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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道法二門係指修行道教「正一派」及闇山法教「三奶派」道法傳承者，此類道

士主行吉慶酷事，而不作新亡者超薦性功棒的喪祭齋事。目前學者對其研究，大多著重

在淵源傳承與道法科儀兩大部分，文檢的運用上並未有全面而專門的探討。因此，繼撞

臺灣道教文檢專題的研究腳步，本文選定長期參與觀察的基隆廣遠壇為對象，主要蒐集

乙商年 (2005) 松山蔥蔥堂七朝慶成瞧典科儀田野資料作為文本:其既是在傳統道法二

門「五朝慶成清酷」的基礎之下，又加上為瑤池金母祝壽科儀，所以不僅在規模上是道

法二門離典中較少見的，其文檢種類與數量的運用，也是筆者調查該壇所見最齊全的一

次。除可與〈莊林續道藏〉中〈文檢卷四﹒陳氏文檢〉所列〈五天聽事表文關蝶疏文〉

及其所載之相關符、榜等文檢比對，重視其傳承的部分之外;還可就主壇的廣遠壇李游

坤道長，因應實際需要所「新創」的文檢進行探究。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前言，重點

在釐清文檢的意涵與研究的問題意識;第二節論述慶成建酷的程序結構、道教科儀與文

檢運用搭配的關係;第三節析論上行的詞疏狀額文檢的體式功能;第四節討論下行的關

蝶符榜類文檢的體式功能;最後結語則歸納其傳承與新創的意義，以及在臺灣道教科儀

史與文書學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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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日昌

「文檢J 一詞在道教運用意涵上，首度出現於元末成害的〈道法會元〉卷二

十二， (註1)乃專指齋瞧中配合儀式演出的宗教公文書。從〈正統道藏〉的三洞十

二類分類中，與文檢有關的體系類別，除直接以〈章奏類〉為名外，如在〈神符

類〉、〈靈圓類〉與〈威儀類〉中，也可以找到許多資料。自東晉早期天師派道書

〈赤松子章曆) (卷一、卷二所保存者卜東晉中期上清經派的〈真話〉、以及東晉

末期靈寶派的〈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等經書中，就已保存早期信徒請祭

酒祈求度生度亡，以及富有安鎮功能的各式章奏表疏與真文真符;進入唐代時

期，道教備受帝王尊崇與推廣，道教儀式文書遂漸趨完備，如杜光庭 (850-933)

的〈廣成集〉、〈太上宣慈助化章〉等，就蒐集了諸多相關的文書資料。到了宋代

以後，齋瞧文檢得到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南宋初年至中期陸續成書的齋釀儀式經

典，如〈靈寶玉鑒〉、蔣叔輿 (1162-1223) 輯修的〈元上黃讓大齋立成儀) (下簡

稱〈蔣氏立成儀))、王契真編馨的〈上清靈寶大法) (下簡稱〈王氏大法))、金允

中 (1220 左右)編輯的〈上清靈寶大法) (下簡稱〈金氏大法)) ;以迄宋末、元初

林靈真(1239-1302) 編修的〈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下簡稱〈濟度金書))、元末

編黨的〈道法會元〉、明初周恩、得 (1359-1451) 所黨修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

書) (下簡稱〈大成金書))等等一類科儀經典中，或不直接以文檢為名，但卻保

存豐富的歷史文獻，可供今日道教田野所見文檢溯源與比較研究。(註 2)

文檢一詞的組構如下 I文J 指構成公文的內在部分，即與書寫內容相闋的

l. I文檢J 或通稱文霄，但臺灣實際田野調查所見相關齋瞧文書手抄本，皆稱文檢，行內口語也習慣用此稱

呼。此詞較早出現於沈約 (441 ~513) 所撰〈宋書卜卷 98 '頁 19 '言茂虔奉獻方物，並獻諸霄，其中即
有〈文檢〉六卷。(以下古籍版本未註明出處者，皆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一原文與全文檢索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迫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9) {惰書卜卷 34' <經籍三> ' I{魏子〉三卷」下，頁 2 ' 
小字旁注又載 I後漠會稽人魏朗撰。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J 但此記裁不詳，不知

是否與道教意涵相鞠?大淵忍爾， {中國人ω宗教禮儀:佛教道教民間信仰} (東京:福武書店 '1983) , 
頁 212 則言「文檢」一詞，出現於敦煌本〈本際經卜卷 3: 然校查敦煌本〈太玄晨一本際經﹒聖行品第

三} ({敦煌本道藏〉第一冊，頁 378) 原文句讀，應為 I使藏經文於玉清玄關、高上虛皇丹房之里，素

靈玉女三千人，紫房金意三千人，侍衛其文，檢制漏慢。」大淵先生應是一持不察。
2. 有關道教文檢的重要研究概況，請參筆者， <台南地區靈寶道壇〈無上九幽放赦告下真科〉文檢的仙舊名
稱與文體格式考論> ' {國文學報扒拉o (臺北: 2006) ，頁 75~116 '前人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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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文體、文字、格式與印信等內容規矩。「檢」一指公文的外在部分，即指套

裝公文內封(可漏卜(註 3)方函(多為紙或木質卜封簽與封署格式註 4)二指傳

承的程式範本，如〈金氏大法〉與〈道法會元〉皆有「檢式j(註 5)用法，因此道教

文檢常稱「某某式J '即是一種規範與參考範例。(註 6)道教是特別注重文字的制度

化宗教，道教文檢乃是度生度亡教義的具體呈現與實際憑證'科儀演行以正式公

文書認證與進傳為核心理念，科儀實質意涵與功能的實踐，都得透過如人間官府

3. 1可漏J 一詞，較早出現於唐代成害的〈赤松子章曆〉中，其卷是〈謝五墓章〉與卷 5 <為天地神祇莒功

章〉皆所見的可漏(內封皮)與內、外方函簽署格式;其後相關的儀式道書，皆傳承此一名稱與相關規

矩。另史書中亦有「可漏子」一詞，如道書用法指稱公文封皮。如劉一清， <錢塘遺事卜卷凹，頁 6 : 

「可漏子又長於勳黃一尺。」彭大翼 (1552-1643) , <山堂肆考卜卷 84' <科第> '頁 8: 1進士唱第，日

授敕黃。敕黃用蜀中麻紙，為之兩幅連粘。大書某人等宜賜某等科第，其可漏子又長于敕黃一尺。......

按可漏子謂封皮也。 j

4. 許慎(約 58-147) , <說文解字卜檢 1書署也，從木合聲。」書署意即封贓，古書以竹木簡為之，書成，

穿以皮條或絲、繩，於繩結處封泥，在泥上鈴印，謂之檢。〈急就篇〉卷 3: 1簡札檢署繫贖家。」顏師古

(581-645) 注 1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露也。」范嘩 (398-445) , <後
漢書> '卷 103 ， <公孫瑣傳> '頁 9: 1 (袁紹)每有所下，輒車囊施檢，文稱詔書。」王應麟 (1223-1296) , 
〈玉海卜卷 2 ， <天文> '頁 23: 1<文選〉李善注〈道學傳〉曰夏禹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繕，

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jJ 而程大昌 (1123-1195) , <演繁露卜卷 16 '頁 3: 1署謂題書其上也。

古制如此，其字從木審也。以顏(顏師古)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為函，納書文其中，而簽題其上，

自詹及令，監檢皆其物也。」其檢之義，實己包含文書之封吾友外函與封贓簽署，同段玉裁 (1735一 1815)

注 1書馨，謂表署書函也。」故段注並引〈後漢書﹒祭耙志〉證曰 1尚書令奉玉蝶檢，皇帝以二分

璽親封之。設，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蝶己，復石覆在，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J (段)按:

「上云玉蝶檢者，玉蝶之玉函也:所謂玉檢也，下云石檢也。上文云石覆註也，檢以盛之，又加以璽印。」

見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頁 268。又古人有謂文書秦為「檢子J : 
黃公紹(南宋度宗咸淳元年進士'1265) 原編，熊忠舉要 (1297 年成書，原序題歲丁哥) <古今韻會舉要> ' 
卷時， <上聲> ' <二十九﹒檢> '頁 21 '小字注言 1又今俗謂文書葉為檢子。 J 王世貞 (1526-1590)

〈舜州、|續稿〉卷 204' <撰文部﹒書續﹒凌郡丞> '頁 13: 1前歲，始曉令侍筆者，錄得數紙及檢子與明卿

子相。」方以智 (1日1-1671) ，<通雅> '卷 31 ' 1燕尾褒標也」條，頁 12: 1公紹(按南宋﹒黃公紹)

曰又今俗謂文書稿為檢子。 j 以此觀之，則是今手卷書套外之勝頭簽。 j

5. 檢式:法式也。〈苟子﹒儒效第八> '頁 18: 1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J <准南鴻烈解> ' 
卷 9 ， <主術司11> '頁 20: 1是故人士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道教用法如〈金氏大法> ' 
卷 29' <奏申文機品> '頁 13 <又榜文>: 1今擇其不可免者，從舊式重撰于左:如〈神虎壇榜〉合在〈神

虎攝召晶> ' <曉吉爾孤魂榜〉合在〈施食普度品〉。葦恐章表局書繕，欲得檢式，皆聚一處，故以諸榜悉仰
文繳之品，只章表白作一品也。」又〈道法會元> '卷 5 有〈玉檢式> (33a) ，卷的有〈神捷五雷祈禱檢

式> (la) ，卷 142 有〈傳度檢式> (la) 。

6. 1式J 的本義為「法J ' <尚書注疏卜卷 9 ， <商書﹒說命> '頁 2 曰 1百宮承式。」以「式」作為公文用

法名稱，唐代巴見，在長孫無忌(約 597-659) , <唐律疏議〉中，也常提到的法規稱詣，如是書中卷 10 ' 
〈職制〉所見，對於制蓄、上書、公文用語、傳遞與符節盡出輪納的疏議討論中，所見引用之律法名稱稱

式者，即有〈公式令〉、〈駕部式〉等;司馬光 (1019-1086) <書儀卜卷 l' <表奏〉也稱「表式」、「奏狀

式J 、「申狀式」與「蝶式」。而道教沿此傳統應用於文檢名稱，在〈金氏大法> '卷 27' <奏申文擻晶> ' 
即有「奏狀式」、「蝶式」、「帖式j 、「觀式」等等，乃作為製作科儀文檢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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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仙界公文書系統， (註 7)與神仙將吏或孤幽魂識所屬的官司曹所、個人等，作

虔誠的有效通達與見證落實。(註 8)其乃基於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的基本原則，

製作與進傳必須注意其尊卑等第，按照不同齋瞧科儀的需要而有不同文體名稱、

格式與相關的內容配合;即書章呈文特別強調要「依格J '方能上達高真，應時感

應。各類文檢符命除注重書寫格式與規矩外，書寫後、使用之前，皆必須依傳承

道法蓋上主壇道長受籐之道印，即表示道長對所有運用發出的文檢負責，並以為

憑驗而與神鬼冥通合契，且恭請天尊高真來作主證盟。

道教科儀中專屬高功道長、且一般被當作秘傳的部份，就屬「經典」、「文檢」

與「存想功訣J '這些主壇者必備的核心資料與秘訣，乃是經過「奏職受籐J (註 9)

而獲得，始能具備主壇建瞧的職能，與被信任能作為神人中介者的禮儀專家身份。

一位研究者若不是會依道教傳承規矩拜進師門，或取得絕對信任，往往不容易取

得內部完整的抄本資料;雖說有些資料曾被臺灣道門內部視為「違反規矩J 而出

版傳播，但仍是相當有限。(註 10)考察臺灣道法二門道壇的重要研究，大多著重在

7. 道教文檢模擬帝制公文書，如〈金氏大法卜卷 32 明確指出 I爾年月之後，妄立天相，以擬朝廷赦命。 J

(15b) I近又有全取朝廷赦書，以為告文者。 J (16a) 。而相關研究請參筆者〈台南地區靈寶這壇〈無上

九幽放赦告下真科〉文檢的仙曹名稱與文體格式考論〉一文，闊釋文檢中「三天門下」、「泰玄都省」與

「風火驛傳J 三組詞彙的意涵、來源以及作為仙界公文機蹋的戰能，考論其道經的傳承與轉化六朝至唐代

相關政府官署的關係;並分析頒赦文檢稱「式J 、用印以及批朱、花押與平出的格式特質，以瞭解其與古

代公文書的關係，以及正一派靈寶道壇的傳承規矩。

8 南宋初〈靈寶玉鑒) ，卷 1 ' <奏申關際文字論>: I齋法之設，必有奏申關蝶，悉如陽世之官府者，以事

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誠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動之無也。然後見其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為無也。所以盡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闡事之先，必
請命於上天之主宰，與夫三界分治之真靈，日府、日司、日宮、日院。凡有關世人死生罪福之所，必一

一膽誠以間，或奏、或申、或閱、或蝶，又當隨其尊卑等第為之。 J (7a-8a) 呂元素， <道門定制) ，卷

1 ' <議章後官曹>: I瞧無大小，所重奏章，幽明倚為莫大之利益。」韓明士 (Robert Hymes) 著，皮

慶生譯， <這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與神靈模式)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第 8 章

〈神祇信仰與瞧> '頁 237: I地方神祇和神仙作為天界官員，是人和最有權威的神祇之間的中介;道士是

信眾和任何神祇之間必備的中介;二者都是官僚化的、都有文書。」

9. I奏職受益要」是指道教正一派向上天奏請傳授經鏢，以認定受度篠士成為道長或之後晉昇晶秩的儀式。從

南宋歷元到明清，各符錄派多歸於正一派，龍虎山張天師掌控道士授富豪傳度權力，也建立了制度化的道

派傳統。奏職所傳度的經鏢，即包含經典、戒律、度臉與法富豪(記錄有關道士人神溝通的秘訣功法和符

圖文書)等。經由奏職受錄後，道士取得法名(依派詩字序命名卜經錄(初授為「太上三五都功J) 、仙

職(按〈天壇玉格〉經籐卜壇靖(依出生甲子)與相予配合應用的法物法器，始能具備主壇行持道法與

成為道師的資格。臺灣在明鄭與滿清統治期間，道壇道士既已從福建、廣東祖籍地遷移而來，為了維續

正一派的道脈傳統，他們之中雖有曾親往龍虎山受錄、或部分返回原籍接受傳度;沛更多的則是囡為海

峽阻隔而在地傳授，遂漸形成鑫灣本地的傳授譜系。

10. 李豐椒， <臺灣道教抄本史料及其運用> '收於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二十一輯:蓋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討論會論文集)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中心， 2000) ，買 303-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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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淵源傳承與道法科儀兩大部分， (註 11)而在相關文檢的研究上，僅觸及部分科儀

而巴，未有全面而專門的探討。(註 12) 因此本文選定長期參與觀察的基隆廣遠理為

對象， (註 13)主要蒐集乙商年 (2005) 九月底「松山慈惠堂七朝建直接」所拍攝的第

一手資料，再佐以蘇海涵 (Michael Saso) 所編的〈莊林續道藏〉第十九冊第四

卷中所流傳的道法二門〈陳氏文檢} (下文簡稱陳本)原文抄本作為研究文本。主

要係研究此次建瞧中道教科儀的重要程序與文檢運用的關係，以及所有建瞧文檢

的名目、文類、體式與內容，希望經過較全面地探究後，能逐步充實與建構臺灣

道教科儀文書史的實際內涵。

二、道法二門慶成建酷程序結構與科儀文檢的運用

臺灣道法二門係指修行道教「正一派J (註 1甚)及聞山法教「三奶派J (註 15)道法傳

11.請參見劉枝萬，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 (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3) 。許瑞坤， {臺灣北部天前正乙派道教

齋瞧科{義日昌曲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7) 。呂鍾寬， {道教儀式與音

樂> (臺北:學藝出版社， 1994) 。李豐麟， <臺灣中部紅頭司與客屬眾落的瞧儀行事> ' {民俗曲藝卜 116

(臺北: 1998) 。吳永猛、謝聰輝合薯， {臺灣民間信仰儀式> (臺北:國立空中大學出版中心， 2005) 。謝

宗榮、李秀娥、衡有慶編撰， {芝山巖惠濟宮乙百年五朝祈安福瞧> (臺北:芝山巖惠濟宮管委會， 2007) 。

楊秀娟， {道教正一派普度法事及其唱腔研究:以朱望燦道長為對象> (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

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林振源， <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瞧值案> ' {民俗曲藝卜 158 (臺

北: 2007) ，頁 197-253 。
12. 前註皇軍j枝萬、楊秀娟與林振源相關論文會財部分文檢，可資對照比較。

13. 有關「基隆廣遠壇J 道法二門的特質與傳承探討，可參考李豐械、謝聰輝、謝宗榮等合著， {雞籠慶讚中

元一一己卯年林姓主普紀念專輯> (基隆:基隆市林姓主普祭典委員會， 2000) 。林秋梅， {臺灣正一道派

基隆廣遠壇傳度儀式研究> (臺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2005) 。蘇西明， {臺灣正一派安龍儀式

研究一一以基隆市正一廣遠壇為例> (臺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2005) 。

14. 正一派是在天師道長期發展的基礎上，以江西龍虎山宗壇授鋒為中心，兼攝各符籐宗派所組成，與全真

派成為明、清政府承認的兩大道教派別。正史上稱「正一道J: {元史﹒列傳第八十九釋老〉記載，元成

宗大德八年 (1304) ，以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鎮。」錢穀 (15的一1578) , {吳
都文粹續集卜卷詣， <玉芝記> '頁 35 '亦自題為「闢漢三十八代天師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

人主鎮三山符接領江南諸路道教所事金紫光祿大夫留閻公張與材記J) ，從此龍虎山正一宗壇成為江南符

籐諸派的共主，掌管三山符富豪授與的執行組庭。此「三山符篠J '據寧全真授、王契真編案， {上清靈寶

大法> '卷 27 言 r金凌之三茅山，大洞宗壇也;臨江之間早山，靈寶宗壇也;信州之龍虎山，正一宗

壇也。 J (18b) 故〈明史﹒志五十> ' <職官三﹒僧道錄司> '頁 29 只承認 r道凡二等:日全真，日正

一。設官不給棒，隸禮部。」其又寫作「正乙派J: {藏外道書> '第 20 冊〈白雲觀志> '卷 3' <諸真宗

派總簿> '中有「第三七天師真人正乙派J '按其所記錄的派詩，即為龍虎山正一道授鋒的道號輩份系統，

亦即憂灣正一派所傳承的道脈譜系。

15 指搞建福州、但也區在原來間山派的基礎上，因唐代以來陳靖姑信仰(及其義妹林九娘、李三娘)的擴大及

影響，而奉許真君(許遜)為教主，陳靖姑為法主的教派，民間稱為「三奶派」、「夫人派j 等等，明清

時候隨移民傳入臺灣與東南亞各國。請參見劉校萬， {台灣仿道教之民間信仰> (東京:風響社， 199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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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者。其家中壇靖或齋瞧內壇後天八卦乾位，設有「道法二門香火口傳宗師神位J

(或書「道法二門前傳後教歷代祖師香座J) ，發表必有獻狀請宗師與所屬官將，演

出科儀之前必至宗師神位前默禱，禮請護持指導，故稱「道法二門道壇J 。臺灣道

法之門道壇，據調查淵源於樟州及鄰近廣東的詔安、平和等縣發展而成， (註 16) 目

前在臺灣的分布情形為:北部為台北縣市，相鄰的桃園、中壢及新竹縣、苗栗縣，

及宜蘭地區:中部則在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及雲林縣等「福佬客J (閩南福佬化的

客家人)地區。(註 17)其在道場儀式中經典、文檢的誦念與道曲吟唱，常使用一種

正音、官音，異於泉籍道士的泉州腔音:經懺名上則通常題稱「正一」某經，道

壇使用的經典內容、文檢運用實況，也皆稱「奉祖師三天扶教正一靜應顯佑真君

張天師J 主盟法事，可知此派道士所行的確為正一派的科儀傳統，故自稱「正一

派j 。而其三奶派法師身分的行法事跡，早在初期臺灣方志上(如陳夢林， (諸羅

縣志〉卷八〈風俗志>) ，既已敘及有「客仔師j 汗紅頭司J (客家之紅頭法派法師)

({彰化縣志〉卷九〈風俗志>)的稱號。此類道士主行吉慶瞧事，而不作新亡者超

薦性功德的喪祭齋事(僅作公眾性普度，如中元普度、建瞧末日普度) ，因此也被

俗稱為「紅頭道士」。其平常在自家設壇或依附廟宇為信眾服務，主要依賴小型道

門科事與三奶派小法營生。其道場行事諸如拜斗、安太歲、安神位、拜天公，或

是作一天三獻，以至五朝大型建瞧科儀;而常見的小型法事，諸如為人祈子、安

胎、栽花換斗、斬桃花，和為生命中遭遇諸種厄運舉行消災解厄的祭解，以及史

志所記載紅頭司擅長的「進錢補運j 醫療驅那儀式。(註 18)

道教瞧典的「瞧J '本有祭爾巴星辰、酬神瞧謝之意義;而後延真降靈，蔬果清

約，以荐誠於天地，禱禮於神靈的公眾性祭典，則統稱「建瞧J 0 (註 19)其主要內涵

頁 34-35 。葉明生， <道教闊山派與閩越神仙信仰考> ' <世界宗教研究卜 3 (臺北: 2004) ，頁 64-76 。棄

明生、勞格文合線， <福建省建陽市聞山派科儀本彙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

16 勞格文 Oohn Lagerwey) 著，許麗玲譯， <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 ' <民俗曲藝卜 103 (臺北: 1996) , 
頁 31 哇8 ;勞格文著，許麗玲譯， <憂灣北部正一派遣士譜系(續篇) > ' <民俗曲藝) '114 (臺北: 1998) , 
頁的一的。林振源， <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瞧個案> ' <民俗曲藝) '158 (憂北: 2007) ，頁 197

253 。

17. 李豐椒、謝聰輝， <臺灣齋瞧) (憂北:國立傳統藝術籌備處， 2001) ，頁 197-253 。

18. 劉枝萬，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許麗玲， <臺灣北部紅頭法師法場補選儀式> ' <民俗曲藝卜 105 (臺北:

1997) ，頁 1-146 。戴如豐， <戲諱與神秘一一臺灣北部正一派紅頭法師獅場收魂法學分析) (嘉義:南華

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

19. ["瞧」之意義，根據劉枝萬歸納，凡有四端: (一)礁即祭; (二)夜間在露天，供物祭紀天神星宿; C三)僧道設壇

祈禱;個)還願酬神大祭。其兩者主要區別:即祭紀陽神、酬願天神謂之瞧;祭把陰神、追薦亡魂謂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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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經由被信任的禮儀專業道士為中介，透過道經的轉誦、朝科的進行、文疏的進

呈與法訣咒符的施用，來表達重構與潔淨、啟請與進衰，以及懺悔與祈福的宗教

意義。整個瞧典兼具嚴肅的祭儀與遊戲的慶歡，時程由平時間質時空，進入非常

慶典的神聖時空，是漸進而有區隔的，而後再回復到正常的時空與生活，讓參與

其中的信徒融入渾沌與有序交錯的宗教節奏，體會瞧典之美與節慶之歡。(註 20)

←)七朝科儀演法前的重要行車內涵

建瞧慶典的成功與否，一般深信關係全體要在落居民的共同命運，因此整個瞧

典時間安排都要經過儀式化的神聖象徵程序。當瞧期一決定後，最重要的就是及

早聘請高明的掌壇道長，因為神聖又神秘的道教科儀能否溝通神人、完美完備演

出，關鍵就在於「人」的因素;因此有經驗的宮廟主事都會多方探聽，或經由人

神共鑒方式，以較優厚之禮棒且親奉聘書，敦聘術德兼備的高功組成道士團負責

敷闡法事。道法二門道瞳主行的瞧典，在正式建瞧科儀演法前的重要行事(如附

表一) ，可大分為三階段，其內清敘述如下:

第一階段重點凡有通瞧表、建外壇日及豎燈當日，它是對仙聖與居民的預告。

其程序通常始於數月前敬呈「通瞧表J '稟明上蒼建瞧慶典內容，預先禮請神尊屆

時鑒臨;再依時公告參與鑒瞧、斗首認奉辦法，以及出巡邊境藝陣協調配合事宜，

見劉校萬， <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二}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1974) ，第 1 章〈中國瞧祭釋義〉。又韓明士 (Robert Hymes) , <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
民間信仰與神靈模式〉一書第 8 章〈神祇信仰與瞧> '除同意文化人類學家將瞧視為集體社區儀式，具有

週期性與結構性的意義外;並以洪邁 (1123~1202) , <夷堅志〉中曾出現的十三次為私人目的而舉行瞧
儀，說明「建瞧」一詞，亦有其為「個人或特殊群體為個人的，或具體理由舉行的，未涉及更大的社區
或宇宙的利益J 。筆者按:是為個人、家族或公眾目的建礁，關鍵在於「境意識」的界定。臺灣建瞧強調

為了公共境域的「合境平安h 利馬牌樓、酵燈與瞧線等有形裝飾，來區分「境內J 與「境外J '參與的

家族與個人包含其中，故屬於集體的、公眾性的<夷堅志〉中瞧儀的「境J '只在「宮觀內J '參與的

是偶然的、特殊需要的家庭或個人，雖有文獻的記載與瞧儀之實，但與一般對建餘的認知不同。

20. 此借用李雙重概教授「常 S非常」與「嚴肅S遊戲J (, S J 符號表中國式陰陽互襯互補)理論觀點，其運
用在瞧典詮釋上，以〈嚴肅與遊戲:從蛤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干吟，

(臺北: 2000) ，頁 135~ 172 一文頗為深入。其文中運用了特納 (Victor Turner) (根據 van Gennep 的

通過儀式)所提出的「中介狀態J Oiminality) 和「交融J (communitas) 理論 (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8)) ，和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狂
歡節 (carnivaI)的節慶特質觀點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甚)) ，以及加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 <真理與方法一一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 (臺北:時

報出版社， 1993) 從存有詮釋遊戲的概念，詮釋文獻與長期田野調查研兒廟會節慶的特質，以期建構其

理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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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信眾提早準備、出錢出力共襄盛舉。以慶成瞧為例，在瞧典前數日，瞧區使

預先搭建外瞳(最少要有天師、北帝、觀音與福德四壇) ，各家各戶張燈結彩，形

象鮮明地表明瞧區的一體感，共間營造出境內的「鬧熱」景象，也重新塑造了一

種共向開發時的歷史記憶。而豎立燈當則是以揚旗儀式作為瞧儀之始，藉著象徵

通達天地的竹富、旗路與燈盞法物，以召請幽明、普告天地。

第二階段重點則為封山禁水、禁屠、禁曝等齋戒期:宮廟建瞧委員會依照傳

統，公告瞧典期間信眾所要遵守的戒約與相關禁忌，其乃帶有神論與集體制約的

力量，目的是從外在的身齋開始，逐漸向內以達到心齋的齋潔效果。其意涵即凡

平常生產需取資於土地、自然者，至此全部暫停，生活因而得以進入迴異於日常

的齋戒素食:讓山林、田野與海洋暫時終止一再地被榨取，而能暫時休養生息，

回復到自然無為的渾沌狀態，實為深具意義的道教自然環保觀。瞧區信徒直到拜

天公敬呈齋功後，始解除齋戒茹素生活，進入集體「吃喝玩樂」的狂歡慶祝，體

現孔子「一國之人皆若狂J (註 21) 的嘉年華情景。

第三階段則為建立內壇以演行道教科儀:通常在瞧儀前一日，演法場地內外

便依科結壇立像，以法天象地;並布置鑒瞧神明與瞧首斗燈，完成朝元玉京金闕

神聖中心的建構。建瞧期間宗教儀式以內壇為主，一般在封閉廟門的正殿內隆重

舉行。由於門禁森嚴的壇場重地特別強調潔淨與神聖，因此通常只有少數身著長

袍馬掛祭服的瞧主斗首可參與儀式中的隨拜禮節，故民眾轉而熱烈參加廟外的民

俗遊藝表演與祭耙活動，藉此表現事神娛神的虔敬心願。

(司七朝道教科儀的重要結構內涵

臺灣常見的瞧典，依其時間規模，曾有長達四十九天的羅天大瞧，也有短僅

一天的謝土瞧;依其定期與否與功能區分，不定期舉行的如:謝土酷、慶成瞧，

讓災性質的水、火瞧與路瞧;較為定期舉行的如:祈福驅祟的王瞧(或謂瘟瞧卜

祈安清瞧。基隆廣遠瞳李游坤道長於乙商年 (2005) 九月底主行的「松山慈惠堂

21. <禮記注疏> '卷的， <雜記下> '頁 9: I子貢觀於脂，孔子曰賜也樂乎?.l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 .1子曰百日之蜻，一日之潭，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嗨，文武不能也;她而不張，

文武不為也。一張一拙，文武之道也。.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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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朝建瞧J (附表二) ，乃是在傳統「五朝清瞧j 的規模下， (註 22)再加上「慶成j

及「祝壽」所擴展開出的程序，其主要結構內涵可析論如下:

1.重構與潔淨:道法二門道軍慶成瞧必定排出〈安龍送虎科儀}，c註 23)藉由五

方龍神的開光、安鎮，桃弓柳箭分射五方蟲害火疫，以及代表邪煞驅逐的送虎儀

節，象徵其聖地秩序重構的過程， (註 24)並送走造成威脅的蟲害與虎煞污穢，以祈

求永固廟麻與全境驅祟納吉。而在慶成瞧首日重要的行事就是「請水安蛙J '即從

西北向乾方、王水德方請水入壇，這是將「水」作為潔淨的儀式象徵。請水淨壇

後備安仕君，冒在禮請諸天仙聖、召請十方萬類孤幽，皆需要供獻諸品;特別是

逢午獻敬，就是要禮敬天廚妙供天尊，自然也要以潔淨的供品，以十獻的方式敬

獻於仙聖之前，所以首日的語水、安姓都要慎重地擇自看時。另「敕水禁壇」則

以符咒淨水潔淨壇場，並存想、變現四靈以鎮守四方，再慎重地五方結界，期能掃

蕩妖氛，清淨內外。

2.啟請與進表:瞧典的主體結構一開始依例要先請神呈表，即由道長親自主

持「發表j 的儀式，其目的是呈奏表章，請功曹符使速為傳達，告聞三界，稟告

此次舉行瞧典的用意;然後才依次啟請各方神明降臨瞧場，接受信眾的禮敬朝

拜。而朝見天尊、疏奏表章的科儀，稱為「朝科h道法二門有四大朝科 r早朝J

所朝禮的是度人三十二天上帝，道士一人在三界壇前轉誦〈度人經} ; (註 25) r午朝」

22. 劉枝萬歸納所調查研究的四次由「道法二門J 主壇的瞧典科儀，區分祭典對象為楊神與陰鬼二者，其進

行過程與儀式搭配如下: (一)陽神(內) :淨境(封山禁水、講水、開啟、禁壇)→迎神(發表、啟請)→

頌神(拜誦經懺、洪文夾讚)→饗神(獻供)→祈神(四朝科、掛榜、拜表)→辭神(入瞧、謝壤) 0 (斗

陰鬼(外) :招鬼(放蓮花燈、放水燈)→饗鬼(普度:小普、大普) ，見〈台灣ω道教主民間信仰卜頁

228 。此處稱「七朝j 乃凸顯其七天的礁期，若以所排出的科儀與運用的建瞧文檢衡量，仍是以傳統五朝

瞧為主體而作調慧、增添。

23. 其重要儀節與文檢運用配合如下: (1) (布壇: r先天八卦草席符」、「龍神青符布j 、「白虎白符布J) 敕*、

敕劍、敕雞、敕五雷令、敕印、敕筆、敕符 (r安龍九宮符J 含「四靈符j 與「五方符」、「八卦安宅龍神

符j 、「五張剪刀尺鏡符」開光) (2)破瓦鎮煞(3)龍神開光(4)淨壇請神(5)入意 (r安龍疏J) (6)三獻酒(7)宣「五

方安鎮符命J (8)桃弓柳箭分射五方(9)分發五寶(10)祭送白虎。相關研究如王天麟， <奠安與出煞:安穩科儀

初探) , <民俗曲藝> '94 (臺北: 1995) ，頁 142-164 。蕭進銘， <連接根源、重建秩序及對於土地的懺謝:

蠢灣道教「奠土J 儀式的「土地觀J 及其現代意涵) ,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卜5 (臺北: 2007) ，頁上29 ，
以及與蘇商明前引碩論。

24. 瞧典儀式具有宇宙起源、結構再現與秩序重構的意義 'J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η(New York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 p. 46. 亦有相關的論述，而
〈安龍送虎科儀〉是相當明顯的例子。

25. 說聰輝， <一卷本度人經及其在憂灣正一派的運用析論) , <中國學術年干的 '30.1 (臺北: 2008) ，頁 105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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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朝的是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三位道長在三界壇前的「九天應元府J 變身為

天尊與文武二臣，演行談經說法，拜誦〈玉樞寶經}; I晚朝」所朝的是中天大聖

北斗九皇上道星君，高功於科儀中轉諦〈北斗經}; I宿朝j 則是朝觀天曹泰皇萬

福真君，沒有經典轉誦。另「午朝」多呈四封蝶文及召四靈， I宿朝j 多宣讀「謝

狀」後飛里進狀。(註 26)

3.懺悔與祈福:五朝建瞧所轉誦的經典眾多，除了作為整體科儀結構調節搭

配外，其主要的精神是消災祈福與懺悔省過。諸如{玉皇經〉即在度死濟生，

〈朝天法懺〉藉以投誠懺悔， {玉樞寶經〉用於收煞嚷災， {五斗經〉和〈三官寶懺〉

乃在祈求元辰光彩， {三官妙經〉和〈北斗真經〉則用於解厄延生。又此派道士懺

悔祈福的科儀，以第一天晚間的「解冤釋結」與「祝燈延壽」最具特色，具有解

除各種冤結、改命改運與祈求元辰光彩、延生長壽之功能。又最後一天的科儀，

有俗稱「拜天公」的「拜表」儀式，即是虔誠表示禮謝玉皇上帝與高真諸神的庇

佑。主壇道長率道眾分別讀丁口疏(書載境內出錢建瞧家戶內男女姓名的文疏，

亦稱「紅榜J) ，將所有參與者的男丁女口一一誦唸，並掛榜告示以示功德。其後

「敬奉神兵，稿賞軍兵」的「備軍」儀式，以豐盛的祭廷隆重地稿賞禪謝其平日與

瞧典期間的守護境土辛勞。緊接著就是傍晚開始的「普度」儀式，以及普施後的

敕符謝壇。晚間的「宿朝J '則旨在「入瞧呈章J '乃是啟請諸神證盟瞧功圓滿、

瞧事完周的意義，因此重點所在即為證盟、謝恩與奉送神祇。

(三)七朝道教科儀與文檢搭配運用情形

乙百年 (2005) 松山慈惠堂七朝慶成瞧典科{義，既是在傳統道法二門「五朝

慶成清瞧J 的基礎上，又加上為金母祝壽科儀，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僅是道法二

門離典中少見，其文檢數量的運用，也是筆者調查該壇所見最多的一次。除可與

〈莊林續道藏〉中〈文檢卷四﹒陳氏文檢〉所列〈五天瞧事表文關蝶疏文〉及其

26 請參拙著〈憂灣道法二門道壇發表科儀〉、〈臺灣道法二門道壇宿報科儀> '收於吳永猛、謝聰輝， <臺灣

民間信仰儀式〉第三、七章，詳述其科儀程序與文檢運用。其大體可析為二十多個程序: 1 祝香、禮請師

聖 2.陸壇 3.啟師是.請神 5.具職奏意 (r福疏J) 6.入戶 (r入戶符J) 7.上手爐香祝 8.宣衛霾咒 9.發爐 10.上

奏上啟 11.請兩班 12.奉請九御 13 迎繁接駕 14 十方獻供 15.三獻酒儀 16.宣讀「心詞」、「關文J 17.薰表、

飛置呈表 18.禮謝發願 19復爐 20.回駕出戶 21.謝師娶 22.謝過懺悔 23.送神落堪。另「午朝」多呈四封際

文 (r辟非蝶」、「昌陽際」、「禁壇蝶J 、「合陰蝶J) 及召四靈， r宿朝」多宣讀「謝狀J 後飛里進狀。



臺灣道法二門道壇建酷文檢研究 以基隆廣遠壇乙百年松山慈惠堂七朝瞧典演法為例 191 

所載相關符、榜等文檢比對，重視其傳承的部分之外，還需注意到廣遠壇李游坤

道長因應實際需要所「新唐山的文檢。以下先以文檢名稱為經，共分文類為「個

意、疏、狀、心詞、公文、蝶、閱、符、榜」九類;以儀式程序為緯，將此科七

朝慶成瞧典二十三個儀式與文檢運用關係，忠實紀錄製表如附(附表三、四、五) , 

以利進一步分析。從表中可見:每一個道教科儀都需要搭配文檢的運用，呈現出

「詩、歌、樂、舞、存想與文檢J 兼備的演出特質註 27)其中又以「安龍送虎」、

「發表」、四大「朝科」與「普度」等科儀所運用的文檢種類與數量最多，而一般

四大「朝科J '主壇道長會請問道相幫，擔任其中一、兩個「朝科J '其餘皆須親

自擔任高功演行。

依照學者對臺灣正一派道法二門的研究，早期的瞧典僅止三朝，而後隨著經

濟的發展漸有五朝的規模，文檢的準備也需隨之增加;因此道行內被認為能勝任

五朝大瞧知名道壇，除了該壇道長須有公認優異的演行能力外，所謂「簣底J (主

壇所需要的經書法物)的完全與否，文檢部分往往是其中的關鍵。而文檢的來源

有「傳承」與「新變J 0 r傳承」的部份指的是道壇文檢手抄本所載，不論是得自

其師壇或相關道瞳傳抄，此部分可以比對南宋以後〈道藏〉經典，考究其來源依

據。「新變J 的部份指的是原本沒有文檢或文檢不合適，參酌舊有的文檢形式與內

容，再加以調整、組合後而改變為「新的文檢J ;這是道教內部因應實際需要的調

整，自古即是如此，而依筆者目前在臺灣調查，尚未見到沒有參酌舊式的全新文

檢(此部分將男題研究)。以此科所見基隆廣遠壇備辦文檢，即兼其此兩大性質，

除可見其蒐集傳承自林派的系統外，我們也將對照〈莊林續道藏〉中〈文檢卷四

﹒陳氏文檢> (陳本卜應威壇本文撿， (註 28)以及劉枝萬的相關重要研究記載，配

合下兩節分析說明。

三、上行文檢文類功能與體式特質

作道教文檢研究，除了注重其配合科儀道法的實際運用內涵外，文書學上文

27. 謝聰輝， <臺灣道教齋瞧科儀緒論篇> '收錄於〈臺灣民間信仰儀式〉第一章。

28. 此為基隆廣遠壇內部文檢之一，封面題壇名為「威遠壇J '乃開壇道長李松溪自命名題霄，並云得自北部

另一劉派文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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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文類的關係，以及相關傳承的規矩格式，也是必須關心的重點。在文體與文

類的意涵與關係研究上，顏崑陽最新的研究指出「彼此限定卻又相互依存的關

係Jo(註 29)而就文體分類學研究上的意義探究，道教文檢屬於劉就 (465-520) {文

心雕龍﹒總術篇〉文、筆區分中， I無韻者筆也」的「筆類J ;也是蕭繹〈金樓子〉

所稱的「抵掌多識謂之筆J '乃是章表奏疏、詞表狀畫畫、榜帖關蝶、橄創符令等等

古代公文書文類的道教化。清代陸世儀 (1611-1672) 撰、張伯行 (1651-1725)

刪編的〈思辨錄輯要〉云 I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話、命、書、疏、橄、露

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 J (註 30) 因此以下兩節重點，乃先就此科七朝文檢文

類的不同，探討其作為上行與下行功能意義;然後製表(附表六)呈現其不同文

類的體製格式、結構秩序與可資比對的資料，再分類舉證說明其實際運用的情形

與傳承規矩。

←)上行語表疏狀類的內滴功能

道法二門道壇所使用的上行文檢「表、疏、狀J 類，是古代常見的宮文書。

「表類J :漢﹒蔡笛(133-192) {獨斷〉卷上頁 5 即言 I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

有四名:一日章，二曰奏，三日表，四日駁議......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j 0 J I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一句，也成為道教上行文檢，道

長稱法位後續接的「套語」。此科預呈的「通瞧表J (註 31)或稱「預告疏J :首害的 f預

告上蒼j 即表明其目的。而「疏類」作為奏章的一種，是臣僚上書皇帝陳述下情

時使用， {漢書﹒賈誼傳〉就記 I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此科疏文類

29. 本文採用顏崑陽， <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付清華中文學報} , 1 (新竹: 2007) ，頁 1-67

對文體與文類意溜的論述:如何文體J 指涉的是諸多文章群『自身』在『形構』與『樣態j 這些面向的

相似特徵;而『文類』指涉的是諸多具有某些相似特徽的文章因而形成『類眾j 相對『群分J 的狀態:

這也是文章實存的某一面向的特徽。 J r文體」與「文類」就如「人體」與「人類J '三個概念之所指涉當

然並非「同一J '但另有其他關係。「古人有關『文體j 與『文類J 之實踐或認識的歷史情境中，經常採

取『依髏分類』與『循類辨體J 的雙向互用行為。因此『文體』與『文類j 雖是邏輯上二個不同的概念，

但卻非矛盾對立 (contradictory opposition) 不管從邏輯概念或實存狀態來看，二者都有著彼此限定

卻又相互依存的關係。 J 相關研究可參考:朱豔英主編， {文章寫作學:文體理論知識部分}(臺北:麗艾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吳承學，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 (廣'}'I'I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0) 。

30. 陸世儀、張伯行， {思辨錄輯要} (畫畫北:藝文印書館， 1966 '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正誼堂全書本) ，冊 2 ' 

卷 5 '頁 2b 。
3l.參考劉枝萬，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臺北市松山祈安建瞧祭典 臺灣祈安瞧祭習俗

研究之一}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67) , <通驗表>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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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 1. I福疏J (<'間意>) :習稱「手疏J '以紅紙墨霄，其主要特徵乃首書「↑困

意J 二大字:載舉辦齋瞧的地點、時間、酷、主斗首、事由、科儀內容，以及祝禱

祈願。(註 32) 2. I安龍疏J :用於慶成瞧，首書的「龍圓獻瑞J 即表達「謝土安龍」

的祈求。 3. I玉皇疏J :首書「叩答天恩」即表達「謝恩言功J 的主旨。 4. I蛙君

疏J :無標題，主旨乃敬奉赴君監督齋食。「狀類」亦為向上陳述報告的官文書，

〈舊唐書〉卷四十三〈志﹒職宮二﹒尚書都省>: I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

日表、狀、腹、啟、辭、蝶。」此科有「發表獻狀J 13 方函，以凸顯較高神祇的

區別， (註 33) 申明邀請聖駕齊臨法會，證明修奉迎福功德。「謝狀」用於排壇豎立聖

位者 109 封，只用可漏形式;用於「宿朝J 1 封與「謝檀J 12 封，並用可漏與方

函;三者內容相同，旨在感謝建瞧尊神宮將之鑒臨，狀文具申「今則美事週隆，

聖駕難仰盼，雲衛不勝攀戀之至」的款款衷情。

上行文檢中「心詞J 一類，不見於臺灣其他正一派的文檢中，只有道法二門

朝科所呈奏文稱「心詞J ;但「心詞J 作為上呈文檢文類之一的用語，在宋、元道

經中可見不少例證(但未見以「心詞」為題的公文範例)。如北宋〈羅天大瞧早朝

科〉請稱法位、請神後「宣詞」前，言「齋官心詞，謹當宣奏。 J (2b) 南宋中﹒

白玉蟾 (1194- ?) <修真十書﹒武夷集〉卷四十七〈法曹陳過謝恩奏事朱章>: I昨

各己錄心詞，上奏天庭，乞行傳度。 J (lb) 又同卷〈懺謝朱表>: I以心詞上潰

於龍顏。 J (5a) 南宋末﹒林靈真編撰的〈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四十二，請稱法

位後 I凡有投告，所合閱價、齋意、心詞，謹當宣奏。 J (3a) <道法會元〉卷

一百四十一〈太一天章陽雷霹靂大法﹒傳度朝儀>: I其諸情憫，具載心詞，顧得

十方正真生法，下降流入臣身中。 J (lb) 特別是〈道法會元〉這一段經文，與目

前臺灣道法二門道壇朝科「發爐J 後所唱念經文是完全一樣的。此科的「心詞」

有五封，用於四朝科與祝壽科，內容除變換相應的朝科名與聖位外，其餘皆是相

同;其體式有「具職」形式、用語稱「上奏J '以及文檢本文與內外封函書寫神號

聖位時，均特別用龍頭黃簽(或紅簽)墨書貼寫。(註 34)

32. 前引林振源文後所附「惘意J '內容較基隆廣遠壇完整。

33. J 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η ， p.67. 
34. <蔣氏立成儀} ，卷 3' <行遣適用式>: I諸帝尊並用奏狀，聖位以黃簽書，臨時貼，其餘並用申狀。」又

「諸可漏並帖黃。一位者用黃簽側帖，兩位以上者，用稍闊黃簽中帖，兩位四位以右為尊，三位、五位以

中為尊。 J (3: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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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隆廣遠壇詞表疏狀的體製格式

作為上行文檢的上述四類文霄，相對於文體的制約就要表現其對高真的尊

敬，而通常表現於行文的平闕、行數、位置格式、用語、套語尊稱，以及內文用

紙的折法、內外封函的顏色與貼簽等規矩。以下就其中的特質分述如下:

1.結構:內文必包含時間、主辦宮廟、時間、高功具職、事由、參與的重要

瞧主斗首名單、祈願、上呈之尊神聖位與天運年月日等結構點。

2.標題:除「仕君疏」、「發表獻狀」與「謝狀j 外，其餘五件上行文，皆以

大字書題以表主冒。如「福疏」為「↑困意j 、「通瞧表」作「預告上蒼」、「安龍疏」

作「龍圓獻瑞」等。

3.具職稱臣:僅稱「凡昧小臣(偏右小寫)李通迅J '而不用受籐法位全職稱。

4.行文:以對聯聞頭、四六文句與典雅文辭，表現餅麗韻文風格。如「安龍

疏j 開頭作 I道出先天，大道化生諸天;皇居后土，高皇主張五土。人處三才

之內，神分一系之靈。 J I心詞j 文疏言 I幸沐恩光默佑，垂錫佳珍之景腕:果

蒙聖德軍敷，當酬大澤之良緣。」且部分文字上並以眛矽筆點讀與書寫月日。

5.公文套語:模擬帝制時上呈皇帝之公文書套語，諸如「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薰沐文疏，百拜申上」、「百拜上奏」、「激切屏營之至」、「聖慈洞垂昭格J 、

「以聞」等等套語經常出現。

6.紙張:墨害， I福疏」用紅紙， I發表獻狀」與「謝狀j 用白紙，其餘上行

詞疏皆用黃紙。

7. 印信:除用紅紙墨書的「哥哥疏J 不蓋印外，有標題且為四字者，蓋用五印，

印文皆為「玉清至寶J '四印以菱形蓋於標題四字上，一印印於年下月上。其餘蓋

一印者，除〈發表獻狀〉用「玉清至寶」外，皆用「道經師寶J ; (註 35)乃按照一般

習慣「留年葦月 J '且有瞧典日期在丹初，則印下沿蓋在丹字上端，月中蓋月字二

橫劃中間，月底蓋於月字下沿的傳承規矩。

8.平闕格式 I平j 指行文遇到特定的字要提行男寫，稱為「平出J; I闕j

35. 臺灣正一派道壇常用的「道經師印J (或刻「道經師寶J) , <上清讓寶濟度大成金書卜卷 25 言其 r諸

齋功一應疏文獻狀還舟，謂之三寶證盟功德之意也。 J (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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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行文中遇到特定的字，要在此字上空兩字格或一字格。考此科上行文檢，多用

「單抬平出」格式，其時機歸納大分為三大類型:一是聖號，指高真仙官的稱號，

如「三清」、「玉皇」、「后土」、「日月 J 、「蛙君」、「功曹」、「瑤池金母」、「五土龍

神」、「雷霆官將j 等等。二是聖所，指宮司仙曹的意涵，如、「省增」、「天地神闕J

等等。三是聖德，指稱高真德澤與相關尊崇用語，如「帝心」、「乾坤j 、「洪禧」

及以「大」、「道j 、「天」、「聖j 等開頭的字眼。「闕J 字格式，如所見在伏、涓、

寅、干、叩、仗、仰等字之前。

9.可漏:上行文檢除「↑固意j 囡常置於道士手中奏誦，未用可漏外，其餘皆

有封套。其中「發表獻狀J 13 封，皆用紅紙墨書，上貼龍頭黃簽，中書里位，下

書「呈進雲(或殿)前采納謹封J ;其餘所有謝狀，皆用黃紙墨書，上貼龍頭

紅簽，中書神位，下書「呈進謹封J 0 

10. 方函:皆用黃紙墨書，上貼龍頭紅簽。「心詞」方函特別題署「天師門下

凡昧小臣李通迅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皈依百拜上奏J '中書「御(或要)前呈進J ; 

其餘僅書「投奏(或申、獻、進汀，並蓋「道經師寶j 印於「謹封J 二字上。

四、下行文檢文類功能與體式特質

←)關蝶類

1.以「靈寶大法司j額司具顯下行內涵

此科文檢中可歸屬關蝶類者，計有關文 6 件、蝶文 17 件(附表七)與公文 6

件，合為 29 件。而此「公文」類不見於歷代官文書，其意為公共建瞧禮神之文蝶，

在〈蔣氏立成儀〉卷四與〈王氏大法〉卷六十等科儀道經，用一形式者均稱為「公

蝶J ，c詮 36)所以應歸為「蝶類J 0 I哥哥」意混為合契通閱，開通行事，作為官文書據

〈文心雕龍﹒書記篇〉記載屬平行性質，而〈舊唐書〉則兼有平行與下行公文特質。

36. 李黨 (1115-1184)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卜卷 282 '頁 21: r其公際行下"、i縣。 J <宋史卜卷 167' <職官

志﹒職官七> '頁 6: r六部行移即用公膜。 J <蔣氏立成儀卜卷 4' <都大城隍司土地引>: r靈寶大法

再 當司某月某日某時，發緊急公際一角，仰齋赴天下都大城隍司投落。J (l1b) <王氏大法) ，卷的:

「一公蝶創共一十七道，摺角、封印全，前詣 天下都大城隍司、 某府城隍司、某州城隍司、某縣城隍

司...... 0 J (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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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7) 丹和原意為古代可供書寫的簡札，後作為官府公文的一種，適用性質似可

廣達上、平與下行使用。(註 38)但「關蝶」作為道教文檢使用，在以召請官將與功

曹符吏，負責蝶傳關行齋瞧法事，乃道教齋瞧儀式中給付道法壇靖，與高功傳度

受籐所屬神司的命令文書;且二者皆以「靈寶大法司J 為總發文曹司，故屬於下

行文性質。(註 39)

此作為主檀高功道長總發文曹司、並據以認證為文檢下行性質的關鍵司額名

稱「靈寶大法司J '乃來自於道士經由奏職傳度受籐後所得到權力。如〈金氏大法﹒

總序〉言 r如籐進洞玄之品法，以靈寶為職，舊儀只稱三天門下南曹;又以靈

寶大法司為曹局，故以其印而發文移，是本局之信記也。 J (1:5a) 執法行道的道

長被授予能藉由祖天師之名，指揮「靈寶大法司」中經由秘傳受籐儀式所獲得的

道法壇靖所屬官將吏兵， (註 40) 因為彼此存在著「盟約關係J 0 (註 41)如〈王氏大法〉

卷二十九〈傳度儀範門﹒蝶靈寶法部官將> '以「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真君J

署名、經由「靈寶大法司」發出的蝶文，除明白召請所配屬的 r靈寶大法萬司:

如意大將軍、諸天赫奕萬神、玉女玉童、靈官將吏;神虎北魁玄範府:左右二大

聖、七真玉女、三部使者、追魂攝魄吏兵;南昌煉度司:丹天左右侍衛大將軍、

水火二司受鍊一行官典;黃籐院諸司:考較合于官屬，發遣章奏、運神會道宮將

吏兵;天醫院靈官仙宰:靈寶部屬諸司府院:金童玉女，使者吏兵，合干將佐。

恭稟上天命令，潛分應化真身。 J (1b) 於傳度之日，下赴受籐者靖治之中，列職

37. 劉獵， {文心雕龍} ，卷 5 '頁 12 ' <書記第二十五>: I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碟。 J {舊唐書} , 
卷鉤， <志﹒職官二﹒尚書都省> '頁 2: I諸司自相質間，其義有三:閥、刺、移。翰，謂關通其事;

刺，謂刺舉之;移，謂移其事於他胃。移則通判之官皆連署也。......凡京師諸司，有符、移、腎、蝶下

諸州者，必由於都省以這之。」

38. 上行者:如〈舊唐書卜卷的， <志﹒職官二﹒尚書都省> '頁 2 : I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日表、

狀、膳、啟、辭、睬。表上於天子，其近臣亦為狀。臨、啟上皇太子，然於其長亦為之。非公文所施，

有品己上公文，皆曰驟。」平行者如歐陽修， {文忠集} ，卷的，頁 7 ' <與陳員外書>: I凡公之事:上

而下者，則日符日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日狀:位等相以往來，日移白臉。」下行者:如王海 (922

一986) , {層會要} ，卷 57' <尚書省> '頁 12 言 I凡都省掌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僚之程式。.....凡制敕

施行，京前諸司有符、移、關、蝶下諸州、i者，必由都省以遺之。 J

39. 大淵忍爾認為:關蝶類文撿，皆以靈寶大法司為總發文曹司，對象為傳度受富豪時所領官將與下位鬼官，

故為下行文。見大淵忍、爾， {中國人仿宗教禮儀:佛教道教民間信仰} ，頁 431 。

40. 錢通常指記錄有關道士人神溝通的秘訣功法和符圈，乃道士之所以作為人神中介者的憑證與法術依據，

其中多記載歷代傳承的天宮功曹、神仙將吏的名諱、洞府、符令與召請秘、法，大多為符、園、文、訣相

應配合的文書，乃道教傳承最為神秘、神聖的部份，故特具有秘傳、慎傳性格。

41.丸山宏， {道教儀禮文書ω歷史的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2000) ，第 5 章〈臺南道教奏職文檢> '頁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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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司，按營治事之外，並強調:

自今而後，凡遇某為國為氏:祈晴禱雨，扶持疾苦，濟拔幽冥，超度玄

祖，鍊氣服形，洞視朝元，飛章貢表，修齋行道，建德立功。並請前遵

後從，左芋右提，坐呼立召而響答隨形，意想心存而入元出有。聖凡交

戚，神氣密符，令在必行，動元不應，永佐玄元之教，同推利濟之仁。

誓盟金石，終始股脹，積濟生度死之功勳，成學道修真之行願，闡揚大

化，宣布其風。祇懋爾勤，益振乃職，苟宣勞而元怠期，嘉績之有成。

史祈照應某所受法職印式，應干行持符擻，闡盟所至，即為遵行，大彰

報效，蝶請依應，毋輒慢遣。 (2a)

此一「靈寶大法司」內天仙、靈宮、將吏，隨傳度香火交撥，有永遠駐割，

平日隨同受籐者駐割壇靖，以佐助行持;有非駐創者，遇修齋設瞧時，則應時下

降，聞召即至，同心贊化，以完成交付任務。(註 42)

2.基隆廣遠壇關蝶類文檢的體製格式

(1) I關式j 文檢:其體式特色即於文宋有一明顯大「關」字，其下以誅筆書

「行」字，以表示「關行」之義;行文言 I煩為貴職下赴玄哩，詳認標題，傳奏

各屬天闕，各司神祠J '並希望在雲途之中，幸勿阻滯，無曠功職，皆屬客氣命令

口吻。

(2) I蝶式」文檢:其體式特色即於文末有一顯著大「蝶」字，其下以誅筆書

「母j 字，以表示「雷霆號令J 之義;可漏上或書「謹蝶、上蝶J '但文末套語「須

至膜者打亦屬客氣命令口吻。

(3) I發表關文」蓋「玉清至寶J 二印於前「靈寶大法司j 之「寶大J 二字上，

42. {濟度金書) ，卷 227' <科儀立成品﹒審奏祖師官將瞧儀>: I惟授受之初，已佩師資之訓，不宜重復，懼

津聽聞。今惟策役仙靈，交撥將吏，各宜整肅，恭演事輩輩。謹召靈寶大法司云云，各宜分形化景，殿裝

顯服，隨香火交撥，前往弟子某靖治之中，如律公參。合駐創者，永遠駐剖，輔佐行持;非駐創者，公

參畢，即回所司。間召即至，同心贊化，一如靈寶玄壇律令。 J (lOb) {大成金書) ，卷 36' <文檢立成品﹒

靈寶傳皮大齋文字﹒申靈寶大法主宰高真>: I恭望 真慈，允茲申請，特希 宣告:靈寶大法司內天仙、

靈官、將吏成便知委，一合下赴新恩、弟子某壇靖，分光駐割，佐助行持。如遇某人修齋設礁，請福祈 恩，

讓災解厄，度死濟生，煉度魂爽，達1團通誠，應時下降，輔翊修崇，大賜歲揚，以昭 度腕，至期恭何，

云去。 J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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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年月之「月」字上。另四朝科與祝壽朝科關文內容幾乎相同， (註 43)差別僅在

關請的上詞功曹使者，有年月日時之差別(祝壽朝科用「上詞功曹日直使者J) , 

只蓋「道經師寶」一印於月上。

(4)用紙:此科所見關蝶內紙用黃色者 I發表關」、「發表蝶」、「封山禁水

蝶J 、「豎立燈嵩蝶」、「孤魂蝶」與「功勞蝶J '其餘皆用白紙墨書;又用黃紙者除

「功勞蝶」外，皆搭配蓋「玉清至寶j 印，用白紙者叢「道經師寶」印。

(5)可漏:下行文檢皆不用方函，關蝶類所用可漏皆黃紙墨書，公文(公蝶)

則以白紙， (註 44)並以「靈寶大法司」為額司，蓋「道經師寶」印於「譯封」二字

上。中書形式:關如「右關委當日傳章功曹奏事符使准此J :蝶如「右蝶請(或付)

某某(召請對象)准此(照驗)施行」。

(6)批朱:即以朱筆批字點標，道教文檢製作完成皆須檢查點讀，屆時再以唱

誦或念白的方式公布，乃具現發文單位對實持護送的功曹官吏，宣達命令與點校

核對的功能。另文末或於可漏文末以朱筆打勾畫記，前者應是表示宣達完畢，後

者應表示指明召請特定功曹執行。體式似可上溯至〈蔣氏立成儀〉卷四〈四直功

曹關子> '其關文標記形式為「批朱關 四直功曹J (倒數二行)、「印法階姓押」

(最後一行)。

(7)摺角實封:關蝶類文檢大多須讀誦， (註 45)為了取用方便，所以可漏常未黏

封，但「發表科儀」遣送的「公文六角」囡未宣行，因此都採特別的摺角實封(摺

43. 以早朝為例:

靈寶大法司 本司令為修崇直接典 祈請

恩、妹。今則早朝行道，拜進心謂一方函，封印全美 謹護上詣

度人天宮 里進 仰煩

I神功疾速飛騰簣捧上遠，所經雲程之中，切勿阻滯立部感通
須至關者

右關委

早朝中上詞功曹年值使者 准此

天運年月日具
關

44. 以「靈寶大法可J 為額司，下三行:右行書「公文一角遞至J '中行「本月二十三日古時發行J '左行(例)

「本屬府縣城陸大老爺帳前投申」謹封上蓋道經靈寶印，背書「內有一件J (朱筆圈)。其「二十三j 、「吉」、

「行」與「一」字，特別以朱筆書寫。
45. 劉校萬說紙張用黃者需宣讀，白者不需宣讀，此說法恐有疑義，調查所見用白紙者也多需宜誦。參見劉

枝萬，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臺北市松山祈安建瞧祭典一一臺灣祈安瞧祭習俗研究之

一卜頁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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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角，成六角形)。此種體式在〈蔣氏立成儀〉卷三己見 r諸公蝶關劉引，並

批朱，公蝶摺角封，書名押。J (金氏大法〉卷十四〈蝶某方無極飛天神王〉後註:

「右用摺角實封。 J (4a) 此道教的用法依據，至少在北宋朝廷公文書相關規定已

出現， (註 46)強調其不致漏泄。

位)符榜類

1.符類

符是古代憑證符券、符節、符傳等信物的總稱，梁﹒劉懿〈文心雕龍〉卷五

〈書記第二十五〉頁 13 言 r符者，字也。徵召防偽，事資中竿，三代玉瑞，漢

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後作為一種下行的官文霄，如北宋﹒王搏 (922

-986) 撰〈唐會要〉卷五十七頁 12 所言 r凡制敕施行，京師諸司有符、移、閱、

蝶下諸于H者，必由都省以遣之。 j 道教所運用作為「道符」者，可包括各式符籐

簡文詰契，以為召神遣將，合符效信。(註 47)道經中強調符籐簡話，皆法元始之祖

焉，合靈寶之妙光，發先天之妙用，運一系以成文;所以運用符簡當「以我之神

合彼之神，以我之豆豆合彼之豆豆J '始能應感真靈，發揮效用。故符命常與高功道長

在儀式中的運念、呼吸、咒訣、里步，以及 f關蝶類」文檢配合，形成一組神秘

命令與文檢訊息結合使用。而道法二門道壇慶成瞧典所使用符類很多，可大致分

為三類:一是「以符為主者J '此類或有相關文字與靈符配合，但偏重在以符為主

體，其主要功能與所召請神將，請參見附表八之歸納。二是以法器圖式所組成的

「符固J '如配合「安龍科儀J 使用的「五方剪刀尺鏡符J 0 (註 48)三是「符文兼具

46. {宋會要輯積} ，冊的，卷 1101 ' <職宮二﹒通進司> '頁 2372: 1"宋英宗治平三年(百元 1066 年)六月

二十四日李束之 (996一 1073) 等又言:乞今後中外臣僚投進文字，但干機密及宮時政得失利害，并體量

官員等事，並須編撿用全張小紙斜側摺角實封，所貴經歷官司不致作弊漏泄事宜。」李綱 (1083一 1140) , 
〈梁給集} ，卷 86' <表劉奏議四十八> '頁 5: 1"限摺角實封，專差人實詣使司，聽候指揮。 J

47. {靈寶玉鑑} ，卷 22 ， <告給符錄門>: 1"所謂符者，以合其妙益集者，以紀其功簡者，以格其言語者，以出

其令。是皆法元始之前且蕉，合靈寶之妙光，以會神著靈於竹舟、金玉、朱早晨、褚札之間，而微顯闡幽，

開光長夜，執符把鏢，監真度生，亦體乎自然神化玄遇之妙也。 J (la-1b) 
48. 1"五方剪刀尺境符J :以綠紅白黑黃為里，並在外緣間以相生的五色，聖化後貼於廟宇的五個方位。用於

廟宇的代表白天羅、一地網，在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上的剪刀口向上，各打開約三分，貼於門中央的剪刀

口向下，則問鎖不闕，以免傷人。用於家宅的代表則是一天羅、四地網，在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上的剪刀

口向下，各打開約兩一分，貼於門中央的剪刀口向上，則閉鎖不聞。「剪刀尺鏡符J 象徵著安置天羅地網，

讓邪魅無法進入神聖境域，達到安鎮土地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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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J '如「普度科儀」中使用的五張真符， (註 49)以及呼召「十傷J 孤魂用的「元始

無量天尊普召孤魂符命」。

2.榜類

榜(或作膀)乃以木牌懸掛揭示的文書， (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作為下

行官文書1"於是懸鴻都之膀，開賣官之路。J (舊唐書〉卷十一也強調其「膀示」

的公告功能1"今後天下諸州府，切宜禁斷，本處分明膀示，嚴加捉揚。」而「榜」

作為道教文檢的一種，仍屬下行式公告周知的意涵，旨在公布傳達齋瞧訊息與證

盟功德，其形式特色就是告文未有一明顯「榜」字。此科所掛出之榜文依其內酒

功能(見附表九) ，可大分為三種:

一是證盟瞧典功德的紅榜:此科即揭示以「龍章鳳蒙」為題的「紅榜J '榜文

通常於敬拜天公、呈現瞧功前貼出，公布舉辦齋釀的主壇者、地點、時間、詳細

驗主斗首及參與信眾、事由、科儀內容，以及祝禱祈願;強調參與建瞧的瞧主斗

苦與信眾的功德，不僅為瞧境周知，也上表於天上紀錄。此紅榜內容恰好是陳本

「建瞧大道疏式」與「靈寶酬恩保豐祈安植福正一金文」兩組構而成。(註 50)

二是公告傳繳作用的法榜:此科共揭示「慈惠堂酹恩五朝福瞧祈安植福金

榜」、「九天應充府榜」、「三界萬靈府榜」、「靈寶正一天師府榜」、「北極四聖府

榜」、「監齋榜」與「敕封境主尊神榜」七份法榜。其功能即啟請尊神高真，對負

責齋瞧的相關神祇與道法所屬官將神吏等，下達動員命令，以執行瞧典期間交付

之任務。此七榜除「監齋榜」見於內部所傳 f應威壇」本「監齋榜式J '其餘大體

借鏡於南部靈寶道種相關榜式。

三是跟濟孤魂榜文:此科有「青玄救苦府榜」、「普度榜」、「孤魂黃榜」、「約

束孤魂榜j 與「大士告示榜j 五榜文。內容載明設甘露孤霆，雅齋妙供，祈請太

是9. 三天托化天尊頒令三天化衣神玉、神吏執行的「靈寶化衣真符j;法雲流潛天尊頒令「水府泉宮管水使者」

執行的「靈寶解施法水流潤真符j;太乙救苦天尊頒令祇承甘露使者執行的「靈寶解施甘露潤澤真符j;

十迴度人天尊頒令天醫院煉度宮屬將吏執行的「靈寶解五體全形真符j;太乙救苦天尊頒令九天雲廚使

者、變食天王執行的「靈寶解變食真符J 。
50 請參陳本「建自偉大道疏式」開頭「伏以J 至祈安植福(沐恩) ，除主(名單) , ......日月照臨之厚德，祈
禱是本安吉為心，續接「靈寶酬恩保學祈安槓福 正一金文J 中「涓本丹日」起到最後。此與陳本不同

之處，起自何人何時之手改編尚有待考查，囡據基隆廣遠壇內部文檢本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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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救苦天尊脹濟無主孤魂，濟度幽冥苦爽之虔誠;希望孤魂受召來臨法會，遵照

相關約束，問經聽懺，懺悔、覺悟後皈依天尊，以求合境平安。其中「孤魂黃榜」

特別以大榜施放，而「普度榜」貼於普度臺前， 1大士告示榜」則貼於大士爺案桌

前， 1約束孤魂榜J 則取材自〈蔣氏立成儀〉卷十三同名文檢。

3.基隆廣連壇符榜類的體製格式

此科符榜類文檢體式，除前文談及的形式外，主要凸顯在符類書符的質材，

與榜類具全職稱、字體、簽章批朱與花押的特色:

(1)質材:道法二門書符用布者:如「天布符:天旗J (青布黃書)、「地布符:

召魂攜J (黃布墨書)、「龍神符J (青布、粉筆書)、「白虎符J (白布、粉筆書)與

「安宅廟龍神符J (黃布紅繡)等。用紙者:如黃古仔紙用昧砂書符，淡黃紙以墨

書者如「安龍九宮符J '符文兼備者淡黃宣紙;特別用色紙搭配者:如「麒麟符」

(紅紙味書)、「鳳凰符J (黃紙昧書)與 f水符J (黑紙白書) (如附圓五)等。

(2)具全職稱:在布告的榜類文檢中，除第三類的眼濟孤魂四榜文外， 1紅榜」

(1龍章鳳蒙J) 李通迅道長具全職稱為: 1上清三洞五雷經鑄掌雷霆驅府祈安請福

事主持瞧事凡昧小臣李通迅J ;其餘各榜則加上其授男李游坤為: 1天師門下拜授

上清三1月五雷經讓主持瞧事桐教弟子李松溪法名李通迅，率授男李游坤法名李大

聖職授太上正一盟威經讓當職玉樞掌法宏化仙卿補任知南北斗兼雷霆院府事J ' 
(註 51)表示其受黨作為地方公眾瞧典人神中介者的專業禮儀職司與能力。

(3)字體:基隆廣達壇此科所布告的榜文，其體製格式除有一「榜」大字外，

其他標題、證盟主神，與如「右榜知悉，神人通知J 、「發掛壇前曉論j 這類字體，

均作明顯大字:最有特色的是「紅榜j 的字體方正如即刻字，此即行內美稱的「道

士體J '以彰顯道長的書法造詣與虔誠用心。

(4)簽畫批朱:此乃配合「放榜」儀節，道長以蕪昧砂毛筆分別在內文點讀批

朱，填上日期，與榜字下批「示J (表示告)、「母J (同蝶類，表雷霆號令)日期

外，並在榜文大字處均簽晝園，或在其字體右側行朱畫連。

5l.李松溪(通迅)道長先後師承林樹木(漢通卜王添丁(漢遜) ，繼承其師法仗，此與陳本法位皆用「上

清三洞五雷經錄J 相同:李游坤道長法位則是 2000 年至江西龍虎山正一租庭受錄取得。此部分牽涉到北
部道法二門較接雜的傳度問題，將另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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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押:簽畫行朱後，主行科事高功道長「押名」、「印信J (通常已先蓋好)

再以「花號j 行草朱書「花押J '即表示榜示命令的簽署與負責。此精神特別表現

在「紅榜」的掛放有兩處:一是以朱筆押名「通迅J '二是花押「一點丹心J '此

二者代表法名、花號，皆受傳於其傳度之師。此「花押j 一詞，意為以草書簽字

或書畫符號，作為簽署的憑信，較早出現於唐﹒李肇 (813 在世) {唐國史補} ，以

及北宋﹒歐陽修 (1007-1072) 、黃伯思 (1079-1118) 與元末﹒餾績等人文章中，

皆說明其以「草書押字」的習慣;而據南宋﹒劉昌詩 (1216 在世) {蘆浦筆記〉卷

五〈金花帖子〉所記，則已用於「膀帖J 0 (註 52)道教的早期傳承格式，也見之於〈濟

度金書〉卷三一九〈齋瞧須知品>: I閥割後，其銜書姓，下法師不會名，只押號」

(7b) 的格式，其「押」字正是「花押」、「簽押」之義。

五、結語

文檢是整個科儀的內涵所在，從其文類文體、形式規範與文字內容探析，可

深入瞭解儀式的意義與功能，掌握其科儀中實際運用的規矩與傳承新變的情形。

臺灣正一派道法二門道壇主行吉慶瞧事，而不作新亡者超薦性功德的喪祭齋事，

所以文檢的運用全會出現在建離之中。此次作為主要研究的文本，乃基隆廣遠壇

李松溪、李游坤兩位道長於乙百年 (2005) 九月底主行的「松山慈惠堂七朝建瞧j

所使用的文檢，其科儀程序即在傳統「五朝清瞧j 的規模下，再加上「慶成j 及

「祝壽」所擴展組合的結果，可謂是歷年來廣遠壇科儀與文檢演示最豐富的一次。

由於基隆廣遠壇是正統北部道法二門林派的傳承，幾十年來又有闡行瞧典科儀的

豐富經驗，加上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輔大宗教所碩士班的李游坤道長致力於研

究與宏道，所以此科瞧典就展現他鎔鑄傳統與適當創新的特色。不僅在科儀演法

52. 李肇， <唐國史補} ，卷下，頁 1: r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日花押。」

歐陽修 (1007-1072) , (歸因錄卜卷下，頁 12: r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創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

一人押字而已(小字注: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 ，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黃伯恩(1079一1118) , 
〈東觀餘言辭，卷上， <法帖刊誤敘下> '頁 36: r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薯，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

蓋沿習此耳。 J 劉昌詩， (蘆浦筆記) ，卷 5' <金花帖子> '頁 3: r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鹿書其姓

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牌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錯績， (霏雪錄) ，卷上，頁 11: r押

字謂之花字者，葦唐人草書名為私記，號為花害。韋F步嘗書E步字如五朵雲，時謂之五雲禮，此花押之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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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新元素，如轉〈北斗經〉時瞧主斗首人手一本經典，讓他們融入科儀教化

的情境，感受道教經德教義的內涵:更在文檢上豐富其形式與內涵，如「紅榜J

(標題「龍章鳳蒙J) 以「道士體」大榜呈現，並因應總統蒞臨放榜所需，新擬儀

節祝文以配合當場簽畫批朱與花押，確實讓瞧主斗首更感慎重虔誠與道法高深。

其中文檢的種類增加了一些，乃是配合額外「祝壽」科儀的演行以及瞧典實際的

需要;然而皆是取材於前輩高道實際運用過而加以適當的調整，可謂有本有據，

不是能全然創新，但大體仍在道法二門五朝慶成清瞧的基礎上，展現其傳承與新

變的協調工夫。

本文道教文檢研究的重點，除了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再輔以多種詳細

表格，希望能更細膩地呈現配合科儀道法的實際運用內涵外;更集中在文書學上

文體和文類「彼此限定卻又相互依存的關係打以及相關傳承的規矩格式。歸納其

作為上行文類功能的文檢川表、疏、狀」三類，是古代常見的官文書;而「心詞」

一類， r心謂J 二字雖曾見於宋、元科儀道經用語中，但完整的內容與形式，則保

存在臺灣正一派道法二門道壇之中，且較林振源前文所附大陸津州客家區道壇同

類「心詞」更加完整。而作為下行文類功能的「關、蝶、符、榜」四類文檢中，

關與蝶在古代官文書中，其性質並非完全是下行使用:道教轉化的關鍵在於以「靈

寶大法司」作為總發文曹司，乃是道教齋瞧儀式中給付道法檀靖，與高功傳度受

益事所屬神司的命令文書，強調其功能在以召請官將與功曹符吏，負責蝶傳關行齋

瞧法事，以其顯其經由奏職傳度受蠶後所得到權力，故屬於下行文性質。而道法

二門道壇這八種文類，筆者以基隆廣遠壇製作的文檢體製格式為例，分析其道教

「文檢」一詞內涵中「內在的文」與「外在的檢」的內涵:前者分別以公文結構、

文章風格、平闕格式、簽章批朱與具職、印信、花押、文體、質材、字體等等探

究;後者則以可漏、方函與摺角實封等分析其檢署規矩，希望盡量累積其相關起

源與傳承跡證，能逐漸建構道教文書學的實際內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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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一 :ζ百年松山慈惠堂七朝科儀前的重要行車表

重要程序 擇日與吉方

預告上蒼 擇乙茵年農曆六月十三癸卯日辰時，上午七時至九時吉，備香案茶

葉，叩祝上疏，預告建瞧日期，禱祈諸天神ff[1日十吉。

搭建瞧壇動土 擇乙百年農曆八月初二日王辰日午時，上午十一時，從西邊月德方

起手，動土吉。

取燈嵩竹 擇乙百年農曆八月十四甲辰日卯峙，上午五時至七時吉。

豎燈篇 擇乙百年農曆八月十八戊申日辰時，上午七時至九時，從西方丹德

方起手，施工豎柱吉。

通燈當疏 擇乙菌年農曆八月二十庚戌日巴時，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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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ζ百年松山慈蔥堂七朝道教科儀程序簡表

日期 早 上 下 午 晚 上

八月二十三日 封山禁水、(子時)、發 請水淨壇、奠安蛙君、 皇壇奏樂、解結赦罪

(第一天) 表起功、揚旗豎膽、啟 社君寶經

聖請神、安壇主、安五

方童子、外壇獻供

八月二十四日 重自啟聖、禮誦母娘真 三官妙經、北斗真經、 皇壇奏樂、祝燈延壽

(第二天) 經、播桃祝聖 星辰寶懺

八月二十五日 重白申啟、拜榜張掛、 朝天法懺第一、二、三 皇壇奏樂、五斗真經

(第三天) 上元寶懺、中元寶懺、 卷、交懺化財、晚課獻

下元寶懺 f共

八月二十六日 早輯、度人經、玉皇寶 朝天法懺第四、五、六、 燃放水蓮燈

(第四天) 經上、中、下卷、獻供 交懺化財

八月二十七日 重白申奏、午朝 朝天法懺第七、八、九 皇壇奏樂、小普

(第五天) 卷、交懺化財

八月二十八日 重白啟聖、安龍送虎、 朝天法懺第十卷、交懺 皇軍奏樂、開啟禮聖、

(第六天) 洪文讚經(玉樞寶經) 化財、晚朝(北斗真經) 敕水禁壇

八月二十九日 登壇拜表、入燈敬天(子 稿賞軍兵、收五方童 謝宗師、敕符謝壇、熄

(第七天) 時)、暫留聖駕、拜觀天 子、奉迎大士、大普度 燈謝富

尊、收榜回壇、宿朝、

入瞧呈章、三界回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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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ζ菌年松山慈蕙堂七朝慶成瞧典科儀與文檢運用關係表←)

|達1
預告 採竹 建壇豎當 把旗 封山禁水 安龍送虎 發表 啟請

↑因意 個意 帽意 個意 ↑困意

疏 通瞧表 安龍疏

狀 笠狀 109 發表獻狀 13

Ic.、詞

公文 六角封公文

l 東嶽

2 府縣城隍

3 雷霆官將

4 瞧家神明

5 福德境主

6 本壇宗師

蝶 取竹蝶 豎燈當蝶、 封山禁水 發表蝶 破穢際

城隍蝶、 際

土地蝶

總 發表關

榜 1 青玄救苦榜

2 九元應元府

3 三界萬靈府榜

4 北極四聖府榜

5 正一天師榜

6 雲廚監齋榜

7 敕封境主尊神榜

8 慈惠堂植福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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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外壇動土 天布符、 法皇室中: 1 先天八卦草 1 闊天門

符、豎燈 士也布符 破穢符 席符 2 淨壇
當動土 (黃底紅 2 龍神青符布 3 水孟

符、燈當 符)、押煞 3 白虎白符布 4 香符

破穢符、 符(黑底 4 安龍九宮符 5 奉符

內壇五方 自符) (四靈符、五 6 萬神

護符、麒 方符) 7 玉陽宮

麟符、鳳 5 八卦安宅龍 8 官將符

凰符、水 神符 9 三界符

符 6 五張剪刀尺 10 四直

鏡符 11 土地

12 焚炎

13 張

14 度火

15 普度

16 香請

17 請神

18 神虎

19 朱彥

20 萬神

21 帝令

22 鄧

23 苟

24 溫

25 張

26 辛

27 畢

28 馬

29 陶

30 趙

31 岳

32 度火

其他 法警封條 七星黑布、五

方燈、瓦片下

畫封禁符式、

備註 外壇:一

壇一張九

牛破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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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ζ商年松山慈蕙堂七朝慶成臨典科儀與文檢運用關係衰亡三)

lx 請水 安仕 早朝 禁壇 拜榜 朝天懺 午朝 晚朝

個意 ↑困意 惘意 惘意 惘意

疏 社君疏

狀

i[} 1i司 心詞(方商) 心詞(方函) 心詞(方函)

公文

蝶 請水蝶 玄壇 十道朝 1 辟非蝶

四靈 天蝶 2 昌陽蝶

蝶 3 禁壇蝶

4 含陰蝶

關 早朝關(年) 午朝關(月) 晚朝關(日)

榜 9 紅榜

(龍章鳳蒙)

10 黃榜

(孤魂大榜)

符 1 早啟 1 午啟 1 晚啟

2 入戶 2 入戶 2 入戶
3 壇角 3 墳角 3 壇角

是老君 4 老君 4 老君

5 手爐 5 手爐 5 手爐

6 發爐 6 發爐 6 發爐

7 伏爐 7 伏爐 7 伏爐

8 出戶 8 出戶 8 出戶

9 謝師 9 謝師 9 謝師

10 謝聖 10 謝聖 10 謝聖

其他

備註 習慣在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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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乙茵年松山慈蕙堂七朝慶成蟻典科儀典文檢運用關係表但)

lx 放水蓮燈 小普 拜表 普度 宿朝 敕符謝壇 祝聖科

惘意 ↑困意 憫意 個意 惘意 個意 惘意

疏 玉皇疏

狀 排壇狀 109 謝狀 12

封

J心言可 心詞(方國) 心詞(方函)

公文

蝶 放水燈蝶 孤魂蝶 功勞蝶

關 宿朝閱(時) 祝聖關

榜 大士 臺前救苦榜、

告示 大士告示、黃

榜(大士腰圍)

符 十傷符十道、 1 宿啟 平安符

五道真符、 2 入戶
一道符命 3 項角

基老君

5 手爐

6 總靈

7 發爐

8 伏爐

9 出戶

10 謝師

11 謝聖

其他

備註 或分兩天、 收所有文檢 祝聖斗科悶

文檢同 此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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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土行詞蔬狀類的內涵功能與體式結構表

名稱 標題 主旨 主神 平闕 套語 印文 可漏 方函 比對

手疏 個意 祈求齋瞧 =清

。 。
功德完滿

通瞧表 預告 預先奏告 玉皇上帝

。 。 玉清 紅紙 劉文

上蒼 建瞧事宜 至寶 黃簽 頁的

上疏 五印

安龍疏 龍闡 謝土安龍 土府九壘高

。 。
向上 紅紙 陳本

獻瑞 皇大帝 黃簽

玉皇疏 叩答 謝恩言功 玉皇上帝

。 。
同上 紅紙

天恩 黃簽

蛙君疏 敬奉蛙君 太乙定福司 。 。 道經 紅紙 應威

監督齋食 命仕君 師寶 黃簽 壇本

J心詞 紅簽 祈求齋瞧 四朝尊神 。 。
道經 紅紙 是 陳本

J心詞 功德完滿 師寶 黃簽

發表 聖駕齊臨 十二宮尊神

。 。 玉清 紅紙 13 陳本

獻狀 證明釀功 至寶 黃簽

排壇 備貢丹誠 109 尊神 。 。 道經 黃紙 陳本

謝狀 感謝尊神 師寶 紅簽

宿朝 備貢丹誠 天曹泰皇萬

。 。 道經 黃紙 1 函 陳本

謝狀 感謝尊神 福真君 師寶 紅簽

謝壇 備貢丹誠 十二宮尊神

。 。 道經 黃紙 12 陳本

謝狀 感謝官將 師寶 紅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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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下行腺類文檢的內涵功能與體式結構衰

名稱 主旨 受文者 印文 紙 比對

I 耳又11W:栗 採取燈窩竹 山林土地后土祇靈 道經師寶 白

2 封山禁水蝶 封山禁水 五岳名山府君聖眾、龍 玉清至寶 2 黃 陳本

宮浪苑水圓晶仙

3 發表蝶 為拜發請章事 三界功曹、四直符使、 玉清至寶 黃 陳本

承差官將、傳遞等神

基破穢蝶 破穢除氛 九鳳破穢大將軍磨下 道經師寶 白 陳本

5 豎燈當蝶 為豎列神措事 持旗開導六甲使者、旗 玉清至寶 黃

竿翊衛守護神將

6 請水蝶 為請賜清淨泉 水府解厄真君管水使者 道經師寶 白

水淨壇事

7 禁壇四靈蝶 衛護解穢 四靈真君解穢官屬 道經師寶 白

8 十道朝天蝶 為懺除罪障事 十方童子 道經師寶 白

9 午朝禁壇蝶 召陰神 神霄禁壇大將軍 道經師寶 白 王氏(註 53)陳

本

10 午朝辟非蝶 召陽神 神霄辟非大將軍 道經師寶 白 王氏陳本

11 午朝金鐘蝶 振金鐘 雷霆風火昌陽大將軍 道經師費 白

12 午朝玉聲蝶 擊玉碧 雷霆風火含陰大將軍 道經師寶 白

13 水蓮燈蝶 為放水蓮燈事 水府解厄真官 道經師寶 白 陳本

14 孤魂蝶 眼濟孤魂 本處界內一切男女無主 玉清至寶 黃 陳本

無前巴孤魂滯魄等眾

15 功勞蝶 證明功德 瞧主斗首 松山慈惠堂印 黃 陳本

瑤池金母

16 城隍蝶(註 54) 為建酷、投蝶事 當地城隍 道經師寶 白 劉文買 98

17 土地蝶 為建酷投蝶事 當地土地 道經師寶 白

53. 請參見〈王氏大法} ，卷 65 。

54 吾吾j枝萬，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臺北市松山祈安建瞧祭典一一臺灣祈安置黨祭習俗研究

之一} , <城隍蝶> '頁 98 。其認為 r豎燈當標示祭場以後，天神地祇可以憑之以下降，蒞臨瞧場，故必

有地方神為之迎接，以盡地主之誼。此一任務，當由該地城隍負責，蓋以城隍又稱境主，即神界地主之

故。唯恐諸神蒞臨者眾多，腳忙手亂，放以當境之福德正神即土地公，輔助城哩，冀免疏忽也。 J (頁 92)

饒河街舊街頭霞海城隍廟，饒河街街尾土地福福德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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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下行符類文檢的內涵功能與質材運用表

名稱 召請對象 功能 質材 參考

破土符 九牛破土大將軍 押煞 古仔紙 劉文頁 79

破穢符 九鳳破穢大將軍 清淨壇界 古仔紙

內壇五方護符 八卦神 安鎮護壇 古{子紙

麒麟符 麒麟星君 安鎮護壇 紅紙 劉文頁 116 鎮壇符

鳳凰符 九鳳破穢大將軍 清淨壇界 黃紙 劉文頁 116 淨符

水符 水德星君 清淨押煞 黑紙 劉文頁 116 水符

天布符 玉皇上帝所屬 迎神鑒瞧 青布 陳本

地布符 無主孤魂滯魄 脹濟孤幽 黃布 陳本

草席符 先天八卦神 安鎮 草席 陳本

龍神符 青龍神君 安鎮 青布

白虎符 白虎星君 安鎮 白布

安龍九宮符 九宮神 安鎮 淡黃紙 陳本

安宅廟龍神符 八卦神 安鎮 黃布 陳本

開天門符 三元將軍 開天門 古仔紙 陳本

發表淨壇符 水德星君 清淨押煞 下皆同 陳本

水孟符 九鳳破穢大將軍 清淨押煞 陳本

香符 侍香金童玉女 心假香傳 陳本

泰符 功曹使者 傳誠達'1團 陳本

萬神符 2 祖籍神、境主神、宗師 證明功德 陳本

官將符 1 馬趙溫殷四元帥(註 55) 護軍送章 陳本

三界符 3 天地水三界使者 傳送表章 陳本

四直符 4 年月日時個符使 傳送表章 陳本

土地符 當境土地神 傳送表章 陳本

焚炎符 焚炎楊符使(註 56) 護送表章 蔣氏立成儀卷52 、陳本

55. 指護壇官將溫(溫瓊卜康(康應)、馬(馬勝卜殼(殷郊)四大元帥。

56. {蔣氏立成儀} ，卷 52 ， <神位門﹒左二班〉有「九天捷疾焚炎楊符便打疑為此召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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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符 張天君(張旺) 護送表章 陳本

度火符 2 度火符使(註 57) 護送表章 王氏大法卷 39 、陳本

玉陽宮符 神虎大神所屬 召魂服濟 陳本

普度 神虎大神所屬 召魂脹濟 陳本

神虎符 神虎大神 召魂脹濟 陳本

請香符 侍香金童玉女 心假香傳 陳本

官將符 12 神霄雷霆官將(註 58) 護送表章 陳本

十傷符(註 59) 相關負責神將 救度十傷孤幽 王氏大法卷的、陳本

啟科符 護壇官將 淨壇、啟師聖 陳本

入戶符 天門前守將 合契通關 陳本

壇角符 天門前守將 合契通關 陳本

老君符 當日值職功曹 合契通關 陳本

手爐符 功曹使者 上靈寶三師香 陳本

總、靈總召符 五方神靈將吏 護衛高功身神 陳本

發爐符 出高功身神 關啟高真 陳本

伏爐符 入高功身神 各歸身宮 陳本

出戶符 天門前守將 回輩輩還駕 陳本

謝師符 師班神將 禮謝天師 陳本

謝聖符 聖班神將 禮謝北帝 陳本

平安符 建瞧廟宇主神 隨身護衛

57. <王氏大法) ，卷 39 有〈度火符〉午文，南焉。其配合之咒語 r符使升真，速降威靈。擲火萬里，使我

通神。天火地火，五雷真火，燒殺一切，無道斷絕。公文之神火，奉行升霞散晨，五雷備明。前行明道，

掃蕩除氛。急急如上帝敕。」比對其符雖不同，但其咒語內容功能接近，暫列參考。

58. 其符為「朱彥、帝令、鄧、苟、溫、張、辛、畢、馬、陶、趙、岳J '乃召請以下重要會將:雷霆七大天

君(主要見於元初〈道法會元〉中) ，即以主壇雷霆主令斂火律令大神炎帝鄧天君(鄧伯溫卜雷霆正令

鐵望在注律大神背帶辛天若(辛漠臣)與雷霆行令飛捷催督大使賜谷張天君(張旺)為首，與其所屬茍留

吉、學宗遠二雷君的一組神霄天君。又有鷹靈、劉通、王菁、馬勝、趙公明、殷郊、朱彥等七大雷霆元

帥，和以地祇上將亢金昭武顯德、元前溫瓊為首的嶽府溫、鐵、康、張、李五大元帥，鬧離天醫高、許、

陶、趙四天君，岳飛以及諸經法富豪科中仙靈宮吏。

59. <王氏大法) ，卷的有「靈寶淨明解十傷符J :解家訟符、解獄死符、解中藥符、解殺傷符(殺死0) 、解

溺水符。、解邪妖拘執符。、解死胎符(胎產傷0) 、解自給符(繼死傷0) 、解冤債符。、解伏連符(伏

連死0) 。比較陳本 (0代表相同) ，另有毒藥傷、蛇傷虎咬、雷打火燒三者不同，而廣遠壇乃用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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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干行榜類文檢的內涵功能與體式結構表

名稱 主旨 發榜者 受榜者 具職 花押 印文 比對

龍章鳳室裝 證盟功德 正一靜應 雷霆官將 具全 一點 玉清 陳本

(紅榜) 顯佑真君 職稱 丹心 至寶

慈惠堂酹恩、五 祈安植福 正一靜應 值日功曹里域 具全 玉清

朝福瞧祈安植 顯佑真君 真官守榜大神 職稱 至寶

福金榜 持攜使者

九天應元府榜 酹唐、建瞧保 普化天尊 雷霆官將 具全 玉清

境 職稱 至寶

三界萬靈府榜 酹恩建瞧保 三宮大帝 三界所屬宮吏 具全 玉清

境 職稱 至寶

靈寶正一天師 奏文委送上 正一靜應 雷霆蝴衛官吏 真全 玉清

府榜 清膳錄院 顯佑真君 職稱 至寶

北極四聖府榜 奏文委送上 玄天上帝 四聖衛佑官吏 具全 玉清

清膳錄院 職稱 至寶

勳封境主尊神 酹恩、建瞧保 玉皇上帝 境主尊神 具全 玉清

榜 境 職稱 至寶

監齋榜 為雲廚監齋 靈寶大法 九天雲廚監齋 玉清 應威壇本監

事 司 使者 至寶 齋榜式

青玄救苦府榜 酹恩、建瞧保 救苦天尊 十類孤魂 玉清

境 至寶

普度榜 為振濟寒林 廣度沈淪 孤魂滯魄 玉清 靈寶道壇本

(普度臺前) 孤魂滯魄事 天尊 至寶

孤魂榜(黃榜) 為服濟孤魂 救苦天尊 本處一切男女 一點 玉清 陳本

事 無主無記孤魂 丹心 至寶

滯魄等眾 慈惠

堂印

約束孤魂榜 約束孤魂 靈寶大法 孤魂滯魄 玉清 蔣氏立成儀

司 至寶 卷 13

大士告示榜 服濟孤幽 靈寶大法 本處界內一切 玉清 陳本孤魂告

司 男女無主無前 至寶 刁可

孤魂等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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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ommunal Chiαo Ritual Documents of the 
School of PracticÏng Both Daoism and ExorcÏsm in Taiwan: 

ASeven-day Chiαo Ceremony Performed by the 
Keelung Guangyuan Altar for Songshan Cihui Temple in 2005 

Tsung-hui Hsieh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chool of Practicing Both Daoism and Exorcism inc1udes the Zhengyi 
School and the Third Matriarch School of Lu-shan. Its practioners serve as 
liturgical specialists only for the Chiao sacrifice, not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dead. Although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its origins and liturgy, there have 
been no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documents used in the rituals. In this 
paper, 1 discuss relevant Daoist ritual documents and analyze the Keelung 
Guangyuan A1tar's seven-day chiao ceremony which was performed at Song
shan Cihui Temple in 2005. In that particalar year, they integrated a tradi
tional five-day chiao ritual into the liturgy. 1 then compare the documents 
from the 2005 performance with those from the five-day Chiao of the Inaugu
ration List in the “Zhuanglin Xudaozang." Furthermore, 1 investigate the 
new version of the ritual documents used by the head priest, Li Y ou-kun, in 
light of actual need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introduction focuses on 
c1arifying the meaning of relevant Daoist ritual documents. The second sec
tion discusses structure of the ritual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tuals 
and documents. The third section analyze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petitions 
documents. The fourth section investigates pass permits (die 蝶)， talismans 
and announcing documents. The conc1usion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these 
Daoist ritual documents, their origin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Key words: Daoism, Daoist ritual documents, the chiao ritual , the School of 
Practicing Both Daoism and Exor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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