”36。在《補續高僧傳》所述蕭公祖師“師至宋嘉熙間始
入滅，住世三百餘歲”及在此所言之蕭公祖師，是否另有其人值得考證。
二、神跡探討
法主公為何能夠名聲遠播，文獻記載著三公之傳奇，從其出世到拜師學法，
經過修煉至得道，濟世到羽化，再從神化到對他的崇拜，每個階段都有其神跡之
顯化，足證明他們之傳神與可敬。
張聖君被玉封為“監雷真聖君” 37 即“監雷禦史”為掌管五雷 38 官將(雷
公、雨神等)，專司祈雨，亦是閭山教派道法之一，羽化前諸多引水化解旱或治
水患，又閭山教派較接近于農民與基層百姓，因而被奉為農業神，羽化後又諸多
靈驗在祈雨。依據《閩書》記載：“演水溪，源出尤溪，流入梅溪。溪中有仙人
坐化石，舊傳張聖君卒其上。石傍有穴最深，曰九龍潭，歲旱禱雨多應，潭中游
魚群聚，雖洪潦漲不散”39，信仰群眾認為法主公羽化于九龍潭，在此祈雨能得
驗應無疑。另在《閩書》又記載：“聖者岩，岩最勝處，有靈泉，禱雨多應”40。
諸如此類之法主公神跡，在生前亦引起當時之王文卿試法陷害。洪邁《夷堅支丁
志》《工侍臣》記載:
王文卿侍晨，已再書於前志，紹興初入閩，不為人所敬。嘗寓福州慶成寺，
群僧見其所為，疑涉迂誕。使僕夜擲瓦礫於窗外，欲其怖也，王殊自如。
已而擊瓦再至，王叱曰:“人耶？鬼耶？一例行遣”，僕應聲僕起竟不復
生。是時張和尚圓覺正以道術擅名，閩人呼之聖者。王與之往還，聞張為
人主醮事。語所善曰:“當作哄這禿一場。”未兒張入城，四故若有所訪
曰:“風子在東街茶店中坐。”遂往揖之曰:“狂態複作耶？”王笑曰：
“只頃刻耳。”及暮，張醮家潔壇席，燈火如晝。俄風從西北來，撲滅
無餘，才食久，煥然複明，道眾與之不協。
36 同上注，第 68 頁。
37 同上注，第 55 頁。
38 五雷，《太平廣記》卷 394 中，有關五雷之法曰“雷法”，道教術數。謂得雷公墨篆，依法行
之，可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因雷公有兄弟五人鎮守五方，故以五雷稱之。
39〔明〕河橋遠：《閩書》冊一卷四〈方域志‧閩清‧演水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40〔明〕河橋遠：《閩書》冊一卷十八〈方域志‧延平俯‧將樂縣聖者岩〉，(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1994)。

55

蕭友信

因府治設醮祈雨，命為高功，王請於府前立棚，令道眾行為繞其上，己獨
仗劍禹步於下。方宣詞之次.星斗滿天.已而暴風駕雲，亦從西北。燭盡滅，
雷霆一聲甘雨如注。其徒懼而下，王已去矣。自是道俗始加尊事。王之術
41

蓋習五雷法，然用以為戲及妄害平人，恐非神天所容。

由此段落中，描述到王文卿意有所指加害張法主，先以裝神弄鬼恐嚇他，繼
之以設醮祈雨時，以五雷法妄害平人而嫁禍于張法主，但法主公之道行神奇眾所
皆知，他皆能一一克服，《古田縣誌》中也談到聖君堂之張法主：
在水口，聖君姓張，宋代永福人。得仙術修道于永陽方壺山，明曹觀察學
佺題曰“方壺別嶠”。徐勃詩：“石磴躡崔嵬，真君廟宇開。鼎中亨日月，
掌上禦風雷。仙術通幽秘，神功禦大災。廿年前寄宿，此日喜重來”。42
法主公除了懸壺濟世外，亦利用仙游四海群山之便，傳法說教。淳熙九年壬
寅(1182)，慈觀 44 歲，是年六月，慈觀到閩清渡世人說因果，宣揚道教主旨。43

伍、在台法主公派之信仰分佈
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法主公派入台時間點較三奶派為晚，約在清末較為多數，
又受五營兵將信仰系統混淆，使得考證更顯不確定性，較早的幾座可考者如下：
1.北部：在臺北部因三面環海，移民登陸之先天地理環境優勢，除淡水、基
隆、宜蘭等地區港口海岸外，其間亦有多處可供漁船登陸。因此，漁民之登陸點
亦即為閩越宗教信仰傳台之入口點：
(1)臺北市法主宮：該宮廟內供奉著泉州人的守護神——張法主聖君，該神
像是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茶商陳書楚從泉州安溪帶來大稻埕安奉的神明。
系由“九龍潭石牛洞”發祖，分廟顯赫泉州府安溪縣光德里院後坑“碧靈宮”，
清同治八年（1869 年）安溪縣人陳書楚由碧靈宮分靈來台，至舊大稻埕得勝

41〔宋〕張世南：《宦游紀聞》，卷 4(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 31 頁。
42〔清〕知縣辛竟可總修《古田縣誌》卷八〈古跡〉，乾隆辛未版，(古田縣地方誌編篡委員會，
1987 年版)。
43 同《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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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張慈觀、蕭朗瑞、章朗慶共稱的“法主三公”。44在此宮演法科儀未有固
定專司之領域(有以天師正一派、閭山派、佛教誦經)。這與 1894 年林豪《澎湖
縣誌》記載澎湖客仔師演法之過程，包含了道士、法師、乩童、僧侶綜合性的法
事，不謀而合。
(2)宜蘭晉安宮張公聖君祠：供奉鎮殿主神為法主公。以安溪一帶鄉土守護
神，開拓宜蘭蘇澳之先民，為鎮壓蠻荒瘴癘，由蘇士尾、張光明等先賢于清道光
七年(1827 年)恭請來台，在宜蘭蘇澳建祠奉祀，距今(2013 年)186 周年，是蘇
澳地區最古老寺廟。宮內以大法主(張)、二法主(蕭)、三法主(章)，演法科儀以
法主公派為主。
(3)宜蘭再興宮：系于清朝咸豐年間，福建永泰縣張家莊先賢背著張公祖神
像在宜蘭墾荒，移民至宜蘭縣三星鄉興建蘭興宮。宮的內殿，有一座先民墾拓的
先賢牌位，上寫著：“泉郡堂室開闢浮州莊先賢之神座”。對員山鄉的歷史傳承
與先民奮鬥的史跡，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建於溪洲堡泉州大湖(今有楹聯云：
“身化九龍潭遍逐蠻荒辟蘭境，法施三寶塔直驅鬼牛走桃源”）
，後因大水沖毀，
在附近搭草寮奉祀，結果再次遇大水，又遷移至宜蘭市南橋裡與七賢交界處，建
物仍是草寮，浮洲莊民集資於今七賢村第二鄰處建廟稱再興宮。
(4)新北市玄雅堂：在訪談中發現該宮觀為“中華閭山派道教會”，理事長
謝錦盤道長，出生於道教家庭，其父謝雅頌人稱為“仙人”，在彰化鹿港一帶的
道教界頗俱知名度，該家承襲於閭山法派，謝錦盤道長屬來台第六代傳人(第一
代謝媽賜→第二代為三房謝寶乞→第三代為五房謝烏雞→第四代為大房謝火榮
→第五代為三房謝雅頌→第六代傳大房謝錦盤)。以每代 30 年計，該法脈已在台
傳承 180 年之久，演法科儀以法主公派為主。
2.中部
(1)彰化埔鹽閭山總道院：蔡氏家族為執事者，其法脈傳承系來自新北市玄
雅堂當時在彰化縣鹿港一帶之法脈，院內亦以三位法主公為主，演法科儀以法主
公派為主，可惜該道院將法主公喻為“五營兵將系統”中之東營軍守將。
44 臺北市法主宮管理委員會：《臺北法主宮沿革》，(臺北：臺北市法主宮管理委員會內部印刷，
時間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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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雲林縣赤法宮：雲林縣二侖鄉來惠村頂莊赤腳法主公，是在鄭成功遷台
後，由該村廖姓村民之祖先，從福建“碧雲宮”分靈金身到臺灣供奉，據廖姓後
代子孫口述：這尊法主公系其十二代祖先，由大陸請到臺灣，現在子孫都到二十
四代，供奉神尊已歷經十二代。以每代 30 歲計算，法主公來台已約有 360 年歷
史。這與該廟法主公降乩所言“到台已三百餘年”相近。演法科儀以法主公降靈
乩身行事，以法主公派之儀式為主，如過火、爬刀梯等關於降乩行事的情形。
3.南部
(1)台南開基玉皇宮：在此宮主神為玉皇大帝與三官大帝，配襯著三清、天
師、玄天上帝等，未見有法主公與陳靖姑神像，但其宮內長期每天都有 3-5 組法
師駐紮在宮內，執行法主公法派之科儀，為信眾祭解五鬼、白虎、病符等十二神
煞以及祝聖、安神、開光點眼、斬桃花、過七星橋等。據駐宮林法師稱：法派科
儀家傳，在他是第三代，雖然在玉皇宮內無法主公神像，但科儀演法，他還是以
法主公法派為主。
(2)台南興泉府：住持林俊輝道長，1956 年生，十二歲開始學習道法，曾經
駐“夫人廟”二十年之久，有南部“黑頭林”之稱，亦擅長於法主公法門、三奶
夫人派、正一靈寶派。據林道長口述之“夫人”及黑頭林”，可瞭解到陳靖姑派
與黑頭法師之關係。在林道長“破獄打城”行法中觀察到，前半段之請神招兵、
下地獄之過關等，系以閭山派紅頭法師 (法主公派與三奶派) 混合行使，在“破
獄打城”、“招魂”時再以“正一派”科儀行之。
(3)台南獄帝殿：該宮廟以東獄大帝為主，可是每天車水馬龍，人潮絡繹不
絕，為的是求神拔救地獄的親人，因此，“破獄打城”、“超渡亡魂” “渡化
嬰靈”等法事熱鬧非凡，廟內亦有法場 3-5 處，各擁法師，以紅頭法師為主，有
法主公派、三奶派、徐甲派、正一派等。在此亦可瞭解到，在臺灣紅頭法師亦有
行使超渡亡魂等陰間之法事。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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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各個宗教法脈之傳承，皆有其傳承之方式，只是傳承當中，因為時間
與空間及人為因素，有部份遺失或短缺或誤傳，再在過程當中有其他法脈的儀式
滲入，致使原有傳統之法脈有所失真，唯有透過法脈深入的研究探討，配合田野
調查與古文獻抽絲剝繭的查核比對，方能得到整個法脈傳承的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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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再版。
〔明〕河橋遠：《閩書》冊一卷十八〈方域志‧延平俯‧將樂縣聖者岩〉，(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明〕河橋遠：《閩書》冊一卷四〈方域志‧閩清‧演水溪〉，(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1994)。
〔清〕知縣辛竟可總修《古田縣誌》卷八〈古跡〉，乾隆辛未版，(古田縣地方
誌編篡委員會，1987 年版)。
〔清〕陳池養：《慎余書屋文集》卷四(張公傳)。
〔清〕康熙德化縣誌卷十五人物釋道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清〕康熙德化縣誌卷十九 據佚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
五雷，《太平廣記》卷 394 五雷之法曰“雷法”

59

蕭友信

釋明河撰《補續高僧傳》，卷 19，卍字續藏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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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德化石壺祖殿管理委員會編：《道教聖地石牛山—張公
法主祖庭》，(福建：福建省道教協會研究室，1998)。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書版社，2008)。
王見川：〈法主公信仰及其傳說考察〉，《從僧侶到神明－定光古佛、法主公、
普庵之研究》，圓光佛學研究所叢書(2)，(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2007)。
俞黎媛：《張聖君信仰與兩宋福建民間造神運動》，(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2005-1)。
蘭宗榮：《淺論蕭公的生平及影響》，鄭金華編《溪源峽谷與蕭公文化》，(2001
年內用資料)。
陳建生等：《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
陳建生等：《閩台聖君信仰---溪源蕭公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
臺北市法主宮管理委員會：《臺北法主宮沿革》，(臺北：臺北市法主宮管理委
員會內部印刷，時間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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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道教在歐洲的發展傳播情況
景秀 Karine Martin
（法國道教協會

會長）

Abstract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一、中國的道長在歐洲傳播道教概況: 三個道教協會的成立過程
的特色。 二、道教經文在歐洲的翻譯情況。三、道教文化傳播中心及道觀在歐洲的建設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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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為
為三個部分
分：
一、

中
中國的道長
長在歐洲傳播
播道教概況
況: 三個道教
教協會的成立
立過程的特
特色

二、

道
道教經文在
在歐洲的翻譯
譯情況

三、

道
道教文化傳
傳播中心及道
道觀在歐洲
洲的建設情況
況

一、中
中國的道長
長在歐洲傳
傳播道教概
概況: 三個
個道教協會
會的成立過
過程的特色
色
英國道教
教協會
19995 年開始，先後有馮
馮興趙道長（時年 60 歲
歲）在陝西
西紫陽縣雷鼓
鼓台收徒五
五人，他們
後開始傳播
來自英國
國，這位弟
弟子回英國後
播道教，1996 年成立了英國道教
教協會。他
他們傳授的
道教功法
法主要有靜
靜坐、導引術
術，以及老
老莊思想。馮
馮興趙道長
長是龍門派第
第三十代弟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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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會
法國道教
19996 年黃世真
真道長（19968——）開
開始幫助其
其師伯馮興趙
趙道長繼續
續傳播道教
教的工作，
黃世真道
道長英語交
交流能力較好
好，收授了
了許多歐洲及
及其他西方
方國家道長，這些道長
長回國後紛
紛在當地
地成立道教
教協會，譬如
如，法國道
道教協會、葡
葡萄牙道教
教協會、墨西
西哥道教協
協會等，大
家所熟知
知的景秀道
道長即是法國
國道教協會
會的會長。其
其中，葡萄
萄牙道教協會
會與墨西哥
哥道教協會
以弘揚道
道教醫學和
和養生為主要
要特色，法
法國道教協會
會在傳播宏
宏觀道教文化
化同時，也
也傳授內丹
與十方韻
韻誦經等修
修持方法。上
上述道教協
協會皆以龍門
門派傳承為
為主。

瑞士道教
教協會
瑞士
士道教協會
會則傳承全真
真教清淨派
派，這是由河
河南南陽玄
玄妙觀坤道孟
孟應仙道長
長所收弟子
LAURE
ENT`ROCH
HAT 於 20077 年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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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派分支
支在歐洲
巍寶山龍
上述
述這幾個道
道教協會成為
為了近年來
來歐洲道教發
發展的基地
地，他們往來
來頻繁，在
在相互交流
的過程中
中又認識更
更多的道長。圍繞著共
共同的信仰理
理念，法國
國道教協會與
與瑞士道教
教協會在巍
寶山共同
同拜師劉圓
圓通道長，學
學習北斗玄
玄功。從 20007 年始，這一功法通
通過劉圓通
通道長及其
弟子王明
明全道長往
往返歐洲不同
同國家傳授
授，目前已經
經形成巍寶
寶山龍門派分
分支。這一
一功法之所
以傳播迅
迅速，在於
於習煉北斗玄
玄功者身心
心狀況有了頗
頗有成效的
的改善，這也
也促進了信
信仰人群的
增加，他
他們的信仰
仰具有鮮明理
理性特色。
同時，義大利
利道教協會、西班牙道
道教協會、比
比利時道教
教協會等歐洲
洲道教協會
會在傳播道
教文化過
過程中也各
各有特色。此
此外，很多
多中國道長（如吳誠真
真方丈、孟至
至嶺道長等
等）也遠赴
歐洲傳播
播道教。限
限於時間原因
因，本文不
不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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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教經文在歐洲的翻譯情況
道教經文翻譯在道教國際化傳播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與其他宗教相比較，道教這方
面還比較薄弱。如佛藏已經基本翻譯完畢。在西方國家，有幾位道教學者已經做了前期相
應的工作，如 BOKENKAMP,KOHN,PREGADIO,DESPEUX 等。但總體而言，道經的翻譯
工作是零散未成體系的。
法國道教學界希望能推動道教翻譯工作。從 2010 年起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 (CNRS)，法國美文出版社協 (Edition Les Belles-lettres)開
始以“漢文書庫”為專題出版中國文化基礎文本。
“漢文書庫”始終忠誠於其“與大眾分享高品質讀物”之宗旨，“致力於從文學及科學
（人文科學如哲學，歷史，詩歌，政治軍事著述，還有自然科學如醫學，天文學，數學等）
等各方面推薦中國文學的經典作品。叢書有背景介紹、簡介、導論、對照譯文，還有非常
詳細的注釋和批註，以幫助讀者更好理解。但有一點不同的是，這些都是屬於譯者的原創，
而不是隨便東拼西湊來的。目前，“漢文書庫”是法國唯一帶有原創注釋的漢文書籍，由
此可以看出，這一系列的叢書對於譯者會有很高的要求，包括中文水準、漢學知識、觸類
旁通的敏感程度等等。每一本書都要耗費譯者好些年的功夫，甚至畢生精力和心血。所以，
在“漢文書庫”，這一系列不僅僅是“書”，也是多位譯者關於“漢學”的研究。
特別欣慰的是，從 2016 年起以“道教書房”為專題出版道教文化基礎文本，道教書庫
成為“漢文書庫”的一個分支。“道教書房”叢書由程艾蘭（法籍華人知名學者，曾在法
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等機構任教，是法國大學科學院高級院士 (CNRS)、法蘭西學院
中國思想史教授。法國著名華裔學者程紀賢先生的女兒）、馬克‧卡里諾斯基（法國高等
實踐研究院的研究導師，他在該學院教授古代中國歷史與思想）、高萬桑（法國國家科學
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法國社會、宗教、政教關係研究所副所長。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學者主持。
“道教書庫”叢書計畫一共 59 書 (+2 已經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的有《太上感應篇》；
正在翻譯的經書有《太平經》、《地祇上將溫太保傳》、《翊聖保德傳》、《純陽帝君神
化妙通紀》、《早晚課經》《清靜經》，其中《早晚功課經》、《清靜經》由景秀道長翻
譯。希望這一意義遠大的翻譯工作能得到廣泛的學術與資金支持，這畢竟是一件功德無量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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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書
書庫”系列
列叢書：計畫
畫一共 59 書 (+2 已經出版)1

本文
1. 關於本
Laozi + commentairres : Heshannggong 河上
上公章句, X
Xiang’erzhu 想爾注, Wang
W
Bi 王弼
弼
1
vol.
Zhuangzzi 莊子
2 vols.
Liezi 列子, 1 vol.
管子, 1 vol.. paru en 20011 (R. Grazziani)
Guanzi 管
Définitioons du taoïssme : Lushi xiansheng daomen kellüe 道門科略
略 (5e sièclee) ; Daomenn shigui 道
門十規 (1406) ; Daaojiao yuanlliu 道教源流
流 (Qing) : 1 vol. en prééparation paar V. Goossaaert
1

Vincen
nt Gooss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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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神仙
Liexian zhuan 列仙傳
1 vol.
Shenxian zhuan 神仙傳 1 vol
Stèles pour les immortels, Han. 1 vol.
Baopuzi neipian 抱樸子內篇 2 vols.
Lingbao wufuxu 靈寶五符序 1 vol.
Han Wudi neizhuan 漢武帝內傳 1 vol.
2. 2e-5e 時代
2.1 Taipingjing 太平經
Taipingjing 太平經 已經開始翻譯 Grégoire Espesset 1 vol. (ou 2 ?)
2.2 關於天師道
Dadao jialingjie 大道家令戒 ; Santian neijiejing 三天內解經 ; Nüqing guilü 女青鬼律 ; Laojun
yibaibashijie 老君一百八十戒 1 vol.
Chisong zi zhangli 赤松子章曆 1 vol.
Laojun yinsong jiejing 老君音誦誡經 (Kou Qianzhi) 1 vol.
Dongyuan shenzhou jing 洞淵神咒經 1 vol.
2.3 Shangqing 上清
Zhen’gao 真誥
3 vols. ( ? ou plus ?)
Dadong zhenjing 大洞真經 + autres jing Shangqing 1 vol.
Lingshu ziwen 靈書紫文 1 vol.
Huangtingjing 黃庭經 (2 versions) + Laozi zhongjing 老子中經 1 vol.
Zhoushi mingtongji 周氏冥通記 (en projet par Pan Junliang) 1 vol.
2.4 Lingbao 靈寶
Durenjing 度人經 + Shengshen jing 生神經…

1 vol.

3. 唐代
Fengdao kejie 奉道科戒 1 vol.
Liturgie (communautaire) : Dengzhen yinjue 登真隱訣 juan 3 ; Wushang biyao 無上祕要 juan
50 (tutanzhai) ; 1 texte de Zhang Wanfu
Liturgie (ordination) : Du xianling luyi 度仙靈籙儀 (S203) ; Lingbao shouduyi 靈寶授度儀 ;
Shangqing huangshu guoduyi 上清黃書過度儀 1 vol.
4.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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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 Chengzhen 司馬承禎 (647-735) : Fuqi jingyi lun 服氣精義論, Zuowang lun 坐忘論,
Tianyinzi 天隱子 1 vol.
Du Guangting 杜光庭 (850-933) : Daojiao lingyan ji 道教靈驗記 1 vol.
Autres écrits, extraits 1 vol (à demander à Franciscus Verellen)
Wu Yun 吳筠 ( ?-778) : essais et poésie. 2 vols. En préparation par Olivier Boutonnet
Wunengzi 無能子 + Huashu 化書 1 vol.
4. 近代道教
4.1 關於神仙
Yuhuangjing 玉皇經, Yushujing 玉樞經, Beidoujing 北斗經
Xuantian shangdi qishenglu 玄天上帝啟聖錄
1 vol.
Wenchang dijun huashu 文昌帝君化書 + benyuanjing 本願經

1 vol.
1 vol.

4.2 關於內丹
Zhouyi cantongqi 周易參同契, Yinfujing 陰符經, Wuzhenpian 悟真篇, Ruyaojing 入藥經,
Xinyinjing 心印經 1 vol.
Zhong-Lü chuandao ji 種呂傳道集 1 vol.
Bai Yuchan 白玉蟬 (1194-1229?) : les entretiens (anthologie), 1 vol. ; les essais, 1 vol.
Anthologie de Wu Shouyang 伍守陽 (1574-1644) + Huiming jing 慧明經
1 vol.
Xingming guizhi 性命圭旨 1 vol.
1 vol.
Liu Yiming 劉一明 (1734-1821) : anthologie
Taiyi jinhua zongzhi 太一金華宗旨 1 vol.
4.3 關於全真
全真詩詞： 王重陽， 七真。。。等 : anthologie 1 vol.
Les entretiens (yulu 語錄) : anthologie, 1 vol.
Jinlian zhengzong ji 金蓮正宗記 ; Changchun zhenren xiyouji 長春真人西遊記 1 vol.
Li Daochun 李道純 : traduction partielle du Zhongheji 中和集 1 vol.
4.4 浄明道
Une anthologie des principaux essais du Jingming zhongxiao quanshu 淨明忠孝全書 1 vol.
4.5

太上感應篇… : 已經出版了 publié par V. Goosssaert en 2012
Une suite : Taoyuan mingshengjing 桃園明聖經 ; Jiujie baojing 救劫寶經… 1 vol.
4.6. Hagiographie
Diqi shangjiang Wen taibaozhuan 地祇上將溫太保傳 ; Yisheng baodezhuan 翊聖保德傳 1 vol.
已經開始翻譯 V. Goossaert
Chunyang dijun shenhua miaotongji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1 vol. (已經開始翻譯 Isabelle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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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ongji 玉隆集 (hagiographie de Xu zhenjun par Bai Yuchan)

1 vol.

4.7 科儀
les daofa 道法 : chap. 1 Daofa huiyuan 道法會元 ; Taiji jilian neifa 太極祭鍊內法 : 1 vol.
Shangqing lingbao dafa 上清靈寶大法 (2 versions), extracts : 1 vol.
Taishang hundong chiwen nüqing zhaoshu tianlü 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詔書天律 : 1 vol.
Zaowan ke jing 早晚課經 (dont Qingjingjing 清靜經, …) 1 vol. 已經開始翻譯 Karine Martin
景秀
Santan dajie 三壇大戒
1 vol.
一共 59 s (+2 已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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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教
教文化傳播
播中心及道觀
觀在歐洲的
的建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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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禮斗祭祀科儀與人生
巫文祥
（台北老子館館長）

摘要
在今年戊戌年農曆七月剛過，我們在臺灣看盡了全臺道教科儀的流程，就是
所有宮觀幾乎統一了一種儀式 - 濟幽普渡 (鐵鏆)， 這是針對「地」(下層幽靈
超渡的法會)，那對「天」的呢? 就是呈報上天的「羅天大醮」 。 對「天」
、對
「地」有了，那對「人」呢? 因為道教講究的是「天」
「地」
「人」一體，所以本
文就是針對道教對「人」的科儀來探討，「拜斗」科儀與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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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st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s lunar calendar in July this year, we have seen the
process of the whole Taiwanese teaching instrument in Taiwan, that is, all the tamples
have unified a kind of ceremony - Jiyou Pudu (Iron), which is aimed at "Land" ( The
lower level of the ghost crossing the Fa Conference), what about the "Sky"? It is the
"Luo Tian Da Yu" who reported the heavens. For "Sky" to "Land", what about
"Human"? Because Taoism pays attention to "Sky", "Land" and "Human",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Taoism'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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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道教祭祀淵源簡述
從古至今，以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歷史而言，唯一固有的宗教，就是現今所
談論及的道教。 道教之源頭，簡單的說，就是道學，也是一般街坊所論及的黃
老之學;中華民族的歷史，針對黃老之學，大家都沒有任何異議，在時間上約在
西元前二六九七年之黃帝時代，保守的估算其時間，距今(今年西元二零一八)
已達四千七.八百多年之久。不過，在黃老時代之前，中華民族的先祖，已經會
利用八卦的卦象來解釋對天道之認識，也用來演繹人與人相互關係，甚至擴大用
來祭祀的祭典儀式，亦可在用崇祀鬼神方面的處理儀式等等。
但是推至黃帝時期，有所謂的順天地之紀進，估幽明之占卜，對於人之生死
專說，黃帝登基的封禪山川，用來昭告天下，登基高位的合法性、統治性。 接
下來的繼承者，顓頊掌權，布政載時以象天，如現代人的觀天望氣的方式，依照
某種的動向來制定儀軌; 而接繼者如高辛之輩，已經逐漸明瞭鬼神與人類的相互
關係，進一步會用最虔誠的心態，以示表達尊敬之意與敬畏之心態，顯而易見的
是，經有特殊特定的科儀祭祀的雛型，從此產生。 如此而後，接下來的帝堯、
帝舜、夏禹、商湯等此列為國家領導人，以迄周公，舉凡一千五百餘年之中，每
一位貴為賢君或者是領導者等，無不遵守炎黃之道，治理國家;皆本著遵循黃帝
之道，對天地的尊敬，並以最高規格的禮數，來敬天修禮，以正常之道來治理國
家，這就是流傳所謂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 在遠古之時期，雖無道教之
名，但是確實是政教合而不分，中古時期以前，不管東方的中國，或是西方世界
的歐洲等等，皆是如此狀況的依循發展。
遠古周朝之後，春秋時代(西元前六八九 - 三六八)，中國出現了兩位偉大
的哲學家，一位是孔子，他是將教育引入平民化之偉人，奠定儒家在中國的永固
地位，提倡倫理道德，以人為本的哲學中心思想。 另一位是老子2，也就是《道
德經》的創作者，流傳到現在，是僅次於西方《聖經》的偉大巨作，老子通曉王
家學術，承襲古代黃帝之道，崇尚自然發展，化育萬物，使之可以適應人性，順
應符合道德規範與天合體。老子的思想是超脫自由，與另一位哲人孔子的儒家嚴
謹是有差別的，但是兩位的崇善反暴，其實是彼此相接近甚至是契合的。
孔子的接班人之後有孟子，而老子後繼之人為莊子，兩者的學說思想就厥然
不同，前者更加嚴謹，而後者就有如逍遙遊3的自由思想，兩派思想相差太遠。 所
1

《左傳》成公十三年，
《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十七，
《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下册 1911 頁。

2

老子 -《中國道教》第一卷 第三編 頁 214 –219。

3

逍遙遊 – 莊子 《南華經》《中華道教》第二卷 第四編 頁 47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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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周朝、秦朝之際，社會上百家齊鳴，諸如墨家、名家、法家、兵家、刑家、
陰陽家等諸家，絕大多數是源自於道家; 而在另一邊的儒家思想發展，儒生言天
道與人道的關係和觀念也是承襲道家之說。在當時道家的學說思想，其實是左右
遠古乃至於中古時代的中國思想，到了漢朝文帝、景帝的之際，宮廷之治還是崇
尚黃老之道，以達到天下太平，所謂的「以致治平」
。 到了漢武帝時代，更是罷
黜百家，尊崇六經，儒家有開始統於獨尊，但是儒宗並沒有任何的宗教科儀或儀
式，僅僅談及入世而不言出世之道，這是無法滿足當時社會一般人的需求; 簡單
的說，就是僅限於講到人生而已無法觸及神道，使當時的人無法尋求人之寄託何
處?

貳、道教立教祭祀傳法
4

到了東漢末年時期 (西元一二六 – 二三零)，始有學道之士張陵(張道陵)
有鑒於此，利用客居西蜀之際，學道於鶴鳴山(鵠鳴山)中，專心修道，潛心闡思，
造作道書，以教導信眾，並以清淨懺悔來教化一般百姓，同時並制定各式各樣的
科抹種安定的儀，以滿足信眾的需求; 並傳授張道陵個人在靜修中得自於太上老
君傳承經典，用來規範徒眾，規定入教之人，每人繳交白米五斗5，作為其他百
姓佈施之用，達到利他、利人; 如此一來，道教正是以宗教之名應世，也順理成
章將道教推而廣之，成為中國固有的宗教，因此信眾奉尊張陵(張道陵)為道教天
師。
張天師(張道陵)在剛開始傳法立教之際，總會將天上的神明請下來，用來
讓信眾虔誠信仰，當時是太上老君信奉的百姓較多，所以在《北斗經》6(《太上
玄靈北斗本命延生妙經》)，開宗明義的點出來： 「爾時，太上老君以永壽元年
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極宮中，觀見眾生，億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
生在中華，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蠻戎之內，或富或貴，或賤或貧，暫假因緣，墮
於地獄，為無定故……」，張道陵天師向道教信眾說明，太上老君在永壽元年的
元月七日，在太上老君居住之處所，觀看下層的芸芸眾生，有的人出生在富庶的
大中華地區，也有出生在非中原的地區的夷狄落後地區，甚至也有出生在蠻荒地
區生活非常困苦。有人生來富貴之命，也有人生而低賤之夫，那都是每一個人的
先天命運，如人因此墮落下地獄，乃是個人的累世業障所造成，所以張天師用此
種方式來教化信眾，在另一角度而言，是歸過勸善，教人向善不做壞事，對在東
漢末年動盪不安的社會中，起了很大的安定民心的作用。
4

張陵(張道陵) -《中國道教》第一卷 第三編 頁 220 – 221。

5

五斗米道 - 《中國道教》第一卷 頁 84 – 91。

6

北斗經 - 《中國道教》第二卷 第四編 頁 76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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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禮斗(拜斗)禳星之淵源與要義
一般人都知道要拜斗，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一昧的希望要提升生活品質
是有很大的好處，但不知拜斗、禳災之來源與其要義為何﹖僅將收藏有關拜斗、
禳星之淵源與要義資料提供，拜斗、祈禳信眾研究參考，知道為什麼拜斗? 禳災
又是為的什麼﹖
瞻星禮斗，淵源甚古，漢代的霍光曾經禮斗，三國時代的孔明有曾經禳星。
在東漢永壽元年正月初七日，老君化身昇玉局座，傳授道教教祖 - 張道陵天師
「太上玄靈北斗延生妙經秘訣」
，人類始知「斗」為天樞，轉運四時，統司陰陽，
功沾三界，普潤群生，是人神的主宰。 及漢明帝在崑崙山，蒙斗姆親傳祕法，
開方便之門，說《北元統章》
，一星吐一理，一元演一道，後世方知「七元星君」
各有所掌，「九皇」各有所司，歷代宗師由「斗」中之精微之理，而闡發拜斗之
法，計有七十二種之多，或為奇門，或為運用，或為默朝，或為唱念等類。
「斗」為造化之樞機，推運四時，總生成之化。 正、二、三月，杓建寅、
卯、辰之位，以生成之萬物。四、五、六月，杓建巳、午、未之位，以長養萬物。
七、八、九月，杓建申、酉、戌之位，以成熟萬物。十、十一、十二月，杓建亥、
子、丑之位，以收存萬物。 斗杓不運行，則四時不分 ; 五行不應，則寒暑失度 ;
陰陽不調，則萬物不成。 斗極總炁於中天，斡旋運度，臨制四方，均衡五行而
正天徑，以貪狼主天，巨門主地，祿存主火，文曲主水，廉貞主土，武曲主木，
破軍主金，弼星屬火，輔星屬土，故而九辰為梵炁之宗，七政乃元綱之主，人稟
受而生成，南斗司陶魂之妙，北斗有鑄魄之功，則人之死生咸決於北斗。 《生
神經》云：
「人之受生胞胎之中，三元養育，元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
聲滿神具而有降生。」 以故一月為胞，二月為胎，三月為魂，四月為魄，均受
斗極陶鑄之功。 按《河圖經》
：
「北斗是九天之精魂，九地之靈魄，九星之妙象，
九州之威神，本命之元辰。」 《北斗經》
：
「每歲六度降在人間7，降日為本命限
期，校定世人罪福，使人長生，而開修真之徑路。」若談修真，則必先談「玄」、
「元」、「始」三炁，「玄炁」坐於地，「元炁」生於人，「始炁」生於天，亦即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既法於地，故曰「玄」，人為萬物之靈，
故曰「靈」
，所以北斗稱為「玄靈北斗」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 (三
生萬物)，是以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 北斗處中天以理九炁，九一
之道，統於玄一，玄生於地而法於人，故人之本命屬之。
人從炁而生出於玄一，故須守玄一炁以延其生。 人生在世，未能存真鍊炁，
養道修真，難免有三災九橫之厄，學道之士，道淺易且不免，況凡夫俗子乎﹖世

7

每歲六度降臨 – 道教認為每年北斗星君降臨人間六次，分別為單月數，一月，三月，五月，
七月，九月，十一月，所以應在單數月之前幾天，可以處理個人的祭關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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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以名利為重，役其身心朝暮驅馳，焉有災難不侵之理﹖若災愆既至，又不識
解禳之門，危急之際，但求彼不學之人，或禱於邪祀滛神，妄聽禍崇，烹宰三牲
以為祈求，或偶得自瘥，便以為受神之恩，如不幸亡故，則謂鬼神不赦，耗材誤
事，莫此為甚。 知其門者則診之良醫，濟之以藥石，禱之於祖先，不應者當求
醮祭於星辰，及所屬本命星君，解禳災劫，思愆省罪，祈告於斗宮，則可以消災
解厄，延生益算。 《抱朴子》曰：
「若病不進於良醫，投之以藥石，亦不祀其祖
先，請法醮告，祈禳為意者，是莫曉皈依之路，則災重病危，死時致矢，可不痛
哉。」! 凡人有災難，當投告斗宮，認本命星君，修齋設醮，可得安康，此禮斗
之旨也。

肆、禮斗與本命元辰相互關係
本命元辰者，北斗七元君也。 一般人(俗師)依紫微斗數相推命論運，而多
根據星座性質，判定人事，而且斗數一書，流傳甚久，年代已不可考，好占之士，
每多珍惜之，命者天之所賦於人也，推命者當以人事為人定之，天有天之事，地
有地之事，人有人之事。天事稱之為天文也，地事吾人稱為地理也者，人事乃人
之一生所遭遇之事者，凡人事之所有，皆與人生有最密切之關係，豈有說天文、
察地理，而不知人事乎? 人事者命中之境遇，人事同而境遇不同也。 宇宙之大，
事物之繁，大而治平，小而格物，有心人自無不講究，所得固有淺深，不外乎以
理解之。
斗數一書，以一紙命盤，何能包羅萬象﹖原假六十三位星曜，定人身命。六
十三星曜者如下 : 紫微、天機、太陽、武曲、天同、廉貞、天府、太陰、貪狼、
巨門、天相、天梁、七殺、破軍以上為十四顆主星。 左輔、右弼、文昌、文曲、
天魁、天鉞為六助星。 火星、鈴星、擎羊、陀羅為四煞星。 祿存、驛馬、紅鸞、
天喜、天姚、天刑、天空、、地劫、天耗、三台、八座、龍池、鳳閣、命主、身
主、天壽、天才、台輔、封詰、恩光、天貴、天官、天福、旬空、截路、天哭、
天虛、破碎、大耗、孤辰、寡宿、天傷、天使、劫殺。 四化者：化祿、化權、
化科、化忌。
十二長生訣 ： 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
生年博士十二年訣 ： 博士、力士、青龍、小耗、將軍、奏書、飛廉、喜神、
病符、大耗、伏兵、官符。
生年太歲十二神訣 ： 太歲、太陽、喪門、太陰、五鬼、死符、歲破、龍德、
白虎、福德、天狗、病符。
太歲/歲建 : 勿看興工動土 安太歲吉。
太陽/晦氣 : 防之失蹤 可以拜太陽星君。
喪門/地喪 : 送喪勿看 勿食喪食 祭之化吉。
太陰/責祭 : 勿爭口角 防桃色 祭之化吉 陰曆八月十五日夜拜太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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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鬼/官符
死符/小耗
歲破/大耗
龍德/紫微
白虎/地殺
福德/天德
天狗/吊客
病符/越陌

:
:
:
:
:
:
:
:

官事忍安 祭之化吉。
勿探喪家 祭之化吉。
家防火盜 祭之安之化吉。
防小人計。
防血光失足 祭之化吉。
為善德福 農二月初二日拜福德正神。
勿遠行 祭之化吉。
勿探病 祭之化吉。

太歲註解: 道教的三祖 (黃帝是始祖、老子是道祖、張道陵就是教祖)。 那麼「元
始天尊」顯然是屬於陽炁，那陰氣有人以「太元聖母」
，所以延伸「太歲」是如
何定位，太歲就是現今宇宙中的木星，早在周朝時代，就有人測出太陽系八大行
星 (以前有號稱九大行星，因冥王星被認為不存在了)中，體積最大的一顆行星
(為地球的一千三百倍) 木星繞日一周是地球的十二倍，地球繞日一周為一歲 (一
年) ，木星需要十二倍長的時光 (即十二歲)稱為太歲。
宮辰 – 天秤、天蝎、人馬、魔蠍、寶瓶、雙魚、白羊、金牛、陰陽、巨蟹、
獅子、雙女。
華蓋星訣，流年斗君等，皆可判定吾人一生之境遇，不易神乎! 然以理解之，紫
微諸星各有所司，紫微星主位居北極瑤光宮瑤天之上，為天之最尊星。日宮太陽
炎先帝君，月府太陰素耀皇君。

伍、五斗星君(東斗、西斗、中斗、南斗、北斗)
1. 東斗延生益祿護命寶經 (東斗)
東斗一宮蒼靈延生星君
東斗三宮大衛集福星君
東斗五宮尾級總鑒星君

東斗二宮靈光護命星君
東斗四宮大明保和星君

2. 西斗太靈紀名護身消災集慶寶經 (西斗)
西斗一宮白標大道星君
西斗二宮高元大朗星君
西斗三宮典煌靈真星君
西斗四宮將巨威真星君
3. 中斗大魁延生錫福保命度世寶經 (中斗)
中斗一宮赫靈度世星君
中斗二宮斡化上聖星君
中斗三宮沖和至德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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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斗長生錫福延壽寶經 (南斗)
南斗一宮天府司命星君
南斗二宮天相司祿星君
南斗三宮天梁延壽星君
南斗四宮天同益算星君
南斗五宮天樞度厄星君
南斗六宮天機上生星君

5. 北斗延生度厄寶經 (北斗)
北斗第一天樞宮 陽明貪狼太星君
北斗第二天璇宮 陰精巨門元星君
北斗第三天璣宮 真人祿存真星君
北斗第四天權宮 玄冥文曲紐星君
北斗第五天衡宮 丹元廉貞綱星君
北斗第六闓陽宮 北極武曲紀星君
北斗第七瑤光宮 天衡破軍關星君

子生人屬之 (屬 鼠 之人)
丑亥生人屬之 (屬牛豬之人)
寅戌生人屬之 (屬虎狗之人)
卯酉生人屬之 (屬兔雞之人)
辰申生人屬之 (屬龍猴之人)
巳未生人屬之 (屬蛇羊之人)
午生人屬之 (屬 馬 之人)

南斗六司星君與北斗七元星君，掌握世人善物惡與生死。南斗注生，北斗注
死，北斗位處坎宮，名同月曜，降神於人，名之為魄。南斗位處離宮，名同日曜，
名之為魂也。南斗、北斗、陶魂、鑄魄; 魂既受鍊，乃遷轉生人，能依教法，謝
已往之非，補將來之短，洗滌罪災，拜迎百福，神真真聖，歡喜降臨，必獲賜其
福壽。

陸、禮斗科儀介紹
禮斗，乃道教為民眾「消災祈福」的儀式，主要祭拜「南斗星君」與「北斗
星君」。 道教與民眾都相信北斗星君職司「消災解厄」
，南斗星君職司「祈壽延
年」。 故舉行禮拜星斗的儀式就稱為「朝真禮斗」
，民間則俗稱「拜斗」。 古代
天文學將北斗居於天上，作為辨識方位。 這樣的知識，就是因為北斗的斗柄運
轉一年，就是循環的固定周期，古早即在北方地區成為神格化的星辰信仰。 從
出土文物中，既可見北斗圖像是將七顆一組的星群稱為「玄武」，與南方的「朱
雀」相對，東方則為青龍七宿，相對於西方七宿整個，組合就被稱為「二十八星
宿」。 由於北方的北斗七星與南方的南斗六星，比照於北斗與南斗相對。 在東
晉甘寶的《搜神記》中，既已記載管格為人延命的說法，認為「南斗注生、北斗
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當時，也曾記載郭
璞曾於夜晚披髮祈禱於北斗，表明醮祭北斗，已經作為「消災延壽」的信仰，道
教加以吸收，就進一步發展為「祈福消災」儀式。在《道藏》的第一部經《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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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8中，就有從北宮飛昇南宮的說法，可見度上南宮的受度，就是一種轉生仙
界的思想。
道教後來發展完整的星斗信仰，從北斗單斗而擴大為五斗，且各有職司。相
信「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升、中斗大魁、總監眾靈。」，認
為人的受生命運全都掌握於斗府之中，既按照出生的干支分屬於北斗七星，就稱
為「本命元辰」
。 各有元命真人管轄，隨著道教信仰在民間社會普遍化後，唐朝、
宋朝以後，又呼應佛教密宗經典的譯介，後者也仿效而出現北斗信仰，道教為了
強化誦讀《五斗經》，即有功德的說法就陸續形成。後世流傳的《北斗本命延生
妙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受度人妙經》，並有東斗、西斗、及中斗諸經; 從此
成為完整的《五斗經》誦唸儀式。另一種變化就是因應佛教譯經，所有的攴利支
天信仰，乃新造斗母(斗姆) ，化生五斗的新說，因而陸續出現《太上玄靈斗姆大
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
《先天斗姆奏告玄科》等經，在三元八節中形成誦唸斗經
的習俗，而北斗七星加上輔、弼二星就稱為「九皇」9，後來也有《北斗九皇隱
諱經》等，配合斗姆信仰的流行， 就從九月初一到初九稱為「九皇齋」。
在歷史文獻中的朝真禮斗科儀中，從上層帝王至民間士庶，都有星辰信仰，
宋˙蘇軾《東坡敘述及志林˙記朝斗》曾敘述及羅浮道士鄧守安的「拜奠北斗星
君」，就是朝真禮斗，祈求消災，可見宋代的普遍程度。 這種禮斗習俗普遍存
在於中國各地; 幾乎每個道觀每年都會定期舉行禮斗科儀，民間也會委請請道士
在每年定期舉行禮斗儀式。 以臺灣地區為例，在基隆˙慶安宮的公共普渡儀式
中，除了供桌兩旁都有各自姓氏(例如陳姓、張姓等)的斗燈外，排列最外的兩旁，
由於斗燈特大，一般分成三層，製作精美，在臺灣的禮斗習俗中，這樣的斗燈極
為少見; 屬於自己姓氏的斗燈在遊行隊伍當中，也會成為中元祭典活動的重點之
一。 無論公私、大小禮斗的儀式，都是宮廟為信眾服務所作的經常性祈福。 尤
其專為一家所設的斗燈，使地方廟宇與民眾之相互往來間，具有互動關係，這種
活動與光明燈兩種，即為廟宇經常性的經濟來源之一。
斗燈的供奉購件，使用不同的材料也有不同的解釋，各種神道習俗上的喻意
也是各有不同說法 : 一般來講，製作精美的產品均為木質雕刻，最簡便的就是
金屬統一製作模型，所造的斗皿中，其內放置的物件，寓含之意則隨道教各派的
理解而有所不同的解釋。 如斗皿中必須盛滿白米，就是認為白米為百穀之精，
農業社會以此表示土地所滋養出來之白米，實在是民生賴以維生的資糧。 (現今
已經有少數的道觀斗皿中，將內部的白米改成潔白的水晶粒-表示滿天星斗之意。)
斗內所組成的供品構件，凡有多樣被解釋為具備「五行」之概念： 寶劍、剪刀

8

度人經 - 《正統道藏》第三冊 洞真部 頁 99 – 163。

9

九皇 - 北斗七星 (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 外加上兩個輔星 左輔星/右
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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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金」，寶劍可以斬除邪祟，剪刀可以剪除不祥之事，而閩南語「剪」字的讀
音，則諧音為「家」，意義為合家、合堂福祥。 秤、尺為木所造屬「木」，秤
表示秤量一家的功德福分，用來衡量是非善惡，就是職司獎善懲惡。 燃燈之缽
為金屬物製作，五行屬「金」; 缽內所盛的燈油，現在大多是使用的玻璃杯裝油，
五行均為「水」
。 斗內的圓鏡，古早為銅鏡，現在則為玻璃圓鏡，點燃的燈屬「火」，
映照於鏡中，則寓意合家、合堂或合境「元辰光彩」，就象徵本命元辰煥發光彩。
斗內矗立著紅色長條紙所糊的斗籤，標明所祈求的神尊，上為華蓋 (如稱涼傘) ，
紅籤上左右各有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並有日、月及三臺星君聖諱，斗籤上要寫
下祈求者的男幾丁? 女幾口? 以及姓名等，用來表達祈求者希望能消災與增壽延
生的願望。
在朝真禮斗期間，民眾認為具有占卜示意，故壇內人員必須注意斗內燈火不
可熄滅，因為火是象徵綿延不斷，示意合境、合堂及合家的共同命運，能夠元辰
煥彩，故最忌中途熄滅火源，熄火有不祥之兆。禮斗科事為地方宮廟最常舉行的
祈福儀式，正一派、靈寶派等等，甚至其他儀式專家，都會為了民眾服務，經常
舉行禮斗法會，進入現代社會也不例外，民間俗諺就有「佛教不拜斗、道教無燄
口」的說法，表示道教與禮斗習俗聯結不分開的。戰後從福州傳入臺灣的禪和派，
在臺灣南北的都市、地區都設有本堂及分堂： 如臺北有集玄和一堂及保安堂，
高雄也有都有繼承者，延續福州拜月斗的習慣，這種儀式的名稱就稱為「穹窿玉
斗科儀」
。 就是在壇前安奉斗燈，在誦經當中，恭請紫微星君及南、北斗等，特
定星君為該月出生者消災祈福。此種宮觀就將這種聖域稱之為「斗堂」，這種地
域性的禮斗科儀，都是傳承道教經藏中的燈科，傳統在臺灣所保存的這種星辰信
仰，已經成為漢人社會中普遍習俗。

柒、禮斗的源流
啟建禮斗道場的來源，就是「太上老君授予張天師」
。 當時只有禮斗科儀，
並無實際舉行。秦始皇時代，面對著天災恐怖，以及生老病死的威脅。為追求長
生不死，祈求肉體的長生而啟發「禮斗」。
依據道書，
《太清玉册》
，
《太上五斗金章寶經》
。 太上老君說：
「天地未分，
元化體一，布氣十方，成就萬象。生天。生地。負陰。抱陽。陽氣上昇。化生諸
天。陰氣下降。化生諸地。陽之餘氣。化為男女。陰陽二氣。混合自然。生生化
化乃有人倫。宿命因緣。有善有惡。有貴有賤。有富有貧。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作善善應。作惡惡成。為善降祥。為惡降殃。一切恩緣。皆有福業。且人生下土。
命係上天。人之生也。各有五斗星君所管。本命元辰。十二相屬。」
甲乙年生人═東斗星君注生。
戊己年生人═中斗星君注生。

丙丁年生人═南斗星君注生。
庚辛年生人═西斗星君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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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癸年生人═北斗星君注生。
受生之時。五斗星君。九天聖眾注生、注祿、注富、注貧、注長、注短、
注吉、注凶。 若人世之日，心崇大道。 供養天尊。孝順父母、不嫉、不妒、不
貪、不淫。 或作善緣，世世生生。 不失人身，富貴聰明。 凡人性命，皆由九
天生氣。
五斗星君，本命元辰，主掌靈神。 所以嚴置道場，舉行禮斗法會，以答眾
真。因此世人乃以「禮斗」方式，求延生賜福，求添補大運，保命護身「禮斗」
道場上「斗」內「斗簽」。 劍、尺、秤、剪、刀。 秤屬土、劍屬金、鏡屬水、
尺屬木、剪刀屬火、油燈屬勾陳、順天行氣。 本命元辰光彩。 斗內磁坯為土。
油為土。燃為木。燈座為金。
斗米═最少要入「八萬四仟粒」(二斤十二台兩) ，人皆有八萬四仟毛孔。
就有八萬四仟項的煩惱絲消，除災障油八萬四仟粒的米化為塵，就是斗內放米的
因素。

捌、禮斗供奉物品象徵深入探究
斗壇法事每樣供奉物品，都蘊藏天機，法輪常轉，靈電感應，生生不息，生
命週律，玄機由此而生。 一個斗皿(斗座) ，一般會包括有下列數個要件 - 梁線、
斗籤、鏡、秤、尺、劍、剪刀、燈燭 (油燈) 、白米等。
斗座有圓形或方形，內部盛滿白米，因為道法講究清靜、無為、自然、順化。
施法原意長久而流傳後世，久而久之漸漸為人們所淡忘，以致延到今天，就有各
種針對禮斗供品的實際意義，有南轅北轍的不同見解。
1. 白米 : 五穀 (綠豆、紅豆、黃豆、白米、黑豆)，象徵五行，木、火、土、金、
水，代表五星列照，可以用來辟邪制煞的作用。 而白米一斗，代表宇宙萬
星，就像白米一粒粒如滿天星斗，我們在白米上插上一把剪刀、一桿秤、一
盞燈、一支尺、一面鏡、一把劍(或用筆代替)，也有法師在米白的中央周圍，
插上十二支筷子，有象徵民生豐足，也代表士、農、工、商的團結合作。
2. 鏡子 : 代表斗姆天尊神光普照，照著本命元辰光彩，鏡子上面點劃紫微垣及
二十八星宿，萬星拱照 (萬星星主紫微大天尊到此普照)。 古時鏡子叫做「鑑」，
用盆、用盤等盛水照面，以後經過銅鏡，而到現代的玻璃鏡子，除了用以整
理儀容、正衣冠、謹容飾、從而正心肅禮，最重要是要每人的心地光明，心
術端正，處處以禮節制，自然能夠明辨是非利害，忠奸善惡，無可遁形。
3. 神劍 : 代表帝王時期的權勢，王侯、將相、軍士的權威。斗壇上是代表七星
寶劍10，可以施法制煞，驅邪除魔，保護好人，掃除惡煞。 另一方面神劍可

10

神劍 – 天地有四口靈劍分別以天之四靈掌管
東方青龍屬木 宿座龍形 太乙之氣 角亢氐房心尾箕 純陽祖師的七星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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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以誅奸邪、判生死的利器，劍刃鋒利不可觸犯，唯有劍柄才可握持。也代表
古代君王的權力，世人若守法，自然神佑平安無事，反之若握有權柄的人，
不順天守法，劍刃反而會向著他，而使其無法自保。
法秤 : 代表司法單位公平的象徵，法官公正無私; 農民商賈在交易當中，公
認的一種衡量器具。 斗堂上的法秤，也是一種神器，用來衡量人的前世、今
世，法輪常轉，無形秤衡量每人的富貴貧賤之命格，以及運途吉凶晦吝等。
剪刀 : 代表裁剪布匹工作器具，古代做衣裳的工人不可缺少的工作用具。 斗
堂上的剪刀，也是神器之一，它可以破解邪術，自然劫煞，對我直衝的魔力
或業障，可以保護本命元神。劍代表士(文武、將士、當官者) ，秤代表農(農
人、農業) ，剪刀代表工(工人、工業) ，尺代表商(商人、商業) ，鏡為後玄
武，劍為左青龍，剪刀為右白虎，秤為上勾陳，尺為下呈蛇，燈為前朱雀。(為
天地、乾坤、陰陽、六合與六獸之象徵)。
尺法 : 代表大小、長短、高低，測量的比例，古代買賣商家用來測量的用具。
斗堂上的尺，可以轉成一般吉凶的門公尺。
神燈 : 代表光明沒有黑暗，神燈照亮大斗姆天尊的寶鏡，反射到世間萬事萬
物，帶給眾生本命元神光彩; 也象徵白天的太陽光，晚上的月亮，拱照出善
男信女心靈的光明面，往前看四方八達，明景任我行。 斗堂上的神燈強弱大
小，寶鏡的光度強弱，跟命運或行限上運有關係。 神燈與星光都是上天賜給
眾人的恩物，俗話說：
「夜空有星，夜空有燈」，才可以去除黑暗的恐怖與威
脅，可以指引眾人應行走的方向，而避免誤入歧途。斗堂上點燈在鏡前，象
徵一家一姓的元神光彩，這是法會用燈之意涵。
11
梁線 : 代表蔭庇之意，古代帝王出巡時，輦座之兩旁插著或拿著一把梁線
(傘) ，上量下蔭 (福蔭子孫) ，梁蓋可以擋天空中的萬魔凶煞，象徵可以擋
住強光和大雨，梁的本意就是蔭庇的解釋。
斗籤 : 書劃上主要神尊之稱呼或是神諱，最上層為三清諱，紫微諱，左右南
北斗，下層為七星膽(符膽)，廿八星宿或總符膽，最重要的是將祈福者的地
址、生辰、姓名等書寫上去。
其他注意事項 : 一律委由執事的高功處理之，諸如文疏、文書、斗壇法事、
道經(所須唱誦經典)、科儀演進、前場法器、後場樂器、壇場布置等等。

玖、 結論

北方玄武屬水 宿座龜蛇 水精之氣 斗牛女虛危室壁 玄天上帝的七星寶劍
西方白虎屬金 宿行虎形 太白之氣 奎婁胃昂畢觜參 臨水夫人的七星寶劍
南方朱雀屬火 宿行鳥形 赤精之氣 井鬼柳星張翼軫 九天玄女的七星寶劍
11

梁線 – 華蓋是也，即傘的古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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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華民族最早成立，自然而然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流傳最廣的宗教。
基本上，道教認為人是有「三魂七魄」的，「魂」屬「陽」，「魄」屬「陰」; 而
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三魂七魄的理論，維繫著「天」
「地」
「人」在打轉，三
魂中最重要為「上魂台光」，來自於上天，主「命」
。 特性是喜好清淨，所以道
教是講求清靜無為，希望人能生生不息，更能延年益壽，天上管理人「上魂」的
是「斗府」
。 「斗」指「星斗」
。 斗府包括五斗星宿 –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
東斗主筭護命、西斗記名護身、中斗大魁保命、所以五斗星宿對人影響很大。
「禮斗」的全名稱是「朝真禮斗」，乃是要禮拜斗府諸星辰，直接祈請「北
斗本命星君」
，來增益我們祈求人的元神 (上魂台光)，讓諸神靈來護佑降幅。「禮
斗」是東漢末年，由太上老君直接傳授給 祖天師張道陵，再由祖天師親自修齋
設醮，上章投詞，禮拜諸星君，祈求元辰光彩、消災解厄、增福添壽，這乃是道
教獨有的祭祀科儀，已流傳了將近兩千年，希望大家要好好加以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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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豐楙 《臺灣齋醮》宜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2
張澤洪著 《道教齋醮符咒儀式》巴蜀書社出版 1999 版
張澤洪著 《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文津出版社 2003 版
謝聰輝 《道教禮斗儀式的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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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超常現象的探索
林中斌
(前台灣國防部副部長暨前華府喬治城大學講座教授)

2018宗教生命關懷國際研討會● 正修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2018年11月10日

8:50 -- 9:40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香花

超常現象的探索
Incense Flowers

Exploring a Paranormal Phenomenon

林中斌 教授
前台灣國防部副部長及前華府喬治城大學講座教授

諸位大德
早安！
Good Morning!

Photo：林中斌/ Chong-Pin Lin
Time：1976
Location：Glacier Nat’l Park,
Montan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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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是什麼?
What is a incense flower?

香花為何是超常現象?
Why is the incense flower paranormal?
Some would say：There must be an iron wire in it.
Actually, there isn’t. It just defies gravity.
Burnt ashes do not fall. And form various patterns, some even artistically appealing.

超常：科學無法解釋的 (韋氏詞典)
Paranormal：not scientifically explainable (MerriamWeb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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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定義
香花是站香燒過但不墜的灰燼所形成的線性
圖案。圖案常出現基本樣式，某些甚至顯露藝
術構思，偶爾會有非基本的奇特造型。

DEFINITION OF INCENSE FLOWER
Incense flower is the burnt standing incense of
which the ashes do not fall but form a geometric
pattern that often repeats a basic design, sometimes
even suggestive of certain artistic sophistication.
Non-basic designs occur rarely.
.

為何叫香花?
Why is it termed the incense flower ?
-許多人此經驗。
Many have experienced it.

-就我(孤陋寡聞)所知，尚無文獻可考。
As far as I know, no related literature exists.
-無以名之，稱為香花，以方便引述和 討論。
Without an available name, I call it the
incense flower to facilitate reference and
discuss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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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目的何在?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 不為自我炫耀，因為燒香花者很多。我恰巧喜歡攝
影紀錄，也是理科出身，習慣觀察、分析。
It is not for self-glorification, as many
others have produced incense flowers.
Just one of many, I happen to be a
photographer with a science background.

- 只為整理證據，開始探討現象，希望拋磚引玉，
作為後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To document the phenomenon,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and to invite more sophisticated studies.

燒香花者很多
Many Incense-flower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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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A. 楊柳枝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B. 垂釣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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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ow branch

Fishing Device

專題演講—林中斌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C1. 圓滿圈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C2.出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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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

Branched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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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C3. 圈中圈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C4. 半圓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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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Circle

Half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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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D1.蝴蝶結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D2. 吉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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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 Tie

Lucky k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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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E1. 彎長矛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E2. 騰空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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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d spear

Fire Flame

專題演講—林中斌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F. 遊天龍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E. 毛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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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sting Dragon

Yarn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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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H. 彎鉤手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I. 混合體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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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ain Hook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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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I. 混合體b

香花的形狀分類
Patterns of Incense Flowers

I. 混合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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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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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香花的心境

What frame of mind triggers the
formation of incense flower?
●
●
●
●

強烈為受難人祈福
虔誠忘我的敬神
徹底的感恩歡喜無憂
恭讀宗教經典的感動

●沒有香花並不表示不虔誠
●有心求香花反而得不到
●香花來時，總是意外

強烈為受難人祈福
Intense Praying for the
Distress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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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的質地

Is the flower-forming incense made of particular
material?
●無化學、無動物成份

The incense should contain no chemicals
and animal ingredients such as musk.

●無關價錢、越便宜越好
Price of the incense does not matter. In fact, it seems that
the cheaper, the better.

●與香棍粗細無關
Thickness of the incense does not matter.

●香中竹棍無必要
The bamboo stick inside the incense is not a must. The incense
made of pressed powder may form incense flower.

●無關產地
They may be made in China, Taiwan, Thailand, Indonesia, India,
or Europe.

與粗細無關

Thickness doesn’t matter
林中斌 1979年5月28日 華府
細的印度香仍然燒出香花
回答我之前心中的問題:細香燒得出
香花?
Chong-Pin Lin May 28, 1979
Washington D.C.
A thin Indian incense produced
incense flower during my daily
practice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
I had raised in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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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錢無關 /竹棍可無

Price doesn’t matter/

Bamboo stick unnecessary
右:中國製/內無竹棍
RIGHT
Made in China
No bamboo stick
20 incenses/$1.00
中:印尼製
CENTER
Made in Bali, Indonesia
By a retired pharmacist
Purchased in bulk in
a village
左:泰國製
LEFT
Made in Thailand
Used by farmers
Unavailable in Bankok

與價錢無關 /竹棍可無

Price doesn’t matter/

Bamboo stick unnecessary
右:中國製/內無竹棍
RIGHT
Made in China
No bamboo stick
20 incenses/$1.00

左:泰國製
LEFT
Made in Thailand
Used by farmers
Unavailable in Bankok

中:印尼製
CENTER
Made in Bali, Indonesia
By a retired pharmacist
Purchased in bulk in
a vill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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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產地

Location of production doesn’t matter/

左邊的香為
歐洲製
右邊的香為
泰國製

The incense on the
left was made in
Europe；
That on the right,
made in Phuket,
Thailand.

燒香花者
Who are the Incense-flower begetters?
●不限地位/unlimited by status
●不限種族/ unlimited by race

● 不限宗教/unlimited by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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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lal Perera
斯利蘭卡人 佛教徒
Srilnakan, Buddhist
Chief Counsel, MIGA, World Bank (1989-2010)

Carlos Ayala
委內瑞拉人 天主教徒
Venuezuelan, Catholic

May 1981
as Graduate Students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喬治城大學研究生

April 2016
as President of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IDH)
美洲人權委員會主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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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調和 與 對比

Coordination, Harmony & Contrast
數個香花依次在同一容器中形成，不僅避免杆格頂撞，甚至表現出藝術性的調和與對比。
When several incense flowers formed successively close by, they avoided conflict and even
demonstrated harmony and contrast as if they were pieces or art.

粗探

Tentative Conclusions
●超常現象：香花是超常現象。

(It is a paranormal phenomenon)

●自心啟動: 引發香花現象之源頭是點香人的發心。但點香人的發心只是必
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點香人無法發心要香花出現就有香花出現。反而是點
香人無心要香花出現時，香花反而會出現。通常香花出現是點香人持為人忘
我的正念時。 (Its formation is triggered by the piety and selflessness
of the one who lights the incense praying. Desiring the formation of
an incense flower produces no result.)

●超己成形:引發香花現象之源頭雖然是點香人的發心，香花最後成形卻得
靠超出點香人發心以外的力量。那才香花成形的充要條件。 (It is a higher
consciousness than the one prays that finali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incense flower.)

●一元宇宙：香花現象可以引申為「一元宇宙」的一項微小的展示。心靈
世界通向物質世界，影響物質世界。 (This phenomenon is a tiny
demonstration of non-dualism that the mind connects with the
materi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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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攝影: 林中斌
photography： Chong-Pin Li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198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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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相遇
——中國天主教歷史中的檢討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壹、前言
在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 635 年），基督宗教一支的景教正式傳入中國，開
啟了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的接觸。1這段期間的史料以碑刻及經卷為主，只能判
斷其主要是粟特人移民的教會，較難清楚說明教會狀態，因此不放在本文的討論
中。到了十三世紀，所謂的蒙古人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在蒙古人中包括數
支景教信仰的族群，他們在漢文史料及碑刻中被稱為也里可溫。在蒙古統治下的
同一時期，屬羅馬公教的方濟各會會士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來
到中國，1307 年被任命為汗八里（Khanbaliq）總主教，同時有數十位方濟各會
士東來。雖然一時看起來熱鬧，但與前面唐代的情況類似，這時的教會主體是外
族移民，並未在中國生根，同時也缺乏足夠的史料做進一步的研究，不在本文討
論的範圍之內。
航海時代開始，十六世紀以後葡萄牙人在東亞出現，他們被教廷賦予保護傳
教的權利及責任。我們一般把利瑪竇進入中國的 1583 年當成中國天主教史的另
一次開端，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到 1722 年去世為止，這個階段被稱為「明末清
初」時期，本文主要討論這個時期。在討論這個時期的教會問題之前，本文先探
討明清時期的中國文化結構。接下來在明末清初階段，耶穌會士是傳教活動的代
表，他們大致遵循利瑪竇「適應」中國文化的原則，本文將說明這個原則，以及
這個原則如何詮釋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原則下對天主教的態度。第
三，這個時期發生了兩次大型的反對天主教事件，一是 1616 年的「南京教案」，
另一件是 1664 年的「曆獄」
，本文也將討論這兩個事件，說明同一時期另一種型
態的知識分子看待天主教的態度。這個階段的另一件大事是「禮儀之爭」，基本
1

這是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說法。現在的研究得知，帶入景教的是中亞地區絲路沿線
從事商貿的粟特人（Sogdian）
。粟特人是中國觀點，他們其實還有更多元的自我認同狀況，在
宗教信仰上，信仰祆教、摩尼教及景教是他們多元宗教選擇中的大宗。正文用「正式傳入」，
是因為無法確認部份粟特人信仰景教的時間，但吐魯番出土了西元 576 年粟特文的景教經卷。
可以推想這段時間，帶有景教信仰的粟特人已在北魏的商貿城市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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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中

上橫跨這整個階段，可以看做是教會內對利瑪竇適應中國文化的反對，也是本文
另一個必須探討的重要問題。
雍正皇帝 1722 年即位後，1723 年就禁止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播。從明末法
展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對於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基本上存在著接受、尊重、容忍
及排斥的四種趨向。傳教士的主導性是中國天主教的長期面貌，天主教的普世性
也使其與中國文化間始終存有隔閡，禮儀之爭擴大了天主教教友團體與主流社會
的距離，十九世紀之後中國教會再加上愈益嚴重的帝國主義色彩，望教友及新教
友多半眼中看到的是教會所代表的權勢與利益。本文最後會淺論目前所謂教會中
國化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有其歷史淵源，但同時有社會現狀中的誤解。

貳、明清中國文化的倫理—宗教結構
究竟什麼是明清時期傳統中國文化的內涵？如果先扣除物質層面的衣食住
行部份，再將思想層面中慾望及情感的部份拿掉，剩下的核心可以用「倫理—宗
教體系」來說明。這個體系基本上由儒、道、佛三者構成，共同形成一種格言式
倫理的價值觀。

一、儒、道、佛
儒家不是不論天道，但其天道是眾說紛云的，相對而言，倫理的要求則有高
度一致性，所以可以把儒家的最大公約數放在倫理層面；在儒家經典中，可以看
出他們在討論各種倫理規範時，也不是絕對的，而是要負相對義務的。各種規範
的出發點也不是為限制自由，而是為謀求社會的最大福利。但是經典簡化之後，
一般社會大眾即將這些思想格言化、教條化了，最後形成了一些絕對的限制。首
要的影響是家庭中父親的權威絕對化，這種關係甚至可擴及所有長輩。其次是男
女關係中身體禁忌也增加擴大，最常用的格言是「男女授受不親」2，在這觀念
影響下，動亂發生時，賊匪尚未出現，許多婦女就忙著跳河、投繯。明太祖、清
聖祖、世宗頒佈的聖諭，可作為此種儒家式教條的代表。以明太祖的《聖諭六言》
為例，就是儒家式格言的代表。其條文為：「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3
儒家並沒有提供人生前為何，死後何往的解答，要尋找答案，道教是一般中
國人的第一個選擇。所謂道教可說是系統化、組織化的傳統信仰，由漢至唐的長
2

3

語出《孟子．離婁》
，後面淳于髻問孟子：
「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其實正說明了倫理規範可變通，必須
考量環境因素。但只強調前面的男女授受不親，也剛好說明了儒家規範明清時期的教條化。
陳時龍，
〈論六諭和明清族規家訓論〉，
《安徽史學》，2017 年第 6 期，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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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發展，宋以後的道教在儀式和經典方面都是已規制化的，而其所形成的神仙系
統，由玉皇大帝、諸天神仙、城隍、土地公、灶神…更成為人們普遍的信仰。道
家作為道教所借重的上層思想，其格言式的價值觀，如「物極必反」
、
「禍福相倚」、
「柔弱勝剛強」、「無為而為」……也都成為一般人思想的一部份。
佛教是中國人追求超越生命的第二個選擇。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其宗教內涵、
倫理型態、經典、儀式皆與傳統中國人不同，但除了少數研究佛學的人之外，中
國人很自然的將「佛」視為另一個法力高強的神。，長期發展後，法會儀式已普
遍為人民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採用；諷誦佛號、經文，抄寫經典，也在日常宗教行
為中常見。
「六道輪迴」取代了傳統中國人的死後世界，
「慈悲」
、
「因緣」
、
「報應」
也成了中國人常用的名詞。

二、倫理宗教體系的兼容並蓄狀態
由儒、釋、道所形成的倫理宗教體系，並不是三者獨立的各自運作，也不是
分工精細的互相配合，而是以兼容並蓄的狀態，放在中國文化的最頂層。在此倫
理宗教體系中，宗教信仰的部份因具排他性，容後再論；在倫理的層次，三者固
然皆有個別的價值觀，但長期互相浸潤影響下，不同的價值觀開始彼此滲透。其
中道教原本理論性就較差，抵抗力較弱，儒家的忠孝兩種價值觀，在宋以後的道
教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明朝時盛行於江西的「淨明道」，強調「以忠孝為
淨明大法」
。而道教的上層思想—道家價值觀，也普遍出現在儒家信徒的著作中。
佛教與道教原本就有出世之意，在此價值觀上兩者相似；佛教禪宗的價值觀則往
儒家滲透。如晚明名士陳繼儒所撰之〈安得長者言〉，都是格言式的短句，其中
有言曰：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
4
世情，不可忽世相。」 這些字句都可明顯看出儒釋道三者結合的趨向。在這樣
的結合中，原本在倫理方面的共同部份，容易使三者有交集；但也可以發現在明
清時期原始儒家、道教、佛教的精神，都作了某些程度的修正；但另一方面，不
需統一的格言式價值觀，已經很自然的放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成了邏輯思考有
限制的中國人的共同生活準則。
這些格言式的價值觀，透過「歌謠」
、
「治家格言」
、
「家訓」
、
「聖諭」
、
「清規」、
「戒律」的形式，反覆出現，強化了其在所有人當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某種格
言，在不同的著作中出現愈多，代表其接受度愈高。而某一篇格言式的道德訓誡，
若是在這種反覆作用中，被高度利用，其重要性即越高，其影響力亦愈大。例如
「朱子治家格言」。5 其中幾乎每一句格言，都適用於所有的中國人。
4
5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引自《格言四種》（湖北：辭書出版社，1998 年 4 月）
，頁 37-40。
此為作者之主觀認定，童蒙教育的三字經、千字文當然也很有影響力，但其範疇主要在儒家一
邊。

113

陳方中

三、正統─倫理宗教體系中被高度接受的部份
在每個人的思辨選擇過程中，從各家格言訓誡中，有一些格言式價值觀不能
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但所有人對這些格言都耳熟能詳，縱然不一定完全贊成，
但生活周圍卻充滿對這些格言奉為圭臬的人，於是在同樣不嚴格的邏輯思惟中，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也必須接受這些格言在其生活周遭出現，同時對其表現出尊重
的態度。在此倫理—宗教體系中的宗教亦然，雖然彼此間具有競爭性，但由於倫
理觀格言式的整合，彼此在宗教上的靠近，再加上其長期出現在全體生活中，不
管是佛教、道教，都是幾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宗教。縱然某些儒生仍然有意識的
闢佛非道，但當道教儀式、佛教法會出現在其生活周圍時，他們也是理所當然的
接受。於是儒釋道三者所共同構成的倫理—宗教體系就成了明清時期中國文化的
正統。
有關正統思想的界線，其實是因人而異的。大致上說來，對精熟文字階層，
這個正統思想的範圍應該是較小的；不過再怎麼說，所謂的「金科玉律」是不可
挑戰的。而這些「被接受的價值觀」也是符合精熟文字階層標準的。對粗通文字
者和文盲而言，「佛」、「道」的宗教部份也是他們必然接受的部份，因此為絕大
部份中下階層而言，儒、釋、道三者的倫理宗教體系正是他們的正統部份。他們
夾雜於佛道的宗教儀式中，口中誦念，心中默思來自於不同方向及來源的價值觀，
怡然自得而不覺有異。但是對小部份較有定見、較嚴格的、較有邏輯思想的精熟
文字階層，在他們看來，可能佛教或道教的儀式和教義是可笑的，但他許多同儕
有此宗教信仰，而他所管理的百姓又深信不疑，因此他們雖不能接受這種宗教信
仰，但認可其存在。

四、倫理宗教體系的灰色地帶─民間信仰
「習焉不察」可以用來說明庶民百姓的宗教行為。對庶民百姓而言，直接的
宗教經驗及隨之而形成的習慣，是遠比宗教倫理重要的。他們信仰的基礎是靈驗，
配合眼見及口傳的儀式及傳說，他們向神明問事、找物、求保祐。他們不能滿足
於理論化、神學化、精緻化的正統宗教，因為在正統宗教行為中，道德的要求取
代了親密的人神關係。而庶民百姓需要神明直接為其解決問題，或是避免妖邪的
直接危害，於是各種地方性的神鬼信仰在社會中下階級不斷出現，我們或可將此
種信仰稱為「民間信仰」。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民間信仰，習於借助鸞生、乩
童等靈媒，達到人神直接溝通的目的。有時信徒祭拜的目的是打發危害的妖邪，
間亦有少數信徒想賄賂鬼神，使其不為道德允許的慾望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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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統視角來看，民間信仰的這種非道德的層面，就是最不能被接受的。歷
朝各代，以清除淫祠、邪神為己任的衛道之士頗不乏人。不過在大部份的狀態下，
代表正統勢力的地方官紳，對於民間信仰通常也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原因有三；
首先，在儒佛道所形成的正統體系中，本就屬於一種多神狀態，官紳在其中的選
擇方式也是各有不同的。雖然多半對其嗤之以鼻，但見到民間眾多的神明，在心
理上屬於一種可瞭解的狀態。其次，在某個區域或某個階層中，這種民間信仰屬
於大多數人的信仰，作為這群人的少數統治者，在沒有必要的情形下，官紳們沒
有必要挑戰多數人的信仰。最主要的原因是，正統的體系作為社會中的正向思考，
對民間信仰的內涵及儀式，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民間信仰在發展的過程
中會儒家化、道教化、佛教化或綜合化，久而久之乃擺脫原有的慾望層次，而逐
漸為正統信仰接受。但是在其正統化、道德化後，人神關係也會隨之疏遠，於是
很自然的另一個靈驗的神明會吸引一群信徒，滿足他們個別而私密的祈求，而民
間信仰也就因此生生不息。6起步階段的民間信仰，和正統體系則相對處於較緊
張的狀態。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
，道德和慾望雖然作為兩個相對的觀念，但卻是人類
個體及群體具有的共同元素。在正統範圍的—倫理—宗教體系中，道德性格言的
宰制力較強，但越往下層，在民間信仰的層次，慾望的影響力則愈大。就社會階
層言，粗通文字及文盲階層，在此一倫理宗教體系的倫理部份，由於較缺乏整合
能力，他們有一個較精熟文字階層大得多的格言範圍，這些格言適用於各種不同
情境，而對這些格言的理解或許是字面上的，或許是由某本小說，某齣戲劇的驗
證。而在此體系的宗教層面，既然企求的是神明的直接保祐，只要靈驗即可，因
此拜佛和拜神是不發生衝突的，在一種合理化的過程中，諸天神佛的位置已經逐
漸安排妥當，而這諸天神佛在其日益增多的神話故事中，所作所為盡是教忠教孝。
西遊記、封神榜中仙佛與妖魔鬥法，代表的是合理化且已為大眾接受的民間信仰；
聊齋誌異中的樹精、狐仙、五通表現出的則是現實且在發展初步的民間信仰。

五、倫理─宗教體系之外─異端
正統體系大致上對民間信仰採取不太喜歡但容忍其存在的態度，但有一些宗
教信仰，由於其建構的神學體系，或是其組織型態，或是比附的神話，超出了正
統體系的容忍界線，則會被視為異端。自宋以來，「白蓮教」就是這些異端信仰
的代名詞。初期的白蓮教包括了通俗的「彌勒信仰」及摩尼教的「明王信仰」。
6

臺灣的「五府王爺」信仰可以做為代表。原本民間多認為瘟疫乃瘟神所為，漸與五行、五方結
合，遂形成五瘟神說。為避免瘟疫發生及擴大，遂在中國東南各省發展出「送王船」的習慣，
即將載有瘟神的紙船送入河或海中，或在沙灘上燒燬。以後這些習俗還配有王爺出巡，先將不
潔的鬼神一起抓到王船上，然後送走或燒燬。五府王爺的性質也從瘟神，升高為代天巡狩的除
瘟去疫之神。相關文章甚多，林玉茹，〈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鯤身王信仰的擴
散為例〉，
《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63-67。對其發展有相當仔細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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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所謂白蓮教就是許多大小不一的教派，介於彌勒信仰及明王信仰之間，
是一種鬆散的宗教狀態，並非大型而組織嚴密的教門。明王思想在明朝以後，逐
漸為彌勒信仰所吸收，明朝中葉以後，新型態的秘密宗教—羅教誕生。羅教的「真
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言，從一開始就對民眾有莫大的吸引力，從羅教所發
展出來的眾多齋教教派，雖然稱自己不是白蓮教，但在相似的文化環境中，卻和
白蓮教在教義上互相吸納，形成了以彌勒和無生老母為兩端的眾多教派，成為清
朝時期的秘密宗教。
秘密宗教由於秘密傳播，又採取秘傳的儀式，就其教派本身的發展，就容易
不斷繁衍滋長；而粗通文字階層及文盲階層，其思惟原本較容易天馬行空，自由
聯結，更使得秘密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融合、蛻變。除了其他秘密宗教
的教團在教義、儀式及組織上提供改變的原素外，同樣以社會中下階層為主的民
間信仰，在教義及儀式上，同樣也提供了秘密宗教養分。或者也可以說，秘密宗
教不能脫離民間信仰的影響，以一貫道為例，除了他們自己的彌勒及老母之外，
佛道的諸天神佛也是膜拜的對象，以乩童或扶鸞來得知神意也是常見的宗教行為。
另一方面民間信仰在與秘密宗教接觸的過程中，有時也會受到秘密宗教的影響，
把秘密宗教的教義或儀式，加入其原有的信仰內涵中。
這些秘密宗教因此是很難和民間信仰劃分清楚的，這或許是地方官員通常不
會取締這些秘密宗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些官員在與他們接觸時，在給朝廷的報
告中稱他們只是誦經、上供、吃齋、坐功，雖然信仰內涵不能苟同，但同樣是安
分良民，不會為非作歹。而這才是秘密宗教可以在地方存在的另一原因，他們作
為整體社會的一份子，同樣受到由上至下格言式倫理觀的影響；而他們又意識到
自己的信仰不能完全被社會所接納，他們之所以願意選擇這個宗教，自然有其從
善的考量，因此在道德表現上，實際上往往超過一般民間信仰的信眾。
另一方面，這些信奉秘密宗教的庶民百姓，平常受正統教化束縛，感覺上是
順民。不過他們也是被支配者、受壓迫者，有時在經濟狀況惡化時，庶民大眾潛
藏的反叛意識會超越正統的約束，形成和統治階層的對抗。從統治者的角度看，
遂會產生一種矛盾的經驗。他們平時接觸的是善良的秘密宗教，但由秘密宗教又
不時引發叛亂。對這種矛盾現象，最容易產生的解釋是有兩種秘密宗教，一是他
們平時接觸的、善良的、可容忍的秘密宗教；另一種則是他們未接觸過的、邪惡
的、會危害社會的秘密宗教。
在衛道之士的敘述中，這些邪教有類似道教的咒語法術，不過秘密宗教的是
魔法邪術；在這些魔法邪術中，他們會取孕婦胎兒，幼兒心肝、眼睛，以煉丹製
藥。這些有傷天德的藥要不是用以點石成金，要不就是用以誘拐婦女，在想像中，
這些邪教是一個淫亂的教派，他們男女雜處、夜聚曉散。其實這些敘述絕大部分
不是事實，只是將他們平常不能表達的慾望及各種恐懼，投射在一個他們視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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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網路中。此種模式與狀態，在他日後暫停於南京，1601 年後定居於北京
時都是如此。
在利瑪竇停留於南昌時，曾去拜訪了居住當地的皇族成員建安王與樂安王，
並向建安王呈遞了一本小冊子，名為《交友論》，內容為格言式的短文，取材自
古希臘、羅馬時代及其後基督教世界中的名人，有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普魯
塔克（Plutuarco）
、塞內卡（Seneca）
、西塞羅（Cicero）
、聖奧古斯丁、米蘭的盎
7
博羅削等。 初版有 76 條，後來增加到 100 條，許多叢書皆將之收錄其中8，大
概是利瑪竇著作中最受中國人歡迎的。這個作品主要是向中國的知識分子呈現，
西方人與中國人的交友之道差堪相同。選擇「朋友」做為主題，是因為儒家的五
倫也重視交友之道。我個人認為，當利瑪竇 1597 年將這本小冊子付印，他帶著
交友論送給初見或熟識的朋友，他們一定會立即與《論語．顏淵》篇連接上--「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利瑪竇的西來儒者形象，這本小冊子也有塑造之功。
利瑪竇以《交友論》為多重說明身份的工具，這本小冊子歷久彌新受到的歡迎，
也恰如其份的說明了利瑪竇「適應」9（accommodation）策略的成功。
利瑪竇的適應策略進一步說，可以用「補儒易佛」這個詞來說明。利瑪竇在
《天主實義》中把儒家分為春秋戰國以前的古儒與唐宋以後的後儒，他認為「太
極」是後儒創造出來的，而古經書中的儒家先聖先賢，只是「敬恭於天地之上帝，
未聞有尊奉太極者。10」在排除太極是宇宙之源的概念後，利瑪竇認為《書經》
或《詩經》中提到的天帝或上帝，與基督宗教的造物主概念是相通的。「吾國天
主，即華言上帝。11」只是後人漸忘其原意，以致產生了與古代經書不同的觀點。
利瑪竇如此詮釋及分別儒家的目的，主要在與後儒太極類型的宇宙觀劃清界線；
另一方面所謂古代經書的上帝，則屬於沒有明確定義的至高神，利瑪竇將其連結
到基督信仰的造物主，其實也是眾說紛紜的其中一種。「形上學」在儒家沒有標
準答案，但倫理學的層次則有，四書五經基本上界定了儒家的道德規範，在這方
7

方豪，〈利瑪竇交友論新研〉，收錄於《方豪六十自定稿》下，頁 1849-1870。該文係方豪據德
禮賢（Pasquale M. D'Elia）以義文所著之「論利瑪竇第一部中文書交友論」
，加以校訂。據德禮
賢意見，
「利氏此書係自萊申特（Andreas de Rèsende Eborensis）所著《格言與實例》
（Sententiae
et Exempla）書中，採取其有關友道者七十六則，嗣又增二十四則，而纂成其第一部漢文書。」
因當時利瑪竇正在應中國官紳請求撰寫《西國記法》一書，說明其卓越的記憶力如何養成，不
少人以為《交友論》亦來自其腦中記憶。
8
方豪，
〈利瑪竇〉
，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
年再版），頁 78-79。
9
這個詞係方豪所提出，他解釋所謂適應，是「借重當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幾位先哲的言論，以
證實新傳入的教義和他們先輩的遺訓、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於
還可以發揚光大他們原有的文化遺產，那就更受新傳教區人民歡迎了。」方豪，〈明末清初天
主教適應儒家學說之研究〉
，收錄於《方豪六十自定稿》上，頁 203。
10
利瑪竇，《天主實義》，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收入臺灣學生書局，《天學初函》影印
版第一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頁 404。
11
利瑪竇，
《天主實義》，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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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主教與儒家是原則一致的。有學者在討論有關「娶妾」及「自殺」等倫理議
題時，認為在中西兩種倫理觀中，中國知識分子不知何所適從，陷入「兩頭蛇」
的困境。12我個人並不認為這是中西倫理觀本質的巨大差異，而是在實踐上的社
會差別，甚至毋寧可說基督信仰的倫理原則在「一夫一妻」及生命的價值上是更
嚴格的，因此對於知識份子來說，這並非困難的部份。
「易佛」中易的意思是替換，其實就是表明天主教必須與佛教競爭。在這個
還沒有「宗教交談」概念的時代，利瑪竇敏銳的意識到他可以詮釋儒家，但他無
法接受有另一套形上學系統的佛教，因此佛教是他必須對抗的宗教。他 1599 年
暫居南京時，開始了與一位名僧蓮池袾宏的辯論。在他的《天主實義》第二篇中
也提到他反對佛教及道教的理由：「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
不可崇尚明矣！13」第五篇〈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旨〉，從篇
名即知係針對佛教的輪迴之說加以辯論。第七篇〈論天主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針對當時民間習慣拜佛像、念佛經的行為，
「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
14
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 」凡此種種都在說明利瑪竇努力與佛教劃清界線。
這個立場的主要繼承者是艾儒略（Giulio Aleni），他在《三山論學記》中曾
言：「按釋迦乃淨飯王子，摩耶夫人所生，則亦天主所生之人耳。雖著書立門，
為彼教所尊，豈能出大邦羲、文、周、孔之右？15」其崇儒闢佛的立場，較之利
瑪竇有過之而無不及。
《性學觕述》是艾儒略與理學家對話的一本書，他嘗試將
理學家談論的天所賦予人的本性或物的性質，與基督信仰中的天主創造聯結在一
起。他引用聖奧古斯丁之說，「欲格物者，其要端有二：一為人性之論，一為造
物主之論。屬人性者，俾人認己；屬造物主者，俾人認己之原始要終。一為性學，
一為超性之學。一令人窺見真福，一令人實獲真福也。16」在聯結習於性理之學
的明清儒家與基督信仰方面，艾儒略可謂更勝利瑪竇一籌。
這個時期有文獻資料可以研究的天主教徒，可以用「儒家天主教徒」來稱呼，
意即這些天主教徒同時也認可自己的儒家身份，認為儒家與天主教是可以相合的。
以徐光啟為例，1616 年南京教案發生，徐光啟寫了一道奏疏為天主教辯護：
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
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
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
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
12

13
14
15
16

黃一農，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臺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書中舉王徵、韓霖等為例，認為第一代天主教徒是在中國倫理中掙扎。
利瑪竇，
《天主實義》，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頁 402。
利瑪竇，
《天主實義》，第七篇〈論天主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頁 592。
轉引自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適應儒家學說之研究〉
，頁 209。
艾儒略，
《性學觕述》
，收入鍾鳴旦、杜鼎克主編，
《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六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年），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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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17
在這描述中，儒家和天主教都希望人人為善，代表徐光啟認定這兩種思想的
倫理性是相合的。而在徐光啟眼中，東西方的「上天」是同一個，稱祂為「天」
、
「天主」或「上帝」皆可，上天愛人是必然的、不需討論的，雖然儒家沒有仔細
定義過上天的性質。徐光啟稱儒家皆「修身事天」，修身是明清儒家強調的鍛煉
方法，主要強調每日的省察，而這也可以與《大學》的思想聯繫在一起，修身是
齊家然後治國，然後平天下的根基。在他看來，他所認識的天主教傳教士也是修
身的，「忠孝慈愛、遷善改過、懺悔滌除」是傳教士修身的方法，這與儒家是別
無二致的。
從徐光啟以降，以天主為「大父母」
，人與天主的關係好像子女與父母一樣，
也是這些儒家天主教徒如楊廷筠、李之藻及王徵常用的概念。18他們更常說的金
科玉律是「敬天愛人」
，將之當成會通天主教與儒家的核心辭彙。例如王徵這樣
表達：
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 「愛天主而天主無以尚；而為天主者，
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并
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真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然真愛天
主者，必由畏起敬，由敬起愛，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19
楊廷筠也這樣表達：「西學以萬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
至明，與吾經典一一吻合。」
「夫‘欽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
20
儒民我同胞也。 」這樣的表達方式都在表明，儒家天主教徒內在的整合狀態。

肆、南京教案與曆獄
在利瑪竇 1610 年去世，結束他輝煌的傳教生涯後六年，1616 年在南京就發
生了嚴重的反教事件，南京禮部侍郎沈漼多次上書萬曆皇帝，要求禁止天主教，
結果是南京的傳教士王豐肅及謝務祿被監禁刑訊後驅逐，北京的龐迪我及熊三拔
也被指名驅逐，其餘傳教士只能託庇於有官位的天主教徒家中，傳教活動暫停數
年。南京是利瑪竇進入北京的前一個據點，他在這裏曾大受歡迎，為何在這麼短

17
18

19

20

徐光啟，
〈辨學章疏〉，
《增訂徐文定公文集》卷五（臺北：作者後人重印，1962 年），頁 2。
鐘 鳴 旦 ，〈 中 西 文 化 文 流 的 研 究 與 本 位 化 概 念 〉，《 神 學 論 集 》 88 期 ， 頁 285-290 。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088/CT088i.htm，2018 年 7 月 17 日。
王徵，
《畏天愛人極論》
，收入《畏天愛人極論：王徵天主教文獻集》
（新北市：橄欖出版有限
公司，2014 年），頁 57-58。
楊廷筠，
〈七克序〉
，李天綱編註，
《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註》
，頁 342–343。轉引自吳昶興編，
《再─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新北市：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
，頁 128。
我手上的《七克》版本，是臺灣學生書局的金陵大學版，沒有楊廷筠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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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就出現了巨大的反轉？1644 年在明清朝代更替之後，湯若望在北京朝廷
穩住了岌岌可危的傳教形勢，並與順治皇帝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康熙小皇帝即位
未久，1664 年朝中大臣即借楊光先的上書，監禁湯若望在內的宮廷傳教士，一
度論死，禁止傳教，並將全國的傳教士集中在廣州，準備驅逐出境。同樣的傳教
活動全面停止，直至 1671 年「奉旨還堂」21後，傳教活動才恢復。這兩個案件
有政治性及社會性的偶發因素，但本文僅據反教文本，呈現結構性的文化因素。
南京教案中沈漼的〈參遠夷疏〉及〈再參遠夷疏〉是其反教的最主要文本。
在〈參遠夷疏〉中，首先提到中國之根本在儒術，所以要「重夷夏之防」，不能
讓外夷任意在中國境內停留。要「嚴邪正之禁」，對民間迭興的多元信仰要加以
查禁。這些「巫師小術」
，一旦其略有發展，即需加以禁絕，
「不使為愚民煽惑，
22
其為萬世治安計，至深遠也。」 天主教正是他認為應防應禁的夷人小教。〈參
遠夷疏〉的另一個重點是自 1611 年後，傳教士參與修曆工作。曆法準確與否來
自於對日月星辰的觀測，以及相應的宇宙模型。自利瑪竇以至此時，傳教士採用
的宇宙模型基本上是「地心說」，以地球為宇宙的中心，日月水金火木土五星，
所謂的「七政」或「七曜」繞地球而運行23。沈漼認為太陽為「天之經也，而月
五星同在一天之中。」
「今彼夷立說，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又
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其為妄誕不經，惑世誣民甚矣。」因
為天人相應，傳教士的宇宙模型就不只關乎自然，也會影響中國社會之綱維統紀，
他懷疑這些傳教士是要藉此破壞中國的價值觀及社會體系。24
在〈參遠夷疏〉中沈漼又質疑天主教的倫理性，無法與儒家的孝道相合：
臣又聞其誑惑小民輒曰：「祖宗不必祭祀，但尊奉天主，可以升天堂，
免地獄。」夫天堂地獄之說，釋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勸人孝弟，而示懲
夫不孝不弟造惡業者。故亦有助於儒術耳。今彼直勸人不祭祀祖先，是教
之不孝也。……
然閭左小民，每每受其簧鼓，樂從其教者，聞其廣有貲財，量人而予，且
曰天主之教如此濟人，是以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25
沈漼的〈再參遠夷疏〉是在逮捕訊問王豐肅等人之後發出，重點是外夷盤踞
京城重地，傳播邪教。沈漼進一步說天主教有魔法邪術：
21

22
23

24
25

黃伯祿，《正教奉褒》，收入陳方中編，《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520。康熙皇帝在康熙九年十二月（1671 年初）
，准傳教士「生歸本堂，歿歸本
墓。」於是許多傳教士拿著「奉旨回堂」的旗幟重回傳教地。
沈漼，〈參遠夷疏〉
，《聖朝破邪集》頁 58-59。
利瑪竇的《乾坤體義》及陽瑪諾於 1615 年出版的《天問略》皆採是說。引用自張勤瑩，
〈十
七世紀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策略－陽瑪諾《天問略》中的「巧器」與「天堂」〉
，
《成大歷史學
報》第 37 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頁 105。
沈漼，〈參遠夷疏〉
，《聖朝破邪集》頁 61。
沈漼，〈參遠夷疏〉
，《聖朝破邪集》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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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肅神奸，公然潛往正陽門裏，洪武崗之西，起蓋無樑殿，懸設胡像，誑
誘愚民，從其教者，每人與銀三兩，書寫其家人口生年日月，云有咒術，
後有召呼，不約而至，此則民間歌謠遍傳者也。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虛
星昂四日為會期，每會少則五十人，多則二百人。……蹤跡如此，若使士
大夫峻絕，不與往還，猶未足為深慮。然而二十年來，潛住既久，結交亦
廣，不知起自何人何日，今且習以為常，賞玩細娛而忘遠略，比比是矣。
26

由這些文字觀察，雖然一開始在〈參遠夷疏〉中，沈漼是以傳教士參與修曆
工作為其主要反教論述，但真正刺激他發動行動的，似乎是以王豐肅為首的傳教
士，在南京愈益擴大的傳教行動。沈漼最害怕的是看到天主教信徒人數日增，以
及士紳與傳教士平順和善的往來。為證明他自己具有遠見及防微杜漸之心，就必
須要提出傳教士危害之處，於是由南京的盤踞，擴及到各省各郡，由傳教活動延
伸到修曆。
另外一方面，在沈漼的文本中也充滿了對異端思想的恐懼，在懷疑夷人別有
企圖，夷教包藏禍心的情形下，任何天主教的行動，尤其是一些與中國習俗不同
的行動，就容易被賦予負面的想像。傳教士蓋西式教堂（無樑殿）27 ，教堂中
設置的十字架及聖像（胡像）
，定期聚會（彌撒）
，都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由懷疑
而生的謠言，沈漼既然將其書寫於奏疏之中，代表他相信這些謠言極可能是事實，
只是尚未找到證據而已。他相信天主教給未信教者提供金錢，誘使其信教。信教
時提供生辰八字，然後使用咒法，控制信教者。既然誘之以利，又使用魔法咒術，
就證明了天主教是邪教，如同白蓮、無為等教，必須加以鏟除。
曆獄的發動者是楊光先，但他只是清初政治鬥爭中的一棵棋子，他控告傳教
士的內容都是有心人傳給他的。他從 1659 年 6 月或 7 月（順治十六年五月）
，撰
成了三篇攻擊湯若望的文字，
「選擇議」
、
「摘謬論」及「闢邪論」的第一篇。
「選
擇議」是對順治皇帝愛子榮親王下葬的年月日時，按照楊光先精通的占卜五行之
學，指出無一為吉。由此質問欽天監監正湯若望應為此事負何責任？28「摘謬論」
是對湯若望所推行的西洋曆法提出質疑。楊光先自承「止知曆理，不知曆數」29，
不是一位專業治曆者，他反對西洋曆法的理由是夷夏之防及中國本位。湯若望改
變了欽天監的組織架構，楊光先反對說：「四科之分設從古已然，今惟憑一己之

26
27

28

29

沈漼，〈再參遠夷疏〉，
《聖朝破邪集》，頁 63。
在耶穌會年度報告中，明確指出：
「該堂很大，仿照歐洲格式，正面立一石十字。」見高龍鞶
著，周士良譯，
《江南傳教史》第一冊（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初版）
，頁 150。
楊光先，
〈選擇議〉
，
《不得已》上篇，收錄於《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臺北：學生書
局，1986 年 2 月再版），頁 1163-1167。
楊光先，
《不得已》下篇，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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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30在有關春分日期之爭議時，他認為：「禮經立春之
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冬郊，關於典禮，何等重大，茲以偏
邦之新法，淆亂上國之禮，經慢天帝而褻天子莫此為甚焉。31」湯若望之西洋新
曆只推算未來兩百年，楊光先認為：「臣子於君，必以萬壽為祝，願國祚之無
疆。……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曆，其罪曷可勝誅。」32
〈闢邪論〉顧名思義即知係以天主教為邪教，而楊光先撰文以闢之。全部三
篇大致皆從儒家本位曲解天主教教義。例如瑪利亞童貞生子，楊光先說：「男女
媾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子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
失之榮。……世間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
如此其尊也。33」他也從儒家立場及民俗信仰的角度反對天堂地獄之說：
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即現世之天堂地獄。而彼教則鑿然有
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之者降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
一邀人媚事之小人爾，奚堪主宰天地哉。……釋氏之懺悔即顏子不二過之
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穌之母子即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
是奸盜詐偽皆可以為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
佛墜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34
楊光先研究過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或《畸人十篇》，和湯若望的《進呈書
像》比較，敏銳的察覺到利瑪竇作品中，缺少了對耶穌死亡復活的描述。他如此
評論說：
利瑪竇之來中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為吾儒之流
亞，故交贊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不覺其教之為邪魔也。且其
書只載耶穌救世，公畢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為其欺
敝，此利瑪竇之所以為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
穌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和盤托出，予始得，即其書以譬之。豈有彼國正法
之罪犯，而來中夏為造天之聖人。35
楊光先自稱這些聳動的指控，得到京城官紳的普遍贊揚，36但因為湯若望的
寵眷並未全消，在順治年間並未引起真正的反教行動。

30
31
32
33
34
35
36

楊光先，
〈摘謬十論〉，
《不得已》上篇，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70。
楊光先，
〈摘謬十論〉，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74。
楊光先，
〈摘謬十論〉，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78-1179。
楊光先，
〈闢邪論〉上，《不得已》上篇，《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09-1110。
楊光先，
〈闢邪論〉上，《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11-1112。
楊光先，
〈闢邪論〉下，《不得已》上篇，《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129-1130。
林東陽，〈楊光先及其反教事件〉
，《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

123

陳方中

康熙初年，欽天監曆科李祖白所撰之《天學傳概》出版，在篤信聖經創世記
載之前提下，李祖白稱世界創造之初：
初人子孫，聚處如德亞（按：猶太），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其後
生齒日繁，散走遐逖，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
以歷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
矣。惟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37
得此書的楊光先，再次找到抨擊天主教的憑藉，乃在康熙三年五月，寫了〈請
誅邪教狀〉，這次得到了欲鏟除湯若望的滿洲大員的關注。楊光先狀告：
西洋人湯若望，本如德亞國謀反正法賊首耶穌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
私渡來京。邪臣徐光啟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藏於朝，假以修
曆為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曆官李祖白造天學傳概妖書，
謂東西萬國皆是邪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之法
語微言，豈非明背本國，明從他國乎！……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開
封並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嶴盈萬人踞為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藉曆法
以藏身金門，窺伺朝廷機密。……目今僧道香會，奉旨嚴革，彼獨敢抗朝
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為憑驗。光
先不敢信以為實，乃託血親江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
書一本，會期一張。証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為。38
綜觀這兩次的反教文本，可以發現他們雖然相距五十年，一在明朝，一在清
朝，但他們的反教脈絡非常相似。首先沈漼和楊光先都自認是正統的維護者，這
個正統包含了儒學倫常，以及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天朝地位。天主教則是逐步侵
蝕正統的重大危害，他們自認在眾人皆醉的狀態下，發現了天主教的陰謀，因此
必須要採取手段，嚴厲處置這一對正統的危害。其次引發他們反感的都是傳教士
對中國曆法的修訂，他們都不認為曆法的修改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種更動天
人關係的大事。他們雖然不是理學家，但在理學籠罩的思想環境中，對宇宙觀的
更動感到疑慮，更何況這種更動來自西洋人。其三他們都對西洋人抱持懷疑心理，
認為西洋人在他們表面的說辭之下，一定另有圖謀。西洋人散佈中國，不需要特
別做什麼，就已經是中國人的潛在威脅。最後，他們都認為天主教是不能容於世
的異端邪教。在指控天主教為異端邪教方面，雖然兩者取徑不同，沈漼主要是指
控天主教有魔法邪術；楊光先則是自瑪利亞童貞生子，耶穌被釘十字架到天堂地

37
38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2 月出版）
，頁 191。
李祖白，
《天學傳概》，收入《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058。
楊光先，
〈請誅邪教狀〉，
《不得已》上篇，《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三冊，頁 1076-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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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之說，從天主教的教義著手，都取以為證，說明天主教是異端邪說。但無論何
種取徑，他們都自認證明了天主教的邪教性質。

伍、禮儀之爭
禮儀之爭反應的是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如何認識中國文化中倫理宗教體系
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祭祖祭孔的性質，利瑪竇按照《中庸》來解釋祭祖的觀念，
「事死如事生，事己如事存，孝之至也。」按照利瑪竇觀察，焚香、擺上祭品的
祭祀者並不認為死者真吃或用那些東西，這些舉動不過是用來表示孝愛，利瑪竇
說：「有些人曾對我們說，訂立這些禮法主要是為活著的人，而非為死人；即是
說，那是為了教導子孫和無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無論如何，他們並
不認為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祈求什麼，祝望什麼，與偶像崇拜無關，或許也能
說那不是迷信……39」而讀書人祭孔也是如此，他們並沒有向孔子祈求什麼，只
是感謝孔子所留下的儒家學說。40因此利瑪竇認定祭祖和祭孔的社會意義遠超過
宗教意義，不需要禁止中國教友們按照禮儀去祭祖或祭孔。
禮儀之爭的第二個主要的問題是 Deus 如何翻譯為中文。利瑪竇對於 Deus
一詞未有統一的翻譯，稱「天主」
、「上帝」、「天」，又以中國《書經》為例，說
中國古人即知尊天與上帝。1610 年利氏死後，龍華民繼任會長，反對用「天」
與「上帝」
，他的看法是：以宋、明理學的概念，明朝時儒家知識份子既然相信
「太極」是宇宙之源，那他們就是「無神論者」，因為古今儒學一脈相承，然後
導引出古儒也是無神論。他既反對利瑪竇分別「古儒」與「今儒」的觀念，也就
不認為古經中用的「天」或「上帝」
，與天主教中的 Deus 可以劃上等號。41中國
耶穌會士間爭論不斷42，1621 年為此在澳門召開會議，肯定了利瑪竇的意見。龍
華民不同意這個結果，撰寫了《簡單回答》（Respuesta Breve），即之後的《論中
國宗教的幾個問題》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的主要
架構。上述龍華民的概念，即在《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中明確表達，為此耶

39

40
41

42

利瑪竇著，劉俊餘，王玉川合譯，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上，收入《利瑪竇全集》1（臺北市：
光啓社，1986 年），頁 85。
利瑪竇著，劉俊餘，王玉川合譯，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上，頁 86。
魏明德著，沈秀臻、陳文飛譯，
〈龍華民與中國神學的譜系學—譯名之爭、龍華民論文與中國
自然神學的發現〉
，收入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編，
《基督教學術》第 14 輯（上海：上海
三聯書局，2015 年），頁 84。
按照龍華民的轉述，龐迪我和王豐肅（高一志）認為中國人對「 神、天神以及靈魂」 有某
種程度上的認識。 熊三拔認為中國人絲毫沒有關於「 獨立於物質的精神實體」 的認識，基
於此熊三拔以為中國人不認識上帝， 也不可能知道天神與靈魂是什麼。在日本傳教的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支持龍華民。李文潮，〈龍華民及其《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
，《國際漢
學》第 25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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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會傳教士在 1627 年底至 1628 年初，在著名教友孫元化的家鄉嘉定召開了會議，
決定不得再使用「天」和「上帝」來稱呼 Deus，但這個決議受到參與會議的李
之藻及徐光啟的反對，以致實際上是無法執行的。43同時議決不以祭祖祀孔為迷
信，等同接受了利瑪竇的說法，古儒今儒是有區別的。1633 年以後為免爭議擴
大，耶穌會中國區會長甚且決定將龍華民的《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燒燬，不
准在耶穌會內繼續討論這個問題。44
禮儀問題在耶穌會內逐漸平息之時，其他來華的修會對祭祖等禮儀的意見又
興起了。從歐洲經中南美洲再到亞州的西班牙傳教士，主要是道明會及方濟各會
士，他們與耶穌會在傳教經驗及神學取向上不太相同。1632 年道明會士高琦
（Angel Cocchi）來到福建，在他的引見下，1633 年道明會士黎玉範（Juan Bautista
Morales）及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來到福建福安。
利安當學中文時，中文教師稱「祭」，其意如彌撒，遂使其聯想及祭祖，祭孔均
為宗教儀式。45他又到教友家中參觀祭祖，更信其為宗教祭典，於是他和道明會
士遂禁止教友祭祖，此與艾儒略的適應策略截然不同。黎玉範支持利安當之見解，
1635 年 11 月在福州與耶穌會中國區會長傅汎濟（Francesco Furtado）見面，雙方
在祭祖祭孔等問題的意見截然不同，雙方不歡而散。為了準備充份的證據，黎玉
範等人在福安的頂頭村召開宗教法庭，召喚 11 名福安天主教士紳及男女大眾，
問他們：中國人向祖宗牌位和墓碑奉獻祭品時，內心如何思考？向城隍和孔子獻
祭……，對士紳加上提問教友品質、傳教方法、十字架、中國禮儀中叩頭、燒香、
拜天地君親師是否有宗教涵義等問題。根據這些證詞，黎玉範在 1640 年前往羅
馬，控訴耶穌會的傳教方法有問題。
當黎玉範 1643 年抵達羅馬不久，耶穌會士曾德昭剛好在羅馬出版《中國風
俗和宗教大觀》
（又譯稱《大中國志》）一書，道明會士藉此書證明祭祖祭孔為宗
教儀式。1645 年，教宗英諾森十世（Innocent Ⅹ） 同意了道明會士的見解，說
明凡是敬城煌、孔子及祖先的儀式與教義不合，皆加以禁止。耶穌會士聞訊，遂
派衛匡國（Martino Martini）赴羅馬解釋，中國另一方的南明朝廷也派耶穌會士
卜彌格（Michał Boym）充任使節赴教廷，兩人政治立場不同，但在中國禮儀上
的意見則一致。1656 年教宗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re Ⅶ）時，在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影響下，聖職部聲明：若敬祖和敬孔的禮儀，真如衛匡國所說屬於社會
43
44
45

李文潮，
〈龍華民及其《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
，《國際漢學》第 25 輯，頁 67-68。
方豪，〈多羅〉，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第二冊，頁 315。
利安當到達福安後，因語言不通，在頂頭村，由文人教徒王達陡（Tadeo Wang）教其中文。
一個偶然的機會，利安當從王達陡的言談中覺察到當地天主教徒仍然參與祭祖，並從祭如彌
撒的概念延伸，認為祭祖具有異端性。張先清，
〈多明我會士黎玉範與中國禮儀之爭〉
，
《世界
宗教研究》，2008 年第 3 期，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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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聖座准許中國教友舉行。糾紛於是再起。1669 年，教廷又頒佈命令，稱
兩項部令皆有效，須視實地狀況執行。表面上問題解決，但實際上傳教士仍無所
適從。
曆獄時，傳教士集中於廣州（1667 至 1668 年）沒法傳教，於是集會討論中
國傳教方針及禮儀問題。除了利安當及閔明我（Domingo Navarette）外，餘皆簽
署願遵守亞歷山大七世命令，閔明我後雖亦簽署，但旋又反悔，於 1669 年乘船
回歐，1673 年抵羅馬，四處演講反對廣州會議的結論，並在 1676 年及 1679 年，
在馬德里出版《中國歷史及風俗概論》上下兩冊。稱中國禮儀皆為迷信。於是在
歐洲教會內爭論又起，並成為反對耶穌會的重要論題之一。46反對派認為中國禮
儀問題證明耶穌會士在教義上鬆弛，不夠堅持原則，對異教文明有過度的讚美。
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福建宗座代牧47閻璫（Charles Maigrot）在 1693 年發
布牧函：
……我們宣佈應稱真神為「天主」，這已經是用了很久的名稱了。另外兩
個漢詞—天、上帝—應完全取消。……
我們嚴禁在任何教堂裏置放刻著「敬天」』 二字的匾。…那些有「敬天」
字樣的不能被認為與偶像崇拜無關。……
……
傳教士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教友主持、參與或出席每年數次例行的隆
重祭祖及祭孔的儀式，我們宣佈這種供祭帶有迷信色彩。
有的傳教士在他們在他們傳播福音的地方力求取消在家裏供先人牌位，我
們對這些傳教士大加贊揚，我們鼓勵他們繼續做下去。但是，在有的很難
這樣做的地方，至少採取一些適當的方法，把「神主」、「神位」、「靈位」
等字去掉。……
某些說法，正把粗心的人引向錯誤，甚至為迷信打開方便之門。例如：中
國人教授的哲學，如果經正確理解，並沒有什麼和天主教教規相違背的。
古代的賢人用「太極」這詞把天主解釋為世界一切的根源。孔子向神靈所
致的敬意，世俗意義遠超過宗教意義。……在我們整個代牧區，我們嚴格
禁止散佈這類似是而非的言論或文字。
……48

46
47

48

方豪，〈多羅〉，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頁 314-315。
為了對抗在中國不合時宜的葡萄牙保教權，一群法國神父向教廷傳信部建議成立宗座代牧區
（Apostolic Vicariate）
，取代正式的教區。這群法國神父同時成立了一個向遠方傳教的團體「巴
黎外方傳教會」1684 年這群被傳信部派遣的法國神父與另一批義大利神父，一起進入中國。
福建宗座代牧區遂被交付予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璫。
Donald F. St. Sauer 拉丁文譯英文，Ray R. Noll 編輯，沈保義、顧衛民、朱靜英文譯中文，
《中
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上海：上海古籍，2001 年），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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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牧函引發了至少三個主要的麻煩。一是雖然天主這個詞確實已經用很久
了，但天和上帝也繼續在用。一旦禁止，對中國天主教徒而言增加了困惑。二是
「敬天」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書送給北京南堂的匾額，禁止敬天的匾額等於是向皇
帝挑戰，也是對政教關係的破壞。其三，天主教是大公教會，信仰及禮儀有一致
性，某些禮規的改變，也是對福建代牧區外整個中國傳教區的挑戰。最後一段超
出了禮儀的實質問題，但正可以看出閻璫反對儒家，他不認為沒有經過基督信仰
洗禮的中國，在倫理的層次會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第一批來華法籍耶穌會士49之一的李明（Louis le Comte），來華未久，1692
年即被派回歐洲，申訴葡籍耶穌會士對法國耶穌會士之種種限制。回到歐洲後，
他發現中國禮儀問題更大，1696 年他在歐洲出版了《中國近事報導》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一書兩冊，主要目的是使歐洲上流社會相
信，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方法是明智的、審慎的，是合乎基督教義的。他極力
讚揚孔子，辯護說人們對孔子的敬仰絕不是一種宗教信仰，因為「標有他名字的
殿堂不是寺廟，而是學者集合的所在 。50」他引用康熙和南懷仁的談話，康熙
質疑說，為什麼不用「上帝」來稱呼 Deus，
「這樣，人們就不會反對你們的宗教
51
了 。 」
兩年後，一位法國的耶穌會士 Charles le Gobien 出版了《中國近事報導的補
充》以及《最近中國皇帝尊崇基督宗教的聖旨及對尊孔和祭祀死者禮儀的澄清》
。
李明及 Le Gobien 的作品，是在一連串耶穌會與及反耶穌會的辯論中出現的。他
們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的反方，主要是巴黎外方傳教會，1700 年在此不斷衝突的
脈絡中，巴黎外方傳教會向巴黎大學神學院提出了對李明及 Le Gobien 的控訴，
重點不是放在禮儀的本身，而是認為這些作品表現出中國有一個時代久遠超過基
督文明的宗教－道德系統，而這個宗教－道德系統是超過基督教的。52這個概念
49

50

51

52

他們以「法國國王的科學家」的名義來華，以避開葡萄牙保教權對傳教士的控制。一行五人
1688 年來到北京，其中二人留在朝廷，另三人則獲准隨意傳教。葡籍耶穌會士對他們多所掣
肘，澳門方面甚至扣留他們的傳教經費。
René Étiemble 著，許鈞、錢林森譯，
《中國之歐洲》上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
頁 285-286。
René Étiemble 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上冊，頁 288。李明應是引用了南懷仁的
信件或報告，因為在他到達北京前，南懷仁已去世。
René Étiemble 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上冊，頁 294-295。巴黎外方傳教會控訴
的主要內容是：
(1)中國人在耶穌誕生之前就保持了兩千多年有關真正 Deus 的知識。
(2)中國人在世界最古老的聖殿中祭祀 Deus。
(3)中國人以一種可以成為基督徒表率的方式崇拜 Deus。
(4)中國人實施了如同宗教一般純潔的「倫理」
。
(5)中國人具有信義、謙遜、內外的崇拜儀式、聖職、祭祀、神的思想和最純潔的慈悲，而這
一切是真宗教的特點和美德。
(6)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是最經常受惠於神的恩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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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是與閻璫一致的，延續了閻璫 1693 年牧函的思想，不論今古儒學都是他們
反對的，或者可說在他們看來，中國文化是沒有終極價值的，必須用基督信仰來
取代。
另一方面，耶穌會士則以康熙皇帝為中國的權威，希望能化解歐洲人間的歧
見。1700 年 11 月在朝廷服務的耶穌會士聯名上奏康熙，談到有關祭祖敬孔的意
義：
「臣等管見，以為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祈福佑、聰明、爵祿而拜
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之念而已。
雖立祖先之牌，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過抒子孫報本追遠，如
在之意耳。至於郊天之禮典，非祭蒼蒼有形之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
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有時不稱上帝而稱天者，猶
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實一也。前蒙皇
上所賜匾額，御書敬天二字，正是此意。……本日奉御批：
「這所寫甚好，
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
此。53
這篇經康熙皇帝御批的奏摺，除了代表康熙認同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的解釋
外，「敬天」一條「猶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
實一也。」應該是康熙在跟耶穌會士在談話時親口說的。這代表康熙已知閻璫下
令取下敬天匾額，也知道反對耶穌會一方是將天視為物質的天，對此他不以為然。
另外康熙御批中提到「大道」、「天下通義」，表式康熙心中有一個清晰的倫理價
值體系，在這個容納多元宗教—包括天主教—的體系中，
「敬天」
、
「事君親」
、
「敬
師長」是不可被挑戰的金科玉律，而這些金科玉律是與祭祖及祭孔的禮儀聯繫在
一起的，也是不容許天主教挑戰的。「無可改處」代表無協商空間，天主教若不
能接受，就無法被放在這個倫理價值體系中，從康熙視角，那就只能被當成異端
看待了。
綜觀自利瑪竇以來禮儀之爭的過程，可以說利瑪竇、支持他的耶穌會士及儒
家天主教徒，是將儒家思想及相應而生的祭祖及祭孔禮儀，視為可被多元詮釋的。
同樣稱之為儒家，但古儒與今儒，甚至不同儒者間有不同面貌。同樣是「天」，
在不同的語境下，可以被詮釋為物質的天或造物主。同樣是祭禮，按某些人詮釋
的儒家概念，可以不帶有宗教性的內涵，但若按民間信仰的理解，則帶有宗教性
內涵。傳教士在教會內要將這些詮釋說清楚，但同時避免在言詞及禮儀上與中國
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自龍華民以降，包括西班牙道明會士、方濟各會士及其
後法國巴黎外方的傳教士，反對中國禮儀者的共同點是要確認中國文化「是」什
麼。所以他們的思考方式是儒家是不是無神論者？答案：是。那就無法跟儒家共
53

黃伯祿，
《正教奉褒》，收入陳方中編，
《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頁 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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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類似的問題是：天是不是物質的天？祭祖、祭孔是不是宗教性的禮儀？當他
們找到證據證明是時，那就代表都不能與天主教的概念相容，當然要禁止中國天
主教教會施行。
歐洲教廷的思維方式與上述後者類似，這是歐洲文化受當時盛行的哲學及法
律思考方式影響的結果。因此巴黎大學及教廷的神學家裁判中國禮儀的性質是什
麼，依靠證據很容易就會得到祭祖祭孔帶有宗教性質的答案。康熙的意見對他們
並不重要，因為康熙並不是神學家。1704 年 12 月教宗禁止中國禮儀的命令正式
下達，教宗派遣來華的特使鐸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在 1707
年初公佈了教宗禁令：
……
若是盤問天主教對於中國風俗和倫理，是否尊重，不加批評，傳教士應該
答覆：凡是合於天主教義的倫理和風俗，都加以尊重。若是盤問何者是和
天主教教義不相合，則可以隨便舉出不相合之點以答。例如：算卜，祭天
地，祭鬼神等。 假使問到祭孔和祭祖，傳教士都該答覆天主教人不能祭
孔祭天，也不能在家供祖宗靈牌，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稱呼天主。若是盤問
為什麼天主教人不許行這些禮節呢？應該答覆，這些禮節和恭敬唯一的天
主的教禮不相合，羅馬聖座因此加以禁止。若是問什麼時候禁止的？答應
是 1704 年 11 月 20 日禁止的。若是又問你們怎樣知道這事是真的呢？答
應是多羅特使聲明的。
中國的傳教士，都應該按照上面的指示去答覆：敢有自作主張，不按指示
去答覆的，馬上受『棄絕』的重罰，『棄絕』重罰的赦免權，由聖座和特
使加以保留（Excommunicatio latae sententiae S. Sedi et Nobis
reservata）。54
鐸羅的禁令集中在語言及行為的禁止，並沒有進入中國文化優劣於西方文化
的討論，是不幸中的小安慰。1715 年教宗克來蒙十一世（Clement XI）頒布《自
登基之日》
（Ex Illa Die）通諭，重申禁止中國禮儀。1742 年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頒布《自從上主聖意》
（Ex quo singulari）通諭，再次重申禁止祭祖祀孔禮
55
儀。 這兩位教宗立場堅決的確認這些禮儀與言語，與天主教信仰相悖，使禮儀
禁令在那個時代中沒有翻轉的可能。禮儀的相關禁令對中國天主教影響很大，在
主流社會的成員普遍祭祖，以祭祖表達孝順觀念的時代中，天主教徒不再參加宗
族的祭祖儀式，增大了與主流社會的隔閡。中國教友人數其實一直不多，在 1703

54
55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年）
，頁 118-119。
〈禮儀之爭〉
，《神學辭典》
，http://www.apostles.tw/dict/m/dict32m/T070.htm，2018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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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過約二十萬人。56，其時中國已有一億多人口。從中國社會這方面來看，原
本就對天主教了解有限，此時面對差異更大，更為內縮的天主教教會，會對他們
有何好感嗎？或是有可能更進一步，會有什麼理由使這些外教人願意信仰天主教
呢？

陸、接受、尊重、容忍、排斥的四個向度
當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教時，按照方豪神父的分類，接收端的中國知識分子可
以分為教內及教外，57教內的知識份子的立場是「接受」了基督信仰，例如徐光
啟、李之藻、楊廷筠、孫元化、王徵、韓霖、段袞等人。這些人多半是儒家天主
教徒，他們將天主教信仰帶回他的家庭及鄉里，上海、杭州、絳州等地因而開始
有天主教團體。但如上所述，即使經過了百餘年，天主教教會在中國仍是極端少
數，即使在這樣的少數中，他們的信仰狀態也並非固定不動，在與外在環境不斷
的互動中，教徒的信仰狀態是流動的，有高低起伏。傳教士對教友的持續陪伴，
能扮演支持、促進或維繫教友信仰的角色。另一方面，傳統文化非基督信仰的生
活方式，社會中金錢、名聲及各種慾望的追求，則扮演著疏遠信仰的拉力。教徒
在增進信仰與疏離信仰之間，不斷的進行分辨及選擇，在一段時間後，有的新教
徒的信仰狀態趨於穩定，但一些新教徒需要更長的選擇時間，或許到死為止，其
信仰狀態都稱不上穩固。有的新教友則在喪失了領洗之初的熱情後，又回到原本
的文化信仰體系中。58
比接受者更多的是贊成天主教適應學說的外教學者，可說是「尊重」天主教。
例如李贄59，他評價利瑪竇：「凡我國書籍無不閱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
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
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極標致人也。」雖然他如此欣賞利瑪竇，但他
在寫給焦竑60的信上繼續說：「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
則又太愚，恐非是爾。」61李贄站在儒家周孔之學的位置上，使他不會接受利瑪

56

57

58

59
60

61

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p.385-386 .
（Leiden : Brill, 2001）
方豪，
〈明末清初天主教適應儒家學說研究〉
，
《方豪六十自定稿》
（臺北：作者自印，1969 年）
頁 219-223。
徐光啟將他的孫女徐甘地大嫁給許樂善的孫兒許遠度。以徐光啟信仰之虔誠，當為其擇教友
家庭，許樂善亦為《幾何原本》的校訂者之一，諸種跡象相加，可以推測許樂善具教友身份。
但在柏應理寫的《許太夫人傳略》中，許遠度原不是教友，受徐甘地大感召後才領洗。由此
又可推測許樂善信仰日漸冷淡，才會未給他的家人領洗。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420.
明萬曆年間知名學者，對儒學有「後現代」的認識，1602 年被一些衛道之士彈劾，自刎而死。
明萬曆年間知名學者，與李贄為同道，1589 年狀元及第。1597 年南京鄉試，從落第卷中擢徐
光啟為第一。
李贄，〈與友人書〉
，《續焚書》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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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帶來的天主教信仰，但他也不反對。葉向高62除了與利瑪竇友善外，與艾儒略
也交情匪淺。在《熙朝崇正集》的〈閩中諸公贈詩〉中，葉向高名列向艾儒略贈
詩的首位。從詩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和這些傳教士的好交情，及其對天主教的了解，
但他也同樣沒有成為天主教徒。內容如下：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能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
躡屩歷窮荒，浮槎過弱水。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
著書多格言，結交皆名士。俶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
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逢觀自一視。
我亦與之遊，冷然得深旨。
反對者就可以清楚的歸類為「排斥」天主教。再分析在「尊重」與「排斥」
之間，其實還存在著另一種選擇趨向。例如利瑪竇 1595 年在南昌定居，他的鄰
居對有西洋人居住在生活範圍中表示疑慮，但知府表示不妨，於是這些庶民暫時
同意了利瑪竇的出現。63類似的狀態在利瑪竇居住於肇慶、韶州及南京都是如此，
是因官府的保證或許可才使民眾同意，但他們中有人仍視西洋人為異類，於是暗
中向傳教士居所投石，或是在傳教士背後說不好聽的話，然後當官府不同意西洋
人居住時，他們也扮演了驅逐傳教士的角色。因此可以說，他們是在不盡贊同的
情況下，因為社會的壓力或氛圍，暫時「容忍」了天主教。另一種類型為沈德符
在其《野獲篇》中描述了利瑪竇對佛教的攻擊，他說：
「余不謂然，亦不以為忤。」
在認可多元宗教並存的狀態下，沈德符不是佛教信徒，也不是天主教信，事不關
己，故可以容忍天主教存在。
這四種選擇趨向的排列順序是「接受」、「尊重」、「容忍」、「排斥」，將絕對
接受與絕對排斥當成相反的一百八十度，尊重及容忍則在其之間。這些選擇趨向
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因個人的主觀意願及環境因素而發生變化。例如前述容忍天
主教者在官府態度轉變後轉而為排斥天主教者，但另一種情況也可能因與傳教士
發生實質的接觸，而改變原來的認知，轉變為尊重天主教，甚至成為天主教的信
仰者。
康熙皇帝的兒子雍正皇帝即位未久，即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繼續傳播。在雍正
皇帝向宮廷傳教士說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原本只是容忍天主教，雖然同意傳教士
的說法，天主教不是像白蓮教一樣的邪教，但他不想讓這一個外邦人的宗教在中
國傳播，免得信徒多的時候出亂子。他也覺得不能理解康熙對天主教為何如此優
容，因為這讓康熙在文人官員面前丟了面子。64由這敘述可以看出當時天主教在

62
63
64

明萬曆年間官員，曾官至內閣大學士。
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中國傳教史》
（上），收入《利瑪竇全集》1，頁 260。
〈馮秉正神父致本會某神父的信〉，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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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會中的位置
置，多半的人
人對其並不抱
抱有好感，
，只是容忍其
其存在。當
當雍正即位後
後，
就順
順應民情，將這個他認
認為讓中國
國人疑懼的外
外邦人宗教
教給禁了。
可能有讀
讀者會問：為
為何天主教在
在中國傳播
播這麼久，還
還得不到中
中國人的認同
同？
我的
的看法是：在
在強大的中
中國文化面前
前，其實時
時間還不夠久
久。天主教
教再怎麼適應
應中
國文
文化，仍有其
其不可改變
變的普世性教
教義，這些
些都是讓中國
國人很不習
習慣的，也可
可以
說是
是不可避免
免的磨擦。需
需要更多的時
時間，讓中
中國人體會到
到基督信仰
仰其實對中國
國文
化無
無害，可以在多元宗教
教的狀態中
中，將其納入
入其倫理宗
宗教體系中 。

禁教時期
期很長，從 17
723 年直至
至 1860 年中
中法簽訂「北
北京條約」後
後才正式結束
束，
65
雖然
然禁教一般
般來說並不嚴
嚴厲 ，但無
無論如何對
對教會的發展
展都是不利
利的。在教會
會歷
史中
中比較多記
記載那些教難
難時期維持
持信仰可歌可
可泣的故事
事，但其實也
也有在教難中
中背
教的
的大量故事
事。例如福安
安地區，因為
為有相對高
高比例的天主
主教徒，因
因此在禁教時
時期
教難
難經常發生
生。有關 174
46 年的一次
次大型教難，我們透過
過教會文獻《流血記》66得
知的
的主要是五
五位道明會傳
傳教士殉道
道的光榮事蹟
蹟，但透過當時的審訊
訊文獻，則可
可看
到一
一干教友，有的在被捕
有
捕之初就不承
承認自己的
的信仰，有的
的在被刑訊後
後熬不過虐
虐待，
67
7
也放
放棄了自己的信仰。 在這案件中
中的後續，除了被逮治
治三十餘名
名教友之外，福
安當
當地也開始
始設法清査信
信仰天主教
教者。按官方
方資料，「邑
邑民紛紛投
投首者甚眾，應
65

66
67

我
我認為對政權而言，宗教性
性的威脅一般
般來說是次要的
的。因此雖然
然禁教，但政
政權一般時候不
不會
特
特別注意這些教
教會。發生教
教難要不是有某
某些維護正統
統的人士對異
異端特別敏感，要不就是這
這些被
禁
禁止的團體，在
在某個地區已
已發展到相當
當規模。
鄭天祥編譯，《流血記》，
（澳門：白德美
美紀念出版社
社，1950 年）
鄭
〈抱（報）諸友
友單〉
，收入韓
韓琦、吳旻編
編校，
《歐洲所
朝天主教文獻
獻彙編》
，頁 149。
1
所藏雍正乾隆朝
〈
（上海：上海人
，2008 年 2 月
（
人民出版社，
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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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其改過，照律免罪。童女俱分別擇嫁，如有不首，查出杖懲。」68現在福安
穆陽繆姓教友為數不少，在他們的記憶中，他們多半是繆桂三的子孫，而繆桂三
是在白多祿被殺後信天主教的。69這有可能部份是事實，但也有可能是對背教歷
史的遺忘，這個記憶其實可以解讀為不少繆姓教友因教難曾一度放棄了信仰，但
教難過去他們中的一部份又回到了教會。
類似的例子在北京西郊的後桑峪、河北任邱的段家塢及石家營，或是河北景
縣的朱家河及青草河都可以找到。在清末 1860 至 1880 年的實際調查中，這些主
要的老教友據點，意即從康熙時代就存在的教友村，教友比例在這些村子都不超
過百分之五十。這首先說明了和老教友群體有實際接觸的外教人，在一段時間與
教友們相處後，多半「習慣」於與他們生活在一個社群空間中，至少能「容忍」
他們的存在。其次，教友人數不是多數的可能原因之一，是這些外教人中的一定
比例，本來也是天主教教友。他們在禁教時期，也許在某次教難時放棄了信仰，
或不是一兩次的迫害，而是在長期不利天主教的氣氛中放棄了信仰。但他們仍繼
續住在這個社群中，他們就從原來「接受」者變成了「尊重」者或「容忍」者。
其三，這個現象也說明天主教在中國文化、政治及社會的體系中要傳播有多不容
易，在這些外在壓力下，許多教友團體逐漸萎縮70，外面與其同居共處的外教人，
也不容易接受這個信仰。長期發展下來，繼續助長了教會團體與主流社會的隔
閡。
從主流社會這邊來說，教友團體對他們來說多半是陌生的，他們在缺乏與教
友們實際交往的狀態下，容易對他們有日益異端化的想像。發動 1746 年福安教
案的福建巡撫周學健認定天主教是邪教，因為是邪教，在天主教中存在著不道德
的行為。在他寫給皇帝的奏摺說：所謂「貞女」71實際上是傳教士的情婦，解罪
則是行苟且之事。天主教有各種魔法邪術，包括聖體、念經都具有超自然功效。
而為了配合邪術施行，必然有各式的迷藥，這些迷藥以不道德且不正常的方式製
作，例如取死人眼珠或心肝以為藥引。此邪教更為可怕之處，則在其能固結人心。
地方士民一旦信奉，即百折不回。之所以如此，即因其迷藥功效強大。傳此邪教
之士係外國間諜，潛伏地方長期滲透，所以常此以往，地方信眾愈眾，則離中國
之心愈遠，此其為患之大也。72
68

69
70

71

72

〈福建延平府書成、漳州府漳浦縣袁本濂、邵武府建寧縣王文昭，會同福州府徐維垣審擬福
安天主教事〉，
《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匯編》，頁 143。
〈白主教〉，https://www.douban.com/note/617529564/，2018 年 7 月 25 日
教友人數的統計在 1765 年約十三萬，較 1703 年減少六、七萬人，同時中國人口增加到二億
多。1815 年教友數回升至約二十二萬，其中五萬五千來自於四川的逆勢增長。同時中國人口
是三億六千萬左右。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p.385-386.
在西班牙道明會士來到福安後，很快就出現了貞女團體，她們宣誓守貞不嫁，在教會中服務。
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裏，貞女也是向女性傳教所不可或缺的。
陳方中，
〈1746 年福安教案〉
，收入古偉瀛、趙曉陽主編，
《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
，頁 38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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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將天主教視為邪教的思想，隨著時間的渲染而增強。董文學（Jean Gabriel
Perboyre）這位聖潔的傳教士，1839 年被捕後，法官控告他與貞女私通，稱其挖
人眼以妖術製藥，並殺黑狗，以狗血噴之，強迫其喝下狗血。731856 年在廣西西
林被殺的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同樣被視為邪教的代表。縣令張鳴
鳳反教的原因，從他訊問貞女曹桂英的話中即可見出端倪：「妳為何教他們像鳥
一樣飛？」
「妳為何在夜間教她們而非日間？」
「如果妳要保住一命，從實說來，
妳是不是馬神父的女人？」「馬神父有多少錢？」這些問題正反映出想像中邪教
的各種特徵。
在解釋 1860 年後眾多的民教衝突時，論者多以帝國主義侵略作為主要原因，
但實際考察個案，將天主教視為異端邪教的重要性，可能遠遠超過所謂的帝國主
義侵略。在 1862—1863 年的南昌教案中，當地官紳製造出來一份〈湖南闔省公
檄〉，其中稱天主教有一種迷藥係以主教及國王之屍水，和以不知其名的毒蟲粉
藥，滴入水中，命人飲用，「自是胸腹中有一小豎子，依附其心，雖嚴刑苦勸，
邪祟把持，甘死不改。…」也說貞女是傳教士的情婦，傳教士會挖眼剖心，「為
彼國造偽銀之藥。」然後以金錢誘人信教，信教者就是傳教士的間諜，…。741870
年的天津教案，當時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事發之後報告：
天津一帶自入夏以來，亢旱異常，人心不定，民間謠言甚多，有謂用藥迷
拐幼孩者，有謂義塚內有幼孩屍骨暴露者，有謂暴露之屍，均係教堂所棄
者，遂有謂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紛紛謠傳，並無確據。75
雖然南昌教案及天津教案另有地方勢力介入，這些揭帖及謠言是替這些幕後
行動的掩飾，但它們在公文中的出現，代表主流社會確信天主教的異端邪教性質。
直到 1900 年的義和團運動，在民間流傳最廣的〈神助拳〉揭帖，同樣是以天主
教的異端邪教性質為主要內容，用以作為煽動群眾的動力。76八國聯軍迫使中國
簽訂了辛丑條約，結束義和團以後，反教事件大量減少，但這些視天主教為邪教
的觀念並未馬上散去，它形成一股伏流繼續存在，或者也可以說只是暫時「容忍」
而已。

73

74

75

76

398-399。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在民間信仰中認為黑狗血有破解妖術的效果，在一些神怪小說如《封神榜》、
《西遊記》都有
類似的記載。
呂實強、王爾敏、李恩涵等編，
〈江西巡撫沈葆楨呈文─附湖南闔省公檄〉
，
《教務教案檔》第
一輯第二冊，頁 915-91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年）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卷七十二，頁 21。影印本，頁 1667。
（台北：文海書局影印，1963
年）
〈神助拳〉內容如下：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
先。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
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
言，升黃表，敬香烟，請下各洞諸神仙。仙出洞，神出山，附著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
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
然。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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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現在中國天主教的「中國化」
2018 年 5 月 17 日，中國官方教會所謂的「一會一團」，即「中國天主教愛
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77發表了《推進我國天主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五年
工作規劃（2018-2022）》
。在此前三年，習近平總書記已提到宗教中國化的問題，
但一直缺乏實質內容，海內外教會人士都在自我解讀，或許也有些引導風向的企
圖。這份正式的文件才算是清楚落實了中國政府，甚至是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國天
主教如何所謂的中國化。
這份文件是以教育及規劃的立場來談，本文只談其規劃背後的指導性思想。
第一個重點是維持及強化所謂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中共
政府的老生常談，要「熱愛祖國，服從國家政權」
，
「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真正的意思就是國家優先於教會，而
中國共產黨就代表國家。所以代表國家深入教會的「愛國會」組織，是獨立自主
自辦教會的核心，不但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且要更形健全而強化。第二，在上述
前提下，要構建具中國教會特色的神學思想。因為我是歷史研究者，特別注意到
其中提到準備撰寫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天主教歷史。按照前提，就是要按照反帝
愛國史觀及社會主義史觀來撰寫。此外還有中國化的神學及藝術等。第三，強調
「民主辦教」，這是繼續數十年來自選自聖的方式，實際上由政府選派了修女及
教友，參加所謂的主教選舉會議，形式上好像民主，但人選是由政府指定，78以
與教會的聖統制運作，由教宗做最後決定的方式，形成所謂的中國特色。
這個文件形成的過程，大概是由中共政府的宗教幹部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
核心領導或理論家共同完成的。政府的宗教幹部不敢也不能自做主張，安全的做
法是根據過去已有的原則，依樣畫葫蘆。但中國化是新的名詞，則要揣摩習近平
總書記的心意，問題是習近平沒說具體的內容，可能也是蓄意的模糊。官方教會
的領導及理論家，則在已畫好的框架中做文章，盡量加上一些合理的內容。有關
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以及所謂的「民主辦教」，大概就是政府官
員畫的框架，而中間提到的「構建具中國教會特色的神學思想」則是教會方希望
的。
77

愛國會排在主教團之前，政府控制教會的狀態從組織及文字就可看出。筆者並未看到全文，
主要是引用天亞社的報導。
https://china.ucanews.com/2018/07/17/%e3%80%8c%e4%b8%80%e6%9c%83%e4%b8%80%e5%9c%
98%e3%80%8d%e5%90%91%e5%85%a8%e5%9c%8b%e6%95%99%e5%8d%80%e4%b8%8b%e9%81%
94%e8%90%bd%e5%af%a6%e5%a4%a9%e4%b8%bb%e6%95%99%e4%b8%ad%e5%9c%8b%e5%8c%9
6%e4%ba%94/，2018 年 7 月 31 日。
78
有些地方政府管理宗教的幹部，並不特別干涉教會內推選主教的人選，教會內可以先形成意
見，但形式上必須由政府組織主教的選拔。但有些地方的主教人選，則是由地方甚至中央的
宗教幹部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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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拼湊出的文件，最大的問題是中共宗教幹部定的框架，是不合天主教教
義的。我認為宗教幹部並未揣摩錯習近平心意，因為「維穩」（維護國家局勢和
社會的整體穩定）是更高的政治原則，而宗教是「維穩」的對象，要維穩就要加
強控制，而非給予自由。在 1980 年代以後改革開放的中國，領導政府的中國共
產黨，已經進入一種思想分裂的狀態。名稱是共產黨，但早就放棄了共產主義或
所謂社會主義的體制。他們還掛在嘴上的「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實際上就是讓
空有其名的中國共產黨維持政權，維穩是以中國共產黨持續的控制為前提的。
另一個核心的問題是，為什麼宗教要中國化呢？原因也是 1980 年代改革開
放證實了共產主義的破產，中共政權在尋找他們得以繼續執政的文化機制。在摸
索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抬出了儒家，做為整頓社會的核心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
中國共產黨承認了傳統文化結構的價值。2004 年開始設立的孔子學院，是這種
思想的具體措施，雖然孔子學院常被詬病帶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帶有政治目的的
孔子學院，也是這種中國化的另一面，也就是控制性，這是不分傳統或現代的。
所以所謂中國化的天主教，實際上就是帶有本地文化色彩及被中共控制的中國天
主教。
我是一個不在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人，從外面看這種所謂的中國化，其實會覺
得很可笑。從歷史及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抬出一種主流思想，然後是由中國共產
黨抬出儒家，要求另有思想及文化背景的基督信仰，要遵守這個政府訂出的標準，
這個標準還不完全是文化性的，還帶有政治控制的目的。真正的中國化應該是教
會內的自覺，並且在教會普世性及本地化的張力中，不斷的在各種社會及文化中
尋找當時要的答案。由中共政府給的答案，當然不會完全符合教會的需要。
面對中華教會（包括我在內）的困境，一方面可以看到其中存在著對天主教
的誤解，這種誤解最主要的是將中國文化定型，然後以指導者的眼光，視天主教
為外來的，不屬於這個文化的。另外再加上對外國無來由的疑懼，總認為這個洋
教別有用心。另一方面，其實也可以自我反省，為什麼我們不被當成是文化內的
一部份。或許答案是中國天主教長期孤立於社會的特質，特別是在禮儀之爭以後，
一直沒有改變。在嘗試澄清外界對我們誤解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問自己：我們要
如何中國化呢？這個答案我們要自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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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道世（596-683）
《法苑珠林》
〈感通篇〉研究──
以關鍵詞為方法的考察
On Daoshi’s Gantong Chapter in Fayuan zhulin:
A Research on Its Keywords
謝薇娜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摘要
道世（596-683）《法苑珠林》〈感通篇〉出現的時代在佛教歷史占有重要地
位，不僅反映了當時僧人對感通的理解，而且使用特殊的遊方敘述模式來詮釋感
通。本文欲探討「感通」與「弘法」
、
「住持」
、
「戒律」的關係，以〈感通篇〉的
敘述特色、敘述順序、敘述單元，說明道世對材料的篩選與排序標準。並借助於
關鍵詞的研究方法探究「感通」與神聖空間、歷史空間的關係，分析關鍵詞如何
配合敘事序列的邏輯和《法苑珠林》的思想特色。最後，探討〈感通篇〉的敘述
安排如何表達道世對「戒律」的理解，藉此分析由「感通」所描述的特殊空間與
當時佛教歷史發展特色的關係。
關鍵詞：道世、《法苑珠林》、感通、戒律、宗教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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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oshi’s chapter Gantong in Fayuan zhulin appeared in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ese Buddhism, it reflected the understanding towards gantong by the Buddhist
monks at the time, and used religious travel writing to interpret i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antong and notions such as spreading the dharma,
upholding the faith and monastic rules, and analyses the choice of material, the
narrative units and their order in the chapter. It also applies keyword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gantong and sacred vs historical space, thereby
exploring the ways in which keywords correspond to the narrative order and the
specifics of Fayuan zhulin as a Buddhist encyclopedia. Finally, it shows how the
narration reflects Daoshi’s understanding of monastic rules, hence,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pace described by ganto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Daoshi, Fayuan zhulin, gantong, monastic rules, religious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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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苑珠林》一百卷1由道世（596-683）2於 668 年編纂3。本類書蒐集並引用
諸多經典，包含佛教經典、儒家和道教典籍，史書等，此書編纂過程中保存了許
多珍貴的古典小說，對後期學者的輯佚和校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來源。《法苑
珠林》在解說佛理時，往往巧妙地運用了本土典故。相對於佛教典籍來說，援引
外典文本可視為對佛理闡釋的一種特殊「注解」，與唐初儒釋兩家的講經和義疏
有密切關係4。《法苑珠林》的結構由篇、部、小部組成，每篇又包含「述意部」
解說佛教教義以及印度文化等，篇末記載「感應緣」作為述意部的證明和補充說
明，其資料廣引志怪小說和靈驗故事，以及佛僧傳記5。在其序蘭臺郎李偐云：
屬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師字玄惲，是釋門之領袖也。幼嶷聚砂，落
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
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
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6。

1

《法苑珠林》的研究一般從全書的類目結構、知識系統或文化層次解釋其特色。

例如，傅世怡的博士論文《《法苑珠林》〈六道篇〉感應緣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
1987 年）對〈感應緣〉的結構、編纂方式、特色和意義進行全面研究；吳福秀，《《法苑珠林》
分類思想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從分類方法探究本類書的知識系統；李華偉，
《《法苑珠林》研究：晉唐的佛教文化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5 年）一書，採祭祀、
報應等觀念探究《法苑珠林》中呈現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價值的整合；陳昱珍，
〈道世與《法
苑珠林》〉
《中華佛學學報》第 5 期，1992 年，頁 233-262 對作者的時代背景以及類書的體例篇
次進行研究。從佛教文獻與文學的角度的研究參看鄭阿財，
〈敦煌佛教文獻傳播與佛教文學發展
之考察──以《進藏論》
、
《法苑珠林》
、
《諸經要集》等為核心〉
，
《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
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
（東京都；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學術實行委員會，2008
年），頁 199-218。
2
釋道世傳記參看釋贊寧，
《宋高僧傳．義解篇第二之一．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
，收入：
《卍正
藏經》
（台北市：新文豐，1980 年）第 57 冊，卷 4，頁 553-554。
3

道世的著作包括《善惡業報論》
（即佛教類書《諸經要集》
）
、
《敬福論》
，共二十三卷；
《大小乘
禪門觀》以及《大乘觀》
，共十一卷；
《受戒儀式》
、
《禮佛儀式》
，共六卷；
《四分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尼鈔》五卷；
《金剛經集注》三卷；
《辯偽顯真論》一卷；
《釋門靈感錄》五十卷等，除
了兩部類書以及《四分律討要》其他著作皆佚。關於此年的其他相關的宗教著作，參看范文瀾，
《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148。

4

有關儒、釋兩家講經、義疏和翻譯的過程，參看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
，《注史
齋叢稿》
（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頁 239-302。另有，戴君仁，
〈經疏的衍成〉
，
《孔孟學報》
第 19 期，1970 年 4 月，頁 77-96。
5
關於此類書的資料安排，道世的傳記有詳細解釋，其文云：
『．．．總一百篇，勒成十帙；始
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別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撿括所知，如提綱焉，如
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偐為之都序，此文行於天下。』
（
《宋
高僧傳．義解篇第二之一．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頁 553-554）
。
6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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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道世對佛教經典，尤其是戒藏的掌握和整理程度相當高。此部類書的編纂精
神和結構反映了唐初佛教的發展。隋朝文帝（541-604）時改變了北周武帝的滅
佛政策，此段時間佛教蓬勃發展；唐高祖（566-635）對佛教採取了相反的政策，
亦即在詔令裡明確規定三教的順序──首先是道教，其次是儒教，最後才是佛教。
對佛教的限制不乏政治和經濟因素。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太宗（598-649）朝中，
不過太宗仍以教化為理由而支持玄奘的翻譯事業，高宗（628-683）也採取一樣
的措施。此時期諸多辯論著作的出現7，便是在這種宗教政策變動與三教爭議的
大背景下產生的。
如上文所述，道世所處的時代面臨了如此變局，尤其是三教激烈的爭議，使
《法苑珠林》具有明顯的護教書寫風格，尤其是引用外典所進行的申述文字，更
展現了極為虔誠的護法態度。另值得注意的是，身為道宣（596-667）的弟子，
道世協助道宣講法弘律，抱持著密切關係，因此在《法苑珠林》的文字中也可以
觀察到道宣的影響8。
從這個角度思考在這部類書中道世專門立的〈感通篇〉，不僅體現道世對佛
教觀念的關懷和重視，而且也反映當時佛教發展特色的一種書寫策略。「感通」
是中國文化基本概念之一，天和人之間重要的鏈接，主宰天、地和人的關係。佛
9
教初至中土時，此觀念接續著傳統的理解，同時又經歷了內涵的變化 。唐初時
期隨著佛教的發展趨勢，「感通」又有所變異。大致而言，學者認為「神異」側
重於衛教護法，
「感通」則重在弘通佛法10。不僅如此，唐初對「感通」的體會和
理解亦包含天人感遇的神秘經驗11，當為佛教理論和實踐關鍵的概念12。
7

參看陳昱珍，〈道世與《法苑珠林》〉，頁 238-249；川口義照 ，〈經錄研究よりみた《法苑
珠林》道世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 24 卷第 2 期（總號=n.48），1976 年 3
月，頁 276-279； 川口義照，〈經錄研究よりみた《法苑珠林》とくに撰述年時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總號=n.45），1974 年 12 月，頁 168-169；湯用彤，《隋
唐佛教史稿》
（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頁 10-20。

8

道世與道宣除了師弟關西之外，他們還密切合作撰寫佛學論著、注經等工作，參看陳昱珍，
〈道
世與《法苑珠林》〉，頁236-237；藤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
（京都市：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2年），頁163-169；川口義照，〈道世と道宣の撰述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26卷第2
期（總號=n.52），1978年3月，頁304 - 306。富田雅史認為道宣對《法苑珠林》的編纂和資料
選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參看〈《法苑珠林》と道宣〉，《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第37期，
2000年，頁208 – 192。

9

關於歷代中國傳統和佛教的感通、感應等研究，參看 Robert H.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77-133。此研究題為〈感應的宇宙觀 Cosmology of Sympathetic Resonance〉探索此概
念在古代中國文化中的意義並分析佛教的靈、感、應等思想特徵，對本研究破有影響。
10
釋果燈討論慧皎《高僧傳》的〈神異篇〉和道宣《續高僧轉》的〈感通篇〉的思想差別，從
此畫出兩部僧傳相關的時代對「感通」的理解差異。參看《唐．道宣《續高僧傳》──批判思
想初探》
（台北：東初，1992 年）
，頁 157-163；曹仕邦，
《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
（臺
北市：法鼓文化，1999 年）
，頁 107-108。
11
劉苑如的〈神遇：論《律相感通傳》中前世今生的跨界書寫〉（《清華學報》新 43 卷第 1 期，
民國 102 年 3 月，第 127～170 頁）從敘述特色的角度探討道宣的著作，分析神秘經驗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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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佛教的發展、以及與西域往來途徑的開通，僧侶往印度取經的行動逐漸
增加，其最顯著的表現則是唐初出現了諸多佛經的翻譯。這種遊方的實踐不僅促
進了佛經的傳播、整理和翻譯，同時也帶給僧人在佛陀聖跡巡禮中的感悟和理解
經驗，因而也增加了感通作為宗教經驗的不同層次意義。
〈感通篇〉的特色如何展現這個時代「感通」內容的變化？由其所引用的文
獻來看，此篇結合了遊方與感通的經驗，此種遊方的空間敘事包含了神異的體驗。
在唐初釋道宣的著作中，已可見中國僧人遊方取經的整理和敘述13，遊方時所見
到遺物、遺跡等，大量出現在佛教靈驗記中14。從空間與神異的兩方面綜合書寫，
可證明遊方的經驗不僅視為巡禮佛陀聖地，同時也被當作一種特殊的宗教體驗。
因此，本文以〈感通篇〉的敘述特色、敘述順序、單位等為研究對象，並將
借助於關鍵詞──「佛法、聖迹、住持」──描述感通與神聖空間、歷史空間的
關係，以探索由「感通」所描述的特殊空間與當時佛教發展趨勢的關係。
此議題涉及諸多方面的討論，即宗教類書的書寫、宗教（感通）文學、宗教
聖神空間和地理、宗教思想和唐初佛教歷史，皆賦予詮釋「感通」此重要觀念的
良好背景。在關懷凡此方面研究的同時，本文則選擇將重點置於感通書寫與神聖
地理空間的描述，以及中國中古佛教歷史。在此過程中，《法苑珠林》的文本與
外典的文本如何組成一個有機整體，則從文本學的角度探討。

貳、往聖地的遊行：敘述結構的重構
從傳統的目錄學來看，目錄學著作多將佛教、道教的圖書歸入「子部」
；而
人物傳記歸入「史部傳記類」，梁阮孝緒《七錄》、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則納
佛教人物傳記於「雜傳」類。佛教、道教的類書也被歸入佛家、道家類。然而《法
苑珠林》經常被視為史學的文本。如清代學者，多認為其與歷史脈絡具有明顯的
關係，是史學的支線15。此外，
《法苑珠林》所載為耳聞目擊之事，儘管沒有記載
出處者，亦會明載某人所言；例如卷五《阿修羅部》引《西國志》等例子，撰作
者特別指出來源以表示其說有徵，
「甚合史法」16。對此類書的複雜歸類，一方面
反映六朝末唐初目錄學大盛發展之特色，一方面說明其文本內容的多樣化。《法
文本中「感通」的意義，詮釋其與心、意、識、神等觀念的關係，是本研究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道宣信仰實踐和佛教研究經驗則是一個例子，參看山崎宏，
《隋唐佛教史の研究》
（京都：法 藏
館，1967 年）
，頁 159-186。
13
例如，道宣《釋迦方誌》卷下《游履篇》第五及《通局篇》第六，收入：
（唐）道宣著，范祥
雍校點，
《釋迦方誌》
（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頁 95-116。有關道宣的遊方經歷，參看藤
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
，頁 99-133。
14
參看劉亞丁，
《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
（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有關舍利與佛
像的討論，頁 25-92。
15
「此書體裁與《冊府元龜》相似（如總目子目之分；總序散序之別相彷者類多），史學之支流
也。」﹝清﹞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
，第 670
冊，卷 12，頁 482。
16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頁 48-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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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珠林》的引用材料，涉及六朝小說和佛教人物傳記。早期藝文志《隋書．經籍
志》、《舊唐書．經籍志》將大部分的六朝小說歸類於「史部雜傳類」，宋代《新
唐書》才開始歸入「子部」。此外，某些（靈驗）故事同時記載在史書以及志怪
小說集裡，不少故事在被修改後17，被視為兼備歷史和宗教的文本記述，證明史
學與文學、宗教話語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那麼，在諸多論述當中，我們如何理
解〈感通篇〉的文獻引用和所表達的教理？首先，讓我們從敘述的特色入手，分
析道世將文獻的安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敘述順序。
唐朝初年，至印度巡禮佛陀聖跡並有專著問世者有：玄奘（602-664）
《大唐
18
西域記》 ，只包含文字卻缺乏圖；唐朝敕使王玄策由印度歸來之後，根據自己
的經歷和所得，撰有《中天竺行記》
；唐朝政府出面組織人力編輯的，文字 60 卷，
圖 40 卷，合成百卷著作的《西國志》19。但是王玄策的著作和《西國志》宋代以
後都相繼遺失。〈感通篇〉與《法苑珠林》其他篇章稍微不同的是，引用的文獻
相當少，且沒有包含〈感應緣〉，其文獻主要有三種：玄奘《大唐西域記》
、
《王
玄策傳》以及《貢職圖》，形成了對西土的兩層次描述──玄奘、王玄策以及道
世對兩個人遊方經驗的紀錄。〈感通篇〉的《大唐西域記》、《西域傳》、《王玄策
傳》
、
《西國志》的互動關係相當複雜。據研究，王玄策撰寫的《中天竺行記》記
載他往印度的經歷，由圖 3 卷、文 10 卷組合。在 669 年已經成書，原名《西域
傳》，後來因為與《西域記》只差一字，而改名為《中天竺行記》。《法苑珠林》
20
所引「玄奘西域傳」之名，應該是「玄策西域傳」的誤書 。除了有《王玄策（行）
傳》和《貢職圖》明顯標題說明材料不是取自《大唐西域記》之外，
《法苑珠林》
還有幾條說是出自《玄奘西域記》
，學者認為不是與王玄策相關的《西域行傳》
，
有可能是出自《西域志》
，但因為同一事實通常被記載在三本書中，而皆有「西
域」這個字，因此很難分明畢竟屬於哪本書21。筆者按照《法苑珠林校注》22的文
17

例如，傅弈的故事錄在《法苑珠林》卷七十九邪見部，來源是《冥報記》的〈傅弈傳〉，但是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9，頁 2714-2717，以及（北宋）歐
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07，頁 4059-4062 亦有他的傳記，然而內容
有所不一樣。

18

19

20
21

22

關於《大唐西域記》的譯者與撰者的關係，參看賀昌羣，〈佛教文學史上之一大問題──大唐
西域記之譯與撰〉，張曼濤主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佛教與中國文學》第 19（台北：大乘
文化出版社，1981 年），頁 255-266。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相關的研究頗多，白楊蒐集並評
述，參看其〈玄奘研究綜述〉
（上下）
，
《新疆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9 卷第 1
及 2 期，2008 年 3 月和 6 月，頁 20-25 及 28-33。
有關《西國志》的編纂過程可參看孫修身，
《王玄策事跡鈎沉》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頁 264-267。此書引文記錄在《法苑珠林．感通篇．述意部》、
《戰斗部．感應緣》
卷 5、
《傳記篇．雜集部》卷 100（這裡叫做《西域志》）
、
《新唐書．藝文志》卷 58 做《西域國
志》。
參照孫修身，《王玄策事跡鈎沉》，頁 3-4。
馮承鈞，〈王玄策事輯〉，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六）──中國佛教史論集（二）
──隋唐五代篇》（臺北：大乘文化，1977 年 9 月），頁 355。
（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
，總共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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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進行研究，權將《玄奘傳》、《西域傳》等引文當作來自《大唐西域記》。
《大唐西域記》描述了玄奘於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九年（629-645）從高昌出發
西行往印度，攜帶了佛經回國，經歷了一百一十國家，留下了詳細遊過地方的筆
記，本書的敘述結構先列出卷中所描述的國家國名、每一國度的風土人情、宗教
信仰、物產、佛教遺跡等，從焉耆國和龜茲國、于闐國，諸多的國家是當時玄奘
遊歷的地方23。道世選擇什麼文獻？如何引文和安排？如何構成感通的旅程？
在〈述意部〉道世敘述此篇的內容和撰寫動機：
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欝怏。時有大唐沙門玄奘法師，
慨大道之不通，愍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單身，
西尋聖迹。（頁 887）
其中，玄奘西行的目的則是尋找佛陀的勝迹。此外，道世也在〈述意篇〉說
明文獻的蒐集跟運用，以及所記錄的靈異現象：
依奘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無靈異。勅令文學
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為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成一百卷。
（頁 888）
道世還概述玄奘經過的地方，並在闡釋編纂此篇目的時，強調從諸多與玄奘
西行取經的故事中，他採取和篩選相關的材料乃『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
持，別成一卷。』可見對道世最具重要性的是那些與佛法、聖迹、住持等的地方。
於是，此篇第二部則從聖迹開始敘述玄奘的歷程。
必須指出的是，道世編排文獻的方式首先按照玄奘到不同地點分段，幾段則
引自《大唐西域記》或《王玄策傳》，但兩種文獻有選擇性的組合。最初，在玄
奘西行開端的旅程道世引《西域傳》，云：
奘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旦
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頁 888）
這段文符合《大唐西域記》第十二卷，敘述彫檀立佛像24，再陸續地敘述其
他國家，例如斫句迦國、佉沙國、烏鎩國、朅盤陀國、達摩鐵悉帝國，其敘述
接近簡略介紹，以路線為主的記錄，同時提到佛陀說法或羅漢入滅定的細節。

23
24

年）。
參看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頁 212-215。
在校對〈感通篇〉與《大唐西域記》的過程，筆者參看了（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
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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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之後道世順著《大唐西域記》的文本描述玄奘的西行過程。從卷一他選擇
了喝縛國、梵衍那國、迦卑試國等國家，各具有其特色以及相關的故事。下列
《大唐西域記》各卷在〈感通篇〉出現的順序：卷二：那伽羅曷國、健陀邏國；
卷三：烏仗那國、呾叉始羅國、迦濕彌羅國；卷四：至那僕底國、𥞊莵羅國、
窣祿勒那國、劫比他國；卷五：羯若鞠闍國、阿踰陀國、鉢羅伽耶國、憍賞彌、
鞞索迦國；卷六：鞞索迦國、劫比羅伐窣堵國、藍摩國；卷七：婆羅痆廝國、
戰王國、吠舍釐國、尼波羅國；卷八：摩揭陀國，插入《王玄筞行傳》的敘述；
卷九：摩揭陀國，插入《王玄筞行傳》的敘述；卷十：伊爛拏國、羯羅拏國、
烏茶國；卷十一：僧伽羅國；卷十：憍薩羅國、案達羅國、馱那羯磔迦國、秣
羅矩吒國；卷十一：那羅稽羅洲、摩訶刺侂國、摩臘婆國、阿吒釐國、波刺斯
國、拂懍國；《貢職圖》：西女國。
道世的敘述，必須掌握玄奘路經各國時的敘述重心。首先，從兩個角度分
析道世的敘述方式──結構及內容。論及道世敘述方式的結構處理，可看到《大
唐西域記》的敘述順序修改。從以上的順序我們可以注意到兩件事。第一、雖
然大致上道世依循著《大唐西域記》的敘述，但是在篩選之後，只保留特定王
國的行旅紀錄。第二、在原本玄奘的著作中間，他插入了其他文獻，如《王玄
策行傳》以及《貢職圖》
。這觀察似乎類似於其他學者所分析《法苑珠林》引用
《大唐西域記》的情況有兩種，即一是抄錄，如卷一〈劫量篇．時節部〉
，引有
〈奘法師西國傳〉，文字皆同於《大唐西域記》；二是編寫，如卷二十九〈感通
篇．聖跡部〉引〈奘師傳〉，內容雷同，但是文字、敘述次數有更改25。
至於其內容處理方式，道世技巧更為複雜多元化。筆者主要發現三種情況。
第一、 道世用概述的方式節引某段話。此情況下，內容沒有省略，只是簡
短敘述其梗概，例如在卷六的室羅伐悉底國〈舍利佛與目連試神通處及諸佛跡〉，
提到舍利佛、目犍連、舍利、佛陀說法的地方、經行之跡、靈瑞26。或像同卷〈二
古佛本生處〉描述塔、舍利、度父的地方、佛像等（頁 514，515）
；同卷〈釋種
誅死處〉（頁 516，517）
；卷七婆羅痆廝國佛教四大聖地之一的〈鹿野伽藍〉（頁
561-569）
；卷七吠舍釐國〈無垢稱及寶積故宅〉（頁 591）
；卷八摩揭陀國〈無憂
王建舍利塔〉（頁 631-2）、〈如來足跡石〉（頁 633-4）及〈前正覺山及成道故事〉
（頁 665-6）等等。
第二、 原本較長的故事概述，其部分內容被省略，例如卷六〈逝多林給孤
獨園〉
（頁 488-9）
，道世只記載一部分的內容並提到此地方的佛陀精舍以及佛像，
重點在此地方的具體地理特色，非背後的故事。或卷七婆羅痆廝國〈三獣窣堵波〉
（頁 579）
；卷八摩揭陀國〈菩提樹垣〉金剛座（頁 668－9）
；卷九摩揭陀國〈那
爛陀僧伽藍〉（頁 747-8）等等。
25
26

陳昱珍，
〈
《法苑珠林》所引外典之研究〉
，
《中華佛學學報》
，第 6 期，1993 年，頁 315，注 48。
（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記校注》
，頁 491，492。筆者將在內文引《大
唐西域記校注》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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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原本較長的內容只選擇段句話，不加概述其內容，此情況下，內容
被省略。例如卷六拘尸那揭羅國〈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中的本生故事（頁 538-9）
記錄其重要細節，同時也記載有關此地方的精舍、如來涅槃之像、塔等的細節；
卷七吠舍釐國〈重閣講堂及諸聖蹟〉（頁 597）
；卷九摩揭陀國〈外道發惡願處〉
（頁 703）
；〈上茅宮城〉（舊王舍城）舍利弗證果故事（頁 720）等等。
除了以上例子之外，在介紹每一國家時，道世一律不用細節；此外，偶爾也
將稍微修改文字或插入自己的話，例如卷八摩揭陀國〈菩提樹垣〉的〈北門外摩
訶菩提僧伽藍〉
（頁 693）或卷九摩揭陀國〈雞足山及大迦葉故事〉
（頁 705-6）等
等。
道世的敘述方式帶有所謂的索引特徵，亦即大致列出來某些地方與其相關的
遺跡，卻省略其細節，可見其特殊的書寫策略。此種筆法重點放在遺跡精髓所在
（quintessence），讓遺跡與感通的關聯更突出，意指道世強調的細節，不同於玄
奘所巡禮某個地方時，僅單純敘述的故事方式，而較傾向於指出這些地方與佛法
的關聯。從內容分類的分析可見道世以具體有宗教意義的地理現象，如塔、舍利、
四佛經行遺跡、如來初轉法輪之處、如來說法之處、如來經行之像，靈跡、靈相、
靈瑞、佛沐浴之處，洗衣之處，袈裟之跡、佛牙、佛髮、入寂滅之處等為重點，
然人們對佛陀的崇拜和敬仰之情是通過對其遺物（佛鉢）、遺跡（佛足跡、曬衣
石）或舍利、佛頂骨、牙齒等的供養來表達的。道世不僅介紹諸多舍利，且也提
及八國大王分舍利的傳說27。實際上，阿育王取舍利造四萬八千塔的傳說也好，
八國王分取舍利也罷，此類傳說與相信舍利具有靈驗效用的信念是息息相關的28，
可見道世對舍利的靈驗功能的重視。
道世注重塔、舍利等細節，則或許是受到了道宣的影響。道宣本身亦蒐集編
纂靈驗記，不少內容皆涉及在遊方過程中遇到的遺跡29，或直接用靈驗記的格式
突顯舍利塔與舍利的重要性30。例如，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敘及諸多與舍利
以及塔的靈驗故事，道世描述的塔、佛足跡、舍利等的意涵，也與道宣所載相似，
皆用靈驗敘述的方法讓一般人更篤信佛法。不僅是塔和舍利受到道世的特別重視，
27

28
29

例如卷六拘尸那揭羅國〈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頁 538-9）或卷七戰王國〈摩訶婆羅邑及諸
遺跡〉
（頁 585-6）的記錄。
劉亞丁，
《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
，頁 27。
如道宣《釋迦方誌》卷上〈遺跡篇第四〉、卷下〈遺跡篇第四之餘〉以及〈遊履篇第五〉，收
入：（唐）道宣著，范祥雍校點，
《釋迦方誌》
，頁 14-100。

30

如關於舍利的靈驗記比較集中的描述參看道宣《廣弘明集》所蒐集王邵《舍利感應記》和《慶
舍利感應表》
，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主編，
《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
會社，1988 年）
，第 52 冊，No. 2103，第 17 卷，頁 213-221 及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收
入：藏經書院編輯，
《卍正藏經》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 年）
，第 55 冊，卷上，頁 211-264。
關於《舍利感應記》與《慶舍利感應表》的研究參看劉亞丁，
《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
心》，頁 41-5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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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也經常出現在〈感通篇〉。與舍利或塔相同，造佛像或供養它通常會有神異
體驗，佛像會產生許多神奇現象31。如果像學者的研究表示，
「佛教發展到南北朝
時期走向高峰，佛教藝術也盛興，因此對佛的崇拜經過了從一般象徵物到塔到佛
像的過程」32的話，那麼唐初應該以佛像為主要崇拜對象，但是玄奘也記錄了諸
多塔和舍利的地理細節，可見他對瑞祥、由佛教聖跡帶來感應的所有物體窮盡描
述的精神，必須是與護法相關聯的遊方書寫特徵。
至於王玄策事跡的資料，學者從史書、僧傳、小說集等輯佚33，在《法苑珠
林》以《王玄策傳》
、
《西域行傳》
、
《西國行傳》等名稱出現。王玄策派遣往印度
的次數總共四次，
〈感通篇〉則記載其中第三次（657-661 年）34。
〈感通篇〉提到
王玄策相關的資料總共有三次，分別是：寫關於菩提樹及金剛座、與彌勒菩薩像
相關的靈驗故事；貞觀十九年王玄策敕使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的事，亦涉及
此寺菩提樹下金剛座；貞觀十七年王玄策敕使送婆羅門客回國，至摩伽陀國巡禮
佛鄉，
『聖迹神化，在處感徵』
。三者皆是補充玄奘於菩提寺和彌勒菩薩親自下凡
造作佛像的敘述。除了記錄在〈感通篇〉的王玄策細節之外，《法苑珠林》其他
跟王玄策相關的文字也大多以靈驗為核心的內容，佛像放神光、佛頂骨、舍利骨
等，皆類似與玄奘描述佛教遺跡的敘述風格35。然，《王玄策傳》的靈驗敘述模
式比較接近歷史記載，以客觀的態度描述靈驗的部分，巧妙地結合了主觀的靈驗
經驗與客觀的描述，這種材料的選擇或許是道世書寫策略，試圖讓感應的描述更
具不會被質疑。值得一提，關於王玄策事蹟的其他文獻相當少將以靈驗為重點，
較多敘述其巡防的地方以及與歷史相關的細節，如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新唐書》卷 22136。其實，道世引王玄策這
三條故事，玄奘的著作也有相關內容，然其細節不一樣。菩提寺的瑞像故事，
《大
唐西域記》卷八也記載。據研究，王玄策和玄奘在此故事中所提及的佛像製作者
姓名、職業和信仰上都不相同：玄奘稱造像者是不信佛法的婆羅門，王玄策記載
是出家的比丘；佛像竣工後，玄奘的記錄是他們仍在朝為官，王玄策認為是比丘

31
32

33

34

35
36

劉亞丁，
《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
，頁 70。
劉寶兰，
〈從中國古塔在寺廟中位置的變遷看其佛性義蘊的世俗化〉
，
《五台山研究》
，第 3 期，
1999 年，頁 35。
馮承鈞對王玄策事跡的輯佚參看馮承鈞，〈王玄策事輯〉，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六）──中國佛教史論集（二）──隋唐五代篇》（臺北：大乘，1977 年 9 月），頁 347
－379 及孫修身，《王玄策事跡鈎沉》，頁 274-281 表格。
孫修身，
《王玄策事跡鈎沉》，頁 5-8。其他被出使的次數資料可見：第一次被派遣：《法苑珠
林．感通篇．聖跡部》、
（後晉）劉昫《舊唐書．天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1995），第
16 冊，第 198 卷，頁 5307-9；第二次被派遣：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傳》
，第 16 冊，第
198 卷，頁 5290；第三次被派遣：
《法苑珠林．彌勒部》卷 16，頁 538、《法苑珠林．法服篇．
感通部．感通緣》，卷 35，頁 1107。亦參看李宗俊，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跡新探〉
，
《西藏
研究》第 4 期，2010 年，頁 15-19。
參看馮承鈞，〈王玄策事輯〉所輯佚的十條，頁 355-366。
馮承鈞，〈王玄策事輯〉
，頁 367，370，37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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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另外，造像的動機也有所差異，王玄策記錄是國王出資37。從這個角度思考
第二層的敘述，即道世篩選的資料，可見他傾向於介紹有助於宣傳佛教信仰的訊
息，若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資料來源，他會選擇與靈驗相關且明顯強調虔誠態度
的文本。
如同學者的研究指出，神話中對空間、神聖地方的敘述非單純的地圖化，並
非僅神聖型態的模式，而涉及物理、心理、社會的複雜界標網絡，其所描述的形
象非簡單的地圖，而是導航環境的工具38。從這個角度思考道世對資料的選擇，
我們則發現道世的敘述呈現遊方的宗教經驗，是結合了空間、敘述與宗教三個方
面，然在〈感通篇〉中，則是讓遊方與感通的關係更加緊密的結合為一。在筆者
整理道世篩選玄奘所達到的目的地時，發現絕大部分都與佛教歷史、本生故事或
佛教戒律相關。佛教歷史跟本生故事理所當然是息息相關的，佛教歷史以釋迦牟
尼的生活為主而敘述的，佛所到的地方、所留下的物體或相關的故事，都成為佛
教歷史記憶的核心。這些地方因而都成了佛教徒朝拜的地點。如同玄奘西行，不
僅是以取經的目的，也包含了巡禮佛陀的聖跡及其所至之處。更重要的是，以佛
陀為核心的佛教歷史，還涉及佛學理論跟信仰的問題，佛陀的權威象徵著無可爭
議的理論、信仰、戒律上的慣例，依佛陀的生活作為完整的源頭，使佛學、佛教
信仰更鞏固，更優勝。

叄、用關鍵詞和斷詞分析〈感通篇〉的文本特徵
以上分析的〈感通篇〉敘述結構描述一種靜態文本，然作為宗教經驗之一，
遊方意味著身體在空間的移動和流動性。如何讓遊方的文本更立體和動態地呈現
內含的訊息，則借助於關鍵詞和斷詞分析。筆者盼望此分析可以補充第一層次敘
述的訊息，從此揭示第二層次的敘述。
關鍵詞組成觀念，
『觀念可以用關鍵詞或含關鍵詞的句子來表達』
，用觀念時
人們不僅表達某種意義，而且也進行思考、書寫文本等，最後用之而建立演說和
思想體系。然而，觀念比思想更精確，更能體現價值的方向，由此觀之，觀念的
變化描述必須從關鍵詞的演變切入解釋。此外，觀念具有普遍意義，因此有助於
39
建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 。
為了進一步探究上節所討論路線呈現的結果，並用關鍵詞和斷詞（或亦稱分
詞）的方法，探究這些關鍵詞所描述的敘述特色，分析兩個敘述層次的符合點以
便找出來第一層次敘述的重點。其流程包含兩個動作：第一、進行文本標記，第
37
38

39

孫修身，
《王玄策事跡鈎沉》，頁 62。
Anders Lisdorf, “Pole Position: Space, Narrative and Religion”, in Armin W. Geertz, Jeppe Sinding
Jensen, eds., Religious Narrative, Cognition and Culture. Image and Word in the Mind of Narrative
(Sheffield, Oakville: Equinox, 2011), p. 260.
金觀濤，劉青峰，
《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頁 3-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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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關鍵詞的斷詞動作。在分析〈感通篇〉時，將重點放在三個貫穿全篇的
關鍵詞，即道世在〈述意部〉所提到的『佛法、聖迹、住持』，再用與其相關的
詞一併統計和分析。筆者事先預訂的其他關鍵詞包含感（應）
、相、律、氣、性、
聖、禮、賢、靈、驗、報、通、法身、變、化、神、形、像、觀、見等等。因「住
持」這個詞顯得相當重要，於是此關鍵詞研究也包含了卷三十〈住持篇〉。其分
析過程將這兩篇分開地介紹標記和斷詞結果。運用兩種文本處理方式的原因在於
一般的標記反映由學者所訂的關鍵詞，帶有一定的主觀性，然斷詞是自動的文本
處理方法，如此能夠擷取主觀觀察遺漏的細節，讓對文本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和分
析。
關於程式演算的部分，讀取文本、關鍵詞檔案和關鍵詞計算，藉由 Python
此程式語言，無須設計複雜的程式碼皆可完成。標記流程採用的是稱作為長詞優
先法（Maximum Matching Algorithm, MM）40。演算法思維是依照關鍵詞長度的大
小，從文字的左邊逐一檢查關鍵詞是否與字串完全符合41，其結果表 1 及 2：
表 1：〈感通篇〉關鍵詞統計表
Type

Total

Main keywords

Tag
聖迹

Main keywords

佛法

4

Main keywords

住持

3

Sub-keywords

塔

168

Sub-keywords

行

82

Sub-keywords

坐

33

Sub-keywords

舍利

30

Sub-keywords

身

29

Sub-keywords

相

28

Sub-keywords

觀

24

10

40

關鍵詞標記與斷詞的作業由林品傑完成，在此表示感謝。

41

從例子來看，假設我們的文本是一句話，叫「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
我們的關鍵詞字典中，分別有{ 佛骨肉、舍利、塔}。
程式會拿出最長關鍵詞去比對文本，再逐一拿長度較小的詞檢查。
若比對到，便會把詞給標記起來。細看這些步驟，看起來會像是：
關鍵詞：佛骨肉
文本：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
關鍵詞： 舍利
文本：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
關鍵詞： 塔
文本：
（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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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keywords

說法

21

Sub-keywords

香

20

Sub-keywords

化

18

Sub-keywords

見

18

Sub-keywords

異

16

Sub-keywords

通

13

Sub-keywords

靈

13

Sub-keywords

變

12

Sub-keywords

形

10

Sub-keywords

戒

7

Sub-keywords

靈異

4

Sub-keywords

佛牙

4

Sub-keywords

報

4

Sub-keywords

冥

2

Sub-keywords

佛足

2

Sub-keywords

善惡

2

Sub-keywords

佛骨肉

1

Sub-keywords

神光

1

Sub-keywords

靈感

1

Sub-keywords

法身

1

Sub-keywords

佛像

1

表 2：〈住持篇〉關鍵詞統計表
Type

Total

Main keywords

Tag
佛法

Main keywords

住持

3

Sub-keywords

戒

43

Sub-keywords

行

41

Sub-keywords

見

35

Sub-keywords

身

35

Sub-keywords

相

31

Sub-keywords

說法

17

Sub-keywords

化

13

Sub-keywords

通

8

Sub-keywords

報

8

Sub-keywords

舍利

8

1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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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keywords

形

7

Sub-keywords

坐

6

Sub-keywords

香

6

Sub-keywords

觀

3

Sub-keywords

異

2

Sub-keywords

塔

1

Sub-keywords

戒律

1

Sub-keywords

靈

1

Sub-keywords

變

1

Sub-keywords

佛牙

1

Sub-keywords

善惡

1

通過這些關鍵詞我們如何解讀兩篇的意義？從這些統計結果我們可以推論
幾點：首先，從頻率最高的關鍵詞分析。從三個主要關鍵詞看，唯一「聖迹」未
出現在〈住持篇〉，抑或是〈感通篇〉描述遊方經驗，而巡禮聖迹則是其重要的
方式之一。「佛法」在兩篇提的次數無很大差別，說明此觀念在涉及個人遊方行
為和守戒行為中均關鍵，說明兩者都以護法為基礎而體現其意義。此事實也由「住
持」這個詞的出現頻率獲得證明，兩篇出現的次數均為三。其次，從兩種表中的
數字接近關鍵詞分析其意義，這些共同點將是串聯兩篇文字的重點所在。「塔」
一詞在〈感通篇〉出現的頻率最高，然在〈住持篇〉只出現一次，必定與遊方此
特殊宗教活動的性質相關。此部分亦包含類似詞彙，如舍利、（佛）坐、佛牙、
佛足等，其中前兩個詞用不同的頻率均出現在兩篇中。
〈住持篇〉最高詞頻為「戒」
，
是佛教住持的核心觀念和實踐依據，更重要的是，在〈感通篇〉道世開端就提出
它在玄奘求法是必要的部分，可見遊方與護法的連結。另外一詞彙群包括「行」、
「身」
、
「見」
、
「觀」
、
「相」等，都在兩篇出現頻率很高，說明對闡釋感通和住持
均有意義。這類詞語在遊方的過程是主觀和客觀的交叉點，即經由與神聖地方的
接觸而產生的靈感，是一個個人行為和體驗在客觀世界中活動（「行」
、
「身」）而
引起的特殊主觀宗教情感經驗，由此可理解「見」
、
「觀」等詞的重要性：信仰者
必須經過親自看見／觀見神聖地理，通過塔、舍利、（佛）坐、佛牙、佛足等宗
教地理標誌的巡禮，才可以將它內在化。此外，「說法」在兩篇的次數幾乎一樣
高，無疑與上述詞彙群相關連，說明此專屬於具高度宗教智慧的能力與具體物理
空間的巡禮以及住持戒密切相關。
〈住持篇〉的主旨以修行、護法、戒律展開論述。內容重點放在受戒、破戒、
正法守護、教化、佛性、善持淨戒、邪見、末世、正法的毀滅、無量功德等，從
〈述意部〉第一句話『夫法不自弘，弘之在人』闡述弘佛法的道理，並引《四分
律》
『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漸漸，令法久住。』對「制」的說法（頁 917）
。
此後，由治罰、思慎、說聽等三部說明護持正法、闡述『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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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持戒人護正法如何遊行教化、滅
壞如來所制戒律、僧人邪道、末世等問題，再按照菩薩、羅漢、僧尼、長者、天
王、鬼神等部，一一詳細講述持戒的道理和方法。守戒是宗教思想很關鍵的部分，
結合理論和實踐兩種系統，修行持戒必須經過個人具體的行為和親自體驗的宗教
訓練才可以實現內在的佛性。換言之，從客觀具有外在性「見」動作所暗示的修
行，到「見」內在的佛性，才是護持戒律的關鍵所在。
再分析斷詞的結果。文字資訊的層級包含詞彙級、語法級跟語意級，其中關
鍵詞屬於詞彙級。詞彙級指的是資訊從一連串的文字中分析出的語意單元資訊，
語意單元是文字資訊的最小單元。詞彙級可分析的資訊包含文字有關的字、詞、
字句，以及它們在文章的分布統計。文字特徵的取出在詞彙級可以用分詞（或又
稱斷詞）
（Word Segmentation）演算法，提取文字的關鍵詞、詞頻分布。所謂的斷
詞是一種用電腦自動標記關鍵詞後施行的詞彙處理，是重要補充關鍵詞標記的文
本處理方式。斷詞是將句子以詞為單位切分開來的一項工作。在語言學中，詞是
處理詞義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看做每個詞是具有完整語意功能的最小字串。斷
詞，即是要將句子以最小意義的單位，將詞與詞中間切分開來。任何語言處理都
要讓電腦進行文本分析，我們必須將詞適當地切分開來，如此才能讓電腦替我們
進行運算和統計。舉如文本探勘、語意分析、資訊挖掘、機器翻譯、問答系統、
自動摘要、文件檢索、機器翻譯等等，我們需先將中文文字資料進行斷詞。甚至
可以說，斷詞工作幾乎是所有中文自然語言處理的第一步。
在《法苑珠林》的文本中，我們想嘗試藉由斷詞的工作，讓電腦能模擬人類
理解語意單位（Lexical Unit）的方法進行文本分析，進而挖掘、分析〈感通篇〉
、
〈住持篇〉中的詞彙與詞彙間彼此的關係。傳統斷詞的方法，即是收集大量的詞
彙，將之形成一部字典。然後藉由正向或反向的方法，把句子斷開來。斷詞的結
果如下42：

42

斷詞的技術按照蔡融易，
《主動式學習之古漢語斷詞──以明實錄文本為例》
（桃園市：國立中
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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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加以
以斷詞之後，
，列出來最常
常出現的詞
詞，筆者將詞
詞頻最高的
的詞彙整理在
在附
錄 1。一部分斷
斷詞的文本
本處理結果符
符合關鍵詞
詞的標記結果，可見一
一些相同之
之處，
並對
對原本關鍵
鍵詞名單再加
加上了新的
的詞彙，如菩
菩薩、羅漢、正法、供
供養、涅槃、菩
提、
、彌勒、聲聞、佛法、
、護持、功德
德、精舍、世尊、外道
道、摩訶等
等，亦是兩篇
篇內
容的
的重點，此觀
觀察強調和
和證明從關鍵
鍵詞所得到
到的分析結果
果，可見標
標記與斷詞兩
兩種
方式
式的互補作
作用。
事實上，這些分析的
的結果與道 世選擇敘及
及的內容相關。從〈感
感通篇〉看玄
玄奘
經過
過的地方以
以及其特色，
，發現大都與
與塔、舍利
利、佛像等有
有關。按照佛
佛教教理，
『舍
利者
者，乃是無
無量六波羅
羅蜜功德所
所熏』、『舍利者，是戒
戒、定、慧 之所熏修，
，甚
43
3
難可
可得，最上
上福田。』 此段話說明
明「戒」被
被體現在塔和
和舍利中， 塔和舍利是
是修
行「
「戒、定、慧
慧」的物體
體象徵，也闡
闡釋物體世
世界的體驗對
對領悟佛理
理的關鍵角色
色，
以及
及「戒」在此
此過程的重
重要性。不僅
僅如此，作為
為物體，舍利允許修行
行者通過「定
定」
的動
動作而得到
到智慧、累積
積功德，終
終於也可以觀
觀看、體驗
驗法身：
如是觀
觀察甚可患厭
厭，是故我今
今應當捨離
離，以求寂滅
滅無上涅槃
槃，永離
憂患無
無常變異，生
生死休息無諸
諸塵累，無
無量禪定智慧
慧功德，具
具足成就
微妙法
法身，百福莊
莊嚴諸佛所讚
讚，證成如
如是無上法身
身，與諸眾
眾生無量
44
法樂 。
修行過程
程目標是「觀
觀」或「看 」佛身，從
從一個修行動
動作當作「
「感」而收到
到佛

43

（北涼）曇無讖
讖譯《金光明經
經》
，收入：
《大
大正新脩大藏
藏經》
，第 16 冊，No.
冊
663，第 4 卷，354
4a7-8,
3554a15-16。
44
（北
北涼）曇無讖
讖譯《金光明經
經》
，收入：
《大正
正新脩大藏經
經》
，第 16 冊，No. 663，第 4 卷，354b28--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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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應」
，看到如來的應身則是感通關鍵宗教經驗表現之一45。至於佛身的類別，
《合部金光明經》〈金光明經三身分別品第〉卷一區分三種──化身、應身和法
身，云：
善男子！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一切眾生修種種法，是諸修法至修行
滿，修行力故而得自在。自在力故，隨眾生心、隨眾生行、隨眾生
界多種了別，不待時、不過時，處所相應、時相應、行相應、說法
相應現種種身，是名化身。「善男子！是諸佛如來為諸菩薩得通達
故，說於真諦；為通達生死涅槃一味故、身見眾生怖畏歡喜故、為
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來相應如如。如如智願力故，是身得現具足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身。「善男子！云何菩薩
摩訶薩了別法身？為欲滅除一切諸煩惱等障、為欲具足一切諸善法
故，惟有如如如如智，是名法身46。

此段話說明了佛教「感應」的特點之一，即修行者與如來三種身的關係，並
提出下面的道理：
善男子！譬如日月無有分別、亦如水鏡無有分別、光明亦無分別，
三種和合故得有影。如是，法如如、如如智亦無分別，以願自在故，
眾生有感，故應、化二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生47。
總言之，修行、冥想、戒律的持守等帶來與佛陀的靈感經驗才是佛教實踐關
鍵所在，是時『無量無邊如來妙法皆悉顯現』。
從敘述的角度思考以上的數字，必須回到《大唐西域記》的文本。據筆者的
統計，道世引用玄奘記載的故事諸多可在《四分律》
、
《五分律》
、
《根本說一切有
部毗奈耶雜事》等專門以戒律議題的佛經找到，其意義重點以『大法淵深濟必由
戒，神眾所傳不可有闕』48為主旨，將佛法與戒律緊密聯結起來。例如《大唐西
域記》卷一喝縛國〈提謂城及波利城〉（頁 122）中佛陀為提謂和波利講人天教
說，第一次解說五戒十善的道理，亦是首次建立塔的地方，故事頗有象徵意義。
45

Robert Sharf 討論法身和感通的關聯, 認為佛陀沒有獨立本體論的身份，只存在於修行者的心
裏，因此修行者可以通過住持佛陀的威神力、住持三昧以及住持功德的根本，強調修行者不依
靠神力而是由「定」帶來的智慧。參看其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pp. 116-119。
46
（隋）釋寶貴，
《合部金光明經》
，收入：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 16 冊，No. 664，第 1 卷，頁
362c22-363a6。
47
（隋）釋寶貴，
《合部金光明經》
，收入：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 16 冊，No. 664，第 1 卷，頁
363a27-363b2。
48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四分律序》
，收入：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 22 冊，No. 1428，
567a29- b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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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卷六劫比羅伐窣堵國〈釋種誅死處〉
（頁 516-517）毗盧擇迦王誅殺釋迦族的故
事、卷六拘尸那揭羅國的描述也具有修行意義，佛陀往王舍城時途中得病，在此
地方入涅槃，因此被佛徒視為聖地，是中國高僧必然巡禮的聖地（頁 536）以及
同卷〈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
（頁 544-545）善賢證果處關於蘇跋陀羅 Sunhadra 入
49
寂滅之處 ，此段出現許多與修行相關的「行」字以及所謂的「當試四歲」
，即出
家受戒前，必須經過四個月的試驗學習。卷七婆羅痆廝國的〈鹿野伽藍〉，即佛
陀初轉法輪之地，是佛教四大聖地之一（頁 561-4）
，以及同卷吠舍釐國〈七百聖
賢結集〉的故事（頁 601-2）講述佛教史上第二次結集，是佛涅槃一百或一百十
年後的事等例子，都與佛教戒律的歷史息息相關，可見道世對此議題的關懷和重
視。
在中國中古時期戒律相關的佛教經典包含《四分律》
、
《五分律》
、
《摩訶僧衹
律》以及《十誦律》，其中《四分律》最流行，體現了大乘佛教的戒律精神，是
因為道宣依據這部經典的注釋和解釋寫成《四分律行事鈔》中國佛教的律宗才開
50
創 。確實，在分析道世篩選細節的過程中，可見其對戒律的關懷，諸多被選擇
的地方彰顯與戒律相關的故事，並被記錄在戒律佛典，將其與感通的經驗聯繫起
來，成為《法苑珠林》的特點之一。由此可見，道世以敘述技巧從重點的書寫將
一種歷史文本轉換宗教文本，想強調的是戒律。
道世對資料的重視和篩選原則反映了歷史敘述的主體化和重構。無論是玄奘
和王玄策個別對西域的描述側重佛教歷史、古蹟或以唐朝、印度兩國關係的事實
為主，兩種陳述都明顯基於歷史的敘述模式，然而關鍵點在於這類歷史資料被記
錄在〈感通篇〉。前文已指出，唐初最大感通觀念的變化則以道宣《續高僧傳》
立〈感通篇〉為主。中國佛教史上有重大意義一件事則是梁武帝鼓勵僧史的修撰
對佛門史學的影響，以及佛教史學傳統的建立。在此基礎上，不僅很多僧傳問世，
而且許多以別傳、以弘法為目的的地理著作、地理性的寺院記以及西行求法遊記
皆歸屬為佛教歷史著作51。然，我們發現，無論是僧傳抑或是像《大唐西域記》
的求法著作，皆不可或缺感通此觀念，可以說是將單純歷史的記載藉由感通加以
主體化，成為特殊的宗教經驗。
從文本學的角度思考〈感通篇〉時，我們發現其敘述結構符合道世《法苑珠
林》的編纂邏輯和信念。他採用許多不同的材料創造了新文本，其大部分見〈感
應緣〉
。按照文本學對文本的形態和功能歸類，
《法苑珠林》是宗教書籍，同時也
52
是理想文本 。文本學的基本概念基於文本與意義的差異，一套概念如何組成文
本的意義。理想文本的意義同樣是由一套概念組成的，其前提是歷史文本的概念
49
50

51
52

名字意譯善賢，是釋迦牟尼最後弟子。
有關《四分律行事鈔》的研參看藤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
（京都市：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2 年），頁 112-122。
詳細討論參看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
，（臺北市：法鼓文化，1999 年）
。
有關文本的分類，請參看 Jorge J.E. Gracia, A Theory of Textuality: The Logic and Epistem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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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上理想文本概念的完善和正確。事實上，在搜集和安排不同種類的材料，道
世進行對這些文本的詮釋、修正和改造。〈感通篇〉的理想文本則是道世對經典
的理解、鑑定和選擇的結果。假若建構理想文本時，道世的介入和修改過於明顯，
道世所創造的理想文本可能無法呈現歷史文本的概念，反而反映詮釋者的想法。
例如，假設玄奘的文本作為具有地理價值的歷史文本，道世的修正、篩選讓其中
某些概念的強調，甚至成為順應編纂者弘法目的的新文本。
關鍵詞一般被用在觀念史脈絡中，從詞彙觀念的流動，到歷史的真實，再以
關鍵詞彙進行觀念史研究。本研究將關鍵詞放置於整個敘述環境，包括作者的立
場和對讀者的期待，從此探究關鍵詞所形成的敘述重點。我們發現關鍵詞描述特
殊的神聖空間非僅是地理的空間，而且也是心理空間，充滿靈驗和感應的宗教經
驗，解釋道世將這類內容收錄在〈感通篇〉。同樣，我們發現圍繞著三個關鍵詞
的其他核心觀念不可缺少「律」這個宗教概念，與遊方提供感通的具體體驗息息
相關，體現了神聖遺跡（sacred）（外在因素）－感受（perception）
（內在化）－
敘述（narration）之間的關係以及遺跡與戒律之間的關聯。此過程與一般的關鍵
詞研究強調觀念歷史此方向有所不同，差異在於〈感通篇〉文本的詞彙不解釋歷
史的某種事實，而相反──關鍵詞強調離開歷史的脈絡，描述宗教現實和體系，
其邏輯和規則與一般的歷史文本開始相離。

肆、感通的意義
從文本學的角度思考〈感通篇〉時，我們發現其宗教和歷史內涵的落差。一
般歷史文本描述過去，從這個角度思考此篇，確實都以描述佛陀聖跡相關的神聖
空間，重新書寫以佛為主的歷史事實，但是在〈感通篇〉對神聖的詮釋超過簡單
的歷史敘述，體現了特殊的宗教意識，而此意識恰好表達在從歷史文本到宗教文
本過程中的意義轉換，使文本具備當代意義。對道世而言，或許《大唐西域記》
歷史記載的重要性剛好可以回應初唐的佛教需要，包括教義和戒律的問題。
本文討論〈感通篇〉時，涉及三個重要人物，即道世、道宣及玄奘的關係，
《法苑珠林》
後兩者因對遊方和戒律有特別的態度而影響到了道世感通的書寫53。
的〈感通篇〉必須放在大量出現感通類著作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如與道宣同時的
三部著作《續高僧傳．感通篇》
、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
《律相感通傳》等等。道
世加入了由道宣當作高座並為玄奘議場的西明寺，在本寺蒐集、整理佛經以編纂
《諸經要集》和《法苑珠林》時與道宣密切合作，受到了後者在思想和律學的影
響，而《法苑珠林》僅僅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被編纂四年後問世。兩本書引
舍利、瑞經、佛像、神僧等同樣與感通相關的材料，皆是類書議題之一，亦是道
宣著作的主要題目。此外，道宣晚年的《律相感通傳》用天和人的對話來表述戒
律問題，且因天人的因素而賦予戒律意義的理解和存在理由，更使戒律與天人之
53

關於三者的關係參看藤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頁 15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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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存在著感通關係。此外，還用感通來談是非以及中國佛教傳來和律學的問題，
作為謹嚴律僧的道宣如此地深信感通，應該是戒律規範實踐的表現之一，是道宣
思想很大的特點。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道宣認為戒必須藉由三寶的住
持，假如違反了戒律，正法則會滅亡，因此這本書專門針對當時中國佛教社會而
撰寫54。除此之外，道宣與玄奘關係也密切，道宣參加了由玄奘領導的佛經翻譯
活動，同時也撰寫了玄奘充滿遊方感通細節的傳記55。
道宣的影響也可以由他如何巧妙地將遊方與感通聯繫來看。在《集神州三寶
感通錄序》道宣云：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泊唐年
餘六百。靈相肹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56。
由此文觀之，道宣認為感通出現在佛門風氣開始敗壞的時候，然中國的靈相
到處可尋，更重要是「神化無方」此說法。所有舍利、瑞祥、佛像、神秘寺廟等，
都證明佛法的普遍性，因此必須蒐集和記錄這方面的材料57。藉由「遊方」與大
量的「感應」事蹟，重申佛法的無所不在，提醒人們加緊修持的功夫。除此之外，
《釋迦方誌》也與遊方的議題相關，釋迦牟尼所居國的地誌敘述受到玄奘《大唐
西域記》的影響，但是也提供了其他寶貴歷史材料。其序云：
今聖迹靈相，雜沓於華胥；神光瑞影，氤氳於宇內。義須昌明形量，
動發心靈。洎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詳。但
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緒，釋門共歸。故撮綱猷，略為二
卷，貽諸後學，序之云爾58。
可見道宣撰寫本書的重點，不僅是以地方誌的風格描述與佛陀相關的地方，
54

山崎宏，
《隋唐佛教史の研究》
，頁 167-169。作者人為道宣的感通理論其實必須思考中國傳統
思想特色，例如巫祝、陰陽說、讖緯等，都必須考慮到。而《續高僧傳．感通篇》道宣關注國
家權力和佛教的關係，因此〈感通篇〉寫許多祈雨、湧泉、治病等民眾和社會相關的高僧感通
細節，另參看頁 171-2 和 178。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
，頁 371-376 以及劉苑如〈神遇：
論《律相感通傳》中前世今生的跨界書寫〉也探討道宣《律相感通傳》中戒律與感通關係的特
色。
55
《續高僧傳》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描述聖跡、瑞光、舍利。此傳記提供很多玄
奘學過的佛經、在不同地方發生與當地國王的對話和交流細節，以及當地學佛的情景和感通故
事。收入：光中法師編，
《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
（台北：東大出版社，1989 年）
，頁 325-377；
范文瀾，
《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頁 134。
56
釋道宣，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卍正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 年）
，第 55 冊，卷
3，頁 211。
57
除了《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以及在上述的《廣弘明集》中《舍利感應記》與《慶舍利感應表》
之外，類似於《律相感通傳》道宣的《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亦包含了天人感通細節，且
與《大唐西域記》有一定的關係。參看藤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
，頁 552-556。
58
（唐）道宣著，范祥雍校點，《釋迦方誌》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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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是這些地方的聖迹靈相足夠以動發心靈。通過整理有關舍利、寺廟、佛陀
足跡等地理特色，與此相關的感通故事，便可描繪佛教歷史的另一面相，藉由神
聖地理而找護法的依據。
以上的關鍵詞以及道世對玄奘巡禮地點的選擇，表示背後存在著與戒律的關
聯，筆者認為至少有三種解釋。第一、如同道宣一樣，道世身為撰寫佛教戒律著
作的律師，此方面無疑受到了與其密切合作道宣的影響。一方面道世與道宣密切
合作編纂佛學書籍；另一方面道宣參加玄奘的佛經翻譯活動，然玄奘從印度回來
後開始系統地翻譯唯識學的經典，有助於唯識學的形成。學者認為道宣戒學基本
立場的「戒體」問題和道宣戒學的特色，以唯識學為背景而發展，當時一般視戒
學為毗尼小乘，而道宣卻以玄奘學說解釋《四分律》，並且主張毗尼大乘及四分
分通大乘59。在這條件之下，道世選擇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當為解釋感通的主
要材料獲得合理的解釋。第二、學者指出當時唐高祖對道士及佛徒的嚴格規定60，
此與道世強調戒律亦相關。此外，藉由戒律的強調也反映當時道佛教的激烈爭議
61
。第三、戒律在傳播佛法和護法的過程中極為重要，此可以解釋為何〈感通篇〉
充滿許多佛教歷史、佛陀本生故事──其細節皆指示一個源頭，一個開始，在末
法時代讓佛教徒有一個歸屬的本源。本篇所描述的神聖遺跡和遺物代表佛陀與遊
方者之間的感通，亦即神聖場域體現的宗教權威和宗教信仰者的關係，此在認為
佛法衰頹的六朝和唐初時代，尤為護持佛法的重要手段。
如同前賢研究已表示，道宣思想體系中感通與戒律的關係如此密切，在佛法
衰頹的時代，「戒」尤其重要，甚至「成為一種神聖的標記」，必須持守在日常
宗教實踐中62。然而，末法時代用感通解釋持戒的道理，雖然不理性，但是在極
端的手段有其合理性。因此，〈感通篇〉所呈現的「感通」與「戒律」關係不足
為奇。〈感通篇〉敘述的遊方經驗以「感通」為題名，從物理學的角度思考之，
則是用眼睛、身體以及心而體會和意識到與佛陀的特殊統一，是接近神聖的完美
規範。在此意義上，作為宗教修行意義下的遊方，是感通觀念在唐初發展特色：
遊方將充滿聖跡的客觀世界內在化，亦即由外在力量形成的感應，其是代表「感
通」的「感所通」特點。當為宗教修行之一種，遊方與「戒律」息息相關，關鍵
詞分析證明這點。在分析的例子當中，我們看到諸多與佛教歷史，或本生故事，
皆與「戒律」有一定的關聯，都具有某種佛教歷史開端的意義，作為佛教徒必須
學習、模仿、住持的規範。從此我們可以推論，「感通」與「戒律」的關係藉由
遊方的敘述而獲得增強。
59

60
61

62

佐藤達玄著；釋見憨等譯，
《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
，上冊（嘉義市：香光書鄉出版社，1997
年），頁 162-3。
陳昱珍，
〈道世與《法苑珠林》〉，《中華佛學學報》 第 5 期，1992 年 7 月，頁 242。
唐太宗本身由支持道教到只允許玄奘一個人西行取經，但同時全國蓋了寺廟、造了佛像，可
見其經過了變化，而道佛教的爭議事件陸續發生，如貞觀十一年下詔令道士女冠齋供行立講論，
皆應在僧尼之前等等。參看范文瀾，《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頁 124-137。
劉苑如〈神遇：論《律相感通傳》中前世今生的跨界書寫〉
，頁 154 及 15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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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我們可見在〈感通篇〉很多句子以「…地方有…」的格式敘述玄奘經
過的神聖地方。《大唐西域記》由玄奘的角度敘事經過諸多的國家，然道世直接
引用玄奘的敘事，加上「玄奘傳云」等的引文開頭，或許是一種極為可觀的描述
方式。然，除了此之外，如從關鍵詞分析所彰顯的結果，「見」、「觀」詞彙出現
頻率極高，強調由主體所感受的客觀世界的方向。此與南朝劉薩荷由慧皎撰寫《高
僧傳》的傳記中的敘述格式有異同之處，因為劉薩荷的遊方就是一種禮懺動作，
從佛陀遺跡得到的靈感而進行懺悔，「見」則是敘述者書寫策略，藉由劉薩荷的
眼光讓『湮沒的佛教廢墟與聖物得以重新被發現』63。一般在傳記裡，通常出現
「見」字，即由於劉薩荷的傳記是由別人撰寫的，此預定了敘述的角度，將傳主
當成遊方的客體；然，〈感通篇〉涉及兩層敘述──玄奘和道世，玄奘多用「…
地方有…」，道世則用「見」指示玄奘所見的舍利、塔等，強調這種宗教行為的
修行性質。值得一提，在旅程中，玄奘敘及聖跡似乎沒有用像「如同……」
、
「看
作……」
、
「是作為……」等斷語，原本屬於想像力介入之處，或相似性討論中意
64
象的功能 一律被忽略，原因在於，巡訪佛教聖地必須以誠摯態度證明神聖地方
的存在，透過以親眼看到的方式敘述所聞所見，這才可以產生靈感和頓悟
（epiphany），是因為有「感」而如來「應」，是見佛性關鍵所在65。
此方面的信仰體現道世時期佛教的發展趨勢──佛教只被當成政教使用的
工具性宗教，這件事對道宣、道世兩位律師而言則是末法時代。通過遊方描述的
感通，道世／道宣宣傳佛教實踐必須在日常生活體會，此種感應才是佛教的重點，
在〈感通篇〉及〈住持篇〉出現率均高的「行」字和「身」字是道世對感通信仰
的基本觀念，即從具體遊方過程中，身體的經驗必須轉換到身體的修練；具體的
「行」路則是「行」法的關鍵所在。這種理解標誌著從客體環境接納的「感」而
轉成主體的「通」，符合學者對感通觀念從前期「通所感」到初唐「感所通」的
過程66。同時也與道宣對戒的理解息息相關。因此，從這個角度思考〈感通篇〉
以遊方的模式出現在佛教類書這件事，鏈接了過去對「感通」的理解、初唐「感
通」的改變、宗教實踐的議題以及佛教在日常修行的重要性。遊方與感通鏈接起
來讓戒律與悟道的關係更突出，其關係方向應該是「遊方－外在（客體）世界－
感通（由外在的力量而形成的感應）－戒律由個體的體會和實現－內在信仰（主
體）－悟道」，其中我們可發現戒律的強調則是唐初對「感通」的新特徵，可見
道世和道宣編纂《法苑珠林》對「感通」此觀念的重視和關懷。
63

64

65

66

劉苑如在研究劉薩荷時，分析僧人傳記當中「見」字的通常出現，參看劉苑如，
〈重繪生命地
圖──聖僧劉薩荷形象的多重書寫〉
，
《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
空間書寫》（臺北：新文豐，2010 年）
，頁 163-164。
黃冠閔，
〈詮釋何往？呂格爾的想像論與詮釋空間〉
，
《哲學與文化》
，第 40 卷第 7 期，2013 年
7 月，頁 26。
在討論僧肇對聖人的理解，Robert H. Sharf 提出因如來無處不在而其特色和所居的地方主要有
足夠修行都可以看到。參見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pp. 114-115。
釋果燈，
《唐．道宣《續高僧傳》──批判思想初探》
，頁 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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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據學者的研究，佛教在中土的傳播經過晉代、六朝與玄學的結合，以「格義」
訓解佛經，取得上層社會的信仰後，轉向廣大群眾，其傳布的方式與手法，為因
應庶民而有所調整。疑偽經與靈驗記的興起，便是其中的方便法門67。在〈感通
篇〉引用的文獻雖然在形式上不像其他《法苑珠林》的章篇都包含了「感應緣」
部分，原因在於全篇則是對「感通」此觀念的詮釋和特殊「格義」。透過關鍵詞
和斷詞的方式，我們分析了道世所用的特殊書寫，即由關鍵詞所呈現的重點從歷
史轉換為教義，二者缺一不可，否則表達的意義不全。其策略方向將《大唐西域
記》、《王玄策傳》等文獻的歷史文本改寫為理想（宗教）文本，則是「感應緣」
的目的所在。
「感通」一詞亦強調佛身與修行者之間的奧妙關係，亦即信仰者必須具備足
夠的修行事件才可以與神靈一體化。在此過程中，「身」是重要媒體，必須先由
身進行所有苦行之後，如來才可以在修行者本身體現。藉由遊方經驗的描述，道
世將「感通」置於當時「感所通」靈感方向的環境之下，是初唐佛教信徒和法師
對此概念的理解，成為此概念意義發展趨勢的一部分。然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
遊方與「感通」之間存在著特殊客體－主體的關係，亦是一種從「感通」早期護
法的功能漸漸形成由主體弘法的性質。所以說，〈感通篇〉既是道宣感通思想的
體現，又是其延續和補充。道宣藉由與天人感通的經驗強化實踐戒律的努力，在
《法苑珠林》中，則又從遊方的角度找到了新的詮釋向度。

67

劉亞丁引鄭阿財的說法，參看氏著《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
，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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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斷詞統計。說明：第一欄表示斷詞；第二欄表示斷詞在〈感通篇〉的數
字統計；第三欄表示斷詞在〈住持篇〉的數字統計；第四欄表示斷詞在兩篇的總
數。
如是, 61, 0, 61
菩薩, 58, 17, 41
羅漢, 51, 16, 35
正法, 49, 0, 49
供養, 44, 13, 31
中有, 41, 21, 20
百餘, 41, 41, 0
印度, 39, 39, 0
舍利, 38, 30, 8
涅槃, 37, 7, 30
十餘, 35, 35, 0
東南, 33, 33, 0
眷屬, 32, 0, 32
又有, 31, 31, 0
西北, 30, 30, 0
五百, 28, 18, 10
迦葉, 28, 10, 18
二十, 27, 23, 4
菩提, 26, 14, 12
西南, 25,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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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 25, 11, 14
若有, 25, 0, 25
城西, 24, 24, 0
都城, 24, 24, 0
又東, 24, 24, 0
城東, 24, 24, 0
即是, 23, 15, 8
聲聞, 23, 0, 23
佛法, 21, 4, 17
有大, 20, 18, 2
於此, 20, 16, 4
弟子, 20, 1, 19
何以, 20, 0, 20
國王, 19, 6, 13
男子, 19, 0, 19
或有, 18, 1, 17
東北, 18, 18, 0
名曰, 18, 1, 17
不能, 18, 1, 17
護持, 18, 0, 18
十二, 17, 7, 10
十五, 16,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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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住, 16, 0, 16
七日, 15, 15, 0
摩訶, 15, 6, 9
所住, 15, 2, 13
功德, 15,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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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華人宗教信仰
Believes and Religion of Chinese in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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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人移居泰國時間悠久，可追索到素可泰時代（Sukhothai period）(12511429?)。在阿育陀耶時代時(Ayuthaya period)（1350-1767），暹羅（泰國的舊稱謂）
與中國的貿易交往頻繁，朝貢貿易方式給泰國帶來了富裕與發展。納萊王王朝（King
Narai ）（1656-1688）是阿育陀耶時代最興盛的時期，為了國家的各方面發展，納萊
王曾幾次派遣使節去法國進行國式拜訪，給國家帶來很大進展。中國則為泰國自古到
今的友好國家經商鄰國。阿育陀耶被緬甸滅亡後；廣東澄海華裔披招達信（Prachao
Takxin）或簡稱披耶達（Praya Tak），便在短期時間為泰民族恢復了泰國，建都於現
在的吞武里區湄南河西岸。舊時移居的華人以及吞武里朝代移進的華人也就定居于吞
武里。曼谷王時代(1782 至今)建都于湄南河東岸，華人也不斷的移居泰國。中泰的來
往也更加頻繁密切，尤其是拉瑪第三世王時期（ 1824-1851），因此華人定居的重要
地就是湄南河東西兩岸。目前吞武里區和曼谷區已被合併為“曼谷大都市”（Bangkok
Metropolis）。
泰國建國是從素可泰時代開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國家一向奉信上座部佛教
或稱小乘佛教。華人移居泰國後，道教也隨著華人傳入。華人一年中的節慶以及神仙
祭拜儀式就顯明了他們的他們心中所崇信。廟宇（泰語稱為 ศาลเจ้ า）的興建相信是早在
阿育陀耶初期就有了，從本地的傳說可見一斑。到了曼谷王朝時，廟宇的建立很頻繁。
到拉瑪第五世王時期（1864-1910），方才有大乘佛教興建佛寺（泰語稱為 วัดจีน）的證
據。還有三教合一的“先天教”的建立（泰語稱為 โรงเจ 齋堂）。華人居泰時間久了，
或多或少也吸收了本地的信仰，也就是小乘佛教。因此，他們的信仰就是中泰混合性
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也進小乘佛寺祭拜佛祖，在年節時進廟宇燒香祭祀、祈
求神仙保佑平安，在施孤節時進齋堂和其他信眾參加佈施普渡孤魂儀式。
現在泰國社會深受中國各方面的影響，興起了中文熱，經濟文化交流更多，中泰
人民的感情更親密，形成了中泰人民和諧共存的社會。泰族也不斷的進入華人寺廟許
願。和諧社會給國家帶來了各方面發展的機會。宗教在泰國堪稱和諧的媒體。
關鍵字 :

曼谷華人 、華人佛寺、廟宇、齋堂

* Dean ,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chiew Chala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 泰
國華僑崇聖大學
** Lecturer, School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 Bangkok,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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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migrated to Thailand since the Sukhothai Period (1251-1429).
The relation between Siam (the old name of Thailand), and China during that time, existed
frequently. The tribute to China made Thailand a prosperous country. King Narai’s reign
(1656-1688)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in the Ayuthaya period (1350-1767). King Narai had
arranged the diplomatic envoy to France and brought back great wealth to the country.
China and Thailand were good neighbors who engaged in trade since the old days.
When Ayuthaya was perished by Burma in 1758 , the Thai-Chinese blood “ Paya Tak” was
restored and established a Thai country. In a short time, Donburi capital, at the left side of
the Chaopaya river, was set up.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Donburi (Paya Tak) , a big lot of Te’
Chiew (潮州) were migrated to Thailand. During King Rama the first(รัชกาลที่ 1) to the
third(รัชกาลที่ 3) of Ratanakosin Period (1782-now), the Chinese continued to move in Thailand,
and living dispersedly in many parts of Bangkok Metropolis.
Thailand has established its country in the Sukhothai period. The religion of Thailand is
Theravada Buddhism since the old time. Once the numerous Chinese migrator came to
Thailand, they brought with them the Daoism believes to Thailand as well . The Mahayana
Buddhism in Thailand started quite later. It took time until King Rama The fifth (รัชกาลที่ 5)
(1864-1910) of Rattanakosin period. Bangkok’s first Mahayana Buddhist temple, Wat
Bumpenjeenpot (วัดบําเพ็ญจีนพรต)(佛教寺) was founded in this era . Beside, there is another
believe called ”San Jiao” ( 三 教 ), where most of the buildings were established for
Vegetarians.
The impacts of the Thai Believes and the Theravada Buddhism to the Chinese in
Bangkok are significant. The Chinese participate in the Thai temple, while the Thais are often
also engaged in the Chinese believes and Religion ceremony. In the coexistence atmosphere
of the Chinese and Thai society in Thailand, the Chinese believes and religions turned out to
be a good media for ethnic groups unit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Bangkok Chinese, Chinese temple, Daoism temple , Vegetaria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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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居泰國歷史悠久。 泰國建國於素可泰時代（佛曆 1792-1972?）(1251-1429)，
在素可泰古都已發現受中國藝術影響的陶瓷器，泰文稱為“Song Go Log”（ซ้ องโกลก）。
在泰國學者的研究中，大部分認為該藝術品的製作法就是早期中泰交流的重要證據。
素可泰時代的第四位國王丕耶樂泰（Praya Letai）（佛曆 1841-1866），(1298-1323)在
他繼位的那一年初期，便派遣第一批使節前往中國（Monnithi Somdeth Pratheprat Ratchasuda；
2554 : p. 29）。素可泰時代的華人定居在素可泰古都的什麼地方，並沒有痕跡。在藍康
恒王（敢木丁王）（Pokhun Ramkhamhaeng）（佛曆 1822-1841）(1279-1298)駕崩後，
素可泰王朝衰落。當時較強盛的阿育陀耶國（就是現在的阿育陀耶省）（Ayuthaya
Province）和羅斛國（就是現在的華武裡省）（Lopburi Province）的侵略使得素可泰
很不穩定。在這段素可泰衰落而羅斛國及阿育陀耶王朝爭霸的時期，羅斛國也有幾次
向中國皇帝朝貢，最後阿育陀耶王朝（也稱大城王朝）強盛，合併了素可泰和羅斛國，
稱阿育陀耶國，建立大城王朝，將首都設立在阿育陀耶城，成為泰國的第二個古都。
大城王朝初期，華人移居泰國的數量增多，當時泰國的發展中移居華人應該起了
相當大的作用。因此，到了“頌德帕昭藍拉查”(Somdet Prachao Ram Racha) (佛曆
（1938-1952？）（1395-1409?)，又名 “頌德帕昭藍拉查提叻”(Somdet Prachao Ram
Rachatirat) 或“頌德帕藍”(Somdet Pra Ram) 的時候 ，這位大城王朝的第五位國王繼
位後，在佛曆 1940 年（1397）決定派遣第一批使節前往中國。除此以外，他還在佛曆
1947 年（1404）又特派遣使節前往中國。中國皇帝還賜給書籍 100 冊帶回泰國。
(Monnithi Somdeth Pratheprat Ratchasuda ; 2554 :p. 61)。大城王朝中期繼位的“頌德帕昭巴薩通”
（Somdet Prachao Pasatthong）時期（佛曆 2172-2199）（1629-1656），華人在行船業
擔任重要的任務，這可從書籍得知一二。由於當時荷蘭代理商在大城經商的行為不利
於泰國，國王對此非常不滿，想辦法減輕荷商在泰經商的勢力，便命令航船經商部門
精通航線者說明航線，國王想讓宮廷親自經商，而這些精通航線的人皆為華人及印度
人（ Dachart 著 San Gomonbut (สันต์ โกมลบุตร) 翻譯; 2551 : p. 9）。這些細節便說明，當時水路經商
主要由華人及印度水手所管理。

大城朝的華人
大城朝的中期 ，中泰交流更加頻繁。華人經商的經驗被認可，有些則在宮廷擔任
了重要經商任務，有些則自由經商。這時的華人數量也就更多了。華人在大城朝的生
活逍遙自在 ，不歸宮廷政府所控制。他們不必擔任高官們的奴隸或役工，除此以外，
他們還可以自由經商。
關於華人定居方式，一般而言，他們喜歡聚居在一處，當時的大城已有華人的聚
居地，稱為“乃改街”（ย่านนายไก่）。大城王朝華人的謀生方式，有部分親自經商，而
有些擔任高官或為國王（宮廷）管理商業，為宮廷增加國庫的收入。這些華人後來均
融入本土社會，子孫已是泰人，有的被賜封為宮廷官員。他們自然而然慢慢融入泰國
社會（Polgoon Anginant ； 2515 : p.12）。
中國本土宗教是道教，早日已融入民間的生活，因此，華人在泰國所舉辦的節日，
以及一年之中的其他習俗也避不開道教的儀式。同時，與道教文化及日常習俗一起進
入泰國的就是華人的娛樂。在阿育陀耶王朝時，華人戲劇（งิ ้ว）成了國家大慶典不可
缺少的助興娛樂。在阿育陀耶時代、吞武裡時代以及曼谷時代從拉瑪第一世王至五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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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歷史書中，全記錄著這些證據（ L.D.Choisy. M.DC 著 San Gomonbut 翻譯 ; 2518 :pp. 415417）。

曼谷華人的信仰
拉達納歌信時代（又稱曼谷時代）（佛曆 2325 年至今）（1782 至今），庶民生
活方式皆沿襲著大城王朝的習慣。華人除了為泰國官員們掙錢增加財富之外，還能自
由經商，承擔著“中泰交流橋樑”的重大責任，擔任王室商業管理人或擔任泰中交流
的仲介人；尤其是在拉瑪第三世王在位期間（佛曆 2367-2394）（1824-1851），華人
跟朝廷的交流更加頻繁，與泰國上層社會人士的關係非常密切，華人在泰官方的任務
也就更加重大了(Polgoon Anginant ；2515 : p.12)。
關於曼谷華人的信仰，就拿建築物與內在的偶像為依據，可以說曼谷華人所崇信
的宗教有大乘佛教的淨土宗、華嚴宗、道教以及三教合一的先天道。有關資料都可以
在佛寺、廟宇以及齋堂或慈善機構等得知。
泰國政府已規定國家宗教局（กรมศาสนา）專管佛寺（วัด），內政部（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
專管廟宇（ศาลเจ้ า），齋堂和慈善機構（มูลนิธิ）由警察局所（กรมตํารวจ）管理。
華人宗教觀念混亂
華人的宗教信仰隨著移民進入他們的移居地 。華人移居泰國多久，他們的信仰也
隨之在此地發展多久。中國的儒釋道信仰早在華人還沒移居泰國之前就被融入他們的
生活習俗，最後與華人日常生活分離不開。華人移居泰國後，其信仰也隨之進來。但
目前他們的宗教信仰觀念很混亂，不能分清楚什麼是佛教或是道教。這種現象，從劉
麗芳（Pornpan Juntaronanont）的實地調查中可以得知。這不只是在曼谷有所發現，在
泰國的幾個華人區都能看到相同的結果。這可從劉麗芳的三個實地調查 1）Burirum
Province, 2) Potharam , Rachburi Province 3) Samutprakarn Province 的研究結果而得知
（ 1） Pornpan Juntaronanont,2551: conclusion , 2) Pornpan JUntaronanont ;,2553 : conclusion , 3) pornpan
Juntaronanont and Paisal Thongsamrit ; 2560 : conclusion）。 這種宗教觀念混亂的現象，最關鍵的

就是，不論是哪個宗教派別的稱謂，他們的總稱全是“佛祖”，連齊天大聖（Chaopo
Hengjie）或者金母（Gim Bo）都被稱為佛祖。對這方面能夠辨別得非常清楚的只有出
家人或知識份子。如在抱財攬（Potharam）的調查結果顯示著當地華裔都不知道什麼
是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及道教“Daoism”，只有一位慈善機構職員，懂
中文、會講普通話才能瞭解大乘佛教與道教的區別（Pornpan Juntaronanont ;2553 :conclusion）。
曼谷華人佛寺
曼谷華人佛寺，算是有歷史悠久的只有 4 所，就是拉瑪第五世王之前建立的永福
寺 （ Wat Bumpenjeenpot ） （ 1868 年 ） 、 拉 瑪 第 五 世 王 時 修 建 的 龍 蓮 寺 （ Wat
Mangorngamaravat）（1979 年）、1959 年建立的普門報恩寺（Wat Poman Kunaram）、
以及早在 1796-1805 之間建立的甘露寺（Wat Thipwari）（劉麗芳；1989：pp.14,59）。永
福寺是純淨土宗的佛寺，普門報恩寺也是純華嚴宗的佛寺。龍蓮寺及甘露寺雖以淨土
宗為主，但不純，都摻雜了不少道教神祗的偶像，如龍蓮寺祭拜孔子及道教神。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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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有儒道的混合，這是源自信徒需求。也可以說曼谷的佛教寺也有三教合一的現
象。目前不是純佛教的龍蓮寺香火很盛，華人泰人都進寺內祭拜許願，祈求保佑。
1981 年曼谷華人佛寺廟宇及齋堂的調查資料
因華人宗教在曼谷發展的時間相當久 ，所以曼谷的華人佛寺及廟宇的建築物數量
是很多的；早在 1981 年劉麗芳（Pornpan Laohasirinath）在曼谷華人寺廟所收集的數目，
按表 1.2《曼谷寺廟分類表》所顯示的資料如下：
佛寺類共 13 間（其中包括寺、舍、林）有考查到興建日期者有 4 間，尚未考查日
期者共 9 間
道教廟宇及傳統信仰類共 163 間，其中有考查到興建日期者共 114 間，尚未考查
到興建日期者共 49 間
齋堂共 51 間。由於研究的調查物件不包括齋堂，因此對齋堂的詳細探討並沒在研
究內容中出現。
1981 年所調查到曼谷的佛寺廟宇及齋堂共計是 227 間。（劉麗芳；1989；p.11）
自從 1981 年 劉麗芳(Pornpan Laohasirinath)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收集她的碩士論文資
料到現在，還沒有哪位學者或單位再真正的進行調查並收集曼谷華人寺廟及齋堂的數
量 。 一 直 到 2016 年 曼 谷 城 市 計 畫 局 （ 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สํานักผังเมือง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出版的“Chinese Shrines, the Faith of
Bangkok”（ศาลเจ้ าศรัทธาสถานแห่งบางกอก）一書提到曼谷的華人佛寺廟宇與齋堂的數量，共計
124 所。這包括齋堂 11 所，慈善機構 3 所，因此整個曼谷只剩下 110 所廟宇（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2559 ：pp.302-307）。1981 年的寺廟數量與 2016 年的寺廟數量也不能
相對比，同時也不能判斷 2016 年的華人寺廟數目比 1981 年減少了 55% 。因為實地調
查目的不同，2016 年的調查大部分針對廟宇。由於 2016 年的調查人員不夠仔細，又
摻入了不少齋堂及慈善機構。另外若要收集有關華人信仰的建築物，調查人員必須真
正瞭解大乘佛教、道教以及儒教的華人信仰，同時也必須能用潮州話溝通，才能得到
更可靠的資料。當然收集資料的結果也會因時間而不同。就如 1981 年在劉麗芳論文中
提到的烏石寺（โอวเจี่ยหยี่ ที่ตลาดพลู ซอยโรงเจ）（興建於 1786-1795 之間）（劉麗芳 1989：p. 14），
目前沒有幾個人能談到這間古老的烏石寺了。
上述的寺廟及齋堂，全是合法單位，在有關部門登記。其他沒有合法登記的數量
也很多，有的則借用平民的住宅來當齋堂或廟宇。這些宗教機構大部分是小型的廟宇
或齋堂。

目前曼谷華人佛寺與發展情況
耀華力路是曼谷時代的重要華人聚居處，定居這個地區的華人是五大籍貫人士，
就是潮州人、廣府人、客家人、海南人及福建人。在這個地區的周圍都建有他們早期
的籍貫廟，內供奉各自所崇信的神祗。早期的宗教機構是與籍貫族群分不開的。他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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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在聚居處建有各崇信神祗廟宇，擺放他們各自崇拜的神祗。後來隨著曼谷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各籍貫人士也慢慢遷移其他地，或與本土人雜居。因此，他們對籍貫廟宇
及各祭拜神祗的觀念也就慢慢消失了。耀華力路這一帶大部分華人是潮州人。他們崇
信的是觀世音菩薩。最早期在該地出現了一間觀音庵， 入庵門框上的匾額刻有“佛曆
2338 年”，就是拉瑪第三世王繼位期間（佛曆 2367-2394）（1824-1851）。這裡是當
地華人祭拜觀世音菩薩的聖地。這很明確的顯示當時定居曼谷的華人怎麼發展他們的
宗教。另外，拉瑪第三世王跟中國的友好關係也讓華人文化在泰被吸收的成分日愈增
加，移居曼谷人數也隨之越來越多。到拉瑪第五世王繼位期間（佛曆 2411-2453）
（1868-1910），由於中泰關係更加密切，華人文化信仰也廣泛傳播。華僧陸續進入泰
境。續行大法師（Pra Ajarn Sok Heng）也在這段時間進入泰。因大法師莊嚴修道，不
久便受到當地人的崇信。大家聽從大法師的建議，為大乘佛教在泰發揚光大，合力出
錢修建更好的佛庵成為佛寺，改名稱為“永福寺”。在佛曆 2508 年（1965 年）修建
佛寺的碑文說道，續行大法師從中國至泰宣揚大乘佛教，初至觀音庵（永福寺），後
拉瑪第五世王賜名為 Wat Bumpenjeenpot（วัดบําเพ็ญจีนพรต）。從這開始，泰國設立了正規
的大乘佛寺，接著大乘佛教的和尚也不斷地向南傳播佛教文化。和尚人數多了，佛寺
規模小，地方不夠給和尚修行，因此，有些便在挽莫區（Khed Ban Mo）的安南佛寺
（就是越南佛寺）住宿。當時有一位和尚名叫海山，在該地和當地人結合，鼓勵信徒
合力出錢修建美觀的佛寺，成為另一所華人宗教信仰新發展的地方。後來拉瑪第五世
王為挽莫區新修的佛寺賜名為 Wat Tipwariviharn（วัดทิพยวารี วิหาร）(甘露寺)，泰國華人稱
之為 Wat Gumlowyi（วัดกัมโล่วยี่）。此後，由於居泰的大乘佛教和尚人數日愈增加，佛寺
數量很少，不夠容納和尚住宿修行，續行大法師考慮再興建佛寺，名為龍蓮寺。由拉
瑪第五世王在華人地區石龍軍路賜予一塊 4 萊多的土地興建佛寺。為了滿足拉瑪第五
世王的需求，華人局(กรมท่าซ้ าย) 局長（เจ้ ากรมท่าซ้ าย）丕耶聰德拉擦色提（Praya Choduk
Rachasetti）被任命為興建佛寺的首領。佛寺在佛曆 2414 年動土，直到佛曆 2422 年才
完成。龍蓮寺修建完畢，拉瑪第五世王賜名為 Wat Mangongamalavat。上面提到的佛寺
都位於耀華力華人區範圍。（Pornpan Juntaronanont ;2556 : pp.137-145）
在華人的另一個聚居地薩圖巴里路 19 巷（Sathupradit Soi 19）有曼谷規模最大、
最壯觀的佛寺，面積有 12 萊多，是泰國華宗總辦事處所在地。普淨大法師（Pra Ajarn
Po Jaeng）為該佛寺的第 6 任方丈，他與泰、華商人及信徒合力贊助，將這座佛寺建立
起來。佛曆 2513 年（1970），拉瑪第九世王駕臨佛寺參加佛寺儀式，並賜予皇上的簡
縮名稱“坡博咯”（ภปร.），這一名稱被佛寺置放於大雄寶殿上部門框。同時，皇上還
御 賜 大 雄 寶 殿 主 佛 名 稱 為 “ 帕 菩 薘 哇 擦 啦 坡 提 坤 ” (Praputha Vatcharapotikun)
（พระพุทธวัชรโพธิคณ
ุ ）。
在巴吞萬區的黃橋一帶（Khed pratumwan sapanlueng），有一佛寺稱為“靈鷲精
舍”(Leng jie jeng sie)（เล่งจิวเจ็งเสี่ย）。它原來是一個小佛堂，名為“靈鷲壇”，後因發生
火災則遷移到朱拉隆功第 11 巷，改名為“靈鷲精舍”。
龍蓮寺的第 9 任方丈是仁朝大法師（圓寂于佛曆 2559 年），考慮到原設立于石龍
軍路華人區的龍蓮寺規模太小，不夠信徒使用，為大乘佛教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便
在曼谷郊區的挽渥通縣（Khed Bangbuathong）暖武里省（Nonthaburi Province）興建龍

174

曼谷華人宗教信仰

蓮 寺 的 分 寺 ， 規 模 很 大 ， 計 12 萊 左 右 。 修 建 完 畢 後 起 名 為 Wat
Boromrachagarnjanapisek Anusorn（วัดบรมราชากาญจนาภิเษกอนุสรณ์） 或稱為“龍蓮寺第二處”
（วัดเล่งเน้ ยยี่ 2） （Pornpan Juntaronanont ; 2556 : pp.137-145）。這可以說明目前華人及本地人士
對華人宗教的崇信日愈增加。
泰國華人佛寺大部分每年都有規定的祭拜日，以相同農曆日期舉辦的佛教儀式如
下：
1．

一月一日，慶祝彌勒佛誕生日，與春節正月初一同天。

2．

一月十五日，是春節結束的最後一天，佛寺舉辦慶祝元宵節儀式。

3．

二月十二至十六日，舉辦梁王寶纖大佈施儀式。

4．

二月十五日，獻給佛祖涅槃紀念日儀式。

5．

四月十五日，守夏節儀式。

6．

按西曆日期舉辦威嚴的衛塞節儀式。

7．

二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誕生日。

8．

六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得道日。

9．
10.
11．

九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七月舉辦施孤節大佈施。
九月舉辦吃齋的“九月齋”。（Pornpan Juntaronanont ;2556 : pp.192-193）

在舉辦上述的任何儀式，一般必須為逝世者念經及超度靈魂。就曼谷華人的觀念
而言，一年中舉辦的儀式，最重要的是元宵節以後、二月中旬的梁王寶纖儀式。進寺
燒香、佈施祈求家人平安的信徒簡直是人山人海，尤其是石龍軍路的龍蓮寺。因為他
們認為這是每個人每年必須參與的“還天債”的大佈施儀式。每個人將生為“人”之
前，在天上已向天神借了一筆錢，稱為“受生錢”。到了世間後，趁在世時應還清這
筆債。如果沒還清，這些“天債”就累集成大災難。有的信徒也在這個時候替已過世
的長輩“還天債”，準備了金銀山、三寶山或金庫、銀庫，裡面裝滿了金條，寫上在
陰間的收納人姓名、在世時的地址以及歸陰間的地方與日期。因此，在規定舉辦日的
前幾天，就有善男信女進入佛寺給自己及已逝世的長輩向佛寺內的和尚訂買金銀山、
金銀庫等。在龍蓮寺，購買好準備將發送到陰間的金銀庫等必須先寄放在佛寺右手邊
的觀音殿。等到舉辦儀式的那天才搬出來，等和尚舉辦儀式完，給佛祖報導參與者及
陰間收納者的姓名後，全部燒送“天神”還債。在最後一天是“放生儀式”以及放水
燈，敬請長輩靈魂以及孤獨靈魂隨著水燈引導到淨土界。 (Pornpan Juntaronanont ;2556 :
pp.194-195)

大乘佛教在泰國的發展速度較緩慢。自從拉瑪第五世王開始至今(2013 年)，泰國
只有 17 所佛寺。泰國的很多省市並沒有華人佛寺（วัดจีน），只有廟宇（ศาลเจ้ า）、慈善
機構（มูลนิธิ）或齋堂（โรงเจ）。因此，沒有華人佛寺的華裔在做佈施時，一般大部分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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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小乘佛寺或稱“越泰”（วัดไทย）。他們有些根本都不懂什麼是大乘佛寺，也不知
道 Mahayana Buddhism，除了知識份子。（Pornpan Juntaronanont ; 2553 : conclusion）

曼谷華人寺廟 1981 年與 2016 年調查的資料
道教在中國興盛後隨著華人移民進入了泰國。因道教的歷史悠久，現有的神祗已
被融入華人的習俗。一年的日常生活就離不開祭神祈福。換句話說，華人的日常生活
與道教有著密切的關係，年節等儀式就離不開道教的儀式。按劉麗芳在 1981 年的調查
分析，有關曼谷華人廟宇全與華人籍貫有著密切的關係。福建人在“噠叻仔”（Tarad
noi）建有他們的“清水祖師公廟”(Sanchao Jowsigong)（ศาลเจ้ าโจวซือก๋ง）（原名是福興宮，
開始有大乘佛教和尚住宿，後來沒有），客家人也在噠叻仔建有他們的“漢王公廟”
(Sanchao Hanwong)（ศาลเจ้ าฮัน่ หว่อง）。廣府人在石龍軍路廣肇別墅內建有“恭敬堂”。潮
州 人 在 三 聘 街 接 著 松 越 路 （ Songwad Road ） 建 有 “ 老 本 頭 公 廟 ”(Sanchao Lao
Buntaogong)（ศาลเจ้ าเล่าปุนเถ้ ากง）。海南人在雙喜橋邊建有他們的“水尾聖娘廟”(Sanchao
mae Thabthim)（ศาลเจ้ าแม่ทบั ทิม）。上面提到的就是泰國五大籍貫華人的籍貫廟代表，而
且與籍貫廟相關的就是各籍貫的會館及會館下屬的學校 （Pornpan Laohasirinath；1989 :
p.57）。由於華人定居初期大部分都聚集在一處，促使形成了華人區。廟宇也就建立于
各自居地。後來華人與泰族雜居，也源於國家的發展策略。華人散居各處，但他們也
不斷的在興建廟宇，祭拜他們供奉的神祗。關於 1981 年曼谷華人的廟宇數量，按劉麗
芳在《新加坡與曼谷華人宗教信仰及祭祀之比較》第 11 頁的表 1.2《曼谷佛寺分類
表》，有興建日期的廟宇共 114 所。這些廟宇的泰文名稱全起頭為“ศาลเจ้ า”(Sanchao)，
就是“廟宇”的意思，針對道教的宗教建築，根據在廟宇門框上的匾額的中文名稱可
分成 13 類：公 12 所，如“清水祖師公”，並沒有加上“廟”，院 2 所，帝 3 所，堂
2 所，母 4 所，師 4 所，祖 3 所，娘 3 所，宮 18 所，壇 6 所，媽 6 所，廟 39 所。這
114 所道教廟，只被研究者選了 74 所作為研究代表，深入分析曼谷華人對道教信仰所
祭拜神祗以及神祗在當時華人心中的地位。從附錄表 2.6《曼谷廟宇主神配神供奉次數
調查表》（Pornpan Laohasirinath；1982：pp.271-277）可以看出，在 20 世紀末年曼谷華人對
道教神祗所瞭解及接受最多的如下：

表 1《1981 年曼谷華人祭拜最多的道教神祗》
神祗名稱

奉在主神
殿

奉在配神
殿

奉在其他

備註

殿

本頭公（媽）

12

15

1

協天上帝（關
公）

3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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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擺放本
頭公一位，有
的是本頭公和
本頭媽供奉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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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聖母
觀音娘娘
玄天上帝
水尾聖娘
清水祖師公

7
7
5
5
1

11
12
4
1

2
3
1
-

從表中便可得知本頭公（媽）是各籍貫人士最受供奉的神祗。本頭公是本地神。
他是菲律賓、檳城及泰國華人供奉最多的神祗。他與華人各籍貫沒有多大相關，但在
曼谷廟宇， 他的確與各個籍貫分不開，不論是在福建人的廟、潮州人的廟、客家人的
廟還是海南人的廟，一般都祭拜本頭公。他在廟中的地位是極重要的，若不是主神，
必是配神。
國家城市計畫局在 2016 年(สํานักผังเมือง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組織一組很正規的人員動手收集
資料。在內政部下屬登記的慈善建築廟宇共 77 所，沒有登記的或屬私人廟宇的共 184
所，所以內政部管理及登記的總共 261 所。這些廟宇散建於曼谷大都市地區(曼谷市和
吞武里市在 2514 年（1971）合併了以後，俗稱曼谷大都市地區(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的 35 個區。
按照國家城市計畫局收集資料所規定考察的條件，就是 ：1) 屬華人廟宇 2) 廟宇還營
業 3)廟宇有門牌號碼 4) 廟宇對外開放 5) 有該廟宇的建築物存在，共 124 所。( 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 2559 : p.44)

上述提到的 2016 年曼谷廟宇數量 124 所，除掉齋堂 11 所及慈善機構 3 所後，只
剩下 110 所。但出版書顯示詳細內容的，只有 46 所的主神及配神資料如下:

表 2《2016 年曼谷華人祭拜最多的道教神祗》
縣區名稱

廟
宇名稱

Khlong
San 1) 武 聖
Dictrict(เขตคลองสาน) 廟 2) 三
奶 宮 3)
南蒲宮
4) 靖 天
宮

主
殿 的
主神
1) 關
公 2)
陳 林
李 三
奶 3)
觀 音
娘 4)
劉
備 、
張
飛 、
關公

配殿的配神

其他殿/泰
神雜混

1) 五 賢 大 帝 、
ChaoMaeThapthi
m、李爺公、
Khae Jiang Gong
2) 財 神 爺 、 觀
音
、
ChaoMaeThapthi
m、Jiao Di Ye、
彌勒佛、本頭公 3）小乘佛像
本 頭 媽 、 地 藏 4)小乘佛像
王、太歲爺、 3)
觀音娘、玄天上
帝
、
ChaoMaeThapthi
9

177

備註

每一間廟
的外面固
定擺放神
案及祭拜
的有天地
父母(天
公)、天公
燈或伯公
殿、福德
祠殿，而
廟內有地
主爺

劉麗芳

Dusit
(เขตดุสิต)

District 1) 本 頭
公
2) 水 尾
聖娘廟

Thonburi
(เขตธนบุรี)

District 1) 建 安
宮 2) 關
聖帝廟
3) 關 公
廟 4) 炎
光大帝
5) 沈 公
書 院 6)
天后聖
廟

Bangkok
Yai 1）老本
District(เขตบางกอกใหญ่ 頭 公 媽
)
神廟
Bangsue
District(เขตบางซื่อ)

1) 濟 道
佛 堂 2)
水尾聖
娘廟

1）本
頭 公
本 頭
媽 2)
水 尾
聖娘
1) 觀
世 音
菩 薩
2) 關
公 3)
關 公
4) 炎
光 大
帝 5)
武 德
候 祖
6) 天
后 聖
母
1) 本
頭 公
本 頭
媽
1) 濟
公 羅
漢 2)
水 尾
聖娘

m 、4) 張天師
1) 關 公 、 子 童
神、韋馱菩薩、
觀音、大聖佛
祖、彌勒佛 2)關
公
1)關公、媽祖、 1) 小乘佛像
18 羅漢、韋馱菩 2)泰地主神
薩、彌勒佛、財
神 爺 2)-----3 本
頭 公 、 Chieo
hook seng、鱷魚
神公、伯公伯媽
4)觀音、財神 5)
本頭公本頭媽

1)太子爺、財神

1)泰地主神
2)小乘佛像

1)帝龍公、青龍 1)泰地主神
公、關公、千手 2)泰地主神
觀音、觀音娘、
修士、炎光帝、
韋馱菩薩、彌勒
佛、四大天王、
Pra Rahu
Pra
Uma Devi Pra
Narai
Jadukam
Rammathep 2) 天
后聖母、觀音娘
Bangrak
1）昭應 1)108 1) 本頭公、財神
District(เขตบางรัก)
兄弟
廟
公、觀音、華光
公
、
ChaoMaeThapthi
m
Pom Prab Sattru 1) 大 峰 1) 大 1)北斗星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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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齋堂
3) 炎 光 大
帝發展協
會
4) 宗 祠 ，
家神牌、
Bukkalo
佛教協會

1)Chao Po
Khao Tok
及 伯 公
殿、諸神
殿

3) 新興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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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i
公 2) 敬
District(เขตป้อมปราบศต 恭 堂 3)
รูพ่าย)
七聖媽
廟

Phayathai District
(เขตพญาไทย)

1) 齊 天
宮 2) 天
保廟

Pranakorn District
(เขตพระนคร)

1) 昭 抱
魯爺廟
2) 玄 天
上帝廟
3) 萬 莫
老本頭
公 4) 天
后聖母
宮

Samphanthawong
District
(เขตสัมพันธวงศ์)

1) 尊 上
祖
師
2)Boon
Samakh
om 齋堂
3) 本 頭
公 4) 大
本頭公
5) 觀 音

峰 祖
師 2)
佛 教
三 寶
(東方
藥 師
佛 、
釋 迦
牟 尼
佛 、
西 方
阿 彌
陀
佛 )3)
七 聖
母
1）齊
天 大
聖 2)
本 頭
公 本
頭媽
1) 昭
抱 魯
爺 2)
玄 天
上 帝
3) 本
頭 公
4) 天
后 聖
母

1) 呂
洞 賓
2）九
皇 爺
3) 本
頭 公
4) 玄
天 上

殊菩薩、佛祖、
東方藥師佛、普
賢菩薩、南斗星
君、觀世音菩薩
的大師爺。
2)華陀仙師、玄
天上帝、太歲
爺、財神爺、文
昌、孔子、魯
班、關公、彌勒
佛 、 18 羅 漢 3)
天后聖母、天
公、慈悲娘、財
神爺。

齋堂

1) 財神爺 2)財神 2) 泰地主神
爺、八仙

1) 模仿昭抱魯爺
塑像 2)財神爺、
玄天上帝、玄天
大帝守衛、齊天
大聖、拉瑪第五
世塑像、福祿壽
三 星 。 3) 青 龍
爺、關公、文
昌、財神爺、太
歲爺、林姑娘 4)
伯公爺、關公、
公婆母、觀音
1)觀音娘、李仙
師、財神爺、泰
小乘佛像 2)南星
北斗、天公、韋
馱菩薩、濟公、
地藏王、觀音
娘、泰小乘佛像
3)-----4) 大 本 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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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地主神

2) 演戲棚

3) 泰地主神

2) 泰地主神
5) 泰 地 主 神
(ศาลตายาย)
6) 泰地主神
9) 伯 公 殿 、 財
神爺殿

2) 演戲棚
3) 張 氏 宗
親會
8) 演戲棚

劉麗芳

古 廟 6)
關帝廟
7) 大 聖
佛 祖 8)
順興宮
(清水祖
師 公 )9)
漢王廟

Chomthong
District(เขตจอมทอง)

Donmueng
District(เขตดอนเมือง)

Talingchan
District(เขตตลิ่งชัน)

帝 5)
阿 娘
6) 關
公 7)
大 聖
佛 祖
8) 清
水 祖
師 公
9) 漢
王公

公、諸位福神、
老本頭公 5) 泰小
乘佛像、哪吒太
子、財神爺、齊
天 大 聖 6) 太 歲
爺、馬公、觀
音、財神爺 7) 泰
小乘佛像、觀音
8)關公、玄天上
帝
、
ChaoMaeThapthi
m、太子爺、36
諸佛、地藏王、
李鐵拐仙師 9)本
頭公、觀音、泰
小乘佛、八仙、
ChaoMaeThapthi
m、祖師公
1) 天 后 1) 天 1) 泰 式 神 仙 塑
聖母
后 聖 像、本頭公、觀
母
音娘、玄天上
帝、泰式公婆
母、關公、彌勒
佛
1) 本 頭 1)Cha 1)伯公、Chao Po
古
廟 o Po Khun Sab（財神
（ Chao Somb 爺）、關公、馬
un
Po
公。
Sombun
）
1）齊天 1) 齊 1) 泰小乘佛像、
大聖廟
天 大 觀世音菩薩、大
聖
聖佛祖、彌勒
佛、閻羅王、財
神爺、韋馱菩
薩、玉皇上帝、
關公、林姑娘、
地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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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頭公本頭媽
殿 、 Chao Mae
Sai yoi 殿

1)ChaoMaeThap
thim 殿 、 朗 曼
慈善協會

1）觀音殿、泰
地
主
神
(ศาลตายาย)、泰地
主神、山莊、泰
式公婆母殿

曼谷華人宗教信仰

Bangkae
District(เขตบางแค)

1) 三
寺齋
2) 二
水尾
娘廟

寶
堂
信
聖

1) 諸
位 福
神 2)
水 尾
聖娘

1)-------2) 先 賢 孔
子、大聖佛祖、
ChaoMaeThapthi
m、關公、財
神、觀音娘

1) 老 本 1) 老 1)關聖帝公、老 1）巴維慈善協
頭公廟
本 頭 祖師爺、觀音 會
公
娘、泰小乘佛
像、富貴佛。
Phasicharoen
1) 本 頭 1) 本 1)關公、炎光大 2)泰地主神
District(เขตภาษีเจริ ญ) 公
廟 頭 公 帝、富貴佛、千
2)Khun
2)
手 觀 音 2) 觀 音
Dan
Khun 娘 、 泰 小 乘 佛
Chao Po Dan
像、彌勒佛 3) 觀
Suea 廟 Chao
音娘、伯公
3) 關 聖 Po
Suea
廟
及 玄
天 上
帝 3)
關公
Bang
khuntian 1) 水 尾 1) 水 1)Chao
Mae 1)監護神殿
District(เขตบางขุนเทียน 聖 娘 廟 尾 聖 Khaimuk 、 108 2)泰地主神
)
2) 民 德 娘 2) 兄弟、關公、泰
廟 3) 金 民 德 華娘、正順娘、
三寶佛、玄天上
龍母娘 公
帝、金龍爺、2)
Chao
娘廟
Po
大 伯 公 、 Chao
Khao Po Khao Tok 1 大
Tok 2 聖 佛 祖 、 三 伯
3) 金 公、二伯公、金
龍 娘 王爺、太上老
娘
君、玄天上帝、
泰小乘佛像、觀
音 3)玉皇上帝、
觀音、佛祖
Prawet District
(เขตประเวศ)

1）演戲
棚
2）演戲
棚

1) 演戲棚

1)Phadung
kit
Witthaya
學校

資料來源：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 2559: pp.48-283

上述涉及的資料共 46 所廟宇，其中有兩所純屬齋堂，而齋堂並不能加入廟宇類來
考察。因此，筆者將 Samphantawong District 的 Boon Samakhom 齋堂以及 Bangka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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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的三寶寺齋堂共 2 所去掉，剩下的就是 44 所廟宇。所得到的主神還是本頭公、
本頭媽數量最多，具體如下：

表 3《2016 年曼谷華人祭拜最多的道教神祗》
神祗名稱
本頭公（媽）

奉 在 主 奉在配神殿
神殿
7
7

奉在其他殿

備註

1

一般本頭公必與
本頭媽一起供奉

5
協天上帝（關公）
水
尾
聖
娘 4
( ChaoMaeThapthim)

15
ChaoMaeThapthim 1
7

炎光大帝
觀音娘娘
天后聖母(媽祖)
濟公
齊天大聖
玄天大帝(李爺公)
陳林李、劉關張、武
德侯祖、108 兄弟、大
峰公、佛教三寶、七
聖母、昭抱魯、呂洞
賓、清水祖師公、漢
王廟、諸位福神、民
德祖、金龍母

2
24
媽祖 3
1
6
7

1
3
3
1
3
3
各被奉
為主神
1 次，
共 14
次

ChaoMaeThapthim
是水尾聖娘及天
后聖母混用的名
稱

1

從上表可以看到，2016 年供奉最多的道教神簡直與 25 年前大體相同。本頭公、
本頭媽還是曼谷華人供奉數量最多的神祗。此外，觀音菩薩、天后聖母與關公早期被
供奉為主神，反而現在被奉為配神。

下面筆者將介紹在曼谷供奉最多的本頭公：
本頭公（媽）（ปุนเถ่ ากง）（ปุนเถ่ าม่ า）
本頭公的來歷與大伯公的相關使學者們做更深入的探討，尤其是先輩的
J.D.Vaughan (1879)、許雲樵教授、韓懷准教授或天官賜等人的文章都在研究本頭公與
大伯公是否同一尊。（Pornpan Juntaronanont ; 2546 : p.30）但在曼谷，兩者有不同的職務，
不應該是同一尊。在曼谷華人的觀念中，供奉最多的是本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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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與潮州人定居數量多有關。1932 年泰國政變後，華人定居的區域也隨之改
變。華人多的地方一般都設個本區買賣中心，泰語稱為“噠叻”（ตลาด）。每個噠叻都
會修建一所小型的本頭公廟，或天后聖母廟，當作本區的神靈廟，區裡的人都來這裡
祭拜，祈求生意興隆、家門平安。每到年節都有祭拜及慶祝儀式。早期華人對本頭公
非常崇信，家裡若有人過世，家裡年齡最大者一定要先到本頭公廟通知本頭公，然後
才到城隍廟祭拜。有的先輩的願望就是自己雖離鄉背井，到最後還希望自己屍體能埋
葬在故鄉的土地。本頭公偶像有的是進口的木雕像、泥塑像，或一塊木頭、一張紅紙
寫上“本頭公神位”。廟宇有小型、中型或大型。小型可小到一間門寬３米而已。本
頭公在曼谷的廟宇有的當主神、有的當配神。（Pornpan Juntaronanont ; 2546 : pp..32-33）
廟宇的每年祝慶，最重要的是主神誕生日、年節祭拜神祗日，就如一月的元宵節、
五月的端午節、七月的施孤節、十月的冬節、正月的春節。一般上廟宇的人或信仰神
祗的人都拿著祭品，尤其是三牲、水果及甜果粿等到廟裡祭拜。有的因家人有喜事，
如孩子或孫子滿月、家長大壽等也到廟裡祭拜。對於泰國華人最重視的年中大事，誰
也不敢錯過，就是“九皇齋”的大齋節。這個儀式是齋堂、慈善機構以及佛寺必定按
期舉辦的，有些廟宇也參與舉辦這個節日。因廟宇不是和尚進修之處，任何節日祭拜
的儀式非常簡單，只不過祭拜者擺放祭品，燒香點燃蠟燭，口頭念幾句好話，等香枝
燒到一半就辭神收回祭品回家了。對善信們來說，廟宇真是一塊聖地。一腳踏進廟宇
就看到很多吉利象徵，如高高豎立的天公燈、燒紙爐的暗八仙圖、門框兩邊的四季平
安插香爐、廟內左右兩邊的龍虎井等。因此人們進廟裡插香祭拜神祗，雖沒有和尚的
誦經聲，人人也同樣得到吉祥神祗的保佑。
最關鍵的是現在的華人廟宇已摻入了本土文化。在表 2 所顯示的資料：有 10 所廟
宇供奉泰小乘佛像，另外 4 所供奉在其他神殿，有 1 所廟宇的配神是泰式神仙
(Thevada Thai)（เทวดาไทย）與泰式公婆母(Po Sue Mae Sue)（พ่อซื ้อ แม่ซื ้อ），另一所祭拜婆
羅門教神祗。此外 14 所在廟宇範圍設有泰地主神(Sanprapum)（ศาลพระภูมิ）。華人和本
土泰族的佛教信仰實是同一尊釋迦牟尼，因此混合的機會是很多的。廟宇中有泰神仙
配神，華人進入泰族的小乘佛寺祭拜泰小乘佛像，是慢性發生的現象，隨著華泰雜居
與混合，最後華人文化也就融入了泰族文化，兩者相混合，難以分開。

曼谷的先天道
發展在曼谷的三教合一，就是先天道，這也是華人極為重要的信仰。2016 年國家
城市計畫局所收集的資料有齋堂共 11 所，再加上 Samphantawong District 的 Boon
Samakhom 齋堂, 總共是 11+1= 12 所齋堂：有 Samphantawong District 1 所、Thonburi
District 3 所、Bangkokyai District 3 所、Watana District 1 所、Bangkae District 2 所、
Phasicharoen District1 所 、 BangkhuntianDistrict1 所
共 12 所 。 (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2559 : pp.302-307）。劉麗芳 1981 年所提到的資料，雖說到曼谷有 51 所齋堂，
並沒有提供任何詳細資料。（Pornpan Laohasirinath ; 1989: p. 11 ）。按照《南洋先天佛教總
會開幕》紀念刊（佛曆 2509）（西元 1966）述及有關先天道在泰國發起一事，說到南
洋先天佛教總會會長江慧光老師秉承三教教旨到泰國宣揚先天大道 ，同時還在曼谷創
立南洋先天佛教總會，供奉儒釋道三教為至尊。江老師並以三教之道與泰國各地聯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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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先天道堂院，為統一系統的組織，共同合作發展，以道義挽救人心。佛曆 2509 年
（1966）南洋先天佛教總會開幕，記錄的道場堂院共 147 所，其中包括泰國先天道堂
院 117 所、馬來西亞 17 所、新加坡 9 所、柬埔寨 1 所、模里西斯 3 所。在泰國的 117
所當中，屬於曼谷先天道的堂院共 41 所，剩下的 76 所屬于泰國各省區的先天道堂院。
（《南洋先天佛教總會開幕》；2509：pp. 49-69）

先天道在泰國發展，可在先天道老先生們的記錄中得知一二（田老翁《先天道古今流
傳》為普度九六要旨：版期不詳）。原來在江慧光老師來泰之前，先天道堂院已遍佈泰國各
地。在光緒任寅年間（1902 年）潮州揭邑榕城外大災，魏集善老師及家人立刻將田地
家產造成乾坤兩堂教導挽救人，孝女學道榮膺永淑姑太，後在泰國北欖省創立“明真
佛堂”。（田老翁 ；版期不詳：p.12）。建立明真佛堂的這個時間一定是比江慧光老師到
泰早得多。按照筆者在 2017 年在北欖省明真佛堂所收集的資料，這所齋堂舊日是先天
道最興旺的齋堂，可算是北欖省歷史最悠久的齋堂。到目前是一所荒蕪的堂院，沒有
信徒進香祭拜。主堂只剩下主神金母，後面擺放著小型的大乘佛祖塑像。旁殿的家神
牌都被移放在別的興盛齋堂。齋堂規模相當大，具有四合院型的建築，牆壁的圖畫以
及泥塑像的痕跡還存在。因齋堂沒人照顧的時間太久，沒辦法重修。曾經有信徒願意
捐款裝修，但費用太高也就放棄了。目前該齋堂改名為“明真善堂”，一般信徒稱為
“觀音佛堂”，因為早期該堂主要祭拜觀音。該堂的後面建有泰型骨灰塔，前面寫有
“開道暹羅國魏昌善老師寶塔”，內安放著魏昌善老師的骨灰。魏昌善老師跟創立于
算瑪利籠聯綠（สวนมะลิ ซอยโรงเลี ้ยงเด็ก）的複陽善堂有著密切的關係。另外堂內還有姑太老
照片，獻給複陽善堂惠存。她圓寂的那年是佛曆 2500 年，即西曆 1957 年，還比南洋
先天佛教總會在 1966 年開幕早了 9 年。說明江慧光老師到泰國時，先天道齋堂的建立
數目已經很多了，而他在 1966 年的總會開幕只不過是將全國所有的先天道齋堂統一起
來，歸入總會。但不論如何，在這期間也指定北攬省的明真佛堂還是很興旺的。
( Pornpan Juntaronanont(劉麗芳) and PatcharinrujaJuntaronanont(曾安安) ; 2016: p.319 )。危丁明《中國
民間宗教的南傳泰國：先天道的案例》大部分提及先天道在中國的發展，但提到南傳
泰國的先天道只有說明江慧光老師一事。（危丁明；2018：pp.47-64）。

和諧社會的宗教融合
從上可知，曼谷的齋堂大部分屬於先天道派。由於泰國政府治國不排外，尤其是
宗教層面，簡直全面開放，各自選擇信仰，因此各地的華人都會不知不覺融入了本土
社會。泰國法律以及基礎教育等因素，全都給融合現象起了很大的作用。泰國人進入
大乘佛寺燒香祭拜求佛保佑，相同的，華人也普遍的進入小乘佛教寺供奉佛祖。齋堂
也是相同的，不區分泰華齋堂儀式。
在和諧社會泰國，國家政策開放，宗教也就變成了融合劑，促進國家優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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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海涵》抄本中的江西地方道教：
兼論當代田野調查中的贛東北道壇
呂燁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前言
地方道教研究是近年來國際道教學界的重要研究趨勢。當代的田野調查可以
幫助瞭解，歷史上的道教各派如何將科儀傳統傳承至今，而對於經典道教的研究
同樣可以為田野調查帶來重要依據與切入點。經典道教的研究有賴於《道藏》中
收錄的經典，但經過官方與高道階層編輯時的「標準化」
（或「正統化」）篩選，
許多地方宗教傳統並未入藏，宋代以來多樣性的地方道教面貌無法得到呈現，其
與「正統」道教之間的互動情況亦無法討論。1有鑒於此，諸多專家學者開始將
田野調查中發現的科儀文本集結出版，或是在相關刊物上發表專題論文，分析實
地調查中的發現。2李豐楙主編的《道法海涵》不同於此前學者出版的科儀本彙
編，是經過研究團隊實地調查後所收集，而是在因緣際會下於文物市場中發現的
文物。大陸經「文革」運動後，不少文物流向海外，其中就包含地方道壇所用之
圖像捲軸、法器什件、經訣抄本等。李豐楙在文物市場發現後，開始投入對這批
文物的「搶救」工作。3其中抄本被分批次購買保存，並於近年開始逐漸整理出
版，目前即將出版第三輯。這批抄本中，部分保留有卷首署名、書末題記與卷內
用印，相對容易判斷其時間、地點、所屬道壇，甚至使用者。針對其中部分有明
確時空信息的抄本進行考察，有助於認識不同地區的地方道教情況，同時也可為
正在進行的田野調查工作增加更多依據。4本文既選取《道法海涵》第一輯中的
部分江西抄本，與正在江西東北部（贛東北）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的道壇抄本進行
分析。以期在「正統」的道教定義之下，瞭解多樣性的地方道教面貌，讓抄本回
到自身的時空背景、語境之中，探究地方道教傳統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多樣性的特徵又是如何被形塑出來

1

林振源，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專輯Ⅰ導論〉，頁 1-2。
系統整理出版當代地方道教儀式文獻最具代表性的有蘇海海（Michael R. Saso）主編《莊林續道
藏》
、王秋桂主編的《中國傳統儀式彙編》等等，相關整理與回顧可參見林振源，
〈《道法海涵》
與地方道教研究〉，頁 2。
3
李豐楙，
〈序〉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5。
4
林振源，
〈
《道法海涵》與地方道教研究〉
，頁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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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道法海涵》中的江西抄本
為了方便解讀與分析，現將《道法海涵》第一輯中的江西抄本進行整理與分
組。5此目的是將抄本還原至原有的時空背景，以地點、壇靖為分類依據，以便
於和正在進行的田野調查資料進行對比討論。6
0002

催符一宗

江西

0003

老君章請
神

江西上墟 劉宜盛
民國 15
請神
德欽觀
劉隆開記 年（1926）

0006

五方解冤
科

江西上墟 劉立德

清光緒年 解結（陽） 14/245
間

0009

預禳金科

江西婺源 劉金德

民國 5 年 朝儀

蘆坑
0012

西河一片
玉

劉秀得
民國己未 書符儀式 13/509
（顯應雷 （1919）
壇）
7/411

9/210

（從文） （1916）

江西（油 周家達
清末
田、鵝田） （永吉）
安福县東 曾光榮記
鄉天山雷

符咒（西 13/233
河派）

壇
0021

吉安文書

江西吉安 曾開賢

道光乙巳 正一清微 1/107
（1845） 派
（靈
清）
、曾繼 光緒 17
榮（通顯） 年（1891）

0024

神符

江西南康 先天無極 清抄本

5

降箕扶疏 13/295

林振源已對第一輯中的江西抄本進行總結，並羅列成表格。參見林振源，〈《道法海涵》與地方
道教研究〉，頁 5-7。下文只對此表格中時空信息完整的儀式類抄本進行分析，符篆類如編號
002、0024、0034，經懺類如編號 0094、0244，抄寫者、地點不詳的編號 0096、4591，較無特
別信息的編號 0109 、0113-111 、0113-2、0113-3、0113-5 、0113-6 、0046、4556，則不予
討論。
6
此表格中只有一本不屬於江西而歸屬於湖北。編號 0123 的《正一清微請聖》抄寫人為「陳電霞」，
內文中有奉請師派文字，說明本壇傳承譜系，行為為「奉請……清微演派師真，清微近代啟
教……開度瀏陽喻真人，金闕侍宸雷真人，真靜上真何真人，鐵筆辛庵黃真人。人間經籍度師
三真人，昇沖觀祖師孫真人，前傳後教歷代啟教大法師真，昇沖觀，壽元宮廣化壇，曆田觀，
大平觀，櫻桃觀，石樹峰雲峰臺，龍虎山神化靖妙應壇各處啟教大法真人先生。」參見《道法
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475，476-479。其中提到的昇沖觀、櫻桃觀在湖南省瀏陽市（櫻桃
觀在石柱峰，現為玉皇殿）
，文中也提到了「開度瀏陽喻真人」的名號，可與道觀地點互為佐
證。所以此本應歸屬湖南地區。

188

《道法海涵》抄本中的江西地方道教：兼論當代田野調查中的贛東北道壇

都昌縣

雷府真空
大法壇弟
子
光緒 8 年 文書
（1882）

0025

撫州文書

江西撫州 王廷煥

0034

符書

江西南昌 玄應雷壇 同治 9 年 符書（普 13/187
義寧鎮
鄧萬盛
（1870） 庵派）
現名修水 （法顯、 光緒 8 年
元芳）

0040

醮壇聖班

江西
方寸觀

王鼎積

不詳

0046

答獄內科

江西

吳陽生

同治 9 年 破獄（幽 19/379
（1870） 科）

0064-11
0

開啟金科

江西

曹永逢抄 道光辛卯 請神（西 7/267
曾紀榮印 （1831） 河派）
記
曾道顯印

0064-2

上醮金科

江西

曾紀榮

0088

撫州文書
（二）

江西鄱陽 王廷煥
知州

民國初

0090

小開啟

江西鄱陽 王步清

民國己卯 請神
（1915）

0094

太上靈寶
淨明普保
真君雪罪
法懺

江西

0095

小開啟元
科

江西鄱陽 洪鼎新

民國 35
啟請（幽 7/499
年（1946） 科）

0096

清微社醮
玄科附開
神光科

江西

不詳

不詳

0109

解索玄科

江西

李永生
（闡化
堂）

辛酉年
解索科
（1861
（西河
或 1921） 派）

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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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3

道光辛卯 請神（西 7/355
（1831） 河派）
文檢

王鼎義、 民國 7 年 法懺
劉明彝
（1918）

3

1/287

醮科

2/70
8/1
6/105

17/165

1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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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11
1

祝壽科
原為一
本，今拆
為九

江西

李永生

辛酉年
祈壽設醮 10/145
（1861
科
或 1921）

0113-2

北極禜星
祿馬科

江西

李永生

辛酉年
祈祿
（1861
或 1921）

20/341

0113-3

東嶽解冤
玄科

江西

李永生

辛酉年
解結
（1861
或 1921）

14/157

0113-5

雷祖悔過
科

江西

李永生

辛酉年
解結
（1861
或 1921）

14/342

0113-6

靈官醮科

江西

李永生

辛酉年

15/207

醮科

（1861
或 1921）
0123

正一清微

陳電霞

不詳

江西□信

雷法徐

清光緒甲子年

江西

姚宏道

民國 25

請聖
0138

小救苦總

請神（西 7/461
河派）

江西

18/139

課語
0204

朝仙行科

朝儀

9/83

年（1936）
0244

家用意本

江西吉安 王□□

不詳

妙應雷壇
4556

4591

先天正法 2/233
文檢

正一清微

江西袁州 鐘初發、 同治己丑 解結

大赦解釋
聖班

萬載

周宏禎、 （1872）
蘇啟詳

送聖科

江西

不詳

不詳

14/1

送聖（幽 8/485
科）

通過對表格內的抄本進行初步整理，根據道壇所在區域及擁有道壇將其分為
以下三組，方便進行討論。

一、江西吉安府新干縣劉姓道壇
1、第七冊編號 0003《老君章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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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本封皮有「老君章請神 上墟劉隆開記」字樣，內皮則寫明「老君章科 劉
宜盛」
，內文首頁寫「老君章請神科 劉隆開抄辦」
，7末頁註明「民國十五年歲次
丙寅孟夏四月下日，將借德欽觀老本抄謄，應用上墟劉宜盛。」8可知該本由劉
隆開借本地德欽觀的老本抄謄，應用於自家道壇。
「上墟」應為劉姓道壇的所在地，但僅憑單一線索無法釐清該壇準確的時空
背景，因此需從信息量更為豐富的內文著手。該本的性質為「請神」，從道壇啟
請的聖班中可獲悉其所屬派別的歷代高道師真，也可知因遍請原則而加入的地方
道觀社廟所崇奉的諸神，以此推知其使用地區。9《老君章請神》在啟請當地神
明時寫道：
東門重興寺前，朱家涼亭社崗上，西館厚湖，叚家茶亭，城池濱，陽橋豬
墟場，高獅嶺杏□村，園㙦樓前，豬婆橋頭，一路福主。小東門外，端平
橋，顯濟橋，何家山，文家山，楊家山，桂花樹下，干溪五聖塘，上下集
富尾橋，大路社崗上，茅村一路福主。秀峰門，便民漕倉，□皇白馬大王，
儒學大成至聖孔夫子，文仙師，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文昌梓潼帝君，
武曲周夫子，官衙後堂分司架閣庫，六房八科，城隍福主。大南門，滄池
巷，江家巷，節義巷，孔家巷，南廳福主。一路五通憲政橋，関夫子，廣
集行，朱家圓，艾家㙦，塘頭路口，荒田十里店上，橫過黃王溪，菜園南
禪塔下，塞口一路福主。金甲戰將，小南門，陳家老廟，練氏書院，饒湖
犁上，演武亭，李家老廟，古跡操軍闖，南河口，一路福主。西門饒宅井
頭，黃氏舊三皇殿前，常平倉，西賬倉，西湖城池，接官亭，一路福主。
醮樓鼓閣大神，獄主樂陶相公，宋宅屋後福主。集賢巷，張氏門首福主。
十字街頭，陶相公，侃似湛氏夫人。北關鐵爐巷，南賑倉，竹架埠巷，古
跡係祭五王，百花寺前福主。城池內，金水亭前，天地壇，望仙橋，，方
門口郭公廟首，寧極觀，花院前，廖家園，涼亭塘上，岳廟前，鹽場馬蹄
埠，灌溪城頭凰山，莒洲一路福主。五湖老廟，烈□福主。10
這一段文字中遍請了一座城池之內，所有地名之有關福主。按「岳廟前，鹽
場馬蹄埠，灌溪城頭凰山，莒洲一路福主。」可知，現今莒洲島位於江西省吉安
市新幹縣（舊稱新淦縣）
。參考清代<新淦縣志之圖>，可從地圖中對比出抄本中
所寫的部分地名。如城頭、凰山、莒洲島等地位於東岳祠西側，鐵爐巷位於城池
北門處，皆符合抄本中的位置記載。11望仙橋，在縣治北方門口，舊名小石橋。

7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412-414。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459。
9
李豐楙，<道法海涵分類編輯體例說明>之「啟請送駕」條，
《道法海涵》
，頁 15。
10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448-453。
11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一 <輿地志上>，<新淦縣志之圖>，頁 60-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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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公橋，縣志中名為知政橋，嘉靖三十年重建，俗呼棠公橋。12抄本中提到的「官
衙後堂分司架閣庫，六房八科」為縣治內的官署信息，官衙後堂即為縣志內的「後
堂」
，記載其「舊扁（匾）曰存心堂，國朝邑令董謙吉重修，扁曰供餘猶惕。」；
「分司架閣庫」指的是「西架閣庫」
；
「六房八科」指的是縣衙下轄的八個部門：
「六房在正堂東西兩廊，吏戶禮承發房在左，兵刑工鋪長司在右，令董謙吉重修。」
13
南賑倉在「治北鐵爐巷，今廢址存」；「常平倉，西賬倉」也有記載：預備倉，
舊名常平，久廢；西賬倉，在城西衙後，原址久廢基存，康熙十一年（1672）改
建為望江樓；便民漕倉，縣志記載為便民倉，明正德年間自治西北遷至南河口，
康熙丙午（五年，1666）重建。14東門重興寺：疑為新興寺，在城東一里許；百
花寺：疑為百華寺，在縣北半里許；15寧極觀，縣志記載名為龍安觀，在縣治北
一里，一名寧極，旁有郭公廟。16抄本內地名信息皆可與縣志內的記載相對應，
因此可推知該道壇位於現在的江西省吉安市新干縣。
抄本末頁提到，此本是劉隆開借德欽觀的老本抄謄，留壇使用。據縣志記載，
德欽觀在二都，17為地方道觀。
2、第十四冊編號 0006《五方解冤科》
此本封皮標記為《五方結怨科》
，下寫墨莊劉□□，內頁則註明「立德記」
、
「劉
18
立德奉」， 可知抄寫者為劉立德。但存在年代和使用地點，內文則沒有相關細
節。19
有關此本的使用區域，可參照上一抄本的界定方式，查詢該壇啟請聖班中是
否有地方神明、廟觀出現以提供地點線索。按內文「功德敬伸上奉」中記載：
「本
縣城隍廣烈大王后宮慈惠夫人，四門土主，五聖尊王，本坊土主，本保祭拜社令
真君社母夫人，弟子顯應雷壇祀奉師真官將將吏兵。」20可知，城隍廣烈大王、
后宮慈惠夫人的名諱與第七冊編號 0003 的《老君章請神》中記載一致，可斷定
此本亦應用於吉安府新干縣。21
3、編號 0009《預禳金科》
此本封皮註明《豫禳金科》，下寫劉從文應用，內文首頁則有「平安豫禳金

12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二 <輿地志下>「橋樑」條，頁 129。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四<營建志>「公署」
、「倉儲」條，頁 176-177。
14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四<營建志>「倉儲」條，頁 187-190。
15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七<秩祀志>「寺觀」條，頁 366。
16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七<秩祀志>「寺觀」條，頁 374。
17
康熙十二年刊本《新淦縣志》第一冊，卷七<秩祀志>「寺觀」條，頁 374。
18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十四冊，頁 246-248。
19
抄本簡介為清光緒年間，應用於江西上墟，不知依據為何。參見《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十四冊，
頁 245。
13

20
21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十四冊，頁 275。
《老君章請神》中寫道：「本屬城隍廣烈靈應忠惠裕民大王，淑德夫人。」參見《道法海涵》
第一輯第七冊，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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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劉金德」字樣。22末頁則寫：
「現在民國丙辰五年孟冬月在爐坑打道場四日半，
現在老闆發財時節，道士多，十餘人無事做，老板彪人抄科本，共有五人，共抄
五人應用。中華民㕵伍年拾月在蘆坑打道。」23可見，本壇道士在蘆坑做法事時，
閒來無事，抄寫科儀本應用，時間為中華民國五年（1916）
。根據此本內文中：
「本
邑淦宰城隍廣烈大王，后宮慈惠夫人……我祖法院顯應雷壇祀奉太上老君……歷
代傳科傳教傳道傳法口傳心授列列明神。」24記載，可推測應用此本的道壇亦在
吉安府新干縣。25
通過縣志內信息的佐證，以上三本皆應用於現今的江西省吉安市新干縣地區。
從行文中多次出現的「顯應雷壇」字樣，及抄本擁有者的名諱特徵（多為劉某德），
可推測此三本同為劉姓道壇所擁有，抄寫時間大約在民國初年。

二、江西吉安府曾姓道壇
1、編號 0021《吉安文書》
根據此本中<硃書格式>一節所註明的「且今具狀奏為，大清天下，江西省
吉安府△△△社居住，奉先天正派，焚香炳燭修齋。」及<𥙷土悔罪表格>中的
記述「臣今表文奏為，大清天下，江西省入貫△△△，奉三寶萬靈壇。」可印證
此本流傳地為今江西省吉安地區。除此之外，此本的抄錄時間及抄錄人在內文中
則有三種記述：封皮記載的時間為道光乙巳年（1845）春月日；而 <宣科仗地奏
表>則註明抄寫時間為「光緒十七年」
，具職為「小臣曾靈清」
； <𥙷土請旨文書
格式>具職為「小臣曾開賢」；<仙山傳誠枼（牒）>則記錄為「曾繼榮抄錄，光
緒△年」。可見抄本自道光年間謄寫，至光緒年間還繼續增補。26
其中，<𥙷土請旨文書格式>記述為：「是以涓卜今月良辰，大吉仗延，大宋
敕賜紫峯山玉宸古觀分派△△雷壇，正一清微羽士，修錄文狀。」27抄寫者自稱
為紫峯山玉宸古觀分派雷壇的道士，應是該雷壇（曾姓道壇）的道士曾學法於玉
宸觀，因此自稱其分派；且抄寫者又自稱「正一清微羽士」，可見其所學道法兼
具正一、清微特色，也可能是在奏受正一經籙的同時自身兼具清微派的傳承。但
紫峯山玉宸古觀在《吉安府志》中未有記錄，具體地點為何，有待進一步田野調
查考證。
2、編號 0064-110《開啟金科》與編號 0064-2《上醮金科》
22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九冊，頁 212、215。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九冊，頁 259-260。
24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九冊，頁 246-249。
25
抄本簡介認為此本引用於江西婺源蘆坑，可能因「蘆坑」一名在江西多地重複使用，造成混淆。
參見《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九冊，頁 211。
26
抄寫人或奏職中的姓名有三種，李豐楙推論曾開賢即為曾靈清，曾繼榮則為曾通顯，因此该本
的抄錄人有兩位。筆者認為，此本筆跡前後不一，雖較難斷定各種姓名的彼此對應情況，但此
本應為曾姓道壇所擁有，並經過了幾代人的增補。參見《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107，
110，117，143，151。
27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119。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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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金科》封皮註明擁有者為「曾貴寶」
，內文首頁則註明「曾永逢抄本」，
另有「曾炳昆」字樣，鈐印為「曾紀榮記」
，
「曾丕文記」
。
《上醮金科》除與之擁
有相同的封皮簽名「曾貴寶」字樣外，內文則有鈐印「曾紀榮記」
，
「曾道顯印」，
可推測為同一道壇抄本。抄寫時間為道光辛卯年（1831）九月。與第一冊之《吉
安文書》相比較，除筆跡相似、抄寫時間相近外，啟師部分亦相同提到「祖師元
始御前伏魔李先生，祖師西河法派天瑞戴先生，祖師大宋敕賜紫峯山玉宸古觀歷
代傳科演教諸大宗師、先生、真人、真官霞靈。」28，因此，同為曾姓道壇的「曾
繼榮」和「曾紀榮」可推論為同一人，
《吉安文書》
、
《開啟金科》及《上醮金科》
同為江西吉安的曾姓道壇所擁有。曾姓道壇自稱「正一清微羽士」，可見該壇確
有清微派（或清微法）傳承。吉安當地有清微派道士活動於地方道觀的記載，如
元末明初的清微派祖師趙宜真，其曾在精修觀修持，並收徒彭九石、梁高明。29
根據此條記載，道壇道士學道於地方道壇，並承接清微派道脈成為可能。

三、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方寸觀
編號 0040《醮壇聖班》，在啟請聖班時寫到：「福地方寸觀開山祖師梅隱王
真人，前傳後教古往今來，傳道傳法得道得法諸位師真。」及「恭迎 南北兩京，
江西省城天下都天城隍大王，九洲社令神。」抄本末頁則註明「道末 王鼎積抄
謄」。30可見此本用於江西地區，抄寫者王鼎積學道於當地道觀方寸觀。有關方
寸觀，縣志記載位於里仁鄉，明初創建。31
編號 0095《小開啟元科》
，封皮有「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小開啟元科，
洪鼎新讀」字樣，本內有「焚香拜請 本所饒州府城隍大王，鄱陽縣城隍大王，
府衙縣衙二司衙門土地。」32可見此本應用於鄱陽縣域內。又，請師中註明：
「禮
請福地方寸觀開山祖師梅隱王先生得道王真人，方寸觀前傳後教古往今來傳科傳
法得道得法在天在地流派諸位師仙真人。」33可見，此本抄寫者洪鼎新和《醮壇
聖班》的抄寫者王鼎積一樣學道於當地道觀方寸觀，而《醮壇聖班》同樣應用於
鄱陽地區。
編號 0025《撫州文書》，應與編號 0088《撫州文書》（二）一起由王廷煥抄
寫。內文中有「大清國江西道」34 、「方寸觀玄壇土地真官」35字樣，可見於前
28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331-332， 373-374。
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吉安府志》第十五冊，卷六十<寺觀>，頁 6020。有關趙宜真和清微派的討
論可參見蓋建民、陳龍，<趙宜真道脈與著述文獻新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年 05 期，頁 56 – 63。許蔚，
〈趙宜真、劉淵然嗣派凈明問題再探討〉，
《宗教學研究》，
2016：1，成都，頁 36-47。
30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198、200。
31
康熙二十二年刊本《鄱陽縣誌》第三冊，卷十六<寺觀>，頁 1286。道光四年刊本《鄱陽縣志》、
同治十年刊本《鄱陽縣志》記載相同。
32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525。
33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515。
34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297、3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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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一樣，該本應用於江西省鄱陽縣域內。36王廷煥曾學道於當地道觀方寸觀。
末頁註明「皇清光緒八年歲在辛巳春王月 具稿」37，顯示此本抄於 1882 年。編
號 0088《撫州文書》
（二）的「簿頭」
、
「謝師表式」註明的時空背景為「大漢民
38
國贛省鄱陽知州某鄉某都」 ，可見此本由王廷煥抄於民國時期。
標號 0090《小開啟》由王步青抄寫，39其中啟請聖班註明「福地方寸觀開山
祖師梅隱先生得道王真人，方寸觀前傳後教歷代法派，傳科傳法得道得法在天在
地留派諸位師仙真人。」40、「中華民㕵 贛省鄱陽知州某鄉某社某里」41，由此
信息推斷，該本和前幾本的時空背景相同，皆在民國時鄱陽縣內使用。抄寫者王
步青曾學道於地方道觀方寸觀。

參、贛東北的道壇抄本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編號 0064-110《開啟金科》與編號 0064-2《上醮金科》
同為江西吉安的曾姓道壇所擁有。簡介中註明此兩本「原為一本，今拆為二」
，42
可見在原本的道壇中，此兩節應為一個連續的科儀節次，即先「開啟」，後「上
醮」
。有關儀式性質，可參照當代田野中的江西（贛東北）靈寶派抄本，發現「開
啟」、「上醮」即等於「開啟」、「建壇」，兩個地區的此類儀式具有相同的儀式結
構。
「開啟」
、
「建壇」
（或上醮）一般會在最後一天完成，主要表達啟聖之意涵，
禮請上聖降臨醮筵，道士進酒、進狀，用以謝神並送神，「上醮」的意涵也暗合
於此。43

一、吉安的《開啟金科》，大致可分為九個節次：
1. 淨口、身、心神咒。
（青龍白虎，隊仗紛紜。朱雀玄武，侍衛我真形。太上三
台星，應變無停。驅邪縛魅，保命護身。智慧明靜，心神安寧。三魂永久，魄無
喪傾。我有所侍，不得晉停。）44

35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359。
此本題記認為書中啟請相鄰地區的祠廟、寺觀諸神佛，可推知用於江西崇仁、樂安縣一代。但
實際的祈請聖班信息（方寸觀地處鄱陽縣）和同為王廷煥抄寫的《撫州文書》（二）中的地點
信息（贛省鄱陽知州某鄉某都）可說明，該本用於鄱陽縣。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288。
37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一冊，頁 365。
38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二冊，頁 80。
39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八冊，頁 61。
40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八冊，頁 22。
41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八冊，頁 6。
42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267、355。
43
閩南客家地區的道士有「文開啟、武禁壇」之說，開啟以禮請道教至高神三清為主，爾後進行
敕水禁壇，對醮壇進行解穢結界以備高真降臨，最後進行宿朝入醮，其目的是謝神並送神。吉
安的「上醮」
、贛東北的「建壇」
，即是「宿朝入醮」之意。參見林振源，<閩南客家地區的道
教儀式：三朝醮個案>，頁 228-231。
44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272-27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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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穢凈壇。
（欲請迎於帝輅，必先滌蕩於壇場，爐焚百和真香，掃除厭穢，蜜
咒五龍神水，灑落腥膻，建正於是。）45啟請茍畢二元帥、鄧元帥、解穢龍君、
九鳳破穢仙官等消氛蕩穢。再啟請法院真官、當境土地、香火司命等神肅靖壇界，
掃除「建壇之所，家舍內外」一切厭穢。46
3. 小禁壇。此節只殘存九鳳破穢罡圖、封鬼門圖及召四靈口訣，並不符合完整
的敕水禁壇科儀節次。47由此推論，道士在該節中只做了簡單的「封鬼門」，以
象徵將建壇封禁。隨後誦浄天地神呪。
4. 焚香請神。此節按照神明的位階高低，從三清開始啟請眾神。
5. 請祖師。
6. 請地方神。（城隍、福主、社令等）
7. 請三山羽化宗師、元帥。
8. 請司命、本堂宗親。
9. 敬獻香、茶、酒。

二、
《上醮金科》可分為十三個節次
相較於《開啟金科》，啟請神明的數量較少，且多有重複，兼具了「開啟」
的作用；從第十節開始為新內容，用於敬獻、宣詞和發願。由此可推測，在小型
儀式中可不進行開啟儀式，而用較為簡單的上醮代替即可。上醮節次為：
1. 解穢。
2. 請星斗神。（斗姆、星君、南北斗、本命元辰等）
3. 請祖師。
4. 請地方神。
5. 請三山羽化宗師、元帥。
6. 請司命、本堂宗親。
7. 敬獻香、茶。
8. 三獻酒。
9. 宣詞。（唱「五色之煙」熏詞表、焚表、禮謝眾神）48
9. 發十二願。
10. 謝師。

45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277-278。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279-284。
47
罡圖、封鬼門圖、召四靈口訣參見《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289-290。完整的「敕水浄
壇」分為「潔壇解穢」和「結界禁壇」兩個部分，禁壇的最終目的在封鬼門，完成醮壇的封禁。
因此節科法並不完整，但有達到最後的封禁目的，因此命名為小禁壇。有關敕水浄壇的研究參
見林振源，〈敕水禁壇：臺灣北部道教醮儀中的驅邪法〉，in Exorcism in Daoism - A Berlin
Symposium, Florian C. Reiter (ed.), Berlin: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11, pp. 171-194.
48
《道法海涵》第一輯第七冊，頁 395-39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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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贛東北靈寶派
《開啟建壇玄科》
此本分為兩節，第一節稱《太上設醮開啟真科》，第二節稱為《太上設醮建壇真
科》
。此本由江西上饒市田墩鎮林姓元真壇保存，依老本重抄於 2000 年。元真壇
祖傳八代，祖上自福建泉州遷至上饒，兼學道教科儀與閭山法。
《開啟真科》分為七個節次：
1. 藏身。（含秘旨）
2. 上香禮讚。
3. 解穢浄壇。
（切慮譜舒道場，雜諸厭穢，憑諸法水，點燭成清，破穢為淨。……
五龍吐出瑤池水，……邊灑道場令潔淨。）誦淨天地神呪，遶壇灑凈。
4. 上香。
5. 稱法位，入意（念誦意文）。
6. 三皈依。
7. 敬獻銀錢，焚化。
《建壇真科》：
1. 三上香、步斗。
2. 浄壇解穢
3. 陞壇関奏。
4. 禮師存念如法。
5. 發爐（鳴法鼓二十四通）。
6. 請神。
7. 稱法位、入意（宣讀意文）。
8. 拜表、步斗。
9. 三獻酒。
10. 懺悔禮謝。
11. 發願。
12. 伏爐。
13. 宣建壇疏，焚化。
比較吉安和上饒兩個道壇的抄本可發現，開啟、宿朝入醮（上醮、建壇）具
有固定的儀式架構。其基本節次為：解穢浄壇——敬獻（香、酒茶或銀錢）——
請神及祖師——三獻酒——宣詞——發願。49道士在上壇之前，皆會先運用功訣
49

此做法和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相同，即開啟有兩大核心：浄壇和焚香供養諸神；宿朝入醮
中會有完整的啟師唱念，三獻酒之後進謝狀，用意是謝神及送神。參見參見林振源，<閩南客
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頁 228-2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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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自己，以使在接下來的浄壇儀式中，避免被邪祟衝犯。吉安的做法是請召請
四靈神護衛，而上饒的做法則是藏身。除此之外，曾姓道壇在浄壇後有進行一場
簡易的禁壇節次，而林姓道壇則未做。在宿朝入醮階段（上醮、建壇），兩壇的
做法也不相同，曾姓道壇在遍請神明祖師之後，接續進行了三獻酒、宣詞和發願，
較為簡單。而林姓道壇的做法則是用朝科的結構完成：發爐——稱法位，宣意
文——進表——三獻——懺悔禮謝——發願——伏爐。50
同在江西地區，兩壇對於開啟、宿朝入醮的細節做法不盡相同，但科儀架構
卻是完全相同。這體現的應是在典型性的經典道教之下，兼顧了多樣性的區域特
徵。除有地域（吉安、上饒）差異之外，道壇源流、道教派別也是造成差異的原
因。吉安曾姓道壇的傳統來自宮觀，自稱「正一清微羽士」
，做法更接近「官方」
傳統；而上饒的林姓道壇來自福建泉州，兼學道、法，能在道教儀式中運用閭山
法來藏身保護自己，51更偏向地方傳統。在探究科儀本的同時，道士家譜也是理
解道壇源流的重要依據，這是在分析《道法海涵》抄本時，有待進一步田野實踐
的部分。

肆、餘論
地方道教研究有賴於歷史經典與當代田野調查的結合。本文對《道法海涵》
內文本及當代田野調查中的抄本所進行的比較，將對接下來的實地調研起到輔助
作用。回到自身時空背景中的抄本可以幫助研究者從道壇源流、科儀結構、神明
譜系、風俗習慣等入手，瞭解多樣性的地方道教面貌，從而在「正統」道教的定
義之下，探索何為典型性，何為多樣性。正如勞格文（John Lagerwey）在《道
教儀式叢書》弁首中所指出的：
真有必要更多地作出這樣的描述嗎？我們認為顯然有必要。就如同中國本
身一樣，道教是一張巨幅拼圖，組成它的每一個地方圖塊都既是典型的，
也是特殊的。我們只有充分意識到存在著無限的多樣性，才能期待有一天
可以認真地談論何為典型。52

50

《上元金籙簡文》中將「發爐、稱法位開啟、禮十方、思神、復爐」的節次稱為朝禮，「自然
朝乃齋法之祖」，宿啟和散壇設醮前要做自然朝。林姓道壇以朝科架構完成建壇節次，符合在
設醮前做自然朝的做法。參見呂鵬志，
〈早期道教醮儀及其流變考索〉
，頁 106-108。林姓壇的
做法與閩南客家道士相同。參見林振源，<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頁 219、
231。
51
這種做法與閩南客家道士相同，他們在進行普度、禁壇和朝科前都會藏魂。參見林振源，<閩
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頁 234。
52
參見勞格文、呂鵬志主編，
《道教儀式叢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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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元代保巴以道家解《易》之表現
陳韋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保巴《周易原旨》引用道家思想解《易》的表現，具體成果
有以下，其引用《老子》21 處、
《關尹子》1 處、
《列子》5 處、
《莊子》7 處，其
中引用詮解爻辭的有 20 處最多，其次是引用詮解《大象》的有 9 處，再次引用
詮解卦辭的有 2 處，引用詮解《繫辭傳》亦有 2 處，最後是引用詮解《彖》辭的
有 1 處，總計保巴《周易原旨》引用道家解《易》者有 34 處，其中以分布在《周
易》上經 12 卦（〈乾〉
、
〈蒙〉
、
〈需〉
、
〈訟〉
、
〈師〉
、
〈比〉
、
〈履〉
、
〈謙〉
、
〈豫〉
、
〈蠱〉、
〈大有〉
、
〈離〉）的部分為最多，而下經 5 卦（〈恒〉
、
〈大壯〉
、
〈益〉
、
〈艮〉
、
〈旅〉）
。
本文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提供保巴在經學史、易學史以及其在易學表現上的部分
學術價值。
關鍵詞：元代

保巴

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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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元代（1271－1368）經學的發展情況，歷來各有不同的正反面評價，如
正面評價者，明代（1368－1644）張溥（1602－1641）
：
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
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溪金履祥、奉元蕭、緱山杜
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
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
盛，冠于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1
「修經傳」、「著述之盛」皆是正面之評價。又如四庫館臣：
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
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
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
行科舉法，遂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
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2
「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亦是正面評價。又如劉師培（1884－
1919）
：「元代學術，亦彬彬可觀」、「元人經術之尚心得」。3又如徐芹庭：「雖獨
創之功無，而紹述之功大。」4又如楊晉龍：
元代經學至少有三個重要的貢獻：一是傳播程朱經說，使其流佈全國，進
而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學；二是補正發明程朱經說，使其更為精當，最終
成為影響至今的「典範」；三是蒐羅相關經說的文獻，匯於一書中，大有
功於後學者。5
1

參見〔明〕張溥增刊：
《元史紀事本末．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頁 37。
2

參見〔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
（北京：中華書局，1992）
，頁 1。
參見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47。
4
參見徐芹庭：《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下）》
（北京：中國書店，2008），頁 672。
5
參見楊晉龍：
〈導言：元代經學史的奠基與新猷〉
，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研
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
，頁 20。
「前賢研討元代經學相關問題之際，多從「溯源」的角度立論，
因此僅見其同「」
，而忽視其「異」
，故以為元代經學僅有「述朱」的功能，沒有特色，因此缺乏
研究的價值。」又「現代學者因為先受元代經學缺乏研究價值成見的影響，再加上蒙元統治者缺
乏文化素養、元祚短促等因素的強化；又由於缺乏研究成果以糾正成見，因而元代經學與明代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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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負面評價者，如清代（1644－1911）江藩（1761－1830）
：「經術一壞於東、西
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6又如皮錫瑞（1850
－1908）
：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儒學有根柢，
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於註疏所得甚
淺。如熊朋來《五經說》，於古義古音多所牴牾，是元不及宋也。7
皮氏認為宋元明三代之經學，一代不如一代，元代則因「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
而於註疏所得甚淺」，故不如宋代。宋元明三代經學家及著作簡表8：
項目

類
別

宋代

元代

經學家

1

易

132

195

209

316

183

216

2

書

55

67

94

118

77

82

3

詩

47

92

72

84

75

79

4

禮

75

110

136

210

75

105

5

樂

47

94

36

68

37

54

6

春
秋

154

231

144

215

100

120

7

孝

21

24

32

42

27

35

經學著作 經學家

明代

經學著作 經學家

經學著作

學，成為中國經學史上最不受重視的時代，尤以元代經學為甚。」參見楊晉龍：〈導言：元代經
學史的奠基與新猷〉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
20。又元儒對於經學發展的貢獻可以概括三個方面：「一、繼承宋學疑古和考證求實的學風。在
經傳注疏方面有所訂正，或拾遺補缺；對經傳的音韻、訓詁、名物、制度的考釋有所發明和補充。
二、會和理學中的朱學和陸學，主要是以朱學為本，吸取陸學中的『尊德行』
、
『內省』和『反求
本心』
，從而發展了程朱理學。三、求實精神尚未消亡，有的學者經過獨立研究後，提出了與程
朱學說不合的見解。」參見夏傳才：
〈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
《元代經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 135－136。
6
參見〔清〕江藩：
《國朝漢學師承記》
（北京：中華書局，1998）
，頁 5－6。
7
參見〔清〕皮錫瑞：
《經學歷史．經學積衰時代》（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283。
8
參見涂雲清：
《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其經學發展》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頁 517－518。
元代經學發展中的利弊：
（一）優勢面向－「學術開放」
、
「崇儒重道」
、
「廣設學校」
、
「儒學遠播」、
「刻書之盛」
、
「科舉程試」
。
（二）劣勢面向－「大蒙古帝國的思維」
、
「統治者對儒家傳統文化的
認識不足」、
「政策無法徹底落實」
、「士人地位的低落」
、「遲開科舉的影響」。元代經學的特點包
括「《四書》地位凌駕於《五經》之上」
、
「程朱一系經學成為經學主流」
、
「篤實不支的治學風氣」。
元代經學的歷史地位包括（一）
「經學積衰時代」論的再商榷；
（二）承前啟後的中堅時期－「遙
啟乾嘉考證之學」
、
「開古書輯佚之風」
、
「元儒對明清經學的影響」
、
「兼採漢學、宋學之長」
、
「明
修《五經》
、
《四書大全》對元代經學的繼承」
；
（三）元代經學的貢獻－「傳播程朱經說，使其流
佈全國，進而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學」
、
「補正發明程朱經說，使其更為精當，最終成為影響至今
的典範」
、
「蒐羅相關經說的文獻，匯於一書中，大有功於後學者」
。參見涂雲清：
《蒙元統治下的
士人及其經學發展》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頁 505－5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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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8

論
語

57

73

38

39

－

－

9

經
解

37

49

78

93

36

43

10

小
學

94

155

72

108

94

121

11

四
書

－

－

93

116

49

64

12

孟
子

－

－

18

25

－

－

依據涂雲清對元代經學家與經學著作所做的歸納與分類，我們可以知道元代的經
學家與經學著作並不比宋代或明代少，更何況元代的國祚不到百年。然而，元代
經學確實深受宋代經學的影響，尤其是朱子（1130－1200）之學，如元仁宗（1285
－1320）恢復科舉考試，
《元史．選舉志》
：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
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
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
百字以上，不拘格律。」9因此，元代官學包括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程頤《易
傳》、朱熹《周易本義》、蔡沉《書集傳》、朱熹《詩集傳》、鄭玄《禮記鄭箋》、
胡安國《春秋傳》。以元代的易學來說，若依據涂雲清歸納元代易學有 316 部，
有象數與義理，或兼而有之，不外乎歷代以來會有的經傳上的義理詮釋或象數上

9

參見〔明〕宋濂等：
《元史．選舉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頁 2018。
「經學史上所
稱道的元朝尊孔崇儒，定程朱之學為官方學術，是元王朝中後期仁宗、英宗、文宗三朝的事。在
這不到 20 年時間中確實曾經緊鑼密鼓地提倡儒學，實行了一些開明的措施，其要點有三：首先，
給予孔子的封號之高，超過歷代皇朝。其二，1315 年恢復唐宋以來的科舉取士制度，於 1315 年
正式開科，以後就形成制度化，沿襲到元末，共開科 16 次，總計錄取入仕者不過 1000 多人。其
三，仁宗恢復科舉制度的詔令說：
『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參見
夏傳才：
〈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
，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 125－126。又「遼、金、元三朝實行科舉制度，是一項意義極
為深遠的文教政策。首先，科舉制度的實行，為廣大漢族士人廣開仕宦之途，把他們按納到少數
民族政權中，加強了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擴大了統治基礎，對其政權在中原地
區的穩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科舉制的實行，為各級政權培養了一批具有文化素養的官
吏，通過儒學經典，吸取漢族歷史上的治國之道，這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多少增加了一些理性
色彩。第三，科舉制的實行，促進了北方少數民族成員研習儒學典籍，使儒家思想能夠迅速而廣
泛的傳播，這無疑推動了落後民族的發展和進步，有利於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了民族融合。
第四，從元代起，科舉考試明確規定用朱熹的《章句》
、《集注》
，這就使程朱理學在元朝正式成
為官方的學術。從此，理學確立了獨尊的正宗地位。」參見吳雁南等：
《中國經學史》
（福州：福
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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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筮法、圖書演繹，但仍以程朱易學為主。10元代保巴（？－1331）生逢其時，
當然也受程朱易學之影響，其易學著作包括《易源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
卷、
《繫辭》二卷（或說另有《周易尚占》三卷）
，統名《易體用》11。
《易體用敘》：
「夫《易》之為書，廣矣大矣」又曰「體而用之，無不在是」又曰「夫然則體之
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12四庫館臣曰「是
書原分三種，統名《易體用》
，本程子之說『即卦體以闡卦用』也。」程頤曰「體
13
用一源，顯微無間。」 又曰「寶巴說《易》
，并根柢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
14
京、焦讖緯之說。」 「體」與「用」二字，其在彖辭（部分有，如〈屯〉）與大
10

「元代《易》學專著可知者共 240 種，確有流傳者 57 種。」參見黃沛榮：
〈元代《易》學平議〉，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頁 162。元代解《易》的
方式有三：
「一為注解經文或傳文，闡釋其義理，而及於《易》例；一為闡明筮法、象數、圖書；
另有一類，則為雜論《易》學。」又「元代《易》學另有二大特色：一為闡釋朱子《易》學，一
為折衷程朱異同。」參見黃沛榮：
〈元代《易》學平議〉
，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
，頁 185－187。又「《四庫》所收元代解易著作有二十家，有解說程
朱義者，有闡發河洛之學和邵雍先後天易學者。但義理學派的著述，其對《周易》經傳的解釋，
除依程朱義外，在哲學和理論思維方面，很少建樹。而象數之學，通過對河洛圖式和邵雍的先後
天圖式的解釋，則頗多創新。」參見朱伯崑：
《易學哲學史（三）
》
（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
頁 12。又「元代易學承宋代易學之遺緒。雖象數義理圖書兼有，而尤重義理，義理中以程朱易
學為主流。象數次之，至於王弼易學及以史學解易，論禨祥，重占易者亦皆有之，此皆承宋代易
學而發展者也。雖獨創之功無，而紹述之功大。」參見徐芹庭：
《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下）》
（北京：中國書店，2008）
，頁 672。又「元明清三代，從易學總的發展趨勢上來說，是易學的
漸趨衰微時期。此期的易學發展概況一般可分為兩大階段：元代到清初，是以宋易為主的階段；
清中葉到清末，是漢易－樸學易階段。」又「元代時易學創建不多，大多數人在宋《易》的基礎
上，要麼繼續發揮『圖』
『書』
，要麼繼續談論『性』
『理』
。在元代，程朱理學成為官方主流學問，
易學也深受其影響。一派易著發揮了朱熹易學中的象數內容，折中義理和象數派的觀點。一派易
著實際上也是發揮了朱熹易學中的象數內容，強調恢復《易》的本旨，反對王弼派專主義理，認
為從卜筮上推究義理更為妥帖。」參見朱彥民：
〈以史觀易－易學史〉
，
《史學視野下的易學研究》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
，頁 28。又宋元明易學的特色：
「一、推易道以占驗世運。」
「二、收易道於心性存養。」
「三、借圖示以表達思想。」參見高懷民：
〈宋元明易學的興起及其
特色〉
，《宋元明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7－17。
11
「保巴，字公孟，號普庵。蒙古族（一說色目人），居於洛陽，籍貫未詳。約於元初任侍郎，
繼任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又遷太中大夫。大德十一年（1307）詔入東宮，甫正太子，敬敷
《易》道，是為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後立為仁宗）師，終於尚書右丞。至大四年（1331）春，
武宗崩，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參政王羆同以「變亂舊章，
流毒百姓」罪名被誅。其著有《易源奧義》一卷、
《周易原旨》六卷、
《繫辭》二卷、統名《易體
用》。一說另有《周易尚占》三卷，或佚，或本無此著。此外尚有《進太子牋》一篇。編入《四
庫全書》時，分為《易源奧義》一卷，將《繫辭》二卷併入《周易原旨》，遂成《周易原旨》八
卷。」參見〔元〕保巴，陳少彤點校：
《周易原旨》
（北京：中華書局，2009）
，頁 1。
（此書為本
文主要引用之專書，之後若再引用，則只列書名及頁數。）又參見陳少彤：
〈保巴生平、著作與
哲學思想〉，
《孔子研究》（山東：中國孔子基金會，1988），頁 105－112。又參見李秋麗：
〈論保
巴解《易》思想理路〉，
《周易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頁 90。其名一作保八或
寶巴，是因為音譯的關係。
12
參見〔元〕保巴，陳少彤點校：
《周易原旨》
（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17。此書為本文
主要引用之專書，之後若再引用，則只列書名及頁數。
13
參見〔宋〕程頤；王孝魚點校：
《易傳．序》
，《二程集》（下）
（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89。
14
「
【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
（內府藏本） 元寶巴撰。
（案寶巴舊本作「保八」
，今改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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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爻辭與小象辭之後會使用「君子體而用之」一詞來闡發箇中意蘊（ 〈乾〉
〈坤〉未有）
，如釋
〈屯〉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保巴詮解
曰「君子體而用之：故三代興封建之制，私其土，子其民，建侯而治不寧，此謂
亨屯之道也。『君子以經綸』者，用正也。『雷雨之動滿盈』者，用變也。『屯』
15
變作『解』，則難可解矣。『天造草昧』者，屯亂之世也。」 其認為建侯而治不
寧才是亨屯之道。又如釋
〈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小象曰：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保巴詮解曰「君子體而用之：盤
桓而未進也。苟或躁進，犯難必矣。故居貞守正，廣資其良佐，雖盤桓而未進，
其濟屯之志已行矣。可謂不行而至也。」16初九居屯難之始，宜謹慎守正，廣資
輔助，盤桓不進而非不進而是不想一味地躁進。又如釋
〈家人〉大象曰「風
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保巴詮解曰「君子體而用之：正家
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
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
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17從卦象論治家之道
在人身上當懂得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又如釋
〈家人〉
「初九，閑有家，悔
亡。」小象曰：
「閑有家」
，志未變也。」保巴詮解曰「君子體而用之：當防閑於
始，言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微欲變動而防閑之，則不傷恩失義，
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
。志變而後治之，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18講求治
家之道當一開始就懂得以規矩法度防範於未然。
就目前對於保巴與其易學相關的研究只有 4 篇期刊論文，其分別是李秋麗
〈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唐城〈保巴的哲學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
、陳少
彤〈保巴生平、著作與哲學思想〉
、陳少彤〈關於《易源奧義》一書的哲學思想〉。
寶巴字普庵，色目人，居於洛陽。是書前有《進太子牋》，結銜稱「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
。又有任士林序，稱「貳卿寶公」
，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牋末不題年月，黃虞稷《千頃
堂書目》稱：舊有方回、牟巘二序。案回、巘皆宋末舊人，則寶巴為元初人矣。是書原分三種，
統名《易體用》
，本程子之說「即卦體以闡卦用」也。朱彝尊《經義考》載：
「《易原奧義》一卷，
存。《周易原旨》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陳繼儒《彙秘笈》中，有《周易尚占》
三卷，書名與卷數并符。書前又有「大德丁未寶巴序」
，人名亦合。然序稱為「瑩蟾子李清庵撰」，
不云寶巴自作。其書乃用錢代蓍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
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寶巴佚書其名偶合。
明人喜作偽本，遂撰寶巴序文以影附之，不知寶巴說《易》，并根柢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
京、焦讖緯之說，其肯以此書當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別存目於「術數類」中，而寶巴原書則
仍以所存二種著錄，庶闕而真，猶勝於全而偽焉。」參見〔清〕永瑢等：
《四庫全書總目》
（臺北：
漢京文化事業，2001）
，頁 30－31。
「是書體例於經文間加小字，以明卦爻之義；又於卦爻下言其
理，以明君子體而用之之道。」又「夫總觀全書，保巴氏已能合漢象宋理以釋《易》
，
《四庫提要》
稱其「根柢宋儒，闡發義理」，尚不足以明其要。」參見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6），頁 260－263。
15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0。
16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1。
1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15。
18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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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秋麗在〈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一文中認為「保巴作為元代易學家代表
之一，在認同程朱易學前提下，以『照著講』兼『接著講』的形式，對《周易》
經傳所內蘊的符號、意義世界進行了一定詮釋。通過研究發現，在這種創造性不
足的形式下，其易學還有著『自己講』的創造性詮釋的內容，他的以『心』為根
基解讀聖人作《易》、四聖《易》道與《易》之符號、意義世界的思想，充分體
現了聖人的潔淨精微之心在建構《周易》符號、意義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周易》
符號、意義世界洗心、養心的重要功能。按照其『以心會心』的思想，我們只有
能夠契會聖人之心，才能更好地理會《周易》符號、意義世界；也只有理會《周
易》符號、意義世界，才能更好地契會聖人之心。」19又如唐城在〈保巴的哲學
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一文中認為「保巴是元代理學正傳以外有影響的蒙古族
哲學家、思想家，其天道觀、心性論直承兩宋，又有所發揮，為理學的傳播和復
興，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從保巴的哲學視角出發，我們可以透視到：元代理學為
了適應其自身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發展，為理學的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活
20
力，在中國理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保巴「
《周易原旨》一書，並不著重探討《周易》的『原旨』
，而是通過注釋，
21
闡述自己對儒家哲學的理解和倫理、政治思想的抱負。」 《周易原旨》一書中
絕大多數都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但卻有少數的其他思想，故本篇論文主要在保
巴《周易原旨》中探討其以道家思想解《易》的表現，然而以道家思想解《易》
者，早在〔魏〕王弼（226－249）掃象數以義理解《易》時，已有這樣的表現了，
如
〈隨〉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王弼注：「澤中有
雷，動說之象也。物皆說隨，可以无為，不勞明鑒。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22又
如 〈離〉九三爻辭「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王弼注：
「嗟，
憂歎之辭也。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
之於人，養志无為，則至于耋老有嗟，凶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19

參見李秋麗：〈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周易研究》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頁
90－96。
20
參見唐城：
〈保巴的哲學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
，
《集美大學學報》
（廈門：集美大學出版社，
2008），頁 20－24。
21
參見唐城：
〈保巴的哲學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
，
《集美大學學報》
（廈門：集美大學出版社，
2008），頁 21。又「保巴易學自然也是在認同程朱以義理解《易》的路向下，多以『照著講』兼
『接著講』的方式，詮釋《周易》經傳所富涵的聖人生命智慧和人文價值理想。」參見李秋麗：
〈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周易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頁 91。又「保巴
對古代《易》學思想的發展，有其獨特貢獻，提出過一些新穎見解。他發展《周易》太極學說，
沿襲宋代理學家思路，熱衷探討宇宙本體論，制訂具有獨創性的宇宙發展圖式。認為萬物的發展，
總是由簡而繁，不斷豐富，好比一株大樹，先有根，再生幹，然後枝繁葉茂。
《易》學思想的發
展，亦復如是。看似千姿百態，究其始，亦先有根而後有幹、支。在保巴看來，《易》學之根為
先天，即《河圖》；於是中天，即八卦；其支為後天，即《洛書》。保巴所說的先天《河圖》，實
指太極。他認為太極乃萬化之根本，天地萬物無不由太極衍化而來。」參見蕭萐父、唐明邦：
《周
易原旨．序》
（北京：中華書局，2009）
，頁 2。
22
參見〔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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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23其中都有提到「無為」二字。
總計保巴《周易原旨》引用道家思想解《易》者有 34 處，分別是引用《老
子》21 處、
《關尹子》1 處、
《列子》5 處、
《莊子》7 處，其中引用詮解爻辭的有
20 處最多，其次是引用詮解《大象》的有 9 處，再次引用詮解卦辭的有 2 處，
引用詮解《繫辭傳》亦有 2 處，最後是引用詮解《彖》辭的有 1 處。

貳、保巴以道家解《易》之簡表
（一）以《老子》解《易》之簡表
項次

註解《周易》處

引用《老子》

1.

〈乾〉《彖》

〈第 16 章〉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2.

〈蒙〉卦辭

〈第 25 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3.

〈蒙〉大象

〈第 15 章〉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第 39 章〉
：「天得一以清。」
〈第 45 章〉
：「清靜為天下正。」
〈第 37 章〉
：「萬物將自化。」
〈第 57 章〉
：「我無為而民自化。」

4.

〈需〉初九爻辭

〈第 1 章〉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第 3 章〉
：「常使民無知、無欲。」
〈第 34 章〉
：「常無欲。」
〈第 37 章》
：「夫亦將無欲。」
〈第 57 章〉
：「我無欲而民自樸。」

5.

〈訟〉初六爻辭

〈第 36 章〉
：「柔弱勝剛強。」
〈第 78 章〉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6.

〈訟〉九四爻辭

〈第 3 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第 8 章〉
：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
故無尤。」
〈第 22 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第 66 章〉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第 68 章〉
：「是謂不爭之德。」
〈第 73 章〉
：「不爭而善勝。」
〈第 81 章〉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7.

〈師〉九二爻辭

〈第 2 章〉
：「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23

參見《周易正義》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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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為而不恃。」
〈第 51 章〉
：「為而不恃。」
〈第 77 章〉
：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8.

〈師〉六四爻辭

〈第 31 章〉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9.

〈比〉大象

〈第 65 章〉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
乃至大順。」

10.

〈履〉上九爻辭

〈第 2 章〉
：「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 77 章〉
：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11.

〈謙〉六二爻辭

〈第 2 章〉
：「故有無相生。」
〈第 40 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12.

〈豫〉六二爻辭

〈第 37 章〉
：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定。」

13.

〈蠱〉卦辭

〈第 42 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

14.

〈恒〉九三爻辭

〈第 28 章〉
：「常德不離」、「常德不忒」、「常德乃
足」。

15.

〈大壯〉大象

〈第 33 章〉
：「自勝者強。」

16.

〈大壯〉六五爻辭 〈第 36 章〉
：「柔弱勝剛強。」
〈第 78 章〉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17.

〈益〉初九爻辭

〈第 2 章〉
：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 34 章〉
：「功成不名有。」
〈第 77 章〉
：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18.

〈益〉六三爻辭

〈第 2 章〉
：「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 10 章〉
：「為而不恃。」
〈第 34 章〉
：「功成不名有。」
〈第 51 章〉
：「為而不恃。」
〈第 77 章〉
：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19.

〈艮〉六四爻辭

〈第 1 章〉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第 3 章〉
：「常使民無知、無欲。」
〈第 34 章〉
：「常無欲。」
〈第 37 章》
：「夫亦將無欲。」
〈第 57 章〉
：「我無欲而民自樸。」

20.

〈旅〉上九爻辭

〈第 11 章〉
：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21.

《繫辭傳下》

〈第 16 章〉
：「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

（二）以《關尹子》解《易》之簡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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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

註解《周易》處
〈旅〉上九爻辭

引用《關尹子》
〈一宇〉
：「道無人」。

（三）以《列子》解《易》
項次

註解《周易》處

引用《列子》

1.

〈蒙〉大象

〈天瑞第一〉：「自生自化。」

2.

〈比〉大象

〈天瑞第一〉：「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3.

〈大有〉九三爻辭 〈仲尼第四〉：「知而忘情。」

4.

〈離〉九三爻辭

〈力命第六〉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當死
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5.

〈咸〉大象

〈仲尼第四〉
：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
所能得近。」

（四）以《莊子》解《易》
項次

註解《周易》處

引用《莊子》

1.

〈蒙〉大象

〈秋水〉
：
「夫固將自化。」
〈在宥〉
：
「汝徒處無為，
而物自化。」〈則陽〉：「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

2.

〈比〉大象

〈天地〉
：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
大順。」

3.

：
「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大有〉九三爻辭 〈天運〉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4.

〈謙〉六二爻辭

〈齊物論〉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
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5.

〈離〉九三爻辭

〈至樂〉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秋水〉
：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6.

〈咸〉大象

〈齊物論〉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天地〉：「無心得而鬼神服。」

7.

〈繫辭傳上〉

〈齊物論〉
：
「道通為一」
、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
一」
、
「唯達者知通為一」
、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
〈刻意〉
：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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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達生〉
：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
綜觀上列簡表，保巴《周易原旨》引用《老子》21 處、
《關尹子》1 處、
《列
子》5 處、
《莊子》7 處，其中引用詮解爻辭的有 20 處最多，其次是引用詮解《大
象》的有 9 處，再次引用詮解卦辭的有 2 處，引用詮解《繫辭傳》亦有 2 處，最
後是引用詮解《彖》辭的有 1 處，總計保巴《周易原旨》引用道家解《易》者有
34 處，其中以分布在《周易》上經 12 卦（
〈乾〉
、
〈蒙〉
、
〈需〉
、
〈訟〉
、
〈師〉
、
〈比〉、
〈履〉
、
〈謙〉
、
〈豫〉
、
〈蠱〉
、
〈大有〉
、
〈離〉）的部分為最多，而下經 5 卦（〈恒〉、
〈大壯〉、〈益〉、〈艮〉、〈旅〉）。

參、以《老子》（
《道德經》
）
、《關尹子》
（《文始真經》
）解《易》
（一）
曰：

〈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解

利者，宜也；貞者，正固也，即歸根復命矣。將元之所以通，亨之和氣利
割得宜者，東方青氣，西方白氣，南方赤氣，北方黒氣，中央黄氣，故曰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即謂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利而復貞，貞
復起元，是以「見羣龍无首，吉」。无端倪耳。24
保巴在此以《老子．第 16 章》
：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25以釋「乃利貞」之「貞」，
「貞者，正固也，即歸根復命矣」，回到一切存在的本性根源，就是虛靜，也是
復命。又如釋《繫辭傳下》
：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保巴曰：「凡天下之道，大之為天地
日月，微之為走飛草木，皆要歸根復命，貞下起元。」26
（二）
〈蒙〉卦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其解曰「不告之告，即謂『天何言』？蓋謂天道自然，使萬
物各得其宜者，利也。元氣伏藏者，貞也。」27保巴言「不告」即「天道自然」

24

參見《周易原旨》
，頁 3。
《老子．第 16 章》
：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92），頁 36。
26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43－244。
2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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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老子．第 25 章》
：「道法自然」。28
（三）
〈蒙〉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其解曰「『山下
出泉，蒙』
，静而清也。
「君子以果行育徳」者，我爲山也，彼爲泉也。以我果行
而不動，令彼養德而自化也。」29保巴認為「山下出泉」
，泉水靜而清，如《老子．
30
第 45 章》
：「清靜為天下正」 。至於「養德而自化」，培養道德後必自變化，則
如《老子．第 37 章》
：「萬物將自化」31、《老子．第 57 章》
：「我無為而民自化」
32
33
；又如《莊子．秋水》
「夫固將自化」 、
《莊子．在宥》
「而物自化」34、
《莊子．
35
則陽》少知曰：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 ；又如《列子．天瑞第一》
：
「自生自化」
28

《老子．第 25 章》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參見〔魏〕王弼、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65。
29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4。
30
《老子．第 45 章》
：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
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
北：華正書局，1992），頁 123。
31
《老子．第 37 章》
：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
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91。
32
《老子．第 57 章》
：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
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參見〔魏〕王弼、樓
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50。
33
《莊子．秋水》河伯曰：
「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
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
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
將自化。」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585。
34
《莊子．在宥》「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
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
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
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
「然則吾奈何？」鴻蒙曰：
「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
「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
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
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390。
35
《莊子．則陽》
「少知曰：
「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
「陰陽相照
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
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
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遍於其理﹖」大公
調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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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需〉爻辭曰「初九，需于郊，利用恆，無咎。」小象曰：
「需于郊，
（四）
不犯難行也。利用恆無咎，未失常也。」其解曰「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安分自守，
澹然無欲，是得恒也。」37如《老子．第 5 章》
：
「不如守中」38、
《老子．第 9 章》：
39
40
「莫之能守」 、
《老子．第 16 章》
：
「致虛極、守靜篤」 、
《老子．第 28 章》
：
「知
41
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 、
《老子．第 32 章》
：
「侯王若能守之，
42
萬物將自賓」 、《老子．第 37 章》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43、《老子．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
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
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
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參見〔清〕郭慶
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916。
36
《列子．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之，猶眾庶也。國不
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
言乎？」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其言曰：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
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
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
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參見〔春秋〕列禦寇撰、
〔晉〕張湛注：
《列子》
（北京：
中華書局，1985），頁 2。
3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7。
38
《老子．第 5 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
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14。
39
《老子．第 9 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
華正書局，1992），頁 21。
40
《老子．第 16 章》
：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92），頁 35。
41
《老子．第 28 章》
：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
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參見〔魏〕王弼、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74。
42
《老子．第 32 章》
：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
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92），頁 81。
43
《老子．第 37 章》
：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
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9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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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章》
：
「守柔曰強」44、
《老子．第 67 章》
：
「以守則固」45。至於「澹然無欲」，
則如《老子．第 1 章》
：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46、
《老子．第 3 章》
：
「常使民無知、
47
48
無欲」 、
《老子．第 34 章》
：
「常無欲，可名於小」 、
《老子．第 37 章》
：
「無名
49
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第 57 章》
：「我無欲而
民自樸」50。另外 〈需〉爻辭曰「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小象曰「需
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其解曰「君子體而用之：當以寬裕自
守，終得其吉也。」51又如
〈豫〉爻辭曰「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其釋曰：「互體見艮，艮為小石。衆從九四，惟六二上无應援，以中正自守其梗
介也。介者，至静、至大之謂也。石謂至堅、至重也。静則無欲，堅則不動也。」
52
又如
〈艮〉六四爻辭曰「六四，艮其身，無咎。」小象曰：「艮其身，止諸
躬也。」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身舉全體而言，耳、目、鼻、口、四肢皆在矣。能艮其身，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凡可以為心
害者皆絶矣。葢身一於心耳。一於心者，無欲之謂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44

《老子．第 52 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
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為習常。」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
華正書局，1992），頁 140。
45
《老子．第 67 章》
：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71。
46
《老子．第 1 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參
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1。
47
《老子．第 3 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
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8。
48
《老子．第 34 章》
：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
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86。
49
《老子．第 37 章》
：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
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91。
50
《老子．第 57 章》
：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
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參見〔魏〕王弼、樓
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50。
51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7。
52
參見《周易原旨》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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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明通公溥，聖矣哉！53
無欲的心能艮止全身。
（五）
〈訟〉爻辭曰「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小象曰：「不永
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其解曰「君子體而用之：循理而柔
待，故能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其辨明矣。」54初六以陰居陽又處最下，有退而
不與人爭訟之象，故能終吉。保巴以《老子．第 36 章》
：「柔弱勝剛強」55、《老
子．第 78 章》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56以釋之。又如
〈大壯〉六五爻辭曰
「喪羊于易，無悔。」小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故謂「喪羊于易」之義，蓋謂六五處位不當，以柔居尊，
欲治羣陽，必以和易之道制之。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故曰「柔能勝剛，
弱能勝强」。57
〈大壯〉六五以陰居陽，剛而能柔以統御以下四陽，遂如《老子．第 36 章》
：
「柔
弱勝剛強」、《老子．第 78 章》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又如〈訟〉爻辭曰「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其解曰「陽剛不
中，好訟者也。正應在初，
「不永所事」
。六三在下，守素不爭。又上近九五剛中
之君，其可與之敵乎？「不克訟」也。」58〈訟〉爻辭曰「六三，食舊德，貞厲，
終吉。或從王事，無成。」六三與上九相應，但卻能「食舊德」，安分守己，退
而不爭，故能與初六一樣「終吉」
。
《老子．第 3 章》
：
「不尚賢，使民不爭」59、
《老
60
子．第 8 章》
：「夫唯不爭，故無尤」 、《老子．第 22 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

53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68。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0。
55
《老子．第 36 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參見〔魏〕
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89。
56
《老子．第 78 章》
：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
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正言若反。」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88。
5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06。
58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1。
59
《老子．第 3 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
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8。
60
《老子．第 8 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
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參見〔魏〕王弼、樓
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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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能與之爭」61、
《老子．第 66 章》
：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62、
《老子．
63
64
第 68 章》
：
「是謂不爭之德」 、
《老子．第 73 章》
：
「不爭而善勝」 、
《老子．第
65
81 章》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
（六）
〈師〉爻辭曰「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小象曰：
「在
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其解曰「君子體而用之：出師以剛
中之道勝之，雖承天寵，懷服萬邦，亦當以恩禮處之。功成而不有，爲而不恃，
惟義而已。」66九二以剛居中又應六五，功成不居，為君王多次賜命，可見其為
君王之所信賴。此如《老子．第 2 章》
：
「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67、
《老子．第
68
69
10 章》
：
「為而不恃」 、
《老子．第 34 章》
：
「功成不名有」 、
《老子．第 51 章》：
70
「為而不恃」 、《老子．第 77 章》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71。
61

《老子．第 22 章》
：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
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
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56。
62
《老子．第 66 章》
：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
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
局，1992），頁 170。
63
《老子．第 68 章》
：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
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
北：華正書局，1992），頁 172。
64
《老子．第 73 章》
：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
而不失。」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182。
65
《老子．第 81 章》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
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參見
〔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92。
66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3。
67
《老子．第 2 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
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參見〔魏〕王弼、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6。
68
《老子．第 10 章》
：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
局，1992），頁 24。
69
《老子．第 34 章》
：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
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86。
70
《老子．第 51 章》
：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
華正書局，1992），頁 137。
71
《老子．第 77 章》
：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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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履〉爻辭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小象曰：「元吉在
上，大有慶也。」其釋曰：「君子體而用之：履高而不處，功成而不居。退身避
位，復於而考校履之初九，「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大善之吉也。」72上
九來到物極必反的位置，但卻能元吉，是其能與唯一六三相應，凡事小心謹慎，
「履高而不處，功成而不居」。
又如
〈益〉初九爻辭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小象曰：
「元吉無
咎，下不厚事也。」其釋曰：
初九為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
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
下者不能有為，必待在上者應從之，而後可輔弼於上，大益天下之事，故
曰「利用為大作」也。73
又
君子體而用之：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即重大之事也。居下者，處
74
重大之事，功成而不恃其有，是以大吉而无咎也。
又如
〈益〉六三爻辭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小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其釋曰：
三以上應，故有孚。三、四為全卦之中，故中行。雖能致身救民之吉，必
以中道而行。功成而不可有，為而不可恃，常以敬念於君，盡孚誠逹於上，
故「告公用圭」，所以申信也。75
初九與六四相應，六三與上九相應，「居下當禀承於上，乃專任其事者。……。
若平時專任，其不可也。」76
（七）
〈師〉爻辭曰「六四，師左次，無咎。」小象曰：「左次無咎，未失
常也。」其釋曰「左主退，右主進，《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77六
四當位，但卻無應，故只能退處而不能前進，其引《老子．第 31 章》
：「吉事尚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187。
72
參見《周易原旨》
，頁 33。
73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31。
74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31。
75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32。
76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32。
7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3。
17

217

陳韋銓

左，凶事尚右」78以說明六四此時的退處是吉事。
（八）

〈比〉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一陽居五而衆陰從之，一人建極而天下附之，比之象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徳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
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逺乎哉？術豈多乎哉？比之吉者也。比
者，即陰輔陽也，下順上也。所以然者，以剛中也。剛中者，皇建其有極
也。先王有燕饗、有聘問、有巡守，述職親諸侯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此比之義也。79

〈比〉以九五一陽為眾陰所親比，
「陰輔陽」、
「下順上」，君王能聖德修業則
萬民也將能有所化育。當中的「大順」與「大化」則分別來自《老子．第 65 章》：
80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又《莊子．天地》：「其合緡
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81又《列子．天瑞第一》
：
「人自生至終，
82
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九） 〈謙〉六二爻辭曰「鳴謙，貞吉。」小象曰：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其釋曰：
鳴謙、撝謙，當從勞謙之例，釋之勞謙。夫子曰「勞而不伐」，謂勞而能
謙也。若然勞而能謙，有若無也。鳴而能謙，辯若訥也。撝而能謙，勇若
78

《老子．第 31 章》
：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
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
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
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80。
79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5。
80
《老子．第 65 章》
：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
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92），頁 168。
81
《莊子．天地》：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
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
，頁 424。
82
《列子．天瑞第一》：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
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參見〔戰國〕列禦寇撰、
〔晉〕張湛注：
《列子》
（北京：
中華書局，198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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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也。故皆吉。又以柔順之徳，行中正之道，謙之至也。謙徳昭著，聲聞
于外，是謂鳴謙。83
此處談論到
〈謙〉九三爻辭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勤勞或有功勞而能
謙虛，有功似無功。
《老子．第 2 章》
：
「有無相生」84、
《老子．第 40 章》
：
「天下
85
86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又如《莊子．齊物論》
：
「是以無有為有」 、
《莊子．
齊物論》：「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87
。
（十）
曰：

〈蠱〉卦辭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釋

先甲者，始終无首尾者也。三者，乾卦也。此三畫純一不雜，倒正不變，
天地之大本，數之變也。所謂一生二，二生萬物者，奇生耦也。二此者，
地天泰耳。天地交而萬物成也。制事之道，當以效天法地。消長生意，循
環無窮，自强不息矣。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88
〈蠱〉初六（首、始）與上九（尾、終）互調則為
〈泰〉
，下卦為三畫卦
的〈乾〉
。天地交泰，萬物亨通。保巴曰「一生二，二生萬物者，奇生耦也」
，所
謂的一是為太極，二即為〈泰〉之上卦
〈坤〉（陰）與下卦
〈乾〉（陽）。
83

參見《周易原旨》
，頁 46。
《老子．第 2 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
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參見〔魏〕王弼、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6。
85
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110。
86
《莊子．齊物論》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
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
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56。
87
《莊子．齊物論》
：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
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參見〔清〕郭慶藩
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79。
88
參見《周易原旨》
，頁 5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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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化用《老子．第 42 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89
（十一）
〈恒〉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小象曰：「不
恒其德，無所容也。」其釋曰「三爻陽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
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且以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故德不常。」
又曰「君子體而用之：人無常德，無所容其身矣。」90所以人要恒常其德，故《老
子．第 28 章》
：「常德不離」、「常德不忒」、「常德乃足」91。
（十二）

〈大壯〉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
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
而不流」
，
「中立而不倚」
，皆曰「强哉矯」
。赴湯火，蹈白刄，武夫之勇可
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
弗履」。92
君子之大壯者，當能做到「克己復禮」
，因其能「自勝」
，遂引《老子．第 33 章》：
93
「自勝者強」 以釋之。
（十三）
〈旅〉上九爻辭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小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其釋曰：
離以陰爻為主，故坤象。坤為牛，即順也。以順則輕易而為，必喪道于易
矣，故凶。牛即道之異名也。關尹子曰：「道無人」者，道即人也，人即
道也，皆為强名矣。即與《道徳經》云謂「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

89

《老子．第 42 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
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
華正書局，1992），頁 117。
90
參見《周易原旨》
，頁 99。
91
《老子．第 28 章》
：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
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參見〔魏〕王弼、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
，頁 74。
92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04。
93
《老子．第 33 章》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
局，1992），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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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同意。94
行旅重在柔順中正，上九以陽居陰又為最高，所在之上卦為
〈離〉
，
〈離〉卦
辭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為火、為牛、為順，故保巴認為「牛
即道之異名也」
，
「以順則輕易而為，必喪道于易」
。
〈離〉以柔中為主，如《老子．
95
第 11 章》
：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車轂中空虛無，才能受物（三
十輻）
，而且車子也才能因此而行走，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藉物以形
96
容之。又其中亦引用關尹子曰：「道無人」 ， 宇宙大道無私心，無得失，無你
我他之相，無人我與物我之分別，人就是道，道就是人。依此釋「牛即道之異名
也」。

肆、以《列子》（
《沖虛真經》）、
《莊子》
（《南華真經》
）解《易》
（一）
〈大有〉九三爻辭曰「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小象曰：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為臣子者，有功歸君，
有過歸己，何况富有之利祿乎！忘情忘我故也。小人反是，即為害矣。」97〈大
有〉六五統攝五陽，九三當位與上九不應，若能「忘情忘我」
，當懂得推功諉過，
才能「公用亨于天子」
。其引《列子．仲尼第四》
：
「知而忘情」98與《莊子．天運》：
「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及「使天下兼忘我難」99，借「忘情」、「忘我」二
詞彙以釋之。
94

參見《周易原旨》
，頁 184。
《老子．第 11 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參見〔魏〕王弼、樓宇烈校
釋：《王弼集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2），頁 26。
96
關尹子曰：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
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參見〔春秋〕關尹子、
〔宋〕陳顯微述：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4。
97
參見《周易原旨》
，頁 44。
98
《列子．仲尼第四》：
「關尹喜曰：
「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
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
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參見
〔戰國〕列御寇、〔晉〕張湛注：
《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58。
99
《莊子．天運》
：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
「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
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
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497－49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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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離〉九三爻辭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小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其釋曰：
前明已盡，後明未繼，如日將沈沒之象也，故曰「日昃之離」耳。蓋謂明
達之士，知其常理，纔見前明將盡，後明必當繼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
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鼓缶而歌，樂其常矣。缶者，常用之器也。100
又

君子體而用之：聖人以此警撥後學。譬謂日盈則昃，月盈則虧。日月尚爾，
况於人乎？况於天下乎？治亂興衰，存亡得喪，皆理之常也。知命者，視
死如歸，順理為樂。前明雖盡，後明繼之，何足以為凶！《繫辭》所謂「樂
101

天知命，故不憂」。莊子鼓盆而歌，孔子曳杖於兩楹之間，皆此義耳。

〈離〉九三當位，居下卦之終，光明將終，此時如「日昃之離」。人生的際遇有
高有低，
「治亂興衰，存亡得喪，皆理之常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宜順勢而為，順理則樂，
「樂天知命，故不憂」
，順應人生的變化，不以物喜，不
102
以己悲，如莊子鼓盆而歌 ，樂其常矣。
保巴曰「知命者，視死如歸，順理為樂。」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103《周易．繫辭傳上》：「樂天知命，故不憂。」《列子．力命第六》：「怨
夭折者，不知命者也。」又曰「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104《左傳．

100

參見《周易原旨》
，頁 91。
參見《周易原旨》
，頁 92。
102
《莊子．至樂》
：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
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
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
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
局，1997），頁 614。
103
參見〔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
《論語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08。又
子曰：
「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孔子曰：「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
季氏》
。
104
《列子．力命第六》：
「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
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
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
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
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
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參見〔戰國〕
列御寇、
〔晉〕張湛注：《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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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 13 年》
：「君子曰：知命。」105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106
《荀子．非十二子》
：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
107
命者也，箸是者也。」 《荀子．至樂》
：
「知命者不怨天」108。至於「視死如歸」，
則如《莊子．秋水》
：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109《管子．小
匡》
：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110，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
「三
111
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
（三）

〈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其釋曰：

君子體而用之：凡受於人者，當以虛其中而受之，則能入矣。虛中者，無
我也。無我者，無心也。無心感物者，咸感也。咸感者，中無私主，所感
無不應矣。112
105

《左傳．文公 13 年》
：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
「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
「苟利於民，
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
「命可長也，君何弗
為？」邾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
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參見〔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正義：
《左傳正義》
（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0），頁 626－628。
106
《孟子．盡心上》
：
「孟子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參見〔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13。
107
《荀子．非十二子》：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
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
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參見〔唐〕楊倞注、
〔清〕王先謙集解：
《荀
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6），頁 63－64。
108
《荀子．榮辱》：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參見〔唐〕楊
倞注、
〔清〕王先謙集解：
《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6），頁 36。
109
《莊子．秋水》
：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惙。子路入見，曰：
「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
「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
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
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
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
華正書局，1997），頁 596。
110
《管子．小匡》：
「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
「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
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
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
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
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
「善。」
參見〔唐〕尹知章注、
〔清〕戴望校正：
《管子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66），頁 129。
111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
「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
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
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
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
此。」參見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470－471。
112
參見《周易原旨》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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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之所以能相互感通在於能彼此不自有實，虛懷若谷（無我、無心），當能
容納別人或外物。《莊子．齊物論》：「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113能無我、無
心才能齊物。
《列子．仲尼第四》
：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114
《莊子．天地》：「無心得而鬼神服」115。
（四）〈繫辭傳上〉：「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釋曰：
君子平常之時，未筮之先，則觀其所畫之象，而玩其所繫之辭。暨其將有
為也，既筮之後，則觀其所變之爻，而玩其所值之占。吉則行之，凶則舍
之，動静之間，與天為一，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論象、辭、
116

變、占也。
113

《莊子．齊物論》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
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
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
，頁 55－56。又《管
子．揆度》
：
「桓公問於管子曰：
「請問大准？」管子對曰：
「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
大准。」桓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
「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
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
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
貧者重貧，富者重貧，大准之數也。」桓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
「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
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
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
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巿於三分之閒，
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參見〔唐〕尹
知章注、
〔清〕戴望校正：
《管子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66），頁 385。
114
《列子．仲尼第四》
：
「關尹喜曰：
「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
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
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參見
〔戰國〕列御寇、〔晉〕張湛注：
《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58。
115
《莊子．天地》：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
服。」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
，頁 404。
116
參見《周易原旨》
，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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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元代保巴以道家解《易》之特色

「動静之間，與天為一」
，
《莊子．達生》
：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117又《莊
子．齊物論》
：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18又《莊子．齊物論》
：
「道
119
通為一」
、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 《莊子．刻意》：
「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120

伍、結論
對於元代經學，歷來各有不同的正負評價，但本文則給予正面的評價，雖大
都紹述宋代經學，而且以程朱經學為主，但其能以不到百年的國祚，發展出的經
學家與經學著作的數量大都比宋明兩代有所超越，可謂蔚然可觀。對於元代經學
目前尚有許多值得研究探索之處。保巴易學以程頤易學為宗，以體用為其主要的
論點，其解《易》的方式仍是歷來傳統儒家思想對經傳的義理詮釋，其以儒家之
外的其他思想解《易》仍是少數，如以道家思想解《易》的表現，在王弼時已有
如此的特色了（老莊易）
，保巴以道家思想解《易》
，只不過是王弼之後的再表現，
所以保巴以道家思想解《易》
，談不上是「特色」
，若真的要說有突出的部分，那
就是保巴引用道家的部分比王弼多，而且還多引用了《關尹子》與《列子》。因
此，對於保巴的易學，本文是肯定其在紹述羽翼程朱易學上的貢獻（照著講或接
著講），至於其易學有何特色？本文覺得就只是一般的表現而已，而未有任何的
特別創新之見解。本文探討的主題是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對於保巴《周易原旨》
117

《莊子．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
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
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
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
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630－632。
118
《莊子．齊物論》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
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無適焉，因是已。」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97）
，頁 79。
119
《莊子．齊物論》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
西施，恢詭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
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
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
「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
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
北：華正書局，1997），頁 70。
120
《莊子．刻意》：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
有之曰：
「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參見〔清〕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97），頁 54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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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道家思想解《易》的表現，有以下之成果，引用《老子》21 處、
《關尹子》
1 處、
《列子》5 處、
《莊子》7 處，其中引用詮解爻辭的有 20 處最多，其次是引
用詮解《大象》的有 9 處，再次引用詮解卦辭的有 2 處，引用詮解《繫辭傳》亦
有 2 處，最後是引用詮解《彖》辭的有 1 處，總計保巴《周易原旨》引用道家解
《易》者有 34 處，其中以分布在《周易》上經 12 卦（〈乾〉
、
〈蒙〉
、
〈需〉
、
〈訟〉、
〈師〉、〈比〉、〈履〉、〈謙〉、〈豫〉、〈蠱〉、〈大有〉、〈離〉）的部分為最多，而下
經 5 卦（
〈恒〉、〈大壯〉、〈益〉、〈艮〉、〈旅〉）。本文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提供保
巴在經學史、易學史以及其易學表現上的貢獻。

參考書目
一、古代典籍
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2.〔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
（臺北：世界書局，1966）
。
3.〔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
（臺北：世界書局，1966）
。
4.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5.〔宋〕程頤，王孝魚點校：《易傳．序》，《二程集》（下）（北京：中華書局，
1981）
。
6.〔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1983）。
7.〔春秋〕關尹子、〔宋〕陳顯微述：《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
8.〔戰國〕列禦寇撰、〔晉〕張湛注：《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1985）
。
9.〔明〕宋濂等：《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魏〕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
。
11.〔明〕張溥增刊：《元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2.〔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
。
13.〔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
。
14.〔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高雄：高雄復文書局，2000）。
15.〔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6.〔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
《論語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7.〔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正義：
《左傳正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18.〔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
《孟子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9.〔元〕保巴，陳少彤點校：《周易原旨》（北京：中華書局，2009）
。
二、現代專書
1.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1966）。
2.楊伯峻：《列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79）
。

226

試析元代保巴以道家解《易》之特色

3.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三）》（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
。
4.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5.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
2000）。
6.吳雁南等：《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7.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8.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9.徐芹庭：《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下）》（北京：中國書店，2008）
。
10.涂雲清：《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其經學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
11.朱彥民：《史學視野下的易學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
。
三、期刊論文
1.李秋麗：〈論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周易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1）
，頁 90－96。
2.唐城：
〈保巴的哲學思想與元代理學的發展〉
，
《集美大學學報》
（廈門：集美大
學出版社，2008）
，頁 20－24。
3.梁韋弦：
〈宋易在元代的發展〉
，
《周易研究》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頁－。
4.陳少彤：
〈保巴生平、著作與哲學思想〉
，
《孔子研究》
（山東：中國孔子基金會，
1988）
，頁 105－112。
5.陳少彤：
〈關於《易源奧義》一書的哲學思想〉
，
《哲學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1981）
，頁 69－73。
四、網路資源
1.《寒泉》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2.《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3.《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4.《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cnki.sris.com.tw/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D
5.《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

27

227

陳韋銓

228

2018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2018 年 11 月 9~10 日 頁 229~240

儒釋道三教論孝
沈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

摘要
儒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三大主流，對孝極端重視，只是其內涵繁簡不一，優劣各別。儒
道都有敬天祀祖的美德，印土沒有。儒家對孝的闡述最為完備，《孝經》及《論語》有許多
啟示，對於養生送死，交待的清清楚楚，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事父母能竭
其力」「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生事
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其神而祭之，諂也。」「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孝經》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以「好私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為不孝。道教闡揚孝道，不遺餘力，批判迂儒的「愚忠愚孝」及「守喪三
年」「廬墓終身」為執喪過禮，認為超度薦拔祖先，脫離苦海，是報孝的第一要務，也是學
道修仙者不可忽視的課題。印度沒有孝親觀念，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求生存，入境隨俗，
吸收了儒道傳統孝思，才開始偽造了《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佛說盂蘭盆經》等倡導孝道。
關鍵詞：《孝經》、《論語》、《報恩經》、 淨明忠孝道 、《父母恩難報經》、《盂蘭盆
經》

229

沈武義

壹、 前言
儒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流，在中華傳統文化當中佔有重要地位。其宗教與文化
已深入國人的心坎，影響至鉅。佛道是宗教，但儒家是否為宗教?學者專家意見不一，有人
主張儒家非宗教，然儒家確含有宗教性的要素。 現今已獲得學界共識，目其為世界三大宗
教之一，雖然沒有明定之教律，只順人天性，勸人修行而已， 但無損於它為宗教之列，確
是事實1。
道佛兩教是影響國人生活最為深遠的兩大宗教，一屬本土，一為外來。佛教初期多依附道
教，道教後來也頗採佛說，兩者最後皆在中國生根發展2。
道教在五千年來(甚至更早的年代)，一直是中國人信仰的主流，這種趨勢，到廿一世紀的
今天，雖然佛禪學說，近來頗為興盛，並有愈演愈烈之態，但道教在人們根深柢固的心目中，
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說，道教是中國人信仰中的本位主義，並不為過3。
就道教來說，始自戰國時齊威、燕昭之倡導，經秦皇、漢武等帝王之榆揚，再經六朝名士
之愛尚，至唐宋明三代而被奉為國教，道教可以說已根深蒂固的生長於中國土地上了。在長
期的孕育發展過程中，不管壇儀與義理，都自有它的完整體系與可看的一面4。
孔子依恃天，度聽天由命的生活，「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迅雷風
烈必變」(鄉黨)。對於孝道鬼神方面，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
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非其神而祭之，諂也。」(若非己祖考而祭他鬼
者，是諂媚求福也)(為政)。「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孔子不是不承認鬼神，
也不是反對宗教，只不贊同狎暱褻黷，是怕敬的不尊重。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至於談孝的部分，《論語》及
《孝經》提到的更多，請看下文分解5。
道教以「道」為教名，它與道家有著很直接的關係，道家是由春秋時的老子所創立，他所
著《道德經》一書，首次提出了「道」的概念，構建了道家的理論基礎。道家形成後，自老
子的學生楊朱開始，經幾代人不斷在「道」論上的研究和創新，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學派。其
中東漢末年的張道陵，根據「道」的理論，最先創立了實踐「道」的理念的「五斗米道」組
織，標誌道教的正式創立6。
道教吸收了道家的一些重要範疇及其思想，構成了它的理論基礎，又奉道家創始人老子為
它的教主，並以老子《道德經》為它的主要經典，規定為教徒們必須習誦的功課，其道家諸
子也被封為道教尊神，他們的著作同樣被奉為經書。所以道家思想在東漢以後，就被道教所
繼承和發展了。
1參見杜而未，《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台北:台灣

學生書局，1983/3)，序。及飛雲居士，《中國道教傳奇》(台
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6)，頁 17。儒教是否為宗教?學者之間一直爭論不休。杜而未及飛雲居士皆
認定儒家非宗教。筆者根據近年來學者之言論，認為儒教應屬宗教無訛。且為了行文方便，儒家儒教隨文互見。
2
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10)，序 1。
3
4
5
6

參見飛雲居士，《中國道教傳奇》(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6)，書冊內頁「關於本書」。
同註 2。
參見杜而未，《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台北:台灣 學生書局，1983/3)，頁 10-12。
參見李綠野，《道教圖文百科 1000 問》(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3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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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有些人以為儒家文化，就可代表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對道家文化，特別是
對道教文化的重視非常不夠，甚至視之為異端，對它採取排斥和蔑視的態度。這是一種對傳
統文化的學術偏見，這種學術偏見，由來已久。孔丘即曾經說過:「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孟軻進一步指出「聖人之徒」應以「息邪說」、「距楊墨」為己任。後來的韓愈，則
更為典型，韓愈在道釋二教都很興盛的唐代，仿照道釋二教傳法世系的祖統說，虛構了一個
儒家的道統論，來與道釋二教相對抗，並以維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
到孟軻的道統自居。主張對道釋二教採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辦法，予以徹底
的消滅。這是一種極其愚昧而幼稚的偏見，雖不正確，但其影響卻非常深遠，至今還束縛著
有些人的頭腦不承認道釋二教，特別是道教在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這是極不公正，也
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7。
道教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傳統宗教，源遠流長，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與儒、釋之間，一方
面互相排斥，互相鬥爭，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滲透，從而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
宋明理學的形成，正是儒學家吸收了道、釋二家思想的結果，所以它乃是道、儒、釋三家思
想的結晶8。
道教所追求的目標是長生不死、即身成仙，它竭力倡導重生、養生、熱愛現實的人生。葛
洪在《抱朴子.內篇》卷三《對俗篇》說「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虛，
以飛騰勝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速登天乎?」他確信人的壽命長短，不
是上天所決定的，人們通過修煉可以達到長生不死，「我命在我不在天」，老子《西升經》
亦稱「我命在我，不屬天地。」這些思想表明了道教長生不死信仰的特點，既與佛教的悲觀
厭世思想不同，又與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聽天由命思想有別。
道教鼓勵人們積極征服自然，努力爭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主張以柔勝剛，以弱勝強
的積極進取精神，經過長期的宣揚深入人心，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使人
定勝天的信念和不怕困難奮鬥不息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道教還奉行《道德
經》裡「知常容，容乃公」的準則，主張寬廣能容，虛懷若谷，反對驕傲自滿和自矜、自足、
自大、自伐，以海納百川的態度，融攝各家各派之長，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沒有儒家那種視
自己為正統，別家為異端邪說的排他性9。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釋迦牟尼佛為教主，主張慈悲平等，在後漢明帝時，由西域
傳入中國，今盛行於世界各地。
今日的佛教，已非原始的佛教，而中國的佛教，其中更雜揉了太多中土的思想和文化，也
由於這些東西的加入，才能使得佛教不像在印度一樣的遭到淘汰，更進而能壯大而屹立不搖，
並由中國向韓國、日本等地傳播10。
道重家族，佛重個人，救贖方法各異。道教對七祖九祖的救贖，不僅出現在專門為救渡亡
魂的齋醮上，甚至修道、傳經也都會提到他們，並以他們來做為個人功過的獎懲。可見個人
和家庭的成員，尤其是直系血親，是一體不可分的11。孝親觀念為中土特色，印土並不強調
孝。漢代即常以孝親來譏詆匈奴及西域各國。認為蠻夷不知孝親，接近禽獸，「不知禮義，
7
8
9
10

參見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12)，序 1-2。
參見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12)，序 2-3。
參見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12)，序 3-4。
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10。)，自序 4-5。

11 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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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食畜肉，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印度和西域各
國民俗相近，不會如中土的敬老尊老，倡行孝道。佛經中以孝為宗旨，大力倡導報父母恩之
說的經典，如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西晉闕名譯《佛說孝子經》、竺法護所
譯的《佛說盂蘭盆經》等等，皆是入中土後，為適合中土民俗所偽造的12。

貳、 儒釋道言孝之大略
一、儒家說孝
儒釋道三教對孝極端重視，儒以忠孝傳家，標榜「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有「二十四孝」
及「三十六孝」之故事流傳後世。《論語》中談到孝的地方也很多，如子曰:「其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學而)。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矣。」(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
而)。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孟武
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為政 )。子曰:「事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里仁)。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先進)。
《孝經》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
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
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又曰；「孝慈則忠。」
孔子曰；「世之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
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財貨，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
母戮(辱)，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又曰；「侍君不忠，非孝也；居
處不莊，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儒家重孝，繁文縟節，對於喪事，更加繁雜。孔子死，弟子執喪，子貢廬墓三年，執喪過
禮，此無益於亡者，不若道教綠章封事，陳哀悃於帝前，白簡飛符以救贖，超拔祖先，永辭
長夜，脫離幽獄苦海。道教的「經章符咒」往往被儒家視為虛無荒唐之說，這是不公平的。
《論語》載，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鐕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大稻，衣大錦，於女安
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
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12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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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子游曰:「喪致乎哀而
已。」(子張)。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孔子也說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只注意儀式，不如表現得哀戚比較合理)(八
佾)。其實孔子也反對厚葬，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先進)。
二、佛教談孝
孝道為儒道特色，印土並不強調孝。《孝經．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即中國自古以
來，所認為罪莫大於不孝，孝可以感動天地神明的由來。孝成為中土文化的特色，有別於其
他各國13。
印度，古稱天竺國，在《史記．西南夷列傳》及《大宛列傳》中稱為「身毒」，說它和大
夏、大宛等國，民俗相近。《史記．大宛列傳》云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這些西域各國，在漢
朝人眼中，是貴壯賤老，不知禮樂的化外之民。且既是貴壯賤老，便不會如中土的敬老尊老，
倡行孝道。「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
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皆收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
無姓字。」(《史記．匈奴列傳》)。
但《佛說盂蘭盆經》不僅倡導子女對父母的孝，且說目連「孝順聲動天地」說法與《孝經．
感應章》相同，而與印土的習俗相違。由此而言，佛經中以孝為宗旨，大力倡導報父母恩之
說的經典，如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西晉闕名譯《佛說孝子經》等等，皆是
入中土後，為適合中土民俗所偽造的14。
佛教的盂蘭盆會，乃摩訶目犍蓮尊者，其母墮於餓鬼道受倒懸之苦，故此日普度救其母，
一般民眾仍可適用。實是自竺法護所譯《佛說盂蘭盆經》的內容，和唐初歐陽詢《藝文類
聚》、徐堅《初學記》所引道教中元日誦念的道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內
容相似，兩者皆藉由該日的法會，獻祭供養用來超薦亡魂，兩者之別，只是一在獻祭玉京山
供養仙聖；一在獻供佛及高僧，如此不同而已。佛教是強調自業自救的宗教，此處卻大談藉
由他力來拯救，自相矛盾， 這本經書當是竺法護所偽造無訛15。
佛教徒出家忘了家，專心修行，脫離家庭生活，目父母親族為施主，視同陌路，不相聞問，
棄本姓而以釋為姓，號稱釋○○，不拜父母祖先，有數典忘祖之嫌。晉時道安法師，提倡佛
子應以世尊的姓為姓，即姓釋。後來大家見到《阿含經》說「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
家，皆稱釋種。」從此凡是出家人都姓釋16。其實佛祖釋迦並沒有如是開示，他要人「無念
爾祖」(時時刻刻懷念祖先)。釋迦牟尼成道後，其母摩耶夫人往生忉利天，佛祖釋迦還特別
昇天為母說法，度其苦厄。在在明示佛陀並未忘了父母親恩，只是佛家沒有承負說，沒有家
族觀念，講究的是自作自受，自求多福。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僅僅是善緣或孽緣的組
合，緣起緣滅，彼此間並無禍福榮辱與共的緊密關係，因此《泥洹經》說「父作不善，子不
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弘明集》卷十三郗超《奉法要》引)也因此，有人把家庭
中夫婦子女的組合，比喻成前世相虧欠，今生來償還；生到好子女，是他前輩子欠我們的；
13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7。
14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7-258。
15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8-259。
16

參見陳義孝，《佛學常見詞彙》(高雄:淨心印經會，1991/1 )，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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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到壞子女，則是我們欠他的17。
印度地方卑濕暑熱，帶髮修行不方便，出家眾只好剃掉三千煩惱絲，遠離家園，入山修菩
提，擔當如來家業，日與佛經僧眾為伍，長伴青燈古佛，過著恬淡孤寂與人無爭自適的日子，
直到老死，盼望著早日圓寂涅槃。由於忙於修行，無暇下廚料理，吃飯時間一到，肚子餓了，
只好沿門托缽乞食，人家給什麼?就吃什麼，葷素不分。而且終身不嫁不娶，過著單身平淡
的生活。這種行為與儒道倡導孝道，又相違背。《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儒道皆戴髮修行，不敢隨意毀傷剃除。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不結婚，無法傳宗接代，棄父母於不顧，又無子嗣，父母無法含飴弄孫，不孝至極，此與
「好財貨，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何異。
今天許多少女，大學剛畢業，參加佛學營，就迷上了出家，以為此生無憂無慮，與人無爭，
可以過著快樂遐意的生活。不管父兄的哀嚎，仍然我行我素，喚不起她的良知，忍心遠離家
園，拋棄父母於不顧，忘了父母的養育之恩，早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置之腦後，遑
論其他。台灣這些年來生育率一直往下滑，這也是一大主因之一。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父母之恩很多，報之難盡，與其向外去供養諸上善人，不如在
家供養父母。古云:家中有二尊佛，即父母之謂；以供佛供母，在福上沒有分別。
《地藏經》云:「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
期。」《地藏菩薩本願經》一向被視為佛門之孝經，因為該經備陳地藏菩薩宿世孝母之因緣，
虔誦《地藏經》，存亡皆獲利。
不孝父母的罪業是最大的，因為我們所有的身體，都是從父母而來，「非父不生」，「非
母不育」，所以父母的親恩，正同天地一樣大。我們作子女的，豈可不盡孝道，去報親恩。
「羊知跪乳」，「烏知反哺」，不孝的人連禽獸都不如了，何況還要去誅殺傷害呢?所以不
孝父母是第一等大罪，自然應當入地獄去受無窮盡的苦難，就是經過了千萬億劫，要想求出
地獄，也是沒有機會可以期待的18。
佛教徒在印度原本不吃素，來到中原後，發現道教徒持齋茹素，清靜無為，心嚮往之。直
到南朝梁武帝時，倡導僧人茹素常齋，方盛行至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僅給出家
和尚帶來困擾，時下的一些年輕人，每日過著單身貴族的生活，也是不結婚，您說怎麼辦?
其實，道教的「全真」派，也有這種困擾，自小離家，入叢林修大還，罔顧父母恩，斯情
斯景，情何以堪?不過道教流行一句話，「一子得道，九祖盡超昇。」只要你潛心修煉，毋
忘初心，將來功德圓滿，不僅「即身成仙」，還能因此而「拔宅飛昇」，何樂而不為?
有些出家法師，自鳴清高，常以佛法僧三寶之一自居，自比上人、上師、無上師、金剛無
上師，要人敬之崇之，不可藐視，否則毀佛之罪難當。常見信徒禮敬供養，長跪屈膝，手捧
銀兩，請師笑納。不若道教修行者，每以「貧道」自稱，逢人問訊打拱，口宣「無量壽福」
或「太上感應，平安善哉」，希望人人福壽康寧。不接受信徒的供養，完全是自力救濟的宗
教。更可笑的是，有些高僧卡陰、犯煞了，災厄纏身，自己無法解決，求佛也惘然無感。這
時只好硬著頭皮找「高道」處理，收驚、消災、解厄，樣樣都來。您說奇怪不奇怪?

三、道教論孝
學道修仙是道教徒的終身大事，道教對忠孝特別重視，蓋古今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凡信
17參見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2。
18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高雄:中華道教學院南台分院，2001/1 )，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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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道教之家庭，除了崇天敬神外，都祀有祖先神位，而且對於現存父母，也常常恭敬奉養。
《邱祖懺悔文》有「願現在父母增延福壽，願過去尊親早得超昇。」《玄天上帝金科玉律》
也有「一勸敬重天地，心香一炷晨昏；二勸孝養父母，堂前生佛二尊；三勸皈依三寶，儒釋
道教同倫；四勸修齋佈施，報答四重深恩；……現存獲福無量，九玄七祖超昇。」之句。
《玄天上帝救劫寶懺度人真經》云:「帝居北極號玄天，證果于今不計年，未聞真經來救
世，世人昧道實堪憐，天倫第一先行孝，孝道純全感聖神……自古神仙皆孝子……孝能成佛
並成仙，無知逆子忤兒輩，拜佛求神枉徒然……。」19
太上曰：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樂，天人欽仰，神明守護，子孫相承，孝慈不斷，招
感孝順以為其子。若不孝者，世世相繼，一門之內，總是冤家，雖為父子，甚於仇敵，招忤
逆以為其兒。父子兄弟，各財異食，同園別菜，共田分穀，隱藏珍饌，吃食如偷，雖是人形，
不如禽獸。神明不佑，天下輕欺，一生所為，諸不吉利。死入地獄，受一切苦罪，畢。受報
為百勞鳥，生子能飛，共食其母，百劫之後，託生人中，聚集五逆，諸不孝緣，共為父子，
更相殘害。死生憂苦，輪轉無窮，天下苦痛，莫過於此。
又曰：善哉！善哉！父母恩重，昊天罔極，嗚呼慈母，云何可報？（《太上老君說報父
母恩重經》）「……為人子者茍見及此，回憶昊天罔極之恩，縱粉骨碎身，亦應報答而拯救
之也。然則將何以報乎？曰有術在，其術維何？曰行大孝是已。行大孝若何？曰積大善是已。
夫一子行善，七祖超昇，善有萬端，在人擇取。……仁人孝子，誠欲拔父母於九幽，登諸快
樂逍遙之境，則必爲父母廣行大孝，生前之子職虧歉，而以身後補報之。舉凡濟人利物，陰
騭暗行，立德立功，慈祥普及，自然天心感格，惠及有生。善則歸親，理所應得，務令有德
之父母，天爵由此而崇高；有過之父母，苦海由茲而超脫。……由是差足以言報也……」。
(《玄天上帝勸人宜行大孝報答雙親文》)20
人但知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之身，為父母所生，而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乃至於己身
如何得度?父母如何得超?即使稍知盡孝者，亦不過僅修「奉養」之儀，而不知「孝養」之意，
徒知追逐名利以顯揚父母，而不知「成德」以「度親」。此乃玄帝於穆光中，俯視塵凡，悲
憫愚蒙，而概說此經（《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訓示眾生，如何盡孝報恩之旨也21。
全真家雖力倡離俗出世，但對於人倫綱常十分重視，置忠孝於修行的首位。王喆《金闕
玉鎖訣》以「忠君王，孝順父母師資」為煉內丹的前提。 王喆對在家道徒說教，首教敦倫
盡分，《重陽全真集》卷二《未欲脫家》教在家修道者，「應與六親和睦，朋友圓方，宗祖
靈祠祭饗頻，常行孝以序思量。」完全是儒者口吻。譚處端《水雲集》卷一，示當官者說
「為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22
一念之孝，神自知之，一事之孝，神自敬之，孝子之家，祥雲常繞，吉神遠照，不孝之
家，凶鬼在堂，戾氣沖天，可不慎哉?
道教是一元多神教，人人都有希望成神仙。「神仙本是凡人作，只怕凡人心不堅。」成
神靠修養，成仙靠修煉，而它的大前提必須盡忠盡孝。因為道教自古來即標榜忠孝神仙，不
容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而且道教重視「承負」，即使已修煉得功德圓滿，若果祖先尚未拔度
19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58。

20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60。

21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59。
參見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1/10)，頁 593-59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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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昇，仍流滯於陰間受苦，修仙者還是無法得道昇天。所以生前要孝養父母，祭拜祖先，同
時還要超度祖先，出離幽途，永辭長夜，上登朱陵，受度更生。
道教有關孝之經典很多，如《道藏》中記載的就有《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元始
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天上帝報恩教主勸人宜行大孝報答雙親文》，《玄門報孝追薦儀》，玄帝《紫皇煉度玄
科》等等23。它如太史昇仙，傳九幽明真之典24；天師得道，留三八謝罪之科25。非祇徒薦拔
於先亡，特所以發明於孝道也。

參、結語
孝乃儒道釋三教同等看重的倫常，只是其內涵繁簡不一，優劣有別。儒道都有敬天祀祖
的優良美德。然而自古相傳，迂儒鼓吹「忠孝傳家」，一旦忠孝不能兩全時，移孝作忠，忠
君報國，主張「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則不忠」，
不可變節，淪為「二臣」，貽萬年之羞；雖是昏君庸主，更要竭忠以諫，死而方休，明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愚忠愚孝」的迂腐行為，實非儒門正宗。「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
而侍」，於此，道教倫理有一種不能濟世則退而保身的達變精神。這種觀念的前提，就是一
個人首先要有濟世盡責之精神與實踐，如其為臣，必當臨斧鍘而進諫，據鼎鑊而進言，無私
而盡其忠；「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因
為道教徒有一條被認為是高尚之行的退路-「遁」世26。
「愚忠愚孝」的迂腐言論，並不是正統的儒家理念，《論語》一書中對此有許多啟示:子
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不要欺瞞君上，進諫時可以犯顏諫諍)(憲問)。又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孔子告誡弟子曾參，當父親杖責時，
「小杖則受，大杖則逃」免因父親一時失手，打傷子女，吃上官司，成為不孝子。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勸諫不聽，仍頻頻不休，會被討厭而招
致侮辱。交友規過不聽，仍頻頻不休，會因生嫌而被疏遠。)(里仁)。「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明哲保身，不會遭受禍害。)(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公冶
長)。「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公冶長)。臣子對君王的進言，「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述而)。「求仁得仁，何怨?」(述而)。「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謀
23
24

25

26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63--175。
許遜，字敬之，亦稱許真君、許太史，或許旌陽。晉代人，嘗師事蘭公、諶母、吳猛等，受孝道明王之法。
晉寧康二年(291)舉家飛昇。明真齋乃道教諸齋之一，用於懺悔九幽，拔杜亡魂，依玉匱九幽明真科品，修
拔度大齋，燒香行道，懺謝某億劫以來，至於今日，所行故誤，齋缯為信，祈神靈消除罪錄，開度幽關，
上生天堂，並祝聖壽無疆，天下太平，幽顯蒙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與道合真，皆依次歸禮十方神靈。
杜光庭撰有《太上靈寶玉匱明真齋懺方儀》、《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齋懺方儀》及《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
齋言功儀》等科儀流傳。
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冲玄神化靜應顯佑真君之《太上正一朝天三八謝罪法懺》謂：正一派弟子，
求度雖專，但因多有宿緣，所以流轉輪迴，有三業、六報及十惡之罪。如欲使形神合道，障累頓消，當依
三八謝罪之儀，懺述先世罪咎，志心皈命三清上聖、玉皇上帝等神靈，懺悔殺生、偷盜、邪淫等三業、十
惡，斷惡修善，勉而行之，當可漸入仙宗，昇於天路。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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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泰伯)。「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伴君如伴虎，君王對臣下「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子曰:「忠告而善道之，
不可則止，勿自辱。」(顏淵)。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齊景公問政，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為君難，為臣不易。」(子路)。「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里仁)。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託付輔佐幼主，交付代攝國政，遇到安危存亡的關頭，也不會
改變節操。)(泰伯)。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憲問)。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天下無道，就避開世俗而隱居，次
一等見國家政治昏亂，就避到太平的國家去，再次一等的看到君上禮貌衰退就離開，再次一
等的發覺和君上話不投機就離開。)(憲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憲問)。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衛靈公)。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孔子曰:「侍
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季氏)。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陽貨)。「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里仁)。「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八佾)。「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八佾)。「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
孝為百行之先，人當自勉，惟父母之功最大，與乾坤之造同符。是故諶母葳教於黃堂27，
先明孝道；玄帝傳經於玉篋28，具述報恩。豈使養生喪死之盡情，亦欲積行修緣而入妙。蘇
仙留橘井與母以立功29，真武宴谷巖為二親而修果30，以此見人倫之大，最為學道者之先。
27

28

29

30

黃堂諶母(黃母元君)不知何許人也?或云三國時吳人，自言姓諶，其字曰嬰。《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記載
上清元君西華聖母，一號靈寶淨明黃素天尊，乃女真，諶母也，母諱嬰，常居金陵丹陽之黃堂，潛修至道，
遇仙童授與修仙之訣，《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諶母密修大法，人莫知之，而忘其甲子，
耆老累世見之，童顏鶴髮，容貌常少，咸以諶母呼之，謂其可為人師也。許遜吳猛聞諶母有道，遠詣丹陽
請授大法。諶母乃授許君以孝道明王修真秘訣及淨明五雷諸法，垂世濟人。數年後，感斗中玉符之隱，上
居西華諒光宮，掌元始圖書之府，稱諶母元君。
玄蒂雖出家得道，但仍不忘父母生身之恩，功成飛升後，父母證仙榮享褒封，聖父為淨樂天君明真大帝，
聖母為善勝太后瓊真上仙。玄帝特作《報恩經》以訓世，善信男女能體玄帝聖訓，以孝道存心，持齋三年，
禮念聖號一萬八千遍，以答父母三年乳哺之恩，又能尋詳精義，精進道功，雖億劫四重之恩，皆可以報，
而九幽三途之苦，亦可以濟矣。豈但報父母之恩而已哉！傳曰：仙經萬卷，忠孝為先。又曰一子學道，則
九祖升天，其斯之謂歟！
蘇仙公淨慧真人，道家諸真之一，姓蘇名耽。漢桂陽(今湖南省桂陽縣)人，舉仁孝聞於鄉里，自幼即有神術，
於文帝(公元前 179-158)得道，昇仙前期稟母云：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
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叩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遂即出
門，足駕紫雲，凌空而去。屆年，果有疾疫，蘇母依法療之，無不愈者。井水橘葉用盡，叩櫃即至。三年
後，其母疑而啟開其櫃，見一對白鶴自櫃中飛去，爾後再叩無應。
三月三日玄帝降生之辰，每年至此日，蒙北極給假，於丑時辭北方，至寅時屆東方，面禮本師太上老君，
就羅浮天宮請侍父母，於卯時從申酉方，下界遊奕，察其善惡，與父母修人天天道之果。此日若察錄得造
惡之人，罪重如須彌山者，皆獲真武泊承父母布施慈悲之賜，咸蒙解釋。世人有知今日之因，若清淨戒心
醮獻詞章，懇求恩福最為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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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門報孝追薦儀》)31
人本乎祖，孝始於親，自禮經而言，除七廟32二桃33，餘不在烹嘗之列；以道書而論，則
億曾萬祖，猶應在薦拔之科。蓋有先亡未受度而不得仙，亦有前世不祀祖而猶為罪；是故女
青禁典中有拔贖之文，靈寶本章首列追度之品，凡道士修真此為先務。(《玄門報孝追薦
儀》)34
盡孝當及時，否則「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自古皆然，故曾參有三釜之
悲35，而文正懷一裘之憾36，未能盡養於生前，必報懷哀於身後。幸天尊垂玉匱拔亡之典，
使人子伸昊天罔極之情，比之廬墓以終身，執喪過禮37；刻木以為象，事亡如存38。論孝忱
則有之，皆無益於死者。豈若綠章封事，陳哀悃於帝前，白簡飛符，拔死魂於地下，既鬼有
所歸矣，於人獨無恔(快活)乎?乃知道教之垂科，能濟禮經之不足。(《玄門報孝追薦儀》)39
孝是存乎天理，毫無人慾，吾人之生命受之父母，一面珍惜父母之所授，而自覺其生命之
可貴，故不自甘墮落，與庸俗為伍，自暴自棄，與草木同腐，敗德亂行，固不敢為，甚至身
體髮膚亦不敢毀傷，恆能對此生命湧起一超越感，力求此生命有其卓越表現與光榮成就，不
為父母貽羞，而為父母爭光。另一方面，體念父母之所授，而自覺其生命之宜充實，如吾人
生命與父母生命相感通，恆易起報恩與贖罪之反省，對父母既感到罔極之恩，而思所以報之，
對自己又感到莫大之罪，而思有以贖之；當父母在時，雖親侍湯藥，總覺得有寸心未盡之憾；
當父母逝後，雖泣血廬墓，又覺有百身莫贖之憾，即使盡心盡力，奉獻於父母，仍不能填補
其心靈上空虛感。(取材自中國文化與孝道)4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74。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據鄭玄註：天子七廟是周制，殷為六廟，夏則五廟。天
子之太廟奉始祖，諸侯大夫之太廟奉受封之祖，宗廟之祭，名目繁多，等級森嚴。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
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對於不守宗廟祭祀之禮儀規定
者，要絀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禮記．祭法》遠廟為桃，宗桃當指遠祖，即高祖以上之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云：紇不佞，失守宗
桃。杜預注稱，遠祖廟為桃。據《太平御覽》卷五三一，引《宋書．禮志》晉泰始三年，有司奏立七廟。
晉武帝只立一廟，眾臣議奏稱，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迨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桃。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72。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侍，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莊子‧雜篇‧寓言》)
曾子再次為官時，心境和上次不同。他說，我能夠奉侍雙親時，做官所得的俸祿，雖然只有三釜米，心裏
覺得很快樂。後來做官有三千鍾俸祿，但雙親已去世，不及養親，所以心裏悲哀。
范文正公達時，感懷父母養育之恩，悔恨當年家境清寒，未能進一裘給雙親禦寒，深感悲痛。
早期儒家重視孝道，繁文縟節，每當親人死亡，常在廬墓旁邊，築茅屋以居，守喪三年，以盡孝道。更有
甚者，終身陪侍塚傍，執喪未免過禮。如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都按照對父母的禮儀，心喪三年，一方面
為孔子守墓，一方面聚在一起，回憶孔子生前對大家的教誨，讓曾子筆錄下來，然後弟子們再反覆整理潤
色，形成儒家思想的經典著作《論語》。只有子貢一人，廬於塚上，手植楷木數株(取其文理端正也)，至六
年然後歸。
相傳丁蘭為後漢河內人，少時父母雙亡，不及供養，於是刻木為人，彷彿親生形狀，事之若生，而且朝夕
定省。後世相傳丁蘭刻木，為今之神主牌位。事見《風俗通》、《宋書．樂志》，引三國曹植《靈芝篇》。
參見沈武義，《道教倫理學》頁 170。
參見蕭玉昆，《孝親崇倫》頁 6-8。自行刊印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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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時代的鍊度與祭鍊
松本浩一
（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摘要

本篇論文在前篇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檢討祭鍊。所謂祭鍊就是獨立地舉行
從破獄經過咒食、鍊度到升天過程的儀式，這裡要研究其內容，舉行的目的，當
時的知識份子怎樣把握祭鍊等的問題。這裡關注的主要祭鍊書是金允中《上清靈
寶大法》卷 13、鄭思肖《太極祭鍊內法》、《道法會元》卷 210〈丹陽祭鍊內旨〉。
關於舉行祭鍊的目的，上述三篇書記述了為了自己的成仙和為了供養祖先靈魂積
累功德等等。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到為了避免亡魂作祟而救濟他們的目的。
關鍵詞

宋元道教，鍊度，祭鍊，死者救度儀式，法事

241

松本浩一

Sublimation the Souls of the deceased rites
and Sacrificing to, Sublimation rites in
Song-Yuan Period
Abstract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results, researched further
Sacrificing to, Sublimation rites. So called Sacrificing to, Sublimating rites
perform a series of rites from the rite of breaking down the hells, distributing
food, sublimation to ascending heaven independently.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contents, the purpose of the rites, and how intelligentsia in this period
recognize the rites. Main sources is Jin Yun-zhong “Great Rites of the
Shangqing Lingbao” chapter 13, Zheng Si-xiao “Inner Method of Taiji for
Sacrificing to and Sublimating”, “Taoist Method, United in Principle”
chapter 210.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rites these three documents
enumerate to accomplish immortal, to pile acts of charity, and especially to
avoid the curses of deceased.
Keyword Taoism in Song-Yuan periods, Sublimation rites, Sacrificing to and
Sublimation rites, rites of salvation of deceased, Taoist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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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筆者這幾年來致力於探討佛教、道教的救濟亡者儀式的形成過程。以《盂蘭盆
經》作為基礎的盂蘭盆會成立並流行於六朝時期，道教也造構出了內含相同意圖
的道經經典。唐前的佛教、道教的死者救度儀式，透過基本的懺法來懺悔罪業、
透過讀經來積累功德，藉著這些行為使得亡魂得以救度。也就是所謂的追善供養，
道教的「齋」便是來自於這些概念。唐代翻譯了施餓鬼的儀軌，發展的過程中，
供養對象從餓鬼漸漸的擴大到孤魂和含恨而死的厲鬼，在這樣的情況下，施餓鬼
便逐漸發展成普度。到了南宋中期，佛教、道教皆分別成立了保持各自特色的普
度儀式。自古以來中國人怕孤魂、厲鬼作祟，所以供養或是祭祀他們，施餓鬼和
普度在此信仰文化下成立了。佛教的水陸齋和道教的黃籙齋是各自對救度亡者儀
式的擴充發展，在宋代也十分盛行了1。
筆者曾經討論鍊度儀式，這個儀式是構成黃籙齋的宋代新成立的一連串儀式
之一。這些一連串儀式是從破獄、召魂、治療疾病、沐浴、施食、鍊度、傳符授
戒構成，就是從地獄解放亡魂，招來他們到舉行儀式的壇，鍊他們的身體、精神
成為仙人的，並且授給他們符籙，送到仙界。這些特殊的鍊度儀式因為具有道教
色彩，所以特別受到關注2。本文要探討的是這一連串儀式中，分別獨立化後，其
中被稱為祭鍊的儀式。主要使用三部儀式書作為考察對象，探討該儀式的構成。
這個儀式是為了供養孤魂舉行的，或是以此積累功德並且為了自己的成仙、救濟
祖先作用。
首先第 1 章關注佛教、道教的救濟死者儀式的發展過程，以及相互關係。第 2
章基於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卷 13（以下《金氏大法》），鄭思肖《太極祭鍊內
法》三卷（以下《太極祭鍊》）
，
《道法會元》卷 210〈丹陽祭鍊內旨〉
（以下《丹陽
祭鍊》
）
，介紹祭鍊的儀式內容，首先第 1 節介紹三篇文獻，第 2 節要檢討「祭鍊」
這個詞語的意思，第 3 節要檢討甚麼時候要舉行祭鍊，第 4 節要檢討祭鍊中要發
行甚麼樣的文書，並且第 5 節順著「內鍊」
，
「破獄、召魂」
，
「沐浴」
，
「施食」
，
「鍊
度」，「傳符授戒」的次序，介紹儀式內容。第 3 章首先要考察宋元時代的祭鍊文
獻，以下要考察第 2 節祭鍊儀式的供養對象，第 3 節舉行祭鍊的目的，第 4 節內鍊
與儀式的關係。

1

松本浩一，
〈普度儀式的成立〉，《華人宗教研究》第十期，2017，p.7-36。
松本浩一，
〈鍊度的[鍊]：基於宋元道教齋醮科儀著作〉，《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p.35-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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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佛教、道教的救度亡者儀式的發展
《儀禮》中規範了周代的統治階級也就是卿、大夫、士要實行的喪葬儀禮和祭
禮等。但是實行祭祀的是繼承人即他的子孫，沒有繼承人的靈魂就會化成厲或說
厲鬼，而作祟，讓人感到恐懼。
《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有「鄭人相驚以伯有，曰
伯有至矣‧‧‧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的記述，還有「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3」
。就是沒有
祭祀人的靈魂（孤魂），和保持怨恨而死或是死於非命的靈魂（厲鬼），雖然他們
是匹夫匹婦（就是庶民），但是要作祟，春秋時代已經害怕他們的作祟。
佛教、道教教團初期以來，以撫慰有可能作祟的靈魂為他們的工作之一。佛
教《盂蘭盆經》認為是中國成立的4，內容是保有神通力的目連發現他的母親墮落
餓鬼道，依照釋迦的教導，開始 7 月 15 日供養眾僧的盂蘭盆會。根據這篇經典，
為了確保父母的壽命和救濟七世的父母從餓鬼道的痛苦，從六朝時代開始盂蘭盆
會廣泛舉行。從六朝末到隋朝道教的《太上洞玄靈寳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成立
了5，這篇經典也說為了救濟地獄的囚徒、餓鬼，要供養眾聖、道士。這兩篇經典
說的儀式，以救濟餓鬼為目的，但是儀式不是直接供養餓鬼，供養的對象是「眾
僧」或是「眾聖・道士」。
唐代盛期翻譯了施餓鬼的經典，就是實叉難陀譯《佛説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
呪經》和不空譯《佛説救抜焰口餓鬼陀羅尼經》
。阿難做修行的時候焰口餓鬼出現
了，告訴阿難他要三天後死亡並且墮落餓鬼道，要是希望避免這個命運，需要施
一斛飲食給很多餓鬼和波羅門仙等。他請教釋迦，一個淨器上要盛飲食，念無量
威徳自在光明殊勝陀羅尼而加持，飲食變成無量，可以施七七斛的食給餓鬼和波
羅門仙。這是現在佛教的寺院等實行的施餓鬼的起源，這裡餓鬼是直接的供養對
象。
本來餓鬼是佛教教義中所說的六道的一種，經常要被饑餓和渴痛苦的存在，
所以沒有祭祀人的孤魂是不一樣的。但是孤魂沒有祭祀人，就是沒有供奉衣食住
上需要的物品的人，很容易結合餓鬼。9 世紀中期已經成立的《施諸餓鬼飲食及水
法》卷頭的偈文，表示了廣泛供養一般孤魂的普度思想6。
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包含為了普度的三朝行道儀，這裡出現宋代的普度
文獻中明確規定的救濟孤魂的過程的萌芽。《儀禮》中規定的是統治階級的葬禮、
祭禮，那時候統治階級以外的庶民做甚麼樣的葬禮，還沒超出推測的範圍。但是
3

《春秋左氏傳》下（東京：岩波書店，1989），頁 104-105。
朱恒夫，《目連戲研究》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11。
5 吉岡義豐，
〈中元盂蘭盆と敦煌本中元玉京玄都大獻經〉，《道教と佛教》（東京：豐島書房，
1969）。大淵忍爾，
〈道教における三元說の生成と展開〉，
《初期の道教》
（東京：創文社，1991）。
6 松本浩一，
〈普度儀式的成立〉，頁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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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道教成立後，可以認為以懺法、讀經為中心的儀禮漸漸的普及。杜光庭《太
上黃籙齋儀》記述的黃籙齋，懺法、讀經占了很大的部分，還有追加把祈願內容
上奏天界神明的言功拜表等具有道教特色的儀式。
但是宋代以後，庶民需要可以實踐的儀禮標準。例如呂大防主張庶民用儀禮
標準的必要性，說：庶民沒有葬禮、祭禮的標準，他們實行佛教、道教式的方法，
所以根據太祖所建立的禮典，制定標準的新禮典，士以上要順著新典實行，還要
感化庶民7。
《司馬氏書儀》和《朱子家禮》等到現在發揮影響力的禮的標準成立，
還有《政和五禮新儀》等皇帝發布詔命編輯的禮書也包含庶民用儀禮標準，這些
事實庶民也需要自己用的儀禮標準。
關於供養孤魂、厲鬼的儀式，宋代佛教、道教互相影響著，具備各個特色的
普度儀禮。佛教《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認為是 12 世紀已經成立的，記載了召餓
鬼，召罪，摧罪，浄業，懺悔，施甘露，開咽喉，七如来名号，発菩提，三昧耶
戒，施食，乳海，普供養，奉送各個真言和對應的手印，這些真言是跟祩宏《修
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和《瑜伽焰口施食集要》大致相同的。
8
《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的大多部分認為是 1223 年成立的 ，之中從破獄到傳
符授戒的一連串儀式是有道教特色的救濟死者儀式，很多影響後世。首先「破獄」
從地獄解放亡魂，「召魂」引導亡魂到舉行儀式的齋壇，「治療疾病」復原亡魂的
完美身體，
「沐浴」洗掉亡魂的塵穢、罪愆，
「施食」亡魂吃法食而斷絕執著，
「鍊
度」亡魂獲得仙人的身體，
「傳符授戒」亡魂歸依三寶、受九真妙戒和符籙並且引
導仙界。這些儀式的名稱表示了跟佛教普度中念的真言有很深的關係。這些事實
也表示佛教和道教的救濟死者儀式是互相影響著形成了。
筆者以前分析了《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金氏大法》和《靈寶領教濟度金
書》記載的這些一連串儀式，上一篇論文上考察鍊度儀式9。鍊度表示了道教的特
色，前人已經作了很多研究，特別指出鍊度反映內丹修行方法。但是筆者議論了
黃籙齋中的鍊度不一定反映內丹修行方法。這裡繼續議論祭鍊儀式，這是上述的
一連串儀式的簡化，成為一個小時左右的儀式，獨立的舉行。

7

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惟聽其爲而莫之禁。・・・
喪祭大事也，而率取于浮圖老子之法。・・・臣謹按開寶通禮，廼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
典，・・・臣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
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呂大防，
『歴代名臣奏議』巻 120「禮樂」
（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
。松本浩一，
《宋代道教民間信仰》
（東京：汲古書院，2006）
，頁 225-226。
8 Kristofer Schipper and T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non. Vol.2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1014-18.
9 松本浩一，
〈鍊度的「鍊」：基於宋元道教齋醮科儀著作〉，發表於「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北：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和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2018 年 7 月
16-18 日），頁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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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祭鍊儀式的內容
貳之一、三種文獻
首先要介紹這裡檢討的三種文獻。之中《金氏大法》認為是南宋寶慶元（1225）
年成立的，三種中最早出現了。
其次《太極祭鍊》有五種序文10，之中包含第 43 代張天師張宇初和鄭思肖的
自序，卷下的卷末有鄭思肖的三種跋文和沈之我的跋文。
《太極祭鍊》卷上的卷頭
有「太極祭錬内法鄭所南編集」的標題，卷中卷下的是「太極祭錬内法議略」
，卷
上包含祭鍊的儀式內容使用的符、文書等，卷中卷下收集關於祭鍊的鄭思肖的意
見和解釋。根據跋文，鄭思肖記述祭鍊儀式的〈祭鍊內法〉的基礎上，收集解釋
祭鍊儀式的文章編輯〈祭鍊議略〉
。這篇跋文最後有「庚午歳」的表示，所以課本
成立的認為是至元庚午歲就是至元 7（1270）年。
《丹陽祭鍊》有編者王玄真的序文，這裡有「歲次丙申」的年次。序文有參
考「所南錬師鄭君所著善本」的文章，所以「歲次丙申」可以認為是元貞 2（1296）
年。卷末有張雨所寫的跋文，這裡有「至正丙申」的年次，相當至正 16（1356）
年，但是張雨至正 10（1350）年六十八歲死亡了。所以「至正丙申」的年號是錯
誤，或是這篇跋文是偽作，現在不明白。
貳之二、祭鍊的定義
其次要說明祭鍊的定義。金允中沒有提及這個問題，
《太極祭鍊》的張遜的序
文中說「所謂的祭是設置飲食而克服飢渴，所謂的鍊是以（道士的）精、神而打
開（亡魂的）幽暗11」。
卷中鄭思肖說「水鍊的水不是水而是我的精的澤，冶煉自己的精，產生他（救
濟對象的亡魂）的精。化精成為水後，冶煉之。火鍊的火不是火而是我的神的光，
冶煉自己的神，產生他的神。化神成為火後，冶煉之。要是精滅亡，神離開，所
以墮落而成為鬼，要是精產生和神完全的話，現在可以上昇而生天12」。這個說明
比較好解釋「以精神而開其幽暗」的內容。
《丹陽祭鍊》的序文也說「祭鍊的祭是祭祀鬼神的手段，鍊是冶煉自己的手
段。要是不冶煉自己，鬼神不能得到救濟。要是鬼神不飽暖，不能避免饑寒13」。
10

關於《太極祭鍊》，參考橫手裕〈一人で行う亡魂救濟：鄭思肖の太極祭鍊內法〉，
《アジア
遊學》110 號，2008，頁 10-17。
11 所謂祭者，設飲食以破其飢渴也。所謂錬者，以精神而開其幽暗也。
12 水錬之曰水者，非水也。吾精之澤也。錬吾之精，而生彼之精。故化之爲水，而錬之焉。
火錬之曰火者，非火也。吾神之光也。錬吾之神，而生彼之神也。故化之爲火，而錬之焉。
精亡神離，昔雖墮而爲鬼，精生神全，今當升而生。・・・或不悟，水火即精神之外名，如
世人竟想以水爲水池，以火爲火沼者，可謂惑甚。
13 夫祭錬者，祭所以祭鬼神，錬所以錬自己也。苟不錬已，則鬼神不能昇度。或不飽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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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祭表示施食，鍊表示鍊度，鍊度中要冶煉自己（自己的精、神）
，那麼鬼神可
以受到冶煉。
貳之三、甚麼時候舉行祭鍊？
其次甚麼時候應該舉行祭鍊。小規模的佛教施餓鬼，把很少食物盛在小器皿
或是用筷子彈一些食物，靠念真言把少量食物變化無量。道教的普度也有類似的
小規模普度。例如《金氏大法》卷 7「洞照幽微品」「速度亡魂訣」記述的儀式是
從簡單的召魂和鍊度構成的。這篇論文檢討的祭鍊，比這個簡單的普度有更多的
手續。
《金氏大法》列舉「三元八節，四赦庚申，甲子生辰，旦望上七等日」等時
日應該舉行祭鍊。
「但是萬一那時候發生不可避免的事情不能舉行，因此毀壞好意。
還有那天晚上，鬼神在那個地方等待，引起人們的驚懼，出現放棄當初志向的人。
要是希望持久常常地舉行，不如不拘日期，應該隨時舉行14」。
《太極祭鍊》列舉的是類似的時日。就是「毎年三元，
（正月十五日上元，七
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五臘（正月初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
月七日道德臘，十月初一日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王侯臘之日。）謂之八解脱日，
八節。
（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庚申甲子一年之間共二十八會」。
貳之四、文書
祭鍊中，要發行幾種文書給神明，
《金氏大法》說「現在舉行的時候不使用申、
15
奏、文移 」，明確表示不發行文書。但是對於亡魂發行「太上生天寶籙」、「鄷都
山真形圖」、「靈書中篇」等。
《太極祭鍊》規範儀式的一天前發行牒文給本府城隍神，「以外不使用奏狀、
申狀」
。牒文的內容是「現在要舉行太極祭鍊，救濟五道四生、孤魂滯魄等眾，所
以招致一切幽魂到壇，受到救濟，還有轉奏太一天尊，請天尊降下敕命給十方三
界、一切地獄，命令那裡的主者給一切亡魂赦免，解放他們，當天晚上他們來到
壇所，享受法食，聽聽說教，受鍊度更生，受到籙上昇天界16」。
《丹陽祭鍊》揭載了「常用牒文」，這有跟《太極祭鍊》的牒文一樣的內容，
但是收信人是五道大將軍。以外記載給太一救苦天尊的奏狀，給太極仙翁的申狀，
給城隍神、五道大將軍、土地神的牒狀，給功曹使者的關文等。例如給太一天尊
的奏狀，首先說「人和鬼的途是不一樣，所以根據善功以外不能救濟他們，幽冥
有跟人界不一樣的志向，所以依靠道力才可以溝通‧‧‧舉行丹陽祭鍊廣泛救濟
鬼神未免飢寒。
14 或遇三元八節，四赦庚申，甲子生辰，旦望上七等日，爲之者甚佳。但萬一其間一二，有
不可免之事奪之，則因此而敗美意。亦有至期之夜，鬼神守待於其地，致人驚懼，而廢初志
者有之。若欲持久而可常，莫如不拘日分，隨時修爲。
15 今毎行而不用申奏文移。
16 於今 月 日，就某處奉行太極祭錬法，拔度五道四生，孤魂滯魄等衆。・・・攝召一切
孤魂，咸赴壇所受度，‧‧‧轉奏太一慈尊，請降勅命，頒下十方三界下，窮地獄幽扃一切
去處，咸令照應，即與開赦，一切幽魂於當日夜後來赴壇所，享食聽法，受錬更生，執籙超
升，上生天界，毋得稽遲，有妨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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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魂17」。之後請太一天尊降下敕命赦免亡魂的罪惡而從地獄解放，他們來壇受到
祭鍊而可以更生，這箇祈願有跟上述的牒文一樣的意思。還有請太一天尊救濟自
己的祖先。
關於文書的寫法，王玄真說「已經受到籙的人，申狀、奏狀上要寫職位和『奉
行太極祭鍊事臣姓某』
，還沒受籙的人，要寫『太上初真弟子』和『奉行太極祭鍊
事臣姓某』
。能夠實行法術的人，使官將傳遞上奏，不能夠實行的，只使功曹符使
18
傳達 」。這裡區別受籙的人和不受籙的，能夠實行法術的人和不能夠實行的，但
是這個事情表示不受籙的和不能夠實行的，都可以實行祭鍊。
關於這個問題，鄭思肖也說「要是想要實行祭鍊，不問已經受籙還是沒受籙，
都可以實行。某人說實行祭鍊的人一定有法職，這是很錯誤的主張19」。他也主張
要是還沒獲得籙和法職（本來這兩種密切結合）的人可以實行祭鍊法。要是這個
主張一般地接受，沒有道士資格的巫師等民間宗教者廣泛實行祭鍊。以後討論實
行祭鍊的目的的時候，這個主張再提起。
貳之五、祭鍊的內容
貳之五（一）、内錬
實行祭鍊的時候，
《太極祭鍊》強調了道士內部的鍊即內鍊的重要性。關於內
鍊《太極祭鍊》說「暫時要調息定炁，下丹田的真火是相紅色玉丸似的。玉池的
水充滿，是腎水上昇的前兆。真火上升到絳宮（南昌上宮、朱陵火府）
，流金之火
要燒身體。鍊形後是相嬰兒姿態似的正座在絳宮。嬰兒上昇到泥丸宮，那裡變化
成太一救苦天尊，天尊左手拿碧色玉盂，右手拿空青的枝子20」。這裡看到腎水、
真火等的詞語，但是也有絳宮的嬰兒上昇到泥丸宮而變化成太一救苦天尊等，相
靈寶系統的存思似的存思。
《丹陽祭鍊》的題為「丹陽内錬飛神八景之道」的內鍊法是類似的。不一樣
的是下丹田成為黃庭，太一救苦天尊是駕著九頭獅子而在蓮華座，並且沒記述天
尊拿的東西。但是之後密奏天尊請破獄。
貳之五（二）、破獄・召魂
根據《金氏大法》的規範，那天早上上奏三清等神明和關告將吏。但是只有
17

爲人鬼殊途，非善功而莫薦，幽冥異趣，仗道力以潛通。・・・切念幽魂苦爽，久滯冥關，
未遂超昇，實堪傷悼。・・・奉丹陽祭錬廣度魂儀。
18 曾受籙者，申奏具職全銜奉行太極祭錬事臣姓某。未受籙者，只作太上初真弟子奉行太極
祭錬事臣姓某。關牒具位姓名而已，例不稱臣，却押心印。能行法者，用所行官將遞奏，不
能行法者，止用功曹符使傳達。
19 凡欲行此祭錬，更不問受籙不受籙，皆可行。或謂必有法職，乃可行祭錬法，則至謬論。
20 入室端坐，澄心靜慮，息調炁定，寂然良久，方存我下丹田真炁如火，如大紅玉丸，左右
九轉，甚是分明。良久，自覺玉池水滿，即腎水上升之外候也。其真火一丸，始升上絳宮心
府，號曰南昌上宮，亦號曰朱陵火府流火之庭，即發炎炎流金之火。存想己身，盡爲火所焚。
良久，錬形如嬰兒状，端坐絳宮中，己身復完如故。嬰兒漸登十二層樓上，金闕玉房之中，
乃頂門泥丸宮，嬰兒即化成天尊聖像，端坐宮中，左手執碧玉盂，右手執空青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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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上說，不需要用文書。上奏的內容是《丹陽祭鍊》中提出太一救苦天尊的奏
文的大致一樣，報告現在實行祭鍊的事情，請求協力和命令官吏許可亡魂從地獄
解放。關告將吏的內容是引導孤魂等眾到壇。夜間實行祭鍊的時候，再做啟聖、
召將。
《太極祭鍊》中，做上記的「內鍊」後，要存思如下，
「太一救苦天尊坐在我
的泥丸宮中。我長跪著密咒，請天尊放出無量光明，打破地獄。太一天尊放出無
邊光明，從泥丸宮向北方，降下夾脊十八背骨到雙腎下的酆都獄。那裡自己燦爛
閃爍，明亮三界，明朗地照耀諸苦，嶽獄都空了，一切罪囚都出離21」。接著記載
「召魂」的文章，更詳細的「普請文」在卷上卷末的「靈書中篇」之前，這也詳
細地列舉了亡魂生前的苦惱情況。
《丹陽祭鍊》的破獄中，道士要結五嶽訣，
《丹陽祭鍊》記載了五嶽訣的圖像
和結訣的方法。之後記述道士的動作和存思內容說「肚臍之前結訣，相如舉起千
鈞的重器，舉起五嶽訣到目前，訣是相日光似的，念「茫茫鄷都中」的咒文，不
測回數。一方面念咒，一方面舉起訣，過額前。念「功德金色光」的時候解訣一
次，車輪大的金光普遍照耀十方，變化金碧的世界，紅光充滿了。太一天尊在空
22
。依照道士的動作和存思，破獄實行了。
玄中，放出無邊光明，天上天下都照耀 」
叫做「破獄咒」的兩篇咒文是如下。
茫茫鄷都中，重重金剛山。靈寶无量光，洞照炎池煩。七祖諸幽魂，身隨香雲旛。
定慧青蓮花，上生神永安。
功德金色光，微微開幽關。華池流真香，蓮蓋隨雲浮。千靈重元和，常居十二樓。
急宣靈寶旨，自在天堂游。
第一個咒文是，破獄儀式中常常使用的。其次要念叫做「召六道」的召魂文
章，雖然題名是「召六道」，主要的招來對象是「有主無主男女孤魂」。
貳之五（三）、沐浴
《金氏大法》沒有沐浴的部分。
《太極祭鍊》的召魂的存思最後部分是已經沐浴的。其次要默念的「丹陽太
咒」是「龍漢蕩蕩」開始的，沐浴儀式中常常念的。之後存思如下「眾魂形質完
整從沐浴出來。要是人的話，男人在左，女人在右，都穿著仙衣。要是禽獸的話，
都是淨潔。根據種類分別。我的泥丸宮中，太一天尊左手拿碧色玉盂，右手拿空
青的枝子（拿的東西是跟內鍊一樣）
。默念上奏，請天尊降下甘露漿，注入清淨水，

21

仍想太一救苦天尊，坐我泥丸宮中，兆即長跪密呪，乞放無邊光明，下破地獄。遂見太一
天尊，放無邊光明，從泥丸宮向北，下夾脊十八〓，乃雙腎之下，總名曰鄷都獄。燦爛閃爍，
洞煥三界，朗照諸苦，嶽獄倶空，一切罪囚，悉皆出離。
22 師作五嶽訣，對臍如舉千鈞之重器。念茫茫鄷都中，不計遍數。漸漸用訣擎起於目前。如
日光之状。須臾，念呪擎訣過額。念至功德金色光，用訣一放，存金光大如車輪，遍照十方，
變爲金碧世界，紅光罩滿。存太一慈尊在空玄之中，放無邊光明，天上天下，悉皆朗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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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咒說七次：太一天尊降甘露23」
。
《丹陽祭鍊》記述的沐浴也是以存思為中心。
「焚燒丹陽符，投放那箇沐浴池。
存思沐浴池變化大海，很廣闊，沒有邊際，祥風和氣充滿相如春天似的。天尊在
泥丸宮分曉的透出虛空。請天尊降下甘露普遍散布法界，默念丹陽大咒三次24」。
貳之五（四）、施食
在《金氏大法》，「召魂」的宣告文之前，有註記說「其次要做變食，帶真文
五幅，在供食的四隅焚燒之。五方的生炁灌下供食，燒符後供食上吹灰。片刻供
食變成大量和崇高25」。其次首先說「為了給孤魂提供雲路，他們可以往生仙界，
念「玉清惠命咒」」，念從「稽首明慧虚無尊」開始的咒文（卷 38「施食普度品」
叫做「玉清惠命啟請咒」），接著要念「破獄咒」，「昇天咒」，「咽喉咒」，「三光流
精法食呪」，「玉陽法食呪」，「加持法食呪」，「生魂育魄呪」。雖然這些是跟卷 38
一樣的咒文、一樣的順序構成的，但是咒文的名稱是不一樣，咒文的課本有一點
點的差異。這裡沒有指示存思內容和行為。
《太極祭鍊》做了沐浴的存思後，接著高功要存思「淨水變成甘露，高功把
甘露散布法食上，法食成為香潤甘美，默念靈書中篇三次，法食變成廣大無邊，
充滿十方，亡魂吃飽法食、喝飽甘露而滿足26」。
《丹陽祭鍊》施食的時候，默念〈靈書中篇〉和玉皇大帝、太一救苦天尊的
名稱，沒有規定回數。還有存思如下：五方的金光紅玉之炁灌注供食上，供食香
氣濃烈，變化成無量27。王玄真說：施食不要性急，要等待亡魂吃飽而滿足。要是
念酥酡末味天尊的稱號，散布甘露水，法食的味道變成甘美。
〈靈書中篇〉就是三
十二天的隱名。亡魂聽到玉皇的名稱，餓者都吃飽，亡魂再生。聽到太一天尊的
名稱，亡魂尋找其聲前往（例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記載的奏文中，太一救
苦天尊叫做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所以特別念這些。供食是
多還是少，食器是大還是小，是沒關係的。重要的是（實施者）的一念是不是精

23

存見衆魂完形出浴。凡是人類，男左女右，皆着仙衣。凡是禽獸，悉皆潔淨，各以類分。
即想兆泥丸宮中，太一天尊左手執碧玉盂，右手執空青枝，密默懇奏，乞降甘露漿入此清淨
水，默呪曰：太一天尊降甘露（七遍）。
24 焚丹陽符，投沐浴池。存爲大海，浩浩蕩蕩，渺無邊際，祥風和氣，靄然如春。存泥丸宮
慈尊分曉透出虚空，請降甘露，遍洒法界。默誦丹陽大呪三遍。如未成誦，即念太一天尊降
甘露，七遍。隨即變食。
25 次變食，用真文五道，於斛之四畔，隨力燒之。存五方生炁，下注斛食，燒符，望空吹散
於斛上，須臾變成天廚，異饌斛食，廣博崇高。
26 淨水變成甘露，即於靜定中，兆以甘露水灑法食上，即想法食，頓然香潤甘美，默念靈書
中篇三遍，變食廣大無邊，充滿十方，見衆魂盡在無邊白淨世界中，皆得餐享斛食，又遍賜
神水，普及一切幽魂，盡飲甘露，悉得飽滿，少待片時，容其恣情飲食伺畢。
27 默念《元始靈書中篇》
：玉皇寶號、太一睿號，不計多寡。存五方金光紅玉之炁布於食上，
其食廣大，充天塞地，異香馥郁，無量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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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費心廣泛28。
把供食變成甘露食的方法一個是散布甘露一個是灌注五方生炁。關於施食的時
間需要等待亡魂滿足，強調實施者的真誠。這些是三種文獻常常言及的。
貳之五（五）、錬度
《金氏大法》的鍊度從變成火池說起。把「請真火符」焚燒後放進香爐，念
〈靈書中篇〉
，一方面存思從自己的絳宮赤炁出來，一方面請東華上相木公青童道
君、日宮太陽帝君降下正真陽火。天和自己身體的火炁進入香爐中，變化成廣大
的火池。召喚南昌受錬司錬度官君將吏、火池主者、火錬神將吏兵，引導亡魂進
入火池，讓他們受鍊。念火鍊咒，等待一點，存思亡魂們有了清潔的身體出來。
其次焚燒「請真水符」後放進水盂中，念〈靈書中篇〉
，一方面存思從自己的下丹
田黑炁出來，一方面請白玉龜臺九靈太真金母元君，月宮太陰皇君降下正真陰水。
天和自己身體的水炁炁進入水盂中，變化成廣大的水池。其次召喚錬度官君，水
池主者，水錬神將吏兵引導亡魂進入水池，讓他們受鍊。念水鍊咒，等待一點，
存思亡魂們有了端正和清潔的仙人身體出來。水鍊咒是跟丹陽大咒一樣。這裡先
火鍊後水鍊，和卷 37「水火錬度品」順序相反。金允中說「這裡先火鍊後水鍊，
這是順從舊科法鍊。或者學者師生所授，或者順從經典的根據，或者先水鍊後火
29
。雖然他卷 13 和卷 37 中詳細論述水、火象徵甚麼，但是關
鍊，各自順從所方便 」
於水鍊、火鍊的順序沒有提言。還有卷 13 的祭鍊中，水鍊和火鍊是分別實行的，
沒有水火感應的過程。這是跟卷 37 一樣。
《太極祭鍊》的鍊度不用咒、符、訣。這是水鍊作用和火鍊作用的註記中提
及的。我們可以認為是鍊度以存思為中心的。首先做水鍊，存思內容是如下的。
「兩
腎中間有相如月輪似的很明亮一點，水火交媾，玉池產生水。月亮上昇頂上，在
東井八星之間。水從夾脊上昇如天河到頂中。月光照耀天河的源頭，產生黃色水
華之水，漸漸地浸潤上顎。片刻真水從頂中流出舌上，充滿口中，真水甘潤香美，
這是自己的黃華真水，跟黃色水華之水一起變成無邊無際。之中一切亡魂受鍊，
生育精髓，光潤得好，從鍊出來的時候，形貌精采，表裏清潔30」。就是外部的真
水和內部的真水一起變成的水中，亡魂受鍊。火鍊的存思是如下的。
「兩腎中間有
一點真炁相如日輪似的。水火交媾，玉池的水上昇，日輪上昇到絳宮，那裡發生
流金之火。火焰成為大火，天空全面有火焰，亡魂進入那裡而受鍊。火光纏繞一
28

不欲性急，須是寬緩，令其饜飫可也。如念酥酡末味天尊，洒甘露水，鬼神即獲食味甘美，
中篇乃三十二天隱名。玉皇寶號，上帝有誓，如聞帝名，飢者皆飽，死魂更生。慈尊聖號，
稱之則尋聲赴感。故特用之。不在食之多少，器之大小，在乎一念精誠，用心廣大者也。
29 此乃先火後水，從舊科法鍊也。或學者依師所授，及別有經據，或以先水後火，各從其便。
30 兩腎中間有一點極明，須臾如大月輪，注視良久，水火交媾，玉池水生，其月輪竟升頂上，
‧‧‧
其月正在東井八星之間，‧‧‧自然夾脊，水如天河升貫頂中，東井之間，其月光照耀，於
頂中天河之源，激成黄色水華之水，漸漸浸潤上腭。須臾，覺真水自頂中流於舌上，而下滿
口甘潤香美，是自己黄華真水也。即見滿前化成汗漫黄色水華之水，其水自然無邊無際，一
切幽魂，皆在其中錬育精髓，‧‧‧形貌精采，表裹瑩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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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個的亡魂身體。亡魂變成嬰兒，穿著仙衣，羅列左右，要受到三歸依、九真
妙戒31」
。水鍊、火鍊的存思中都出現「水火交媾」
，但是不表示水鍊、火鍊中履行
甚麼樣的任務，還不表示水火交媾的存思內容。根據這裡記述的存思內容，水鍊、
火鍊是分別實行的。筆者曾經引用《太極祭鍊》卷中的記述，那裡包含「坎離交
遘，水火既濟]的詞句，說明水火交媾的成果應用救濟亡魂。但是這裡沒有說明水
火交媾的意義。
關於《丹陽祭鍊》的鍊度，在「水鍊」的項目中解說如下。
「首先要存思：黃
庭中有白月，相如秋天晚上的月亮似的明亮。注意了很久，身心泰然。搬運白月
過夾脊，上到泥丸。月光更明亮，跟太陽一樣。自然地甘美津液充滿口中，緩慢
地吞下，納入黃庭。其次存思大地變成黃華真水，實行火（水？）鍊32」這裡沒有
記述水鍊的內容、方法。白月和甘美津液的關係是甚麼樣的？納入黃庭的水表示
身體中的真水嗎？大地的黃華真水是從那裡來的？黃華真水成為水池後，那裡做
水鍊嗎？水鍊後亡魂變成甚麼樣？不明白的事情很多。王玄真的註記沒有明確解
說這些問題。關於火鍊的記述也是不明白。火鍊的記述是如下的。
「老師以兩手握
固，舉起身體和精神。黃庭中的真炁上昇到絳宮，光很明亮和旺盛，相如大日輪
似的，自然的充滿身體中，相如火似的熱。首先從自己開始緩慢地達到虛空，變
成一團金光，充滿世界。輝煌天上、明朗地上，心情舒暢，很久豁然33」。前半的
內容是跟《太極祭鍊》一樣，黃庭（可以認為是兩腎中間）的真炁上昇到絳宮，
從自己的身體出來虛空，變成金光。但是關於以後的手續即亡魂的鍊度，沒有甚
麼記述。
貳之五（六）、伝符授戒
「傳符授戒」是祭鍊的最後階段，亡魂要歸依三寶，受到九真妙戒和「太上
生天寶籙」，並且上昇仙界，是三種課本共有的過程。
《金氏大法》首先高功說「孤魂等衆，冶錬既畢，仙化成人，望闕謝恩，皈
依三寶」
。之後要授戒「孤魂們，三歸依已經結束，向神明做拜謝之禮。以後精神
要歸附正道，不要忘記善心，不要墮落邪道，天上的人間，需要保持戒律，應當
演說，永遠堅持34」
。接著做說教，說教的內容是跟黃籙齋中鍊度後做的說教一樣，
要覺悟一性或是本性不滅，斷絕執著。並且存思孤魂們都有仙人的身體，騰空而
31

兩腎中間一點真炁，須臾如大紅日輪，注視良久，水火交媾，玉池水升，其日輪竟升於絳
宮，發燦爛流金之火，即見飛燄化成大火，遍空炎炎，一切幽魂皆喜悅入火冶錬，一一火光
遶身，至受錬畢，‧‧‧一一衆魂，皆化爲嬰兒，身有皆若仙衣，羅列左右，聽受三皈九戒。
32 先存黄庭中有白月，朗如秋夜。注意良久，身心泰然。運過夾脊，徑上泥丸，月色愈明，
無異白日。自然甘津滿口，徐徐嚥下，納于黄庭。次存大地爲黄華真水，方行火錬。
33 師以兩手握固，舉起身心。存黄庭中真炁昇上絳宮，光明烜赫，如大日輪，自然徧體如火
之熱。先從自己，次至虚空，化爲金光一團，充滿世界，輝天朗地，志意舒暢，良久豁然。
34 孤魂等衆，三皈依畢，朝謝禮周，自今已後，心歸正道，毋忘善念，毋墮邪徑，天上人間，
須持戒律，謹當演説，永久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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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去。最後上香而感謝神明。
《太極祭鍊》中高功要做的工作也是一樣。授戒之後「亡魂一個一個都喜歡
地受戒了。其次高功無聲地宣告寶籙後，存思寶籙變成無數，亡魂們都給付了一
道，帶著寶籙上生天界35」。這時候「從高功的心中火鈴飛出來，相如太陽輝煌。
上昇過了泥丸，從頂門透出，越來越高而越遠。亡魂們都是相如嬰兒似的，搭乘
蓮華，隨著火鈴的光上昇，去得遙遠36」。
《丹陽祭鍊》的存思的趣旨也是一樣。無聲地宣告寶籙後，香爐中焚燒，存
思如下。
「南斗垂光，那光輝下來，跟壇前的金光接觸後，化成為一。金光飛騰跟
絳宮的火鈴一起，直上太虛，越來越高越遠37」。王玄真說「亡魂們假借著陽光上
昇朱陵，再生天界」
。就是從自己絳宮出來的火鈴（代表內部）和金光（代表外部）
化成為一條陽光，亡魂們搭乘那陽光上昇天界。

參、圍繞祭鍊的問題
第 3 章要討論關於祭鍊的文獻、祭鍊供養的對象、實行祭鍊的目的等等的問
題。
參之一、關於祭鍊的文獻
宋元時代認為是很多種祭鍊文獻存在的。例如金允中說「允中曾經所看見的
祭鍊文獻不止數十本，雖然大致都類似，但是裡面的祝辭、道白很多是混雜38」，
這表示南宋中期光金允中曾經看得到有數十種祭鍊文獻。
鄭思肖也指摘了種種系統的祭鍊課本存在，
「此本内錬法與戴君（淨〓）祭錬
刊本洞陽内錬之法相同，彼特欠運口中水生之妙耳。董君（光然）祭錬刊本，存
想龜蛇爲錬度作用，却自可笑」這裡列舉戴淨〓出版和董光然出版的兩種刊本，
這些認為是家刻本。龍虎刊潘法師本，亦議論未粹。然皆非入泰定，而祭錬也。
余見閤皂張君等刊本者六七，如玉陽宮刊本，則薩真人之派。玉陽寶誥，亦有數
樣，相傳既遠，殊失祕旨。又有混元祭錬，亦多樣。又有飛錬，又有炁錬，亦數
樣」這裡列舉龍虎山出版的刊本，閤皂山張君的刊本，玉陽宮的刊本，以外提及
種種的課本。
「清微法中，有紫陽祭錬，玉陽祭錬等法。其丹陽符，變食呪、水火錬度呪、
五行炁并諸符，與正一諸本祭錬法，絶不相同。他本祭錬法，或名爲祭鬼錬度經，
35

一一歡喜受戒畢，次默宣寶籙，仍想寶籙，化爲無數無數寶籙，一一幽魂，一一給付一道，
一一説此上生天界。
36 心中火鈴飛出，一炬赫如日，上過泥丸，透出頂門，愈高愈遠，一一衆魂，盡如嬰兒，皆
乘蓮花，仰隨火鈴光上昇，杳杳然去。
37 南斗垂光，下接壇前金光化而爲一，金光混混，飛騰而起。以絳宮火鈴一提，徑上太虚，
愈高愈遠。
38 允中所見祭錬之書，不止數十本，雖大體相類，而其祝辭白語多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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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名經法，皆後人重其名稱耳。至於扣訪傳授，本不知其幾一一不同，莫不目之
爲葛仙公錬度法」這裡列舉清微系統的紫陽祭鍊、玉陽祭鍊，
《道法會元》中這裡
討論的〈丹陽祭鍊〉以外，還有〈龍天通明鍊度大法〉（卷 32-35），〈太極玉陽神
鍊大法〉
（卷 208-209）等，這些認為是清微系統的。宋元時代存在了很多種祭鍊課
本，並且有清微、正一等正統道教教團出版（或是有關聯）的，也有鄭思肖自己
批判的繼承民間傳統的。所以這個祭鍊儀式，道士和相如巫者似的民間宗教者等
多種的人們，為了多種的目的，很廣泛實施了。還有鄭思肖包含著龍虎山出版的
課本等，看見和詳細分析很多課本。這些課本中有刊本，還有沒出版的抄本，但
是他可以看見和研究了，那麼元代不是道士的他也可以看見道教的科儀本（至少
一部分）。
參之二、救度對象
第 2 章已經論述了那樣，祭鍊的供養、救度的對象是廣泛的孤魂滯魄，但是
主持者的祖先也是對象。例如《金氏大法》的「祝香」文首先說「謹於今日夜，
就某處備置淨食，祭施三塗五道，十類四生，一切孤魂」
。這裡「一切孤魂」認為
是施食的對象。之後對於諸司官將眾神，請赴到各冥關、幽獄，引導「三塗十類，
五道四生，及郊野無歸遊魂飛爽，有祀無祀，善終惡終，一切應度孤魂等眾39」到
壇。還有把救濟孤魂的功德，迴向救濟自己的祖先。
三種文獻中孤魂和祖先是共通的救濟對象。例如《太極祭鍊》
「祭鍊行持牒式」
說「本壇於今 月 日，就某處奉行太極祭錬法，拔度五道四生，孤魂滯魄等衆」
。
《太極祭鍊》中牒文以外不發行文書，
「生天寶籙」中不提及救濟祖先。但是《丹
陽祭鍊》明確指示，例如「生天寶籙」說「拔度九州分野，十類河沙男女孤魂滯
魄等衆，及求薦某靈魂倶蒙赦宥，咸獲生天」
，這裡孤魂滯魄以外，特定的「某靈
魂」是救濟對象。
還有王玄真的註記說「玄真曰：・・・如度父母師長，不敢給籙説戒，但密
奏曰：以此祭錬功德，資薦某人同生天界」，就是為了救濟父母和恩師，不要給他
們授籙說戒，而要根據祭鍊的功德。要上奏太一救苦天尊的奏狀也說「放釋六道
四生，三途五苦，九州分野，十類河沙男女孤魂等衆，來詣壇前，享食聽戒，受
錬更生。更願臣九玄七祖，均證生方，三界萬靈，咸霑福利」
。這裡不是「救濟孤
魂的功德，迴向救濟祖先」，而是「孤魂和祖先一起是救濟對象」。
參之三、祭鍊的目的
第 2 節指出那樣，雖然供養、救濟孤魂和祖先是祭鍊的直接目的，但是根據
救濟孤魂，逃避他們的作祟，認為是重要目的之一。
《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
27「驅除制伏品」說「治療作祟的時候，懲治大祟，應當憐憫小祟40」
。大祟就是「盤
39

拘集三塗十類，五道四生，及郊野無歸遊魂飛爽，有祀無祀，善終惡終，一切應度孤魂等
衆。
40 凡之祟，治大祟，當憫小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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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祠廟和寺觀、山林等，接連千里四方，傷害良民，民眾死亡後，加入其黨徒。
懲治大祟的時候，他們竭盡黨徒，抗戰道士的咒法，道士要是有退卻的念頭，他
們認為得計，正法沒有意義了，人們遭受毒害41」。小祟是「幽魂，應該憐憫他們
的沈滯而救濟42」。這裡把祟分為大祟和小祟，論及他們的應付方法。懲治大祟的
時候，道士應該使用雷法、天心法等的強力咒法。但是應付小祟的時候，為了逃
避作祟，應該救濟他們，例如用祭鍊等方法。三種文獻都提起為了這樣的目的應
該實行祭鍊。
金允中說「舊有一本刊行者，施食告戒發遣之後，却令人誦天蓬呪一遍，此
尤不可行也。蓋其意恐孤魂滯魄留，因為妖異，自古及今，以美意而薦鬼神，縱
有冤對，亦可由茲解釋，豈應無故及我為讎，天地亦不容之。何須自起疑心，不
終善意」
。就是實行祭鍊後，一定不要念天蓬咒驅除鬼神。用這個方法表示把他們
認為是妖異並且應付，現在好意地實行了祭鍊，施食和救濟他們了，所以要是本
來他們有怨恨，現在可以解消了。不要引起他們的疑心，不完全我們的善意。路
時中言及的應付小祟的方法中，不要混入應付大祟的方法。
43
。
「有人專門使用祭
《太極祭鍊》也再三指出「咒法是應該不得已地使用的 」
鍊獲得靈驗，不敢使用其他的咒法懲治鬼神，就是不敢使用鎮壓鬼神的方法。有
人勸他使用鎮壓之法，他說「不能讓我發出殺意破壞鬼神」。他的發言是至妙的。
鬼神是應該憐憫的存在，有慈悲心的人，連不忍正視他們，何況懲治他們。使用
咒法的人，終歸敵對鬼神44」
。依靠實行祭鍊而救濟作祟的鬼魂，依賴者從祟解放，
這個想法是跟現在台灣北部道士做的超拔和南部法師做的打城的想法完全一樣。
相如雷法和天心法等的咒法的想法是，依照冥界的律審判而處罰危害人們的鬼神。
這就是路時中指出的對付祟的兩種方法。還有黃籙齋為了其目的實行的故事，杜
光庭《道教靈驗記》和《夷堅志》中看到，前期研究已經分析了這些故事45。第 2
章中指出那樣，道教教團內或是在民間，很多種祭鍊課本存在。這個事實與祭鍊
為了其目的廣泛實行的事實有密切的關係。祭鍊的目的還有一個，這就是依靠實
行祭鍊，積累自己的功德，因此避免災難，獲得成仙。鄭思肖說「聽從道家教義
的人學習仙公鍊度，聽從佛家教義的人學習阿難施食。要是衷心地希望濟度幽冥，
不問從道或是從釋。‧‧‧始終衷心地努力實行祭鍊內法的人，祈願保護的人長

41

何謂大祟，神廟之群黨，山林之倚附，寺觀之借祠，皆其大祟也，其祟根連千里，穴通四
方，枉害良民，死入其黨。‧‧‧故治其一祟，則群祟爭。‧‧‧（他們）竭其徒，傾其黨，
以戰正法，小兆若有一毫退念，群妖得計，正法不行，人被其毒矣。
42 所謂小祟，特幽魂爾，可憫其沈滯，當令托化。
43 三教皆以見道爲主，德行爲先，道家不得已而有法傳焉。
44 昔有人一生專行祭錬，頗有感應，更不肯行別法治鬼神。或勸之，其人云：不可教我發殺
心壞鬼神，損我一片慈悲祭錬心。其言頗妙，鬼神可憐有慈悲心者，尚不忍見之，況治之乎。
行法者，畢竟與鬼神作對。
45 劉枝萬，
《中國道教祭民間信仰》上（東京：櫻楓社，1983），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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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沒有災難，祈願學習成仙的人快達成神仙46」。
金允中也在「謝聖」的文章中，首先說實行廣泛普施的意圖，接著依靠其功
德祈願合境平安、五穀豐登等（今朝皇帝壽永萬春，惠加四海，禾稼登而人民樂，
邊境靜而兵甲寧，瑞應自臻，疵癘不作）
，其次祈願祖先和師友的成仙（九玄七祖，
四友三師，内族外姻，昔亡往逝，普超陽界，俱陟仙郷）
，祈願自己的得道（
（臣）
尚願身得道真，學逢至士，俗門眷屬，凡世塵蹤，盡依覆育之恩，以迪安全之慶），
最後請記錄有貢獻的神明、將吏（攝召官將，錬度衆神，委績勤勞，乞行記録）。
參之四、內鍊
關於鍊度儀式特別水火鍊度，前期研究常常指出鍊度的基礎是高功的內鍊，
並且內鍊強烈反映內丹修行方法，但是筆者指出水火鍊度中，高功的內鍊不一定
反映內丹修行方法，特別看不到水火交媾的過程47。祭鍊的儀式中強調內鍊的重要
性，關於內鍊的內容 2.5.1 中已經介紹，這裡討論內鍊怎樣反映內丹修行方法。
《太極祭鍊》很重視內鍊，這是陳耀庭教授等已經指出的。實際上《太極祭
鍊》到處強調內鍊的重要性。例如說「祭神的時候，要行動如神明在前那樣，做
祭鍊的時候是一樣的。現在不做內鍊，徒然努力外飾是錯誤的。外面的誦經儀式，
只在口而不在心，默坐內鍊的作用，則在心不在口。要是心中默念，就與幽冥秘
密地溝通，口中朗誦只是好看。‧‧‧靜室中閉目默坐得一更多，默念行持的作
用，就是內鍊。靜坐越久越玄妙，勝過誦經儀式的億倍。以祈雨、祈晴、祈雪為
目的的種種咒法，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內功的作用。使用咒法的人，不肯念咒語，
只用心中秘密的作用48」。這裡最後言及祈雨等的咒法，強調了實行咒法的時候也
需要內鍊。他論述內鍊的時候常常使用「造化」的詞語。例如「我的祭鍊‧‧‧
依靠我自己的真正造化，把不到達造化的幽冥造化49」。自己內部的造化就是救濟
眾魂的關鍵。
「世人不覺悟天地造化的大柄都在我內部的天，不在外部的天。要是
不朝謁自己中的天尊，不鍊在自己中的南宮，徒然發行鍊度的牒文，不實行鍊度
的獎賞，那麼鬼神終於不得到鍊度50」。
那麼造化是甚麼呢？他說「大抵錬度，是錬自己造化，以度幽魂，未能錬神，
46

從道家者學仙公錬度，從佛家者學阿難施食，一有肯心，不必問其從釋從道也，均之爲濟
度幽冥也。・・・其於能始終深心力行此祭錬内法者，願護是人永無灾難，願學神仙者，速
成神仙。
47 松本浩一，
〈鍊度的「鍊」：基於宋元道教齋醮科儀著作〉。
48 祭神如神在，其祭錬之謂歟。今人不持内錬，徒事外飾，謬哉。朗誦行持，只在口而不在
心，坐錬密默作用則在心不在口，心中默念則與幽冥潜通，口中朗誦只做眼境好看。・・・
如能於靜室中閉目寂默坐一更餘，乃默念行持作用，是爲内錬，靜坐愈久則愈妙愈玄，勝如
朗誦行持，實萬萬倍。祈雨、祈晴、祈雪諸法，一切要緊處，皆在坐功作用好，行法者，更
不肯誦呪語，只在心中密默作用。
49 我之祭錬，‧‧‧以我真造化而造化乎不通造化之幽冥也。
50 世人不悟天地造化之大柄，皆在乎我之天，不在乎在天之天也。不朝自己天尊，不錬自己
南宮，空牒錬度之文，不行錬度之賞，鬼神卒不得錬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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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度鬼」
。這裡的「鍊自己造化」有甚麼意思呢？這個詞句在下一文中換成「鍊
神」
。依靠「鍊神」
，
「救濟幽魂」
。下一文也重視「自己的造化」
，說「全仗真心內
事，其符其咒，乃寓我之造化耳」
。符和咒等的外部法術，其作用都依賴我自己的
造化。這個「我之造化」表現了如下，「心火下降，則腎水上升，口中真水滿口，
甘潤香美者，即腎中真水也。祭錬不得火降水升，造化餘皆末事，火降水升，真
祭錬之要論」
。心火的下降和腎水的上昇是兩者交媾的前提，這就是
「祭鍊的要論」
。
水火交媾的結果是生成丹藥，或許那個生成過程叫做造化。把造化的過程相反的
探索，把握造化的秘密是內丹的目的。大概鄭思肖認為救濟亡魂生天是（再）造
化。也說「凡坎離交遘，水火既濟之後，造化皆上朝泥丸，幽魂得此造化，亦不
容於不生天，頒行寶籙之後，運我一點靈光，化爲火鈴，上透泥丸，現前幽魂，
皆隨我一念而生天，正是祭錬幽魂要緊處。或我之一點靈光，不透泥丸，衆魂決
無生天之理」。「造化皆上朝泥丸，幽魂得此造化」的意思不明白。根據鄭思肖的
主張，所以內鍊是很重要。但是到達「造化都上昇朝謁泥丸，亡魂得到造化」的
過程，怎樣關係亡魂的生天也是不明白。下一稿要討論鄭思肖的關於造化的概念，
和關於祭鍊與道教修行法的想法。

結論
這篇論文第 1 章，概觀了佛教、道教的救濟死者儀式互相影響著發展的過程。
7 月發表的論文中，關於《金氏大法》和《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
、
《靈寶領教濟度
金書》記述的水火鍊度，前期論文認為反映內丹修行方法的高功道士的內鍊存思
構成重要的基礎部分，筆者指出儀式的基礎部分不一定有這些存思。這篇論文繼
承論文的結果，把從破獄、召魂到傳符授戒的過程簡略化的叫做祭鍊的儀式，關
於這個儀式，論述了其構成、特色和實行的目的等。
第 2 章介紹了基本資料的《金氏大法》卷 13，
《太極祭鍊》和《道法會元》卷
210〈丹陽祭鍊〉後，以外論述了「祭鍊」這個詞語的意思，實行的時期，儀式中
發行的文書等的問題，第 5 節關於內鍊，破獄、召魂，沐浴，施食，鍊度和傳符
授戒的各個節目，比較著三本文獻，介紹儀式內容。關於儀式內容，三本文獻是
大同小異的，但是各個文獻具有自己的特色，特別關於發行的文書，差異比較大。
第 3 章議論了關於祭鍊儀式和文獻的問題。首先指出的是這裡使用的三種文
獻以外，宋元時代很多祭鍊文獻存在了。之中既有有力教團出版的，也有繼承民
間傳統的，以很多傳統為背景。其次祭鍊供養的對象主要是孤魂滯魄，但是主持
者的祖先也是對象。關於舉行的目的，直接的目的當然是救濟亡魂（包含孤魂、
祖先）
，但是依靠實行祭鍊，從亡魂的作祟解放，這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跟現
在台灣北部道士做的超拔、南部法師做的打城等法事的目的是完全一樣的。宋元
時代有很多種課本，這個事實表示民間為了其目的實行祭鍊的機會相當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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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實行的內鍊和救濟亡魂的關係，鄭思肖等屢次記述，但是理論上不能說明
確。下一篇論文想要議論這個問題，但是理論化不明確的事實，卻表示作為咒術
廣泛實行了祭鍊。
松本浩一（筑波大學名譽教授，博士（文學），中國宗教史（主要是宋代道教與民俗宗
教）、台灣宗教（主要是北部的道士和南部的法師），日本茨城縣筑波市吾妻 3-1-1-215，
mastuko@klis.tsukuba.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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