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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筆者因執行了多年的科技部道教田野調查專案計畫，前往福建泉州
地區拜訪現存道壇，考察其道
壇道法歷史與齋醮科儀的實際演行，遂得以發表較有突破性的研究
成果。從所已蒐集的道壇抄本中，
筆者發現有許多與閩中地區道法相關的記載，但多山、多方言的閩
中地區相當保守封閉，仍是道教道
壇道法田野調查的處女地，甚少學者發表相關的研究論文。筆者一
年多來，得到許多道長的信任與協
助，得以拜訪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等縣共十一個道壇，初步看到了
明末以來相當數量的閭山法教授法
與繳法的法憑、抄本與文檢史料，以及靈寶派、清微派與瑜伽法在
此區域傳承的情形，還有道壇的家
族宗譜、法器法物、掛軸圖像，和部分正一派天師經籙與填籙秘本
，值得長期分階段全面投入調查與
研究，以清楚建構福建中部道壇道法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本
計畫希望經由經典、歷史、田野調
查與文物藝術等全方面切入，再透過閩中三個縣現有道壇資料的更
多蒐集、分析與考證，以及實際科
儀闡行的親自紀錄；三年中將以「道壇傳承譜系」、「授法」、「
繳法」與「圖像、抄本與儀式」等
等為子題，陸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相關論文，致力為道教制度
史、區域道壇歷史，以及福建道壇
道法傳承關係與轉變，累積更多具體且紮實的研究成果。

中文關鍵詞： 道教、福建、道壇、法教

英 文 摘 要 ： The researcher for many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aoist field
research project, to Quanzhou, Fujian to visit the existing
Daoist altar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Daoism, the way(Dao )
and technique(Fa ) and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heir
Purification (zhai ) and Offering (jiao ) rituals, was able
to publish more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aoist transcript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records related to Daoism in Minzhong area,
but the mountainous and multi-dialectal Minzhong area is
quite conservative and closed, still the virgin land of
Daoism Daoist altars field investigation, Few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 researcher has received many trust and assistance
from Daoist priests to visit Datian, Youxi and Yongan
counties altogether eleven Taoist altars, initially saw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ushan Daofa (the way and the
technique) fap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in Shoufa
(conferr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and Jiaofa (submitt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transcripts and historical data, as well as School of
Lingbao, School of Chingwei and School of Yuqie in this



area of
transmission of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Daoist family
genealogy, instruments and objects, Daoism paintings, and
some School of Zhengyi Registers and transcripts of tianlu
(filling in a Register).It is worthy of long-term phased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clearly build the central Fujian Province Daoist altars and
Dao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Therefore,
the project hope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anon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ultural relic
studies, an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existing Daoist materials in the three counties of
central Fujian,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record of the
actual practice of ritual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researcher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publish papers on
the topics of the " Ritual Lineages of the Daoist Altar", "
Shoufa (conferr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Jiaofa
(submitt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and "Images,
Transcripts and Rituals". Dedic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Daoism,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Daoist altars,
as well as the Daoist Liturgical Lineage in Fuji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change, to accumulate
more concrete and solid research.

英文關鍵詞： Daoism, Fujian, Daoist altars, Fa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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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一）中文摘要與關鍵詞 

福建中部道壇道法研究：以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為主 

謝聰輝 

    筆者因執行了多年的科技部道教田野調查專案計畫，前往福建泉州地區拜

訪現存道壇，考察其道壇道法歷史與齋醮科儀的實際演行，遂得以發表較有突

破性的研究成果。從所已蒐集的道壇抄本中，筆者發現有許多與閩中地區道法

相關的記載，但多山、多方言的閩中地區相當保守封閉，仍是道教道壇道法田

野調查的處女地，甚少學者發表相關的研究論文。筆者一年多來，得到許多道

長的信任與協助，得以拜訪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等縣共十一個道壇，初步看到

了明末以來相當數量的閭山法教授法與繳法的法憑、抄本與文檢史料，以及靈

寶派、清微派與瑜伽法在此區域傳承的情形，還有道壇的家族宗譜、法器法

物、掛軸圖像，和部分正一派天師經籙與填籙秘本，值得長期分階段全面投入

調查與研究，以清楚建構福建中部道壇道法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本計畫

希望經由經典、歷史、田野調查與文物藝術等全方面切入，再透過閩中三個縣

現有道壇資料的更多蒐集、分析與考證，以及實際科儀闡行的親自紀錄；三年

中將以「道壇傳承譜系」、「授法」、「繳法」與「圖像、抄本與儀式」等等

為子題，陸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相關論文，致力為道教制度史、區域道壇

歷史，以及福建道壇道法傳承關係與轉變，累積更多具體且紮實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道教、福建、道壇、法教 

  （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Research on the Way(Dao) and the Technique(Fa) at Daoist Altars in Central Fujian  

A Case Study of Datian, Youxi and Yongan Counties 

Hsieh Tsung-hui 

The researcher for many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aoist field research project, to Quanzhou, Fujian to visit the existing 

Daoist altar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Daoism, the way(Dao 道) and technique(Fa 法) 

and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heir Purification (zhai 齋) and Offering (jiao 醮) rituals, 

was able to publish more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aoist transcript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records related to Daoism 

in Minzhong area, but the mountainous and multi-dialectal Minzhong area is quite 

conservative and closed, still the virgin land of Daoism Daoist altars field 

investigation, Few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Over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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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or so, the researcher has received many trust and assistance from Daoist priests 

to visit Datian, Youxi and Yongan counties altogether eleven Taoist altars, initially 

saw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ushan Daofa 道法(the way and the technique) faping

法憑(documents of Register) in Shoufa 授法(conferr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and 

Jiaofa 繳法(submitt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transcripts and historical data, as well as School of Lingbao, School of Chingwei and 

School of Yuqie in this area of transmission of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Daoist 

family genealogy, instruments and objects, Daoism paintings, and some School of 

Zhengyi Registers and transcripts of tianlu 填籙(filling in a Register).It is worthy of 

long-term phased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clearly 

build the central Fujian Province Daoist altars and Dao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Therefore, the project hope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anon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ultural relic studies, an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existing Daoist materials in the three counties 

of central Fujian,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record of the actual practice of ritual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researcher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publish papers on the topics of the " Ritual Lineages of the 

Daoist Altar", " Shoufa 授法(conferr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 Jiaofa 繳法

(submitting documents of Register)" and "Images, Transcripts and Rituals". Dedic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Daoism,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Daoist altars, as well as 

the Daoist Liturgical Lineage in Fuji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change, to accumulate more concrete and solid research.  

Keywords: Daoism, Fujian, Daoist altars, Fajiao 

 

二、 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內容 

（一） 研究義界與目的 

    本研究計畫題目〈福建中部道壇道法研究(一)：以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為

主〉的「福建中部（即閩中）」的義界，限以道壇內部明清道法抄本所見的

「延平府」轄屬縣市為判準。即按《明史》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一·地理六〉所

記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元延平路所置，其下轄領之七縣：南平縣、將樂

縣、沙縣、尤溪縣、順昌縣、永安縣、大田縣為範圍。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雖將永春縣升格為永春州，大田縣改隸永春州，但仍屬本題研究的道法區

域；而不是指現在的莆田市與三明市所轄之地域。筆者因執行了多年的科技部

道教田野調查專案計畫，前往福建泉州地區拜訪現存道壇，考察其道壇道法歷

史與齋醮科儀的實際演行，遂得以能發表較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且從所已閱

覽拍攝的道壇抄本中，筆者發現有許多與閩中地區道法相關的記載，但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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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言的閩中地區相當保守封閉，甚少學者能順利進入此一區域考察，相關的

專門研究論文也闕如未見，因此仍是道教道壇道法田野調查的處女地。筆者一

年多前，終於得到許多道長的信任與協助，得以拜訪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共

十一個道壇，初步看到了明末以來數量不少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包括道教閭

山法教授法與繳法的法憑、抄本與文檢史料，以及靈寶派、清微派與釋教、瑜

伽教在此區域傳承的情形，還有道壇的家族宗譜、法器法物、掛軸圖像，和部

分正一派天師經籙與填籙秘本，非常值得長期分階段全面投入調查與研究。因

此希望在此難得的基礎之上，此一計畫能繼續獲得多年的支持，擴展研究的深

度廣度與前輩學者較少涉及的部分，在較辛苦的道教田野調查研究盡一份心

力，釐清福建中部道壇道法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為臺灣與福建道教史的詮

釋建構累積更多紮實的研究成果。 

（二） 研究文獻探討 

至今筆者索引與本研究計畫區域直接相關的道壇道法專題研究成果，似乎

仍然闕如未見；但區域道教的田野調查研究，一、二十年來方興未艾，得到許

多研究者的重視與陸續投入，其中若以世業道壇道法的傳承譜系考察為例，已

經有了一些不錯的研究成果與理論方法，都可提供本計畫論述參考與必須回應

者。如包含全臺灣區域的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一書，1對於個別道壇傳承有

粗略的記載。在臺灣北部有：蘇海相關涵（Michael R. Saso）以新竹地區為主，

將其所獲得的莊、林、陳與吳四家道壇資料，出版為《莊林續道藏》二十五

冊，並整理莊陳登雲（1911-1976）等人傳承譜系。2劉枝萬以道法傳承為主提

出「劉厝派」與「林厝派」；3勞格文（John Lagerway）整理臺灣北部正一派道

士譜系與溯源探究；4李游坤則凸顯自家為「李厝派」（亦屬傳承「林厝派」）；5

林振源重新考證了「林厝派」的正確傳承譜系。6在中部有：林聖智處理鹿港地

區部分道壇的傳承；7李豐楙探究「客仔師」（紅頭司）與客家移民社會的關

係，和海線、山線道士的淵源譜系。8而南部臺南地區：丁煌著重曾、陳兩世業

                                                      
1
 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雲林：道德文化出版社，1977）。 
2
 蘇海涵（Saso ,Michael R.）著：《The Teachings of Taoist Master Chuang》（臺北：南天

書局，1978）。 
3
 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5）。 
4
 勞格文（Lagerwey, John）著、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民俗曲藝》103

期，1996，頁 31-48。〈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續篇）〉，《民俗曲藝》114 期，1998，頁 83-

98。 
5
 李游坤：《臺灣基隆廣遠壇傳承與演變研究》，2010 年輔仁大學宗教系碩論。 
6
 林振源：〈正邪之辨，道法之合〉，收錄於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臺北：政大

出版社，2014），頁 360-384。 
7
 林聖智：〈鹿港的道士與威靈廟普渡科儀調查報告〉，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

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 109-125。 
8
 李豐楙：〈中部山線道士行業圈：陳、李兩個道壇的合作與傳承〉，鄭志明主編，《道教文化的

精華》（嘉義縣：南華宗教中心，2000），頁 159- 203。〈鹿港施姓道壇與泉籍聚落〉，《臺灣

文獻》52卷 2 期，2001，頁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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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壇的源流傳承發展探討；9洪瑩發等人調查了傳統道壇與法派的傳承與展演。
10高雄地區：筆者建構了小港區翁家道壇的內部傳承譜系，以及道法外傳對高

雄地區老道壇的影響；11張譽薰討論了大寮鄉西公厝自己家族道士團的傳承譜

系與齋法。12 

 

    在福建地域：丁荷生（Kenneth Dean）、葉明生與林勝利等人，13很早就投

入實際的道壇田野調查研究，而巫能昌 2015 年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EPHE）宗教系博士論文 《Rituels, divinités et société locale. Une étude sur la 
tradition des maîtres rituels du Lingying-tang à l’ouest du Fujian》，以閩西靈應堂法

師傳統為研究個案，具體分析其相關儀式、神明譜系以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另筆者近幾年來接踵泉州與閩中世業道壇道法的建構與源流考究，14祈剛則對

清代閩西北泰順縣東部閩山道壇源流持續追蹤。15在湖南地區：莫達夫（David 
Mozina）、范華（Patrice Fava）、梅林寶（Mark Meulenbeld）與廣田律子等等研

究成果，16也多有論及道壇內部的傳承譜系問題。在廣東地區：黎志添、游子

                                                      
9
 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道教學探

索》（臺南市：成大歷史系，1990）第 3號，頁 283-357。 
10
 洪瑩發、林長正合著：《臺南傳統道壇研究》（台南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12）。戴

偉志、周宗楊、邱致嘉、洪瑩發合著：《臺南傳統法派及其儀式》（台南市：台南市政府文化

局，2013.12）。 
11
 謝聰輝：〈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臺灣史研究》16 卷 2 期（2009.6），頁

205-258。謝聰輝：〈大人宮翁家道法外傳及其相關道壇考述〉，黎志添主編，《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地方道教變遷》（香港：三聯書店，2013.12），頁 71-132。 
12
 張譽薰：《道教「午夜」拔度儀式之研究－以高雄縣大寮鄉西公厝道士團為例》，2002 南華大

學生死學所碩論。 
13
 丁荷生（Kenneth Dean）,1986  “Two Taoist Fiao Observed in Zhang-zhou,December 

1985. ”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2. 1988  “ Manuscripts frow Fujian.”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4.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e Altar in the Late Ming 

and Qing in the Xinghua Region,”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10, 1998.鄭國棟、林

勝利、陳垂成編：《泉州道教》（泉州：鷺江出版社，1993）。葉明生編著：《福建省龍巖市東

肖鎮閭山教廣濟壇科儀本彙編》（臺北：新文豐，1996）。 
14
 謝聰輝：〈泉州南安奏職儀式初探：以洪瀨唐家為主〉，收錄於謝世維主編的《經典道教與地

方宗教》（臺北：正大出版社，2014.12），頁 311-357。謝聰輝：〈道壇譜系與道法研究：以黃

吉昌道長歸真繳籙儀式為例〉，「宗教文化與實踐」，2015 年紀念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臺北福

華飯店，2015.11.7-8。謝聰輝：〈繳籙研究：以南安市樂峰鎮黃吉昌道長歸真為例〉，收錄於

蓋建民主編，《「回顧與展望：青城山道教學術研究前沿問題國際論壇」文集》（四川：巴蜀書

社，2016.9），頁 622-644。 
15
 祈剛：〈清代泰順東部閭山道壇源流考：以前山葉氏廣應壇《請祖師科》為中心〉，收錄於劉

永華主編的《儀式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0），頁 51-74。 
16
 莫達夫（David Mozina）,“Quelling the Divine: Thunder Ritual in South China” 

PhDd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2009。范華（Patrice Fava）, 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i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Éditeur Les Belles Lettres, 2014.1。梅林寶（Mark Meulenbeld）,Demonic Warfare: 

Daoism, Territorial Net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a Ming Novel.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廣田律子編著：《ミエン・ヤオの歌謡と儀礼》（岡山：大学教育出

版，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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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吳真等人在正一道壇、道堂方面的歷史與傳承，也持續出版研究成績。17

其他區域：如徐宏圖、薛成火他們考察了浙江蒼南梁姓道士的宗譜記載，發現其

原籍是泉州安溪，於明萬曆年間移居蒼南，傳承道士十二代；許思偉探討新加

坡閩南籍道士行業圈的譜系源流；劉仲宇考察上海陳蓮笙道长道法傳承與事

略；張澤洪深入西南少數民族與道教傳承的比較；藍松炎、呂鵬志出版江西省

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抄本，並探究其道法傳承譜系；18康豹、康詩

瑀主編的《民俗曲藝》「中國西南宗教文化」專輯，19也引領大家注重區域宗

教與文化的研究焦點。 

 
    另如正一派天師經籙的傳授與繳化方面的前人研究，筆者〈正一經籙初

探：以臺灣與南安所見為主〉、〈泉州南安奏籙儀式初探：以洪瀨唐家為主〉與

〈繳籙研究：以南安市樂峰鎮黃吉昌道長歸真為例〉諸文，以及正在執行中的

科技部〈道教繳籙研究：以福建與臺灣所見為主〉計畫（MOST 104-2410-H-003 
-092 -MY2），多已詳細評述，此處不再重複，以下僅就歷史經典或別的區域田

野調查考證與本計畫法教所傳授的公牒帖憑「文法」與繳化部分，以及道法實

踐有相關者再舉例評述。在歷史經典與道法實踐上：如松本浩一的《宋代の道

教と民間信仰》一書，20廣泛地探究道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韓明士（Robert 
Hymes）討論宋代天心正法與道教關係時，提及其如官僚化的神聖領域、鬼神

律法、法師與道士同屬一個社會或一個人可以同時兼具這兩種身分等特質。21

酒井規史〈南宋時代の道士の稱號：經籙の法位と「道法」の職名〉與其博論

《宋代道教における「道法」の研究》，釐清了南宋時期部分經籙中的道職法

名，以及相關道法複合問題。22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第五章〈授籙制

                                                      
17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黎志

添、游子安、吳真等合著：《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香港：中華書局，2007），第二章

〈香港道堂科儀師承考〉與第三章〈口述歷史－1950 年代以來科儀道長選介〉。黎志添：〈澳

門吳慶雲道院的歷史變遷：十九世紀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研究〉，收錄於黎志添主編，《十

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變遷》（香港：三聯書店，2013.12），頁 223-249。 
18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普度科範》（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劉仲宇：《弘道

八十年： 陳蓮笙道长事略》（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許思偉著：〈新加坡閩南籍道

士研究：道士行業圈的源流以及其與社群的關係〉，《民俗曲藝》154 期（2006），頁 23-76。張

澤洪：《文化傳播與儀式象征︰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宗教與道教祭祀儀式比較研究》（成都：巴蜀

書社，2008.1）藍松炎、呂鵬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臺北：新文豐，

2014），頁 53-461。 
19
 康豹、康詩瑀主編：《民俗曲藝》第 187、188 期「中國西南宗教文化」專輯，臺北：財團法

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15.3。 
20
 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21
 韓明士（Robert Hymes）著，皮慶生譯，《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

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32。 
22
酒井規史：〈南宋時代の道士の稱號：經籙の法位と「道法」の職名〉， 《東洋の思想と宗

教》第 25 號（2008），頁 115-134。《宋代道教における「道法」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

文學學術院博士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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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教階制度〉，探索天心正法經典中的相關授籙制度記載。23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與松本浩一〈宋代考召法的基本

構成〉都論及了宋代驅邪儀式的節次分析，24謝世維〈密法、道術與童子：穢

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25詳考道教與密教的關係以及

穢跡金剛的原型與演變。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傳度科儀研究〉26則特

別針對南宋靈寶傳度科儀中的道法來源詳細考究，高振宏博論《宋元明道教酆

嶽法研究：道經與通俗文學的綜合考察》，27則紮實地考察酆嶽法在宋元明時代

的演變發展以及與通俗文學的確實關係。 

 
    而在田野調查研究方面，如葉明生的《福建省龍巖市東肖鎮閭山教廣濟壇

科儀本彙編》其中頁 19-44 討論傳度儀式的概況，並提供「十二道度牒文書及

帖皮式」的珍貴資料。〈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進一步析論閭山

教傳度中心的形成，以及傳度儀式的結構與文檢內涵意義。另〈魂歸閭山—建

陽閭山教功德道場儀式中靈魂信仰之探討〉，論及相關繳法的問題；又〈道教閭

山派之研究(一)〉與〈道教閭山派與閩越神仙信仰考〉，也都論及閭山法教的演

行與民俗信仰的關係。28胡天成29與丸山宏30等，也都發表了重要的相關論文，

獲致相當的成果。黃建興則陸續發表〈福建閭山教師公廟及法師傳說探討〉

〈「法號」、「郎號」與民間道壇「傳度奏職」儀式探討〉，並根據其 2013 年博士

                                                      
23
 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8），頁 161-174。 

24
 Davis, Edward L.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pp. 97-100.  

松本浩一：〈宋代考召法的基本構成〉，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臺北：政大出版

社，2014 年），頁 71-104。 
25
 謝世維：〈密法、道術與童子：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國文學

報》第 51 期（2012），頁 1-36。 
26
 張超然：〈援法入道：南宋靈寶傳度科儀研究〉，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臺

北：政大出版社，2014 年），頁 137-142。 
27
 高振宏：《宋元明道教酆嶽法研究：道經與通俗文學的綜合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中

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 
28
 葉明生：《福建省龍巖市東肖鎮閭山教廣濟壇科儀本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閩

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民俗曲藝》94/95 期（1995.5），頁 165-206。〈魂歸閭山

—建陽閭山教功德道場儀式中靈魂信仰之探討〉，《民俗曲藝》118 期（1999），頁 41-78。〈道教

閭山派之研究(一)〉，《道韻》第九輯，臺北：中華大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道教閭

山派與閩越神仙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 3 期，頁 64-76。 
29
 胡天成，〈分兵撥將和坐橋傳法－重慶市巴縣接龍區南沱縣金獅村劉光利請職儀式之調查〉，

《民俗曲藝》115 期（1998.9），頁 129-166。分析該地區道教的請職儀式中，「分兵撥將和坐橋

傳法」之基本內容與主要程序。另相關儀式刻本，可參見其編著的《四川省重慶接龍區端公法

事科儀本彙編》，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30
 丸山宏特別鑽研奏職儀式文書部分，關於臺灣正一派傳度部分已寫作〈臺南道教の奏職文

檢〉錄於《道教儀禮文書の歴史的研究》第五章，東京：汲古書院，2004。〈道教傳度奏職儀

式比較研究―以台灣南部的奏職文檢為中心〉，二文，分別收〈道教傳度奏職儀式比較研究─以

臺灣南部的奏職文檢為中心〉，《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十四)：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

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頁 637-658。〈中国湖南省藍山県ヤ

オ族の度戒儀礼文書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男人平度陰陽拠を中心に－〉，堀池信夫編，《知の

ユーラシア》（東京：株式會社明治書院，2011），頁 4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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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31改寫而即將出版的《師教——中国南方法師儀式傳统比较研究》一書，共

分七章分別討論了師教的教派形態、儀式特徵、傳承體系、法師崇拜、巫覡傳

統族群社會、歷史源流與現代轉型等問題；其中第二章特別論述了〈師教的傳

度儀式〉、〈畲瑤的傳度儀式〉與〈師教的喪葬儀式〉，可供研究度法與繳法相關

比對。另李豐楙〈道法二門：臺灣中北部的道、法複合〉、蔡志祥〈儀式與身份

轉換：香港新界北約地區的醮〉與謝世維〈地方宗教中的道法關係：以臺南和

意堂為核心的考察〉三篇論文，都注意到道教與地方法教的相對區別與複合關

係，以及禮儀實踐時的身份轉變問題。32另呂永昇、李新吾主編的《師道合

一：湘中梅山楊源張壇的科儀與傳承》一書，也收錄探討湖中法派道法〈宋以

降湘中梅山地方宗教的道法淵源及其演變〉與〈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與道士的

異同比較〉兩篇田野調查研究；33另由康豹、龍海清、羅康隆等主編，即將出

版的《湘西宗教文化調查與研究》專書，也收錄龍海青的〈湘西苗族「穿街」

的調查報告與闡釋〉與石壽貴〈開天門送亡師〉兩篇文章，34前者是主要內容

是關於湘西苗族民間信仰神職人員「巴代」傳法度職的重要儀式，後者則是湘

西苗族的「巴代」在死亡前後所必須要舉行的一種繳法送亡師上天門的儀式，

此類儀式與信仰都可供比對研究參考。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的研究方法，即是運用並時田野實務調查採錄，與貫時道

教經典核校詮釋，以及歷史相關文獻史料、法物法器的考證等多重研究方法相

輔相成。其親自具體操作、重要性與重點經驗說明如下： 

 

  （1）田野調查法：作道壇道法研究不能只作靜態式的分析探討，而是要回復

到它實際的宗教情境運用。因此一定得透過實際道壇拜訪，如傳度、禳災、解

除、齋醮儀式的觀察與參與，道壇相關法物法器的蒐集，才可深入瞭解其內涵

                                                      
31
 黃建興：〈福建閭山教師公廟及法師傳說探討〉，《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3 年第 1 期 ( 哲

學社會科學版) ，頁 104-111。 

〈「法號」、「郎號」與民間道壇「傳度奏職」儀式探討〉，《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95-104。 

HUANG, Jianxing, 《A Research on Shijiao——The Ritual Traditions of Fashi in South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June 2013.又即將出版的中文版由作者提

供。 
32
 李豐楙：〈道法二門：臺灣中北部的道、法複合〉，譚偉倫編，《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 年，頁 147-179。蔡志祥：〈儀式與

身份轉換：香港新界北約地區的醮〉，收錄於譚偉倫主編，《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十

四）：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11 年），頁 325-348。謝世維：〈地方宗教中的道法關係：以臺南和意堂為核心的考察〉，《民

俗曲藝》第 183 期（2014 年 3月），頁 139-189。 
33
 呂永昇：〈宋以降湘中梅山地方宗教的道法淵源及其演變〉與李新吾：〈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

與道士的異同比較〉，分別收入呂永昇、李新吾編著：《師道合一：湘中梅山楊源張壇的科儀與

傳承》（臺北：新文豐，2015 年），頁 27-62 與頁 177-267。 
34 此兩篇尚未出版的論文乃經由康豹教授指點與提供而閱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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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如此對於臺灣與福建道壇道法的來源、傳承及關係探究，才能有實質的

幫助。但做道教田野調查，常因秘傳性、不公開而會遭遇許多困難，如何持續

得到支持信任？將重點放在許多個案中相關的道壇傳承譜系建立、生命禮儀、

傳法授籙、保奏繳法繳籙儀式，和所有經籙帖憑文檢授予前的準備、運用，以

及圖像、抄本與儀式的關係分析。達到筆者希望的能探究此區域相關齋醮儀式

與文檢在道教歷史的地位，為建構閩臺道教傳承關係與變化，以及在歷史上的

價值地位，累積更多的研究例證與方法論，實在有很多難題得自思解決突破。 

 

  （2）歷史研究法：本書專題研究關係到諸多歷史、地理層面的探討，如臺

灣、福建各縣地方志的檢索，歷史地域發展改變與道法區域的關係，相關歷史

文獻資料之核考，各道壇家族宗譜的梳理比對，以及相關道壇道法與區域宗教

信仰、經濟環境等等關係的考察。都有賴第一手資料的仔細考證與比對，並衡

之於歷史的時間情境、地理因素與道士行業區域環境，始能得到說服人的證據

或是較合理的推論。特別是其中所牽涉的時間縱深，從發現的抄本內容所反映

的時間與傳寫記錄，有些可自宋元到當代，長達八百年。地域道法至少則可顯

示臺灣與福建中南部有傳承的關係，且其道壇道法複合多元，涵蓋相當廣義的

定義。其所牽涉的歷史背景、道壇道法發展情況與諸多人名字號的考證，有時

限於文獻不足徵引，或時空環境已人事全非，無法提出確實可靠的證據與史

料，只能考量其可能情況，作較合理的推論。 

 

  （3）經典研究法：道教田野調查的資料雖然珍貴，但無法完全確信為最可靠

的資料。因為道教特別強調經典文檢與功訣道法的寶重性與秘傳性，其中經典

文檢的整理、校正與分析，一定要配合道經的長期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始能在

明白其思想經義與道法傳承下，考證出較正確之經文，詮釋出合乎道經義理傳

承的看法。而經整理校正的經文、文檢資料，不僅要溯其根源出處，瞭解其道

派與道壇脈絡系統的傳承，更能深入探究其因時因地所採取的新創意義，其中

變與不變的因素分析。又其中諸多齋醮儀式中文檢形式與內容意義的解讀，可

瞭解道教文化史的傳承意義，以及公文書系統的文體形式與內容格式的轉用見

證，因此相關史書與出土文獻，都應再廣泛深入閱讀。 

 

  （4）比較研究法：筆者以往的研究，大多著重在臺灣各區域內同一道法（如

皆道法二門），或跨區域的不同道壇道法（如道法二門與正一靈寶），以及其與

文獻史料上作溯源比較。直到這幾年的調查研究，始正式初步跨入福建閩南與

南臺灣道壇道法的比較研究；發現這一研究方法與方向雖有不少困難，但是確

實是一正確且須持續去做的工作。因此在既有的紮實基礎上，不僅繼續連結南

臺灣正一派靈寶老道壇與泉州道壇道法，更得進一步擴大調查區域到福建中部

區域，比較閩中與閩南道法的差異，以及與臺灣傳承的關係。因此除參考學者

對相關區域的道壇歷史與道法源流研究，進一步作必要的比較討論外；並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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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掌握最新相關學者研究動態與著作發表出版狀況，且對其論文深入閱讀，追

蹤檢驗其所提供論及的研究資料、問題意識與研究成果，以引發更多可深入探

討的面向。 

 

  （5）教學相長法：筆者平日除參加道經讀書會，持續田野調查蒐集相關道壇

道法資料，寫作相關深入的論文，參加學術會議發表之外；並親自參與與指導

研究助理分類整理所拍攝眾多的田野資料，建立文字與數位影像檔案，以便教

學研究之用。因為筆者認為道教研究，除兼顧經典、歷史、田野調查與文物藝

術四面向外，更須將蒐集的寶貴資料、發表的論文，實際運用於教學研究。因

此筆者自 2009 年 2 月起，陸續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開設「道教文化專題

研究」與「神仙傳記研究」課程，將多年的研究成果實際運用於教學，並指導

博碩士學生，以求教學相長之效，如此不僅可檢討自己的研究理論與研究成

果，也可慢慢培育有興趣投入此行的研究後進。 

  （四）研究成果與貢獻討論 

    （1）研究成果 
    本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原為 2017.8.1-2020.7.31 三年，但因 2020 年 1 月底起新冠

肺炎疫情流行與肆虐，所以 2020 年 2 月開始就無法前往大陸地區執行移地田野調

查工作；雖申請計畫執行延長一年，但因疫情持續影響，後來仍然無法前往落實田

野調查。雖然有外在環境客觀上的困難，但筆者的研究論文寫作並未因此停歇下

來，積極利用多年所蒐集相關的第一手資料，至 2020 年 7 月底止（之後移至新的

研究計畫：〈閩中發現的天師上清三洞五雷經籙研究〉（MOST 109-2410-H-003 -
130 -MY2）），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專書 1 本、期刊論文 4 篇、專書論文 1 篇與

參加國際研討會論文 2 篇： 
 
專書：謝聰輝。2018.10《追尋道法：從臺灣到福建道壇調查與研究》，臺北：

新文豐，約共 864 頁。（ISBN978-957-17-2289-4） 

 

期刊論文 

1. 謝聰輝。2017.12，〈投狀與呈申：兩張閩中儀式掛軸考研〉，《香港中文大

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47期，頁1-5。 

2. 謝聰輝。2019.6〈閩中瑜珈法教功曹神譜研究 ――以嵩公道德與吳公太宰

為主〉，《國文學報》第65期，頁1-30。（MOST 106-2410-H-003-101-MY3

研究成果）（THCI文學一、第一級） 

3. 謝聰輝。2019.12〈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與相關問

題〉，《華人宗教研究》第13期，頁1-51。 

4. 謝聰輝。2020.3〈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輔仁宗教研

究》第 40 期，頁 71-98。 

 
專書單篇：謝聰輝。2018.6〈道壇傳承譜系建構的資料與方法研究：以台灣、

福建田野調查為例〉，何建明主編：《道教學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 2期，頁 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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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1. 謝聰輝。2018.7.16-18，〈閩中瑜珈法教神譜的建構與特質初探：以閩中尤

溪、大田與永安三縣調查為主〉，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宗

教學系所聯合主辦的「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臺北輔仁

大學。 

2. 謝聰輝。2018.11.29-12.1，〈福建中部「開法場」所具顯的古代朝廷制度

析論――以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所見為主〉，國家圖書館、萊比錫大學聯

合主辦的「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重思」，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總

館。 

 

（2）相關研究貢獻討論舉證 
  （a）專書：2018.10《追尋道法：從臺灣到福建道壇調查與研究》 
    本書以「追尋道法」貫通研究為經，以「從臺灣到福建」地理空間座標為

緯，闡述道壇道法中「傳承與轉變」的淵源影響和內涵意義。主要探討道壇

「傳承譜系、經典文檢與道法演行」三大主題，而整體結構內涵安排先後，乃

考量由家族內部人事制度體系建構，而至社會外延道法綜合實踐。故先談道壇

傳承譜系而後接道法演行，中間以實際經典文檢法物法器為中軸銜接；三者以

「道法」為內在結構核心，彼此關係密切且互為影響，雖為論述方便而重點析

分為三，實者可視為一全體的綜合表現。全書共包含十二章專論，第一、五、

七與九篇多論及研究方法論，其餘同類文章則以為個案例證。並以導論一篇領

其首，以統括全書義界旨趣、理論方法運用與章節架構重點；又於第一、五、

九章前各提列三篇分論，以凸顯三大主題各自的問題意識、呼應關係與創新觀

點；再以結論一篇掇其要，以明本書之研究價值貢獻。另除了兩篇專家序言與

筆者後跋外，附篇一〈真實不虛――三則田野調查故事見證〉一文，可作為本

書論文寫作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看待，是嚴肅的論證之外的田野感應札記；而附

篇二則為本書各章改寫之前相關論文原發表處資料，最後則為引用書目以供對

照參考。本書各章論述的架構，皆有前言：包含研究義界、動機、前人研究析

論、問題意識、理論方法運用與預期貢獻；二至五節不等的主題論述；結語歸

納全文重點與創新突破觀點，文後則用附錄文字圖表形式，清晰整理與舉證文

中所提及的第一手資料。全書經以上章節論述後，可統整四方面歸納其重要結

論與發明突破：一、 區域道壇道法研究理論的初步建構，二、臺灣道壇道法具

顯作為活傳統的例證，三、閩臺道壇道法的傳承關係與變化具體個案，四、閩

臺道壇道法在中國道教史的意義價值。 

 

    前述專書論文即收錄於第一章〈道壇傳承譜系建構的資料與方法研究：以

台灣、福建田野調查為例〉：筆者認為要建構世業道壇道法內部的傳承譜系方法

論，可以盡量從以下三方面探究進行：一是從家族宗譜中顯示的記載建構：即



 

12 
 

透過相關道壇的家族宗譜中法名、籙名與派名，以及婚姻關係記載內容，考證

其道法內外傳承的證據與源由。二是由道壇科儀抄本的內容與署稱建構：科儀

抄本中「請神」部分所包含的「請功曹師父」法名，不僅是其道法傳承的重要

且直接的線索，若能再核對家族宗譜上的輩份法名相關資料，將能建構出更加

可靠的道壇內外道法傳承譜系體系。另外，配合齋醮科儀道法演行的抄本，所

保留的抄寫者時間、姓名字號、書法筆跡、鈐印署稱與道法源流的珍貴記載，

亦可作為抄手身分認證與協助道法傳承譜系關係建立的證據。三是由道壇保存

的傳法、填庫、繳法史料與戶籍資料等的記載，也能夠經由進一步比對而補充

前二者的不足之處。 

 
（b）2019.6〈閩中瑜珈法教功曹神譜研究 ――以嵩公道德與吳公太宰為

主〉 

本文利用近年來，在福建中部尤溪、大田與永安三縣等地區道法壇靖中，

所見到的清初以來瑜珈抄本資料，以及現今田野實際儀式實踐調查記錄，希望

能考證出瑜珈法教的功曹神明譜系的實際來源，並分析其表現的內涵特質。除

前言與結語外，第一節，指出「瑜珈五院」的名稱組合，應轉化自道教體系內

涵而得；而此套瑜珈法教五院傳度道法系統，至少在明嘉靖年間已在尤溪地區

實際運用傳授。第二節，考察嵩公道德和吳公太宰二祖師，主要與傳法和繳法

職能有關，應是實際的歷史人物北宋明教大師契嵩與曾任明嘉靖太宰的吳默

泉；他們除各具條件而較晚被收編外入瑜珈法教神譜外，更在明中晚期逐漸衰

落的佛學或另股復興運動中展現其號召力。第三節，分析其嵩、吳兩位祖師被

連請的道法和時代背景，以及到天台山奉請的地緣關係。 

 

  (c) 2019.12〈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與相關問題〉 

本文利用近年來，在福建中部尤溪、大田與永安三縣道法壇靖中，所 

見到的清初以來抄本資料，以及現今田野實際儀式調查記錄，希望能探究此 

區域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和相關「三壇五部」意涵的演變特質。論文 

除前言與結語外，主要分為三大節：第一節「從瑜伽密教到瑜珈法教」，先以 

主神穢跡金剛的兩種神咒、八臂形象與特定經文用詞，溯源比較其與唐代以 

來瑜伽密教經典的關係。第二節「三壇五部的意涵與演變」，則考證三壇五部 

應放在北宋以來密教理解，以及其在閩中瑜珈法教的繼承與轉化意涵。第三 

節「閩中瑜珈法教新三壇主神的建構特質」，進一步討論如何以寶王、龍樹與 

真武來建構「新三壇教主」的內涵，以及主要法主諸聖奉請咒文中，常凸顯 

其與龍樹、密教具有密切連結的特質。 

 

  (d) 2020.3〈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 

本文利用近年來，在福建中部尤溪、大田與永安三縣地區道法壇靖中，  

所見到的清初以來瑜珈抄本資料，以及現今田野實際儀式調查記錄，考論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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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官將神祇的來源與複合轉化情形，以及所具顯的內涵特質。除前言與結語  

外，全文共分三節：第一節，比較其與《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一中官將神祇部  

分的異同，並探討此區域由一個那吒元帥變為哪吒、咭吒、啒吒三個太子的職  

能變化情形。第二節，以其官將神譜中的主將蓬頭、副將黃頭、無面目大將與  

旃檀大將四者為例，考證其與天心正法的傳承關係與職司改變特質。第三節，  

經由析論來自密教的神霄法大黑天神茍、畢大元帥，酆岳法中地祇十太保，以  

及六天混元如意法的官將證據，說明今日所見神譜組成如何複合元明以來多種  

道法的狀況。 

 
 



科技部第三年移地經費申報 

研究計畫案：〈福建中部道壇道法研究：以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為主〉(3/3)

（MOST 106-2410-H-003-101-MY3） 

時間年度：第三年進度成果報告（108.8.1-110.7.31；因疫情申請延長一年） 

撰寫者：主持人謝聰輝  

一、 移地調查者：謝聰輝 

二、 移地地區：中國福建省 

三、 移地時間： 108.8.2-108.8.8 

四、 使用經費：台幣 52421 元。 

五、 變更經費：台幣 47579 元。因新冠疫情持續干擾，雖申請延長計畫執行一

年，仍無法到大陸地區田野調查，所以將第三年未執行完畢之移地研究經費，

申請變更為業務費在案。 

六、 主要成果與收穫 （一） 主要調查明代延平府所轄：尤溪縣、永安縣、沙

縣、大田縣與南平縣等地十幾個道壇，拍攝相關道壇抄本與 DVD 影像記錄。 

（二） 將移地研究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深入考證，發表相關研究成果：（1）謝

聰輝。2019.12〈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與相關問題〉，《華

人宗教研究》第 13 期，頁 1-51。（2）謝聰輝。2020.3〈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

來源與特質考論〉，《輔仁宗教研究》第 40 期，頁 71-98。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謝聰輝 計畫編號：106-2410-H-003-101-MY3

計畫名稱：福建中部道壇道法研究：以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為主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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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