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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佛教儀式僧侶的文化價值 

 

 

陳 省 身 ∗ 

 

摘要： 

儀式僧侶在明代的名為「瑜伽教僧」，他們從事法事時，在榜文首

習慣提上「瑜伽三密院」。透過他們興辦各式的瑜伽道場，可替善信人

等追薦冥福以報親恩或為亡靈超生善趣；並可為生者祈求福壽康寧。因

為歷史文化地域傳承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派別。而香花僧的源由就是

南方應赴僧的名稱。有別於北方儀式僧的說法。 

因此本文的研究是以一個大時代的傳承發展，去談整個華人社會儀

式佛教的發展研究。其實應赴僧、儀式僧、香花僧等等儀式僧，本來是

指明清政府對佛門僧侶職能的一個中性的分類方式，並無好或不好的判

別性問題。只是長期以來，在佛教生態上，他們就像一群默默的無名英

雄，提供了寺院齋信養生送死的服務。只是在近現代中國受到西方理性

主義的思潮反動，在中國又發生了五四運動，同時在佛教界也受到此一

思潮影響，才漸漸形成二元對立的情形。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的運動，

新派和舊派的共振，是一個近現代文化思想發展史的問題。在近現代的

理性主義佛教思想的運動開展，對充滿儀式性以及融合三教思想文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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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佛教信仰，進行批判，對於儀式僧或香花僧都進行了充滿負面的論

述。但持平而論，這不是一種公平和客觀的論述。不管是講僧也好，律

僧也好，禪僧也好，香花僧也好，都有法門龍象，也有焦芽敗種，這是

不分時代與地方的。 

 

關鍵詞：儀式僧、應赴僧、香花僧、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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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Traditional Buddhist Ritualistic 

Sangha’s Culture and Value 

 

Chen, Sing-shen ∗ 
 
 
 

ABSTRACT: 

Ritualistic monks are known as Yogacarists monk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piritual documents are usually marked with “The Triple 

Divisions of Yogacara”. It is through hosting Yogacara Ritual ceremonies 

that they pray for the wellness of both the living and the passed on. Due to 

historic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lineages are usually different as 

well, resulting in different sects. These ritualistic monks usually start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are also known as “professional ritual 

monks who deal with religious function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nks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is thesis will research and discuss based on the generation’s lineage 

and its expansion which affect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at large and 

ritualistic Buddhism’s development. In reality, all these different vocation of 

ritualistic monks are product from the Qing Dynasty’s imperial court when 

they professed monks with the specific job to do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its good or bad and it’s gender issue. 

It is only because in the long course of time, they have become the 

heroes unknown behind the scene on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they 

have provided devotees and believers services which both invokes blessings 

for the living and deliverance for the passed on. It is only in very recent 

Chinese thinking being affected by western rational thinking and also the 

revolution exercise in China had cause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to be 

affected by them which slowly turned into a state which both dispels each 

other. Humanistic Buddhism talks about Buddhist exercise both new and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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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should both revive together. This is a modern contempl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should be. 

In rising modern rational Buddhist thinking and exercise, critiques 

towards ritualistic ceremonies and Buddhist faith filled with elements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has been heavy, thus 

arising bad image and judgement on all ritualistic monks and negative 

comments. But to maintain a fair judgement, this is an unfair observation by 

itself, no matter it is a monk who preaches Buddhism, a precept monk, a Zen 

monk or ritualistic monk, each will have its outstanding leader and it’s bad 

kinds, this is across the evaluation of time and space. 

 

 

 

Keywords: ritualistic monks, ceremonial monks, humanistic buddhism 

 

  



 

                                            台灣傳統佛教儀式僧侶的文化價值 

 

 

 169 

一、前言 

儀式僧侶又名「瑜伽教僧」，1他們從事佛教儀式時，習慣在榜文上

題「瑜伽三密院」五個字。透過這些儀式僧興辦各式的「瑜伽道場」（經

懺道場），一方面可為亡靈超昇淨土；另一方面則可為信眾祈求福壽康

寧。他們善用各式密咒和經懺為人祈求消災，這些經咒不全是佛門中的

經咒，有時也摻雜了民間巫術或道派法教的經咒。這些咒語很多是具有

消災招福的實用性和功利性。 

近年來有關民間佛教或是民俗佛教的相關議題，已有不少研究的論

文出現，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譚偉倫教授，他在《民間佛教研究》論

文集中，2提到民間佛教是指在鄉鎮社會中，佛教與地方宗教文化結合而

有的不同呈現。比如發展出新的神祗、儀式和地方信仰模式等。而他在

這本書中主要是從地方佛教、宗派佛教和儀式佛教三方面來探討佛教在

中國民間社會中的開展，也就是將儀式佛教視為民間佛教或是民俗佛教

                                                 
1
 明末湛然圓澄在《慨古錄》云：「太祖將禪教、瑜伽開為二門，禪門受戒為度，

應門納牒為度。自嘉靖間，迄今五十年，不開戒壇，而禪家者流，無可憑據，

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明]湛然，《慨古錄》，《卍新續藏》

冊 65，No. 1285，CBETA 電子佛典（2014.04 版），完成日期：2014/04/26。）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將佛教分為禪教（參禪講教）與瑜伽教，

禪教僧必須受戒，瑜伽教屬「應門」，以領受度牒為準。 

另外《釋鑑稽古略續集》載：「歷代分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其禪不立

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

現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明]幻輪，《釋鑑稽古略續集》，《大

正藏》冊 49，No. 2038，CBETA 電子佛典（2014.04 版），完成日期：2014/04/26。）

應此瑜伽教僧為應赴僧。 

2
 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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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詮釋內涵來探討。在這本論文集中，有一半以上的論文是民間

佛教儀式的相關論題，包括香花和尚、普庵教法師、瑜伽教以及齋公齋

婆等的儀式探討，這些論文均探討了民間佛教儀式中的包容性，及如何

與道教和民俗融合的互動關係。目前學界針對儀式佛教的研究算是新興

的研究課題。筆者經由經典文獻和田野調查比對研究的過程，把這些明

清以來源自「瑜伽教僧」或稱為「應赴僧」的佛教儀式專家，定義為「儀

式僧」。他們是長期在中國各地方，主持儀式佛教的專家。例如雲南的

「阿吒力教僧」是明代的「瑜伽教僧」傳入雲南後，為了能迅速發展，

教僧就替自己在雲南歷史上尋找依據。元代及其以前稱僧人為「阿左梨」，

為了與之掛鉤，教僧就擬出一系列音近的詞——「阿吒力」、「啊吒力」、

「阿拶哩」等。3另外也有稱為「香花僧」和「儀式僧」的「應赴僧」。這

些「儀式僧」以不同的名稱，融合各地方的風土民情，實踐佛教儀式。 

「應赴僧」稱為「香花僧」4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以儀式中最重要的

「香花請、香花迎」等以香及花之相關詞類來命名科儀的緣故。「香花

僧」多遍佈於中國的東南方，而和台灣最有關係者多來自福建和廣東一

帶。「應赴僧」稱為「經懺僧」，是以他們唸什麼經、什麼懺的原因來命

名。這些儀式僧也長期被加以貶抑和汙名化，而稱其為專靠為死人誦經

和演法而繁忙奔波謀生的「經懺鬼」。5
 

筆者長期關切台灣本土佛教儀式僧的儀式行為，本文基本上是以台

                                                 
3
 有關阿吒力教僧名稱歷史的源流發展和儀式經典研究，可參考侯沖，《雲南阿

吒力教經典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年）。 

4
 有關香花僧名稱的歷史源流發展，可參考自江燦騰，〈明清時代台灣傳統出家

佛教的制度變革與發展〉（台北：五南公司，2009 年），頁 32-36。 

5
 有關儀式僧名稱的歷史源流發展，可參考自江燦騰，〈明清時代台灣傳統出家

佛教的制度變革與發展〉（台北：五南公司，2009 年），頁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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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俗信仰環境與「儀式僧」儀式行為之間關係的探討，為何即使是在

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盛行的台灣，傳統佛教儀式僧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由歷史文化的脈絡，可以明白清朝治理的時期（1683-1895），佛教在台

灣的發展呈顯出「叢林佛教」與「民俗佛教」混同發展的態勢。佛教混

合著一般的民俗信仰，而成為台灣社會一種「生活性」的「民俗佛教」

信仰。「民俗佛教」奉祀觀音和地藏的寺宇，都成為如同媽祖廟等台灣

的民間常見的香火廟（也稱莊頭廟）一般的「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

宇），也會因法會的需求不同，而禮請儀式僧前往主持祭典法會。而地

方上的這些寺廟，也唯有倚靠精通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

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需求。所以本文首先探討儀式僧傳承歷史與台灣民

俗信仰香火廟之間的互動，瞭解到這些儀式僧主要是以地方香火廟為儀

式展演的地點，基於生存的市場機制，因此在演法時，較具包容性，不

會排斥民俗信仰諸神，也能接受信眾用牲禮葷食作為供品，這點是有別

於叢林佛教的做法，因此相當具有民俗佛教的特性。另外則分別以香花

僧和經懺僧的深具民俗性的儀式特色，期能呈現他們的當代文化價值。 

二、傳統佛教儀式僧的淵源和在台灣的發展 

台灣儀式僧淵源於明代「瑜伽教僧」以及清代「應赴僧」。明代時

將佛教寺院三分為「禪、講、教」。第一種是「禪僧」，以修禪為主，居

禪寺，不與民間接觸。第二種是「講僧」，以學習各宗的經論和講說為

主，居「講寺」，同樣不與民間接觸。第三種是「瑜伽教僧」，以替國家

或民間的佛教信徒在喪儀時或七月超渡法會等，進行「瑜伽焰口」的追

薦、超渡、延壽、免災或求冥福。透過他們興辦各式的瑜伽道場，可替

善信人等追薦冥福以報親恩或為亡靈超生善趣；並可為生者祈求福壽康

寧。最主要的佛事為瑜伽燄口施食，因此被命名為「瑜伽教僧」。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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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兩代時，在官方檔案及地方誌書則稱為應赴僧，這其中又可分成香花

僧和經懺僧兩種類型。本段則分別由儀式僧的淵源，香花僧及經懺僧的

傳承發展，探討傳統佛教儀式僧在台灣的發展情形。 

（一）傳統佛教儀式僧的淵源 

另外明太祖於洪武十六年時曾命僧錄司官對「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

及諸言密咒，盡行考校穩當可為一定成規，行於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

守，為孝子順孫慎終追遠之道，人民州裡之間祈禳伸請之用。」之後明

太祖又在《申明佛教榜冊》中規定「顯密之教，儀範科儀，務洪武十六

（1383）年年頒降格式」。到清代時官方則改稱為「瑜伽教僧」為「應

赴僧」。 

北方的「應赴僧」稱為「經懺僧」，是以他們唸什麼經、什麼懺的

原因來命名。此類「經懺僧」，因逐漸過於世俗化，常會在原儀式中，

任意增加新花樣，例如會增一些於只是純為提高娛樂效果，或純為擴大

儀式場面的熱鬧氣氛，而非維持宗教神聖必要性的另類舉動，只是用來

搏取出錢齋主（功德主）的歡心和看其是否能據以增收酬勞等。所以彼

等遂被正規僧侶（禪僧或律僧），加以貶抑和汙名化，而稱其為專靠：

為死人誦經和演法而繁忙奔波謀生的「經懺鬼」。6南方的「應赴僧」稱

為香花僧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以儀式中最重要的為香以及花來命名科儀

中「香花請、香花迎」等的相關詞類來命名及科儀。 

（二）台灣香花僧的傳承發展 

台灣的香花僧是在明清時和移民一起來到台灣，香花僧又名緇門

                                                 
6
 參考自江燦騰，〈第二章：明清時代台灣傳統出家佛教的制度變革與發展〉，《台

灣佛教史》（台北：五南公司，2009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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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以及長毛僧，他們可以說是台灣佛教中最早的「應赴僧」。根據台

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有提到他們的相關描述 

……本地的僧侶者是在台灣修行的人。……長毛僧又叫長髮僧，

或對沙門而稱緇門，對道士叫僧士，多屬漳州人系統。……長髮

僧住於市井，應眾庶之請託，行葬儀或當祭儀作當事者的補助。7
 

另外根據增田福太郎氏的《探訪記》則介紹如下 

本地的僧侶者，是在台灣修行的，可分為出家僧、香花僧、長髮

僧。長髮僧普通也叫長毛僧是辮髮的俗人，參與喪葬儀式者，肉

食帶妻，住於市井，一名叫僧士，多屬漳州人系統。8
 

清代台灣佛教僧侶中的「香花和尚」或「香花僧」，為清代台灣民

間喪儀、和香火廟年度中元齋醮祭祀活動的主要執行者，他們在整體僧

侶人數的比例之多，和在介入庶民社會宗教祭儀的頻率之繁，實際上都

遠超過一般的道士和正規叢林出身的少數「禪僧」或「禪和子」。9
 

他們分散於台灣漢人各族群聚落中，主持的儀式以喪葬拔渡法事以

及中元普度法事為主體，他們的儀式充滿地方性。另外北部的香花僧可

分為兩大系統，香派和瑞派。 

台灣北部的香派主要是傳承自台北景美雲門寺（圖 1）的香派沙門

僧系統，香派為何稱為沙門呢，是因為在清代以及日治時期香派的香花

                                                 
7
 丸井圭治郎，《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台北：捷幼書局，1993 年），頁 96。 

8
 增田福太郎氏，《東亞法秩序序說、南島寺廟探訪記》（東京：ダイヤモンド

社，1942 年初版；台北：南天書局，1996 年複刻），頁 10。 

9
 參考自江燦騰，〈第二章：明清時代台灣傳統出家佛教的制度變革與發展〉，《台

灣佛教史》（台北：五南公司，2009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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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多到中國福建鼓山受戒之原故，即使在回台後有些已捨戒還俗，但為

代表他們的身份曾經是比丘之原故，因此多自稱為沙門僧。他們也供著

象徵血脈和法脈的傳承祖師神位（圖 2）。在《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所

提到的沙門便是指香派，香派多為泉州移民。香派在在文疏會以沙門某

某來署名，代表他們為沙門釋子。 

圖圖圖圖 1、、、、台北雲門寺的供桌台北雲門寺的供桌台北雲門寺的供桌台北雲門寺的供桌    

 

圖圖圖圖 2、、、、台北雲門寺的血脈和法脈傳承宗師神位台北雲門寺的血脈和法脈傳承宗師神位台北雲門寺的血脈和法脈傳承宗師神位台北雲門寺的血脈和法脈傳承宗師神位 

 



 

                                            台灣傳統佛教儀式僧侶的文化價值 

 

 

 175 

緇門和長毛僧便是指瑞派，他們多為漳州移民，瑞派的傳承淵源除

是從中國原鄉地把法儀和壇口傳來台灣外，他們很多重要的儀式如中元

齋醮科儀，瑜伽焰口施食等，多是向台灣當地的香火廟住持僧侶學習經

懺科儀演法。為何這些香火廟會請這些儀式僧擔任住持呢，我們必須從

清代台灣的時代背景來探討。 

佛教傳入台灣，應是在明永曆 15 年（1661）12 月鄭成功驅逐荷蘭

人之後，福建省泉州、漳州、福州及廣東省惠州、潮州、嘉應州等地人

民大量移居台灣，閩粵一帶的佛教也隨之傳入。清朝治理台灣的時期裡

（1683-1895），佛教在台灣的發展特色呈顯出「叢林佛教」與「民俗佛

教」混同發展的態勢。佛教混合著一般的民俗信仰，而成為台灣社會一

種「生活性」的民俗佛教信仰。民俗佛教的奉祀觀音和地藏的寺宇與媽

祖廟等等，都是台灣的香火廟（莊頭廟），皆為「地方公廟」，他們也會

因法會的需求不同，而禮請經懺僧前往主持祭典法會。這些香火廟唯有

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需

求。這些經懺僧也須應付解決信眾香客的種種疑難雜症，舉凡收驚、祭

改、出煞、安太歲、擇日、看風水等，再加上香火廟也會舉行禮斗齋醮

法會。因此這些「儀式僧」多少亦也學過一些民俗信仰的術數符法。這

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儀式僧，才可應付充滿祭

祀文化的香火廟需求。 

這也便是造成瑞派的香花僧經典科儀學習的重要法脈淵源。稱為緇

門僧則是因為他們在文疏會以緇門某某來署名，代表他們為緇衣釋子。

其實雖然稱為緇門釋子，他們都還是保留佛門中緇素二眾的理想，也就

是緇為神職人員，素為白衣信徒。 

在筆者進行口訪調查時，也得知他們在日治末期皇民化時期，北台

灣的香花僧多加入了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才能維持原本的儀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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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才不會因此受到日本官方政府的取締。以景美雲門時為例，他們在

當時，更由於第三代主持有到日本念淨土真宗所辦的佛學院，因此回台

後成為淨土真宗的佈教師，景美雲門寺並成為台北淨土真宗南區佈教所。

這也因此台灣的香花僧在戰後，仍會穿著日式僧袍舉行科儀的原因。 

早期一些前輩學者在進行調查時，因為香花僧他們會稱自己為釋教

法師，所以會誤以為他們是獨立於佛教之外的另一個教派，其實這是因

為沒清楚他們的在佛教發展史上的文化脈絡。他們為稱自己為釋教，是

認為他們是奉釋迦如來遺教，另外則是保持原本中國儒釋道三教的說

法。因此若單純就歷史文化脈絡，去看儀式僧侶的發展變化。在進行田

野訪談一些香花僧的前賢時，他們也認為不應把釋教和佛教一分為二，

因為兩者是同一法源和系統，也就是釋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釋教，可

以說釋（佛）教，因為歷史文化地域傳承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派別。

台灣因為大多是泉州移民的齋友，因此雖同樣的龍華齋友，用龍華科儀，

但卻是採用泉州的南音。台灣的北部香花僧則分北經南讚，北經是傳承

清代以來佛寺應赴僧的唱法，南讚則是取自南音的改配，有點是高甲戲

的曲風。若是台南的香花僧，在唱南讚時，則有濃濃的南管音。 

再者在訪談台灣一些重要的香花僧元老，及與請教中國的研究儀式

佛的一些學者，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齋教龍華派的香花科儀，是為了

後來信眾的內部需求，而學自明清以來南方應赴僧（香花僧）的科儀，

才會從原本羅祖反對做儀式，而在後來採用了香花僧的一些儀式。後來

信眾有所需求，才參考清代各地應赴僧的科儀，編了龍科儀中的香花科。

香花僧便是清代南方地方對應赴僧的別稱，因此嚴格來說是齋教的齋友

學了香花僧的儀式唱誦，而不是香花僧是由龍華齋教變成的。但在台灣

中部有很多龍華派的齋友，為了生存也學了香花的科儀，也由龍華齋友

轉為香花僧，中部的香花僧和齋堂有一些淵緣，這也是為何台灣中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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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僧會被認為是龍華派的原因。另外也有中部的香花僧到龍華派的齋堂

和太空學習瑜伽蒙山。中部香花僧的組成，有一些是原本龍華齋友，有

一些是鸞堂的鸞生，有一些是則原本是學弄鐃或後場樂師再轉為香花僧

的。中部的鸞堂和齋堂有時又有前鸞堂後齋堂的情形。所以在中部就有

一個特色是：香花僧、齋友、鸞生，三者共生的特色。中部的香花僧有

別於北台灣的香花僧，是傳承自寺宇如媽祖廟、祖師廟、龍山寺的僧侶。

而北部的香花僧大多和僧侶有淵源，上一世紀的老前輩，都到鼓山湧泉

寺去受戒，有能力的會順便去福建參訪參學。因此，這也是為何北台灣

的香花僧會學到瑜伽焰口施食，並有較為完整的焰口觀想要訣；而中部

的香花僧只有傳承到瑜伽蒙山，卻沒有傳承到瑜伽焰口。 

（三）台灣經懺僧的傳承發展 

台灣本土的經懺僧雖然經歷了明清到日治迄今二百八十多年的時

間，其經懺演法唱誦傳承主要是以福建佛教系統唱誦演法為主流；日治

期間，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可謂相當頻繁。台灣本土五大法脈：台南開

元寺，高雄大崗山超峰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

觀音山淩雲寺。這些本土法脈的和尚們透過去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時，

學習了以鼓山系為主的佛門經懺禮儀唱誦，其中包括了各式經懺科儀法

會的完整演法及唱誦。像是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文印法師（1913-1975），

曾在二十一歲時到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並學習燄口施食儀軌；文印法師

回台後，便教授師弟九份金山寺的住持普義法師（1913-1992）。文印法

師在當時燄口演法最有名的是他的「蓮花掌」及「獻十度印」，就是俗

稱的「運轉蓮花印」；10他的「蓮花掌」及「獻十度印」打出來就像朵朵

                                                 
10

 這是指放燄口時一開始打的串場手印，兩隻手掌像蓮花般的上下左右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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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水面盛開的蓮花栩栩如生。11
 

台北市北投慈航禪寺的開山住持智性法師（1884-1964）在他二十歲

時，也曾於福建鼓山湧泉寺，依止方丈振光老和尚剃度出家，時為大正

十二年（1923），翌年並於鼓山湧泉寺依古月老和尚受具足戒。12他還學

會了燄口等經懺佛事，並傳抄帶回一本《瑜伽燄口觀想指南》的燄口秘

笈，回台灣教授門生弟子，如台中萬佛寺的開山住持聖印法師（1930- 

1996）的燄口演法就是他所教授的。這本《瑜伽燄口觀想指南》並由智

性法師流傳到台北龍山寺，當時在龍山寺的法師均視為無價至寶紛紛傳

抄。13
 

另外像是台北龍雲寺的開山住持賢頓法師（1903-1986），俗姓林，

法名彌悟，字賢頓，受傳嗣法，法號寂昶。台中縣人，十八歲時，入漳

州南山寺，禮覺定和尚為師剃度出家。剃度後的賢頓，在寺中禮佛誦經，

學習佛門儀規。大正十三年（1924），賢頓二十二歲，成為台籍學僧第

一位進入閩南佛學院者；二十四歲時，在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受具足戒；

昭和二年（1927）回到台灣。當他二度前往大陸行腳參訪，回到漳州南

山寺時，賢頓法師接會泉法師法脈，受其衣缽及法卷，14並在福建學習

的燄口演法科儀。回台後廣教弟子燄口禮儀，如台北東和寺圓寂住持源

靈法師（1928-2013）及台北龍山寺前任住持慧印法師（1935-2004）的

燄口演法都是和賢頓法師學習的。另台北天竺寺住持修豐法師 15（1926 

                                                 
11

 有關文印法師的說明，主要參考修豐法師訪談，於台北市北投天竺寺，2006

年 5 月 18 日。 

12
 于凌波，〈台北市慈航寺釋智性傳〉，《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四）》（台北：慧

炬出版社，1998 年），頁 325-328。 

13
 訪談王欽宗（悟宗）法師，於新北市新莊法師住所，2005 年 4 月 4 日。 

14
 于凌波，〈最早讀閩南佛學院的賢頓法師〉，《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四）》（台

北：慧炬出版社，1998 年），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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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1）除了和九份金山寺的普義法師（1913-1992）學習過外，也曾和

賢頓法師學習過。16
 

賢頓法師所學的「南派燄口演法」17以繁複及細緻聞名於教界，特

別注意燄口演法的小動作及手印的變化如唱「佛面偈」18時打手印。另

外他對燄口演法者的要求相當嚴格，要求要和他學習擔任「燄口主」19的

法師一定要幫他的燄口法會敲滿三台燄口法會的木魚，在過程中不能有

所錯誤才肯教授；他並要求金剛上師要演法前，一定要齋戒沐浴才能登

臺演法；並且，禮請他放燄口的齋主一定要先拿錢去做社會公益事業，

並拿收據給他，他才答應幫對方放燄口。20
 

                                                 
15

 修豐法師，昭和二年出生，修豐法師的法名是在月眉山系統，由普義法師

（1913-1992）所取的，賢頓法師則取滿空（內號）慧耀（外號），修豐法師

五 十 五 歲 才 出 家 受 戒 。 他 三 十 三 歲 在 台 北 縣 瑞 芳 金 山 寺 與 普 義 法 師

（1913-1992）學習佛教禮儀，三十八歲時住台北龍雲寺，他向普義法師學習

燄口和經懺花板等唱誦。普義法師向其師兄文印法師學習燄口，文印法師是

去福建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學回台灣的，其最出名是「蓮花印」和「獻十度印」。

他在龍雲寺時和賢頓法師等學習燄口。他第一堂燄口是隨機先做大甘露施食，

接著便是在一場三大士燄口中擔任三座金剛上師，完全沒有心理準備，而他

放燄口時進行化甘露法食時的擺「五檔米」，則是向詮定法師（昭和三年出生）

學的。參考修豐法師訪談紀錄，於北投天竺寺，2007 年 8 月 6 日。 

16
 參考東和禪寺源靈老和尚訪談紀錄，於台北市東和禪寺，2003 年 4 月 3 日。 

17
 南派燄口演法，是指傳承自福建鼓山湧泉寺，泉州開元寺，漳州南山寺及福

州雪峰崇聖寺等傳承的燄口演法，南派的燄口演法注重手印的變化，並融合

民俗信仰，在唱腔上則充分融合了地方小調。 

18
 《佛面偈》：佛面猶如淨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圓光普照於十方，喜捨慈悲

皆具足。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現未來佛法僧三寶，南無登寶座菩薩摩訶薩。 

19
 燄口主，指擔任主持燄口儀式的主法金剛上師。 

20
 參考東和禪寺源靈老和尚訪談紀錄，於台北市東和禪寺，2003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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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頓法師所教的眾多弟子中，以源靈法師最為出色，可說是盡得其

真傳。源靈法師，俗名是陳進財，昭和三年（1928）出生，台北縣海山

區中和鄉（今永和市）人。其母時常至曹洞宗台北別院旁的觀音禪堂拜

拜，便隨母親皈依堂主心源，法師並到日本島根縣鹿足郡津和野町覺皇

山永明寺禪林部當小沙彌，學習禪門叢林儀軌。回來台灣後，先在北投

中和寺參學，戰後在東和禪寺，接著先後在關渡宮及二重埔先嗇宮擔任

祭祀顧問。其經懺佛事及燄口演法師承台北龍雲寺的賢頓法師。民國七

十六年於台北臨濟寺受具足戒，並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晉任為台北

市東和禪寺住持。民國八十九年（2000）至大陸寧波天童寺，在明暘法

師手中接曹洞宗第四十八代法子。源靈法師在燄口演法上以手印豐富名

揚教界，賢頓法師在燄口演法則以富於變化性和繁複出名。源靈法師可

謂青出於藍，法師手印變化高達 200 多個，很多手印是他在禪修時由心

性體悟出來的，並隨著不同時期對演法的體悟而有所增益變化；其門徒

在燄口演法上的特色是，不論是三師或五師燄口，均能同步結手印演法。

21源靈法師所教授的眾多弟子中，他認為學的最出色的是靈巖法師。 

靈巖法師，民國四十六年（1957）出生，他三十歲時開始學佛，民

國七十九年（1990）在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受三壇大戒。燄口師承雖是

由源靈法師幫他送座登臺﹙牽他上臺﹚，但是靈巖法師的經懺學習，最

先是在台北龍山寺和心悟法師學習唱唸一個月，再隨心悟法師到新莊慈

祐宮學習二年二個月的佛事唱誦經懺規距，靈巖法師並向心悟法師學習

了五年半的燄口唱誦。另在民國七十六年（1987）時由其父親參福法師

（1920-1996）帶他去東和禪寺，向源靈法師學習五天燄口，並由源靈法

師親自為他送座登臺。靈巖法師並曾有五到六年的時間在自己的道場，

閉關閱讀經藏以深入瞭解經懺法事的涵義。22
 

                                                 
21

 參考東和禪寺源靈老和尚訪談紀錄，於台北市東和禪寺，2003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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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除有像前文所提，親至福建習法，回台後教授門生，廣傳福建系統

的經懺儀式者外。有的則直接禮請閩省的高僧來台教授梵唄經懺，像是

新竹縣關西潮音禪寺便是一個例子。潮音禪寺第四代住持理明法師

（1900-1962）禮請其依止師福州雪峰禪寺當家常悟老和尚，來到台灣駐

錫在關西潮音禪寺，教授「福州本地」23梵唄經懺燄口佛事等，使潮音

禪寺成為台灣本土經懺佛事的重要祖庭，影響深遠。理明法師的門生悟

軒法師（1937-1992），他的燄口演法唱誦，在台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奠定了台灣本土佛教經懺演法及唱誦的深厚基礎。目前悟軒法師的傳人

是心悟法師。 

心悟法師本名王林烈，民國三十八年（1949）出生，9 歲到 12 歲時，

由王悟宗法師介紹，到新莊保元宮學習「小法」，24
13 歲開始每天到新莊

覺明寺皈依德智法師（生卒不詳）修學佛法，皈依時的法名為「悟因」，

並從弘智法師（生卒不詳）學習包括早晚課誦、普門品、金剛寶懺、八

十八佛洪名寶懺等經懺佛事。14 歲時從關西潮音寺住持悟軒法師學習金

剛寶卷科儀，17 歲到 18 歲時在木柵指南宮當法務法師，接著因為悟軒

                                                 
22

 參考靈巖法師訪談紀錄，於台北市一心寺，2002 年 3 月 3 日。 

23
 所謂「福州本地」指傳承自福建鼓山湧泉寺，福州雪峰崇聖寺等傳承的燄口

演法，燄口演法注重手印的變化，並融合民俗信仰，在唱腔上除了在叢林的

禪和版外，也會加入融合了福州地方小調的香花版。 

24
 小法又稱為法師、法官、福官，為台灣民間信仰中有別於道士的另一類神職

人員，一般呈團體的組織形制來傳承，負責所屬村里以宮廟為中心的各項宗

教慶典與歲時節慶，譬如定期性的請壇、請神、召放營、犒賞與鎮符，或是

泛定期性的操營、結界、獻敬、造橋過限，以及不定期性的出火、入火、安

宮、迎送王、打船醮、安辟邪物等眾多的儀式。可參考林承緯，〈澎湖小法裝

束的民俗學考察：以頭鍪的形成與展開為例〉，《2010、2011 法教與民俗信仰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民俗信仰學會，2013 年），頁 100。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七期 2017/3 182 

法師要到木柵指南宮做佛事，所以心悟法師便離開潮音禪寺，和悟軒法

師一起來到木柵指南宮，以進一步跟隨悟軒法師學習經懺，此後心悟法

師並隨侍悟軒法師身旁，並跟隨悟軒師，在台灣南北兩地廣做佛事，因

此有機會能學習到悟軒法師所有經懺佛事的精華，盡得悟軒法師的真

傳，並取法名為「心悟弘慧」。25
 

這些本土佛教的經懺僧所採用參考的相關科儀版本，主要來自福建

鼓山湧泉寺、泉州開元寺、福州雪峰崇聖寺傳承，以及其它融合地方民

俗的法事。唱誦腔調則用鼓山腔或福州腔為主。這些擅長佛事的經懺僧

常配合台灣的居民及信眾日常生活所需，提供各式養生送死佛事科儀的

宗教服務。 

三、儀式僧的文化價值 

清朝治理台灣的時期裡（1683-1895），佛教在台灣發展特色呈顯出

「叢林佛教」與「民俗佛教」混同發展的態勢。佛教混合著一般的民俗

信仰，而成為台灣社會一種「生活性」的民俗佛教信仰。而台灣的香火

廟，也稱「莊頭廟」，為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他們也會因法會的

需求不同，而禮請經懺僧或香花等僧儀式僧侶，前往主持祭典法會。這

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充滿祭祀

文化的民間香火廟需求。以下就先以台灣民俗信仰的環境為背景，接著

介紹儀式僧與民俗信仰間的儀式互動交流，再來則談儀式僧所呈現出來

的當代價值。 

（一）民俗信仰環境的關係 

清代是台灣佛教的拓荒期。這個時期的佛教與民俗信仰的分際不明

                                                 
25

 參考心悟法師訪談紀錄，於新莊悟軒精舍，200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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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另一方面則是仰賴僧侶的弘法，而當時佛教佈教的範圍也已經遍及

到台灣各地。像是台南海會寺（開元寺）、法華寺、鳳山興隆寺、彰化

開化寺與清水巖、台北龍山寺與劍潭寺等重要佛寺，皆是此時期設立，

而當時發展的重鎮（也是當時台灣佛教的中心）是台南，因此台南名剎

遠較他處為多。 

台灣民俗佛教中的觀音信仰，是藉觀音佛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地

方公廟或其他宮廟構成護生濟亡的信仰體系，將佛教信仰納入民間地域

性群體祭祀範圍之中，揭示著傳統佛教的民間化與俗信化發展，並以其

民間化的內涵和村廟或與社區信仰構成「陰陽共濟」的信仰防護網。而

其中民俗佛教信仰所特有的迎觀音佛祖遶境的民俗慶典化活動最具特

色，亦被納入民俗信仰體系，展現「民間佛教」特質與社會實踐之具體

內涵。 

台灣主祀觀音之寺宇，稱為寺、宮、亭、閣、堂、壇、庵、巖者，

皆有之。凡一地主要的觀音廟常被稱為「亭」，則直接以亭為名。似乎

名為「亭」之觀音廟多在街市之中，此與偏向靠山的「巖」，有所對照。26

在台灣主祀觀音的巖仔約有七十多座。27另外龍山寺也是以觀音佛祖為

主祀的代表寺宇，龍山寺乃是從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鄉的龍山寺分靈

而來，清初時的閩南移民多從泉州出海，安海龍山寺的香火便隨移民來

到台灣。龍山寺在台灣較著名的總共有五座，分別是台南的龍山寺、鳳

山的龍山寺、台北艋舺的龍山寺、鹿港的龍山寺、淡水的龍山寺。 

另外台灣的地藏王菩薩信仰，可以分為民俗信仰中對地藏菩薩的信

                                                 
26

 林美容，〈台灣民間佛教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新世紀宗教研究》

（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館，2004 年），頁 13。 

27
 林美容，〈台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現代佛教學會，1996 年），頁 1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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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以及佛教徒對地藏菩薩的信仰兩個類型。前者對地藏菩薩的信仰多

是把祂視為冥府諸鬼神神譜的最高主宰，認為祂統領冥府十王以及諸鬼

王和各個地獄的獄主，因此在台灣奉祀地藏王菩薩的廟大都會陪祀十殿

閰王等冥神像。若是主祀大眾爺或是東嶽大帝等鬼神之寺廟，也會奉祀

地藏王菩薩。另外在公墓以及墳場也會奉祀地藏王菩薩，代表希望地藏

菩薩能接引亡者到西方極樂世界。 

清代開始，僧侶除了住持在佛寺中，另外像是台灣各地的媽祖廟也

延聘僧侶住持其中，像是台南大天后宮、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大

甲鎮瀾宮、新莊慈祐宮等幾座大廟，均奉祀觀音於偏殿或是後殿，並且

延請僧侶擔任住持。以台南府城大天后宮為例，在《續修台灣府誌》便

有提到天后宮有廟僧的史實： 

天后廟：一在西定坊，即寧靖王故居；康熙二十三年，靖海將軍

施琅改建為廟（有碑記）。雍正四年，禦賜匾曰「神昭海表」。乾

隆二年，敕封「護國庇民、弘仁普濟、福祐群生天后廟」。有香

燈園二十一甲，在安定裡，年得粟一百二十五石；諸邑令季麒光

置，交廟僧掌收……。28
 

其歷任住持大多係屬於臨濟宗法脈的僧人，而且第七代住持勝修與

第八代住持奕如，同時兼任台灣府的僧綱司。另外像是北港朝天宮自康

熙廿三年（1684），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高僧樹璧擔任第一代開山住持

以來，歷代衣缽綿延不絕。這些清初媽祖廟住持的僧侶，其傳承係譜以

承自黃糪寺為多，其次則為怡山長慶寺，再來便是鼓山湧泉寺。29
 

                                                 
28

 [清]余文儀主修，〈祠祀〉，《續修台灣府志》卷 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2 年），頁 328。 

29
 陳清香，〈從清代僧官制度看台灣媽祖宮的僧侶住持〉，《佛教史與佛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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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民俗性的儀式特色 

前述所提的那些奉祀觀音和地藏的民俗佛教寺宇，媽祖廟等等，都

是台灣的香火廟，也稱「莊頭廟」，為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他們

也會因法會的需求不同，30而禮請經懺僧或香花等僧儀式僧侶，前往主

持祭典法會。這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僧侶，才

可應付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香火廟需求。 

首先在經懺僧方面來探討，這些經懺僧須應付解決信眾香客的種種

疑難雜症，舉凡收驚、祭改、出煞、安太歲，擇日、看風水等等，再加

上香火廟也會舉行禮斗齋醮法會。這些經懺僧多少亦學一些民俗信仰的

術數符法。前文提到的心悟法師，他曾到新莊保元宮參加「小法團」。

新莊保元宮，供奉中壇元帥，每逢農曆九月初九日中壇元帥聖誕即舉行

過火儀式，由傳承的小法團帶領演法。因此心悟法師（圖 3）便學會了

請神、過火、操營結界、犒軍犒將等等相關的符法和咒語。至於禮斗法

會時的那些步罡行法，則是在關西潮音寺時向悟軒法師所學。31
 

                                                                                                                   

明復法師圓寂一週年紀念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一）》（台北：中華民國現代佛

教會學會，2006 年），頁 2-14。 

30
 台灣的的香火廟，是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就是傳統華人的的社廟（社

神），因為台灣的香火廟都是由原鄉移民的守護神，所以不管是龍山寺觀音佛

祖，或是竹林山寺的信仰，都是民俗信仰。另外像是清水巖的清水祖師、媽

祖、保生大帝、三山國王、開漳聖王、五府千歲等，也都是民俗信仰，也都

是原鄉移民的信仰。所以在台灣一直以來都這些地方公廟，都不是純道教的

道觀，而法會主持的宗教師，則會依性質、功能及風俗，去請香花僧、出家

僧、經懺僧、正一派、靈寶派、龍華齋友經團、空門經團來進行。因此這些

地方公廟，並不可能成為純道教的廟宇，因為主導者為地方士紳、廟方頭人

以及信眾，不是教派。所以台灣的民俗信仰是主流，也是融合儒釋道三教思

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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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心悟法師於台北艋心悟法師於台北艋心悟法師於台北艋心悟法師於台北艋舺龍山寺放焰口舺龍山寺放焰口舺龍山寺放焰口舺龍山寺放焰口 

 

31又如靈巖法師則是因緣際會，因曾受到在關渡宮負責祭改的老道長

賞賜，盡得風水數術的抄本口訣。至於他的符法和禮斗法會時的步罡踏

鬥，則是跟心悟師先學基礎，再得新店李旺法師（生卒不詳）指點，後

得數位道長贈書、手抄本等資料並共同研究習得精要，又參考道藏加以

融會貫通。32
 

在香花僧方面也一樣參與民俗信仰的宗教活動，舉凡台灣香火廟年

度中元齋醮祭祀活動，在清代的地方誌書中便有許多有關香花僧施放焰

口或是普度施食的記載。明清之際由於移民們冒險渡海過峽來台安居，

但又面臨疾病、瘴癘、原住民出草以及三不五時的分類械鬥及大小變亂，

因此產生不少孤魂野鬼，藉由普度放焰口的宗教儀式，一方面可以消弭

移民們不安的心理怖懼，另一方面又可安頓這些死難的移民。因此在這

段時間以移墾社會為主的台灣社會，燄口儀式多是在農曆七月時進行。 

最早記載則可由台灣文獻為清康熙五十九年由陳光達編的《台灣縣

志‧輿地志‧歲時篇》看到： 

                                                 
31

 參考心悟法師訪談紀錄，於新莊悟軒精舍，2005 年 6 月 6 日。 

32
 參考靈巖法師訪談紀錄，於台北市一心寺，200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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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浮屠謂地官赦罪之日，各宮廟社裡斂金延僧拜懺，

是夜搭檯演放燄口，俗所謂「普度」是也。每費至數十餘金。人

家祭其祖先，與清明節無異；亦春露秋霜、追遠報本之意也。33
 

另外清乾隆十七年王必昌的《重修台灣縣志》中記載得知： 

十五日，作蘭盆會。數日前，好事者釀金為首，延僧眾作道場，

將會中人年月生辰列疏；又搭高檯，陳設餅餌果品，牲牢堆盤二

三尺，至夜分同羹飯施燄口，謂之普度……。34
 

另外在清乾隆六年劉良璧、錢洙等纂《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六‧

風俗‧歲時》中也提到民間普度施食的情形： 

十五日曰中元，為盂蘭會。數日前，好事者醵金為首，延僧眾作

道場，以一老僧主之。豎高棚，陳設飯食、牲醴、蕉果、糕餅等

盤，堆高至七、八尺或丈餘；黃昏後，登壇說法，撒物食羹飯，

名曰「放燄口」，亦曰「變食」；以一粒飯可化作百千粒飯，供祀

無祀之鬼，謂之「普度」……。35
 

另外在明清台灣人民的喪禮儀式中，通常會也會請香花僧來做功德

超度佛事在《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便記載了台人以做功果的習俗：「俗

多信佛，設靈後，必延僧設道場，名曰『開冥路』。五旬，再延僧道禮

                                                 
33

 [清]陳文達編纂，〈輿地志一‧歲時〉，《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58 年），頁 64。 

34
 [清]王必昌總輯，〈卷十二‧風土志〉，《重修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58 年），頁 398。 

35
 [清]劉良璧纂輯，〈卷六‧風俗‧歲時〉，《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北：台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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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焚金銀楮錢，名曰『還庫錢』；或二晝夜、三晝夜，打地獄、弄鐃

鈸普度，名曰『做功果』。」36在《金門志》中亦也提到：「……居喪延

僧道禮懺。富貴家開冥路、薦血盆（圖 4）、打地獄、擲鐃鈸、竪旛、普

度諸名目……。」37
 

圖圖圖圖 4、、、、香花僧薦血盆香花僧薦血盆香花僧薦血盆香花僧薦血盆 

 

另外也因為中部香花僧和鸞生有一點關係，中部的鸞堂和齋堂有時

又有前鸞堂後齋堂的情形。在前文有提到在台灣中部，香花僧、齋友、

鸞生三者共生的特色。所以也形成中部彰化一帶的鸞堂三天祈安法會，

都由和鸞堂有淵緣的香花僧主導。因為鸞堂的關係，所以也發展出有別

於北部香花僧的一些特別科儀，如開斗燈、祭斗、消災祭解的科儀出來。

為了學習這些，他們有的也會去加入中部的道派團體學習，以方便應付

宮廟祈安禮斗法會的需求。有的會變換服飾，有的則較為保守。 

前文所提到的儀式僧，不管是香花僧或是經懺僧，在演法唱誦傳承

上，主要是以福建和廣東傳統佛教系統中，禪和版和香花版的唱誦演法

                                                 
36

 [清]劉良璧纂輯，〈卷六‧風俗〉，《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61 年），頁 94-95。 

37
 [清]林焜熿纂，〈卷十五‧風俗記〉，《金門志》（南投：台灣文獻館，1993 年），

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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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流，並結合地方戲曲小調及相關的展演方式。儀式行為則融合民俗

信仰，或是道教中的種種符法儀式，凡是可以配合地方習俗，或有助於

消災除煞的符籙法術以及步罡踏斗，均加以吸收並因地制宜地靈活改變

運用。 

（三）儀式僧的當代價值 

充滿各種類型的民俗信仰祭祀文化，結合傳統戲曲音樂等元素，是

傳統華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整體。漢傳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和這些原有

的民俗文化元素相輔相成，互相融合發展促進，豐富增加了更多的佛教

文化，也有助於佛教深耕於庶民社會中。經懺佛事是這個過程中一個重

要的方法和工具。台灣傳統佛教的儀式僧侶，不管是香花僧或是經懺僧，

便是在這樣的時文化背景下傳承下來。只是在近現代中國受到西方理性

主義的思潮反動，在中國有發生了五四運動，同時在佛教界也受到此一

思潮影響。才漸漸形成二元對立的情形。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新派

和舊派的共振。是一個近現代文化思想發展史的問題。 

在近現代的理性主義佛教思想運動的開展下，對充滿儀式性，以及

融合三教思想文化的傳統佛教信仰，進行批判，所以也一起對不管是「經

懺僧」，和「香花僧」等儀式僧，發表許多充滿負面的評價。但持平而

論，這並不是一種公平和客觀的論述。不管是講僧也好，律僧也好，禪

僧也好，香花僧也好，都有法門龍象，也有焦芽敗種，玉石雜有是不分

時代與地方的普遍現象。 

也許教界會認為這些香花僧，僧俗不分，他們平時吃葷，蓄髮結婚，

與常人無異。辦法事時則穿上袈裟僧帽，宛如和尚。法壇掛起佛像念佛

經，儀式混雜了道儒及民間宗教的成分，法事儀式彷彿在演戲劇，甚至

有如判官的打扮。批評者就指責他們盜用佛教儀規，假冒和尚卻喝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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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結婚生子，是非佛非道的東西！然而，從佛教歷史發展來看，如果說

葷素不忌非佛教，那麼由釋迦牟尼、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也有吃葷的，

又如何解釋呢？倘若因為香花僧結婚不是佛教，那麼日本佛教僧人也是

可以結婚的，日本佛教是否也不是佛教呢？設使說其儀式混雜儒道，哪

個漢傳佛教派系是純的？多多少少都受到儒道的影響。38
 

台灣香花僧的齋醮科儀，通常可以分成寺廟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的

慶讚中元蘭盆勝會，香花僧的齋醮科儀中，其實就是明清以來流行的各

式水陸法會懺儀和經文的組合。而在香花僧齋醮科儀，在儀式空間的安

排，會有內外壇之分別，內壇在寺宇內，又可以分成供奉諸佛菩薩的三

寶壇，供著韋陀護法的中壇，以及供奉三官大帝等和其它民俗信仰的尊

神的三界壇。外壇就有玉皇，天師，北帝等壇。齋醮法會若是在兩天以

上，必會安排禮拜梁皇寶懺，每天中午舉行獻內外供，也會施放水陸蓮

燈賑濟水幽魂，圓滿之日，必定會舉行瑜伽焰口施食法會。另外第一天

夜子時也會發表申文，這些都是明清以來水陸法會的基本組合。例如若

以《金山科儀》又名金山拜醮的科儀為例，在儀文裡就可以看到與水陸

法會的關係。如儀文裡有一段提到科儀的緣起： 

金山啟教荷師尊  廣覽諸經致法雲 

燭滅自明求印可  文成端的動乾坤 

三年始得儀文就  八位從茲上下分 

水陸因緣功最大  流傳萬古至今存39
 

                                                 
38

 李永球，佛教香花派，2010 年 11 月 8 日：http://ahkew.blogkaki.net/viewblog 

-121016/。 

39
 呂俹祥（光慧）長老編輯，《金山科儀》（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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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是說明佛教相信水陸法會是南朝梁武帝得寶誌禪師指導，在金

山寺舉行水陸儀軌。梁武帝便披覽經論，綜合慈悲梁皇寶懺、阿難過面

然鬼王一事等，建立平等施食之意，製作儀文，首於金山寺啟建。「燭

滅自明求印可，燭滅自明求印可，文成端的動乾坤，三年始得儀文就」

是指最後梁武帝派遣法師迎大藏經於法雲殿；每日披覽，經三年才完成

儀文。梁武帝手捧儀文、不點燈燭，祈禱表白三寶，水陸儀文若文體不

通暢，有所違背教義，不能廣濟眾生，則燈暗如初；若道理契合，希望

拜起，燈燭不點自明。祈祝完畢一禮，燈燭盡明，再拜宮殿震動，三頂

禮，空中飄下香華，從此，為廣大眾生普度懺罪的水陸法會盛行至今。另

外「八位從茲上下分」則源自出楊鍔水陸儀《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40

宣白召請上堂八位聖眾，宣白召請下堂八位聖凡等。 

另外在《金山科儀》中的白文也提到，和宋代天台宗志盤系水陸儀

文的關係︰ 

準靈鷲世尊之教旨，依天台智者之科律，遵科修奉，秉教加持41
 

另外若以《五方科儀》來看，有迎請五方五佛和五方五帝來安鎮五方結

界護壇： 

一心奉請五方五帝主方隅神，守疆守界並諸眷屬，惟願疏通道路

開闢方隅 

奉請五方五帝主方隅神並諸眷屬，願聞召請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40

 楊鍔《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出楊鍔水陸儀，引自[宋]宗曉編，《施食通覽》，

《卍新續藏》冊 57，No. 0961，CBETA 電子佛典（2014.04 版），完成日期：

2014/04/26。 

41
 同註 39，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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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供養己發歡喜心，開闢五方疏通道路，令諸有情有福無福，若

見若聞，盡降道場，納受無遮廣大供養。 

    東方阿閦佛如來 

    南方寶生佛如來 

稽首禮中央毘盧佛如來中方世界 

    西方彌陀佛如來 

    北方成就佛如來 

慈悲不捨慈悲誓願度 

    東方 

    南方 

開 中央路我今稽首禮惟願垂加護 

    西方   

    北方 

東方青帝降道場 

    南方紅帝降道場 

    中央黃帝降道場 

    西方白帝降道場 

    北方黑帝降道場42
 

則可以和《天地冥陽水陸大齋儀‧召請五方五帝開通儀文》來對比研究。

《天地冥陽水陸大齋儀‧召請五方五帝開通儀文》儀文： 

蓋聞二氣昇（升）沉，爰分六合；四維中界，迺（乃）俻（備）

五方，由是神祇，各分司位。是日檀信某，運慈悲喜捨之心，建

                                                 
42

 李鏡塘編輯，《科儀彙編•五方科儀》（宜蘭：惠真壇，庚辰年，葭月），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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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冥陽之會。若不開通扵五路，誠恐難集扵萬靈。謹具香燈，

先伸供養。切為人天地獄，鬼畜脩羅。未達聖位之流，豈獲威神

自在。經歷分野。慮有障違，所以先告扵五方，然後普伸扵三請。

唯願五方五帝五位神祇，大開方便之門，共濟昇沉之苦。今當召

請，悉願來臨。會首上香，謹當設拜。 

一心奉請，資生萬物，長毓群萌，為憑霄玉記垂雲，使木蛇金鱗

震路。君祈太皞，神祝苟芒，乃乾坤歲曜之尊，作宇宙蒼精之宰。

恭請東方青帝，甲乙之靈，盡東方法界，一切主執神祇等眾。唯

願察斯。 

一心奉請，長贏萬物，溽暑澘暄，拯樞機而運轉離宮，炳煥計而

斡旋火位。君祈正炎，神祝司融，乃丹天熒惑之尊，作赤地火精

之宰。恭請南方赤帝，丙丁之位，盡南方法界，一切主執神祇等

眾。 

一心奉請，切霑卉木，行被叢林，悅西郊而位引金牛，遷兆野而

潜玉兔。君祈少皞，神祝酬恩，乃旻天那頡之尊，作兌位素精之

宰。恭請西方白帝，庚辛之靈，盡西方法界，一切主執神祇等眾。 

一心奉請，凝陰隱蟄，化物收藏，曜高懸而統領微宮，星北列而

恩臨坎位。君祈顓  頊，神禱玄冥，乃上天水德之尊，作神界黑

精之宰。恭請北方黑帝，壬癸之靈，盡北方法界，一切主執神祇

等眾。 

一心奉請，先天有物，本質無形，分三才而運用常明，列萬象而

生成本體。君資稼  穡，神畜田園，統中央繩緩之尊，作造化五

行之主。恭請中方皇帝，戊巳之靈，盡中方法界，一切主執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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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眾。 

伏聞上下昇（升）沉，磅礡弥遠，唯佛力以能通，豈世智而可測。

今則分排次序，互列尊卑，各居本位以安寧，可以虔誠而献座。

如來教藏，有安座大陀羅尼。是故我今，即當宣念。誦真言如常。

恭惟五方主執，五位神祇，大開方便之門，同濟昇沉之苦。既已

敷座而席，須當供養精嚴，華兾神聦，希垂納受。如來教藏。43
 

可以明白這兩者的思想脈絡，均是融合密宗五方五佛，五方天王和中國

五方五帝的信仰文化。另外《金山五方科儀》和《天地冥陽水陸儀》儀

文一樣也提到瑜伽密教五佛五部的觀念。《五方科儀》儀文如下： 

瑜伽五部曼拏羅  悉地河沙數眾多 

足躡金輪降外道  手持寶劍伏邪魔 

飛行佛國三千界  來往娑婆一剎那 

披甲頭盔持劍戟  城池三寶甚堅牢44
 

在《天地冥陽水陸大儀文‧邀請正位》則提到金剛界曼拏羅五部觀念： 

切以大雄設教，號曰無邊；建化門頭，乃為法事。所為真詮廣大，

假相為名；依教傳持，是彰秘密；三乘順請，五教隨機。致使唐

梵交音，顯密齊唱。是以陳嚩惹囉之法事，展鉢誐哆之讚揚；嚩

囉迦勝事周圓，曼孥囉道場畢備；傳阿鉢囉即哆之密語，宣的吃

哩瑟吒之真言；振賀盧羅之寶鈴，搖真貝葉之玉杵；作金剛首五

                                                 
43

 戴曉雲，〈天地冥陽水陸儀文‧召請五方五帝開路儀文〉，《天地冥陽水陸儀文

校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7-28。 

44
 李鏡塘編輯，《科儀彙編•五方科儀》（宜蘭：惠真壇，庚辰年，葭月），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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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佛事，請曼孥囉諸聖以光臨。45
 

五方五佛又名五智如來。在科儀演法中所請的五方五佛即為金剛界

五佛，不過在色系上則完全不同於上表中的色系，在燄口演法中是採用：

東方：青、西方：白、南方：赤、北方：黑、中央：黃，這是中原的五

方五行系統。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五方的概念，即把東、西、南、北加

上中央合稱為五方﹔與五方相配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有了

五方，自然就有了統治和管理五方的五方之神。 

不過這些不管是香花僧或是經懺僧的儀式僧，並沒有在這樣的批判

風潮下有所減少，反而仍長期存在於台灣的信仰生活環境中，和當代人

間佛教思潮形成平行時空，各自發展，不但沒有因此滅絕，反而生生不

息，可見其有相當豐富的文化內涵在。 

四、結語 

儀式僧在明代的名為「瑜伽教僧」，因此他們從事法事時在榜文首

習慣提上「瑜伽三密院」。透過他們興辦各式的瑜伽道場，可替善信人

等追薦冥福以報親恩或為亡靈超生善趣；並可為生者祈求福壽康寧。因

為歷史文化地域傳承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派別。而香花僧的源由就是

南方應赴僧的名稱。有別於北方儀式僧的說法。清朝治理台灣的時期裡

（1683-1895），佛教在台灣發展特色呈顯出「叢林佛教」與「民俗佛教」

混同發展的態勢。 

佛教混合著一般的民俗信仰，而成為台灣社會一種「生活性」的民

俗佛教信仰。台灣的香花僧是在明清時和移民一起來到台灣，香花僧又

                                                 
45

 戴曉雲，〈天地冥陽水陸儀文‧邀請正位〉，《天地冥陽水陸儀文校點》（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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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緇門僧，以及長毛僧，他們可以說是台灣佛教中最早的「應赴僧」。

清代台灣佛教僧侶中的「香花和尚」或「香花僧」，為清代台灣民間喪

儀和香火廟年度中元齋醮祭祀活的主要執行者，他們在整體僧侶人數的

比例之多，和在介入庶民社會宗教祭儀的頻率之繁，實際上都遠超過一

般的道士和正規叢林出身的少數「禪僧」或「禪和子」。他們分散於台

灣漢人各族群聚落中，主持的儀式以喪葬拔渡法事以及中元普度法事為

主體，他們的儀式充滿地方性。另外北部的香花僧可分為兩大系統，香

派和瑞派。 

台灣本土的經懺僧雖然經歷了明清到日治迄今二百八十多年的時

間，其經懺演法唱誦傳承主要是以福建佛教系統唱誦演法為主流。日治

期間，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可謂相當頻繁，這些本土法脈的和尚們透過

去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時，學習了以鼓山系為主的佛門經懺禮儀唱誦，

其中包括了各式經懺科儀法會的完整演法及唱誦。奉祀觀音和地藏的民

俗佛教寺宇，媽祖廟等等，都是台灣的香火廟，也稱「莊頭廟」，為地

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他們也會因法會的需求不同，而禮請經懺僧

或香花等僧儀式僧侶，前往主持祭典法會。這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

各式經懺佛教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香火廟需求。 

在近現代的理性主義佛教思想運動的開展下，對充滿儀式性，以及

融合三教思想文化的傳統佛教信仰，進行批判，所以也一起對不管是「儀

式僧」也好，「香花僧」也好的儀式僧，發表許多充滿負面的評價。但

持平而論，這並不是一種公平和客觀的論述。他們並沒有在這樣的批判

風潮下有所減少，反而仍長期存在於台灣的信仰生活環境中，和當代人

間佛教思潮形成平行時空，可其有相當豐富的文化內涵價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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