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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省身∗ 

 

摘要： 

自從 2019 年冠狀病毒（COVID-19，新冠肺炎）發展至今，新冠疫

情蔓延全球，人們深受其苦，臺灣也不例外。不管在工作，生活，旅遊

都帶來種種不便，並對經濟發展帶來衝擊。宗教界除了遵照政府防疫規

定外，為了安定人心，也會各自運用自己宗教傳統的方式，舉行各式的

宗教活動，期望能平息疫情。在佛（釋）教方面，進行了多場護國祈安

平息瘟疫的法會。行這些祈安除疫法會時，便需要大量的「儀式僧」。

本文便以樹林興仁花園夜市祈安植福水陸法會及台北市松山慈祐宮孔

雀明王法會為例，說明「儀式僧」如何透過除疫法會，彰顯他們在新冠

疫情下的重要性。 

 

 

 

關鍵詞：新冠肺炎、臺灣儀式僧、香花僧、經懺僧、孔雀明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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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首先衷心感謝編輯安排審稿，以及三位審稿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使

本文能更加完善。本文已參考三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修正意見，進一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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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eremonial Monks and 

Plague Removal Rituals  
 

Chen, Shing-shen∗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oronavirus also known as (COVID-19) began and 

stretched till today, the plague has caused a situation of global panedmic, 

causing deep pain t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It has caused deep impact on various sectors of the society 

ranging from work, livelihoo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ravel, each resulting in 

much inconveniences to each of the affected sector; needless to mention, it 

has also caused a deep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has not only adhered to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against the Pandemic, but also in order 

to bring peace to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in the society, has each in their 

own traditional manner organized various religious ritualistic ceremonies 

with the wish to end the pandemic.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Buddhist faith had organized many such 

events of the same nature in the theme of "Praying for the nation and 

removal of plague Dharma assemblies" and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se 

ritualistic ceremonies, a large number of ceremonial ritualistic monks are 

needed.  

This article aims to take references from Shulin District Xing-ren 

Gardens Night Market's prayer function of the land and sea ritual and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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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s Song Shan Ci You Gong Temple's Mahamayuri Vidyaraja ritual 

ceremony to explain how ritualistic ceremonial monks aim to position their 

importance amidst deal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Keywords: new coronavirus, COVID-19, Taiwan Ritualistic, Ceremonial 

Monks, Mahamayuri Vidyaraja ritual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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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 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發展至今，新

冠疫情漫延全球，人們深受其苦，臺灣也不例外。不管在工作上，生活

上，旅遊上都帶來種種不便，並對經濟發展上帶來衝擊。 

宗教界除了遵照政府防疫規定外，為了安定人心，也會各自運用自

己宗教傳統的方式，舉行各式的宗教活動，期望能平息疫情。 

佛（釋教）方面，不管是漢傳佛教或是藏傳佛教，也都進行了多場

護國祈安，平息瘟疫的法會期望能平息疫情。在進行這些祈安除疫法會

時，便需要大量的「儀式僧」侶，來承擔主持法會，本文便以樹林興仁

花園夜市祈安植福水陸法會，其中的釋教「香花僧」水陸科儀，及台北

市松山慈祐宮孔雀明王法會，來說明「儀式僧」如何透過除疫法會，來

彰顯他們在新冠疫情下的重要性。 

二、儀式僧派別與新冠疫情 

本文所提及的臺灣「儀式僧」，其 早淵源，可以能追本溯源至明

代「瑜伽教僧」2的官定僧侶分類。在明清兩代時，在官方檔案及地方誌

書則常稱其為「應赴（付）僧」。因而，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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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2 有關「瑜伽教僧」的研究，以陳玉女教授的研究最具有權威性。其研究成果：

〈明太祖徵召儒僧與統制僧人的歷史意義〉，《中國佛學 v.2 n.1》（台北市：中

國佛學編委會，1999 年）。〈明代瑜伽教僧的專職化及其經懺活動〉，《新世紀

宗教研究》（台北：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4
年）。《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 年）。〈明

代佛教懺儀的經懺化〉，《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13 年）。對本論文的研究啟發甚大。參考自陳省

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9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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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包括「香花僧」和「經懺僧」等「佛教儀式專家」，定義為「儀式

僧」。3 

中國北方的明清「應赴僧」，在清代之後，通常是稱其為「經懺僧」，

而非如中國南方如閩粵台地等，稱其為「香花僧」。南方的「應赴僧」

稱為「香花僧」的原因，則是由於他們以儀式中， 重要的為香以及花

來命名所以稱其為「香花僧」。北方的「應赴僧」大多稱為「經懺僧」

的原因，則是因為他們的以唱誦經懺為其專業來命名。4以下分別說明臺

灣「儀式僧」的派別及在新冠疫情下，他們的活動情形。 

（一）臺灣儀式僧的派別 

臺灣自明清以來的「儀式僧」，若以臺灣為主體的地域來分，主要

可以分為「本地」和「外江」兩大系統，但若以身份來分類，則可以區

分為「香花僧」和「經懺僧」兩派。「香花僧」在臺灣以族群來分，可

分為「閩南」與「客家」；「經懺僧」則可以分為「本地」和「外江」兩

大系統。值得留意的是，原日治時期，「外江」指的是，來自中國華南

區渡海來臺，故稱「外江僧」。戰後國民黨政權來臺後，原本日治時期

的「外江僧」則因「本土化」，在臺開創了自己的道場，因此在戰後變

轉化成「本地」的僧侶；和國民黨政權一同來臺灣，以浙江和江蘇為主

體的其它中國省分法師，則成為新的「外江僧」。5 

                                                      
3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博士論文，2019 年，頁 13。 
4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13。 
5 參考自江燦騰，《臺灣佛教史》（台北市：五南公司，2009 年），頁 10-11。及

根據筆者長期田野調查經驗，並多次與業師吳永猛教授，陳清香教授，江燦

騰教授請益，所得到的心得。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

究〉，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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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的「香花僧」在明清時與移民一同來到臺灣。「香花僧」

又名「緇門僧」，以及「長毛僧」，他們可以說是臺灣佛教中 早的「應

赴僧」。 

根據丸井圭治郎（1870－1934）日本殖民臺灣時所作之《臺灣宗教

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則依臺灣本地和尚的特色與修行方式可分作四

種：第一種是圓頂、吃齋無妻、住在寺廟之內者，平時禮佛清修，偶爾

才兼做喪葬拔渡法事。這就是前文所提的「禪和僧」或「經懺僧」。第

二種為圓頂、食肉娶妻、住在寺廟者，平時以主持喪葬拔渡法事為業。

第三種為圓頂、食肉娶妻、伙居於寺廟之外者，平時以主持喪葬拔渡法

事為業，以上三種稱「沙門」。這就是前文所提的「香花僧」或「經懺

僧」。第四則為蓄髮、食肉娶妻、伙居於寺廟之外者，平時以主持喪葬

拔渡法事為業，稱「長（毛）僧」，亦稱「緇門僧」。這就是前文所提的

「香花僧」。原本的齋教三派的齋友，在日治時期和戰後也因信仰環境

轉變，開始轉型為「香花僧」或是「經懺僧」。6 

所以當指「本地」時，在日治時期是指自明清以來，如臺南海會寺

（開元寺）、法華寺等「本地」叢林佛寺僧侶，以及駐錫在如艋舺龍山

寺和媽祖廟等的香火廟「本地」僧侶。這些駐錫在香火廟「本地」僧侶，

其身份則介於「香花僧」和「經懺僧」之間。戰後，「本地」僧侶則可

再加上臺灣在日治時期開創的四大本土道場的僧侶。7 

（二）儀式僧活動與新冠疫情 

這次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造成確診

                                                      
6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捷幼書局，1993 年），頁 95。

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28-29。 
7 根據筆者長期田野調查經驗。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

究〉，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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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與死亡數攀升。因此人心不安。臺灣人民，便會把希望放在宗教信

仰上。若是舉行佛（釋）教系統為主的法會，便會需要大量的「儀式僧」

來舉行各式的除疫祈安法會。 

三、儀式僧與除疫法會 

「儀式僧」中的「香花僧」，主要以水陸祈安齋醮法會，來進行除

疫的相關科儀。臺灣當代「經懺僧」在面對疫情時，除了舉行前文提到

的水陸法會外，亦會舉行藥師法會及《佛說卻溫黃神咒經》法會。另外

是舉行孔雀明王法會，來對治瘟疫。以下就分別以「香花僧」，主持的

新北市樹林興仁花園夜市水陸法會，以及「經懺僧」，所主持的台北市

松山慈祐宮孔雀明王法會，來說明「儀式僧」如何透過兩場祈安除疫法

會，來為大眾祈福。 

（一）樹林興仁花園夜市祈安植福水陸法會 

新北市樹林興仁花園夜市，為北臺灣 大合法連鎖夜市。佔 15000

坪，攤位 700 格，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 70 號。在此次新冠疫

情的下，亦造成夜市生意嚴重影響。 

後來花園夜市執行長楊政達先生，聽從八德天后宮天上聖母，降駕

於乩身的指示，禮請釋教佛壇台北達瑞壇，壇主魏嘉宏（心廣）法師，

並與道教正一派中和枋寮威遠壇，壇主林威呈道長共同主法。 

這場水陸法會主要以釋教「香花僧」的水陸科儀為主體核心，道壇

道法二門科儀為輔助。於 2021 年 1 月 25 日晚上 11 點到 1 月 28 日，舉

行三天一夜的祈安植福水陸法會，法會現場並建立這場法會的科儀表

（圖 1）。以下分別說明這場法會的主壇法師，釋教香花水陸法會儀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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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興仁花園夜市水陸法會科儀表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1. 主壇法師 

台北達瑞壇，壇主魏嘉宏（心廣）法師，師承北臺灣知名百年香花

佛壇，枋寮慶瑞壇第四代壇主呂清標，法名光慧老法師（1930–2009）。

枋寮慶瑞壇為北部地區，「香花僧」 大系統瑞派代表性老壇之一，源

自枋寮一帶，創壇壇主為朱傳生，法名德超老法師。8 

朱傳生於清代時，並跟從新莊媽祖廟住持，天文大和尚，學習中元

朝醮事相關科儀及瑜伽焰口施食。德超老法師，再傳與第二代壇主朱金

枝，法名為靜字輩。第二代壇主朱金枝，再傳與第三代壇主呂森，別號

杉，法名州清老法師。州清法師，再口傳心授於第四代壇主呂清標，法

名光慧老法師（1930–2009）。9 

                                                      
8 根據中和枋寮慶瑞壇，第三代壇主光慧法師訪談紀錄，於光慧法師家中，2008

年 12 月 12 日。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頁 64。 
9 根據中和枋寮慶瑞壇，第三代壇主光慧法師訪談紀錄，於光慧法師家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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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枋寮慶瑞壇在臺第四代壇主，三朝首座，釋光慧法師（圖 2），

俗姓呂名諱清標，字俹祥，為北部知名「香花僧」元老。老法師為了傳

承教學方便，認為時代在變，為使壇門弟子們，可以用正確的文本學習，

不用再像他這一代的人一樣，有文本不全或是錯誤的問題發生。故用盡

畢身心血，對「香花僧」的重要科儀本，進行考據校對，修正錯誤，並

重新調整儀文結構，使每一本科儀書，都能次第井然，合於法儀。10魏

嘉宏（心廣）法師（圖 3）為光慧老法師的入室閉門心法傳人，因此盡

學其師高深的齋醮科儀和瑜伽顯密法事。 

 

 

（圖 2）光慧法師生前遺影 
（門生魏嘉宏法師提供） 

                                                                                                                             

年 12 月 12 日。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頁 64。 
10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博士論文，2019 年，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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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魏嘉宏（心廣）法師於樹林興仁花園夜市水陸法會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5 日） 

2. 釋教香花僧核心水陸科儀過程 

「釋教香花僧」中的「釋教」即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中，將「佛

教」稱之為「釋教」，即釋氏之教，指釋迦如來遺教之意。如唐代的佛

經目錄便稱為《開元釋教錄》。另外如元世祖忽必烈，封巴思八為國師，

為中原法主，統領天下釋教，開始令僧俗分司管理。11「香花僧」保留

「佛教」稱為釋教的用法。 

「香花僧」隨漢人來台發展，開枝散脈。臺灣社會融合佛教與民俗

信仰，呈現生活性的民俗佛教。民間寺廟裡延聘有名望的「香花僧」擔

任住持，「香花僧」更是民間喪儀、香火廟齋醮祭祀的主要執行者。本

文僅就此場水陸祈安植福法會的核心主體，釋教「香花僧」水陸齋醮科

儀過程進行說明。 

（1）發章科儀——韋馱表 

修建金山水陸齋醮道場，以酌水蒲供禮請三界功曹傳奏值符使者，

先以表章五道（圖 5），上奏南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御前。並再從南

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轉表章於靈山佛國常住三寶統八部護法龍

                                                      
11 元‧德煇重編，《勅修百丈清規》，T48, no.2025, p.1117, b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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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列碧漢之星辰、地府酆都閻羅天子盡王侯之哲眾、

水府扶桑丹霖大帝亘澤國之真仙、東嶽天齊仁聖大帝統當洲之宮廟祠典

王侯夫人后妃一切哲眾，等四府尊神。並邀請衪們聖駕雲集，光降於水

陸齋醮道場，納受花、香、燈、果普同供養。以祈合會享千秋之慶，眾

信納百福之祥。12 

 

（圖 5）樹林興仁花園夜市水陸法會呈送表章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5 日） 

（2）啟聖科儀——請六神科 

啟請佛聖安奉六神的意涵，分請以茗香普伸供養六處聖位。六神分

別為內壇三寶壇及其它五處外壇：a. 三寶壇：於三寶壇內安奉十方常住

佛法僧三寶，及護法龍天等聖眾。（圖 6）b. 三界壇：於三界壇內安奉

天、地、水、三官大帝及四府尊神。（圖 7）c. 普陀山焦面大士及聖眾：

安奉普陀山焦面大士及聖眾，巍巍端座於道場普陀山之中，管理孤魂滯

魄。（圖 8）d. 竪旛：竪立韋馱旙及五彩神旛，寶旛者壇場飄幟，勝會

表明，竪列神旛匝四圍，而能十聖三賢雲來集，四府萬靈遍虔迎，招邀

                                                      
12 呂俹祥（光慧），《發章科儀——韋馱表》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

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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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歸真際，接引三途入正崇。（圖 9）e. 翰林院：招請奉安歷代功名

之士孤魂於此。（圖 10）f. 同歸所：招請奉安本境之內孤魂滯魄等眾於

此。（圖 11）13此次法水陸法會，另安有東廚司命灶君聖位及榜文，壇場

監齋榜文聖及監壇榜文。 

 

（圖 6）安奉三寶壇佛聖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圖 7）安奉三界壇三官及四府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13 呂俹祥（光慧），《啟聖科儀——請六神科》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

整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24。 



  臺灣儀式僧與除疫法會 111 

 
 

 

（圖 8）安奉普陀山大士及諸尊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圖 9）竪立韋馱旙及五彩神旛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圖 10）安奉翰林院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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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安奉同歸所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3）梁皇寶懺 

臺灣「香花僧」在進行佛事時，將唱腔分為「北經」與「南曲」。「北

經」是傳承清代以來佛門的唱法。因為唱腔有分為「北經」與「南讚」，

所以在儀式上也會有分南北之分。「南曲」則是取自南曲的改配。有點

是「高甲戲」的曲風。14 

在三天的法會主要是以拜誦梁皇寶懺科儀為主，懺儀在頭兩天分別

以「南曲」及「北經」的在翰林院及同歸所交懺牒與孤魂時呈現出來。

也就是把十卷皇懺分成第一日，前五卷用「南曲」的唱誦方式來交懺；

第二日五後卷用「北經」的唱誦的方式來交懺（圖 11）。 

拜誦梁皇寶懺科儀每卷圓滿後，必會先向十地菩薩呈現表文，請十

地菩薩證明拜懺之功德。接著將懺牒交與孤魂，即把拜懺的功德回向給

孤魂。其中唱著嘆亡讚及勸靈曲，則是勸勉孤魂能放下萬緣，明白人世

間的種種痛苦，能憑著拜懺的功德，由彌陀接引，早日轉迷開悟，高登

成佛的彼岸。 

                                                      
14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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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梁皇寶懺交懺牒於翰林院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 

 

（4）齋供科儀 

齋供的用意即以清淨的素齋，敬供三寶慈尊與內外壇護法聖眾、四

府尊神。齋供科儀上，可分為「北供」、「南供」及「南北供」。三種科

儀。「南供」是以南曲，作為骨幹音來唱誦，音律較為昂揚滑暢，通常

也會依四季的不同來唱誦四季景的南曲，以春季為例： 

春天景幽居奇 萬物逢春應此時 

滿園芳草綠依稀 深山嶺鷓鴣啼 

蠢動含靈演真機 分明漏洩 誰人得知機15 

接著則到三界壇等外壇次第供養。 

齋供科儀中的北韻讚科，主要是是唱誦梵文的水、花、香、燈、塗、

果、樂等供養讚為主體，並配合供品獻供（圖 12）。音律較為昂揚滑暢。

以下以「燈供養」的梵讚內容為例說： 

                                                      
15 呂俹祥（光慧），《南供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理傳抄而成，

（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3。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

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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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真麻曳怛囉吽阿 兒見咱婆都斯怛那的朝演提朝都盧怛吧

兒交蘭麻這囉殿 囉嚀捨蘇蘇戶 薩哩 答塔葛達薩吧哩斡囉斡資

那啞嚕吉啞吽16 

在唱誦時，還要加以觀想六種供養物，進行獻供。另外第三天則會

進行「南北供」則是以南曲，穿插「北經」的梵文六供養讚來進行。17接

著則到外壇次第供養。 

 

（圖 12）北供科儀以香燈獻供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 

 

（5）演淨科儀 

演淨科儀是指第二日及第三日清早，法師先以觀世音菩薩加持之八

功德水，灌洒壇場悉令清淨（圖 13），再祝讚護法韋馱尊天菩薩。並持

誦善天女咒及消災吉祥神咒。期以此經咒功德，回向護法龍天，三界嶽

瀆靈聰，守護伽藍真宰，祈福眾姓保安平善，莊嚴佛果菩提；並普願法

                                                      
16 呂俹祥（光慧），《北供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理傳抄而成，

（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2-3。引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

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30。 
17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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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冤親，共入毘盧性海。接著則到外壇次第奉香供養。18 

 

（圖 13）演淨科儀法師加持淨水灌洒壇場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 

（6）牽轉水（車藏）科儀 

本次水陸法會，若依儀制規定，原本應到河口或海口施放水陸蓮燈，

接引水中孤幽超昇。以彰顯水陸法會，濟度水陸有情之意。但因疫情及

種種考量，在八德天后宮天上聖母的指示下，以牽轉水（車藏）科儀的

方式，代替原本施放水陸蓮燈的方式來進行科儀以濟度水幽。牽轉水（車

藏）科儀是禮請地藏菩薩、目蓮菩薩、以及天樞續地軸循乾旋坤轉寶藏

諸大神尊慈悲做主，透過法師們献六味香齋，宣秘密之琅虬，轉光明之

寶藏，牽轉水（車藏），引度水中孤幽（圖 14）。19 

法師伏願聖力匡扶，善神呵護，地軸循循而坤轉，天樞續續以乾旋，

退凶曜於三界之間，回和氣於四洲之內。自今以後與時，水中孤幽偕行

                                                      
18 呂俹祥（光慧），《演淨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理傳抄而成，

（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6。 
19 呂俹祥（光慧），《牽轉水（車藏）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

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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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水陸法會現場。20 

先於沐浴亭男堂女室內，沐浴更衣，再安頓同歸所。次日接受瑜伽

燄口法食賑濟，聞法受度，超脫輪迴之苦。21 

 

（圖 14）法師進行牽轉水（車藏）科儀引度水幽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 

（7）瑜伽燄口施食 

瑜伽燄口施食的版本的使用上，「香花僧」主要傳抄鼓山湧泉寺《修

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版本，搭配各自壇門傳承的「心法口訣」，成為

「香花僧」的瑜伽燄口施食儀本。「香花僧」壇門的「心法口訣」，包括

各式的補充密咒、觀想要訣、手印指法、細部法節操作、各式聯對寫法、

等等「金剛上師」必須的法要說明。22 

魏嘉宏（心廣）法師，所使用的瑜伽燄口施食科儀版本，為其師光

慧法師所整理的《瑜伽燄口施食要集》文本。這本是老法師生前依鼓山

湧泉寺燄口施食科儀版本《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並搭配藏經中，

                                                      
20 呂俹祥（光慧），《牽轉水（車藏）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

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11。 
21 呂俹祥（光慧），《牽轉水（車藏）科儀》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整

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11。 
22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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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的諸多燄口施食儀軌如：不動金剛重集《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

寂暹纂書《瑜伽燄口註集纂要儀軌》、法藏著《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

法藏著《於密滲施食旨概一卷》、袾宏重訂《修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

以及慶瑞壇傳承諸多口教心法密訣，重新整理較正傳抄而成。23 

在整場瑜伽燄口施食科儀的儀式結構，則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

巡壇參禮，二、登座演法。三、回壇禮聖。巡壇參禮即是先到各壇去上

香參禮，其目的是在向諸聖、孤魂及與會大眾，宣告法會己經開始。接

著則是東西案眾法師，金剛上師登座演法，這部分也是燄口儀式的主軸。

登座演法主要可分為四個部分：1.開啟法事，2.建壇敬供，3.利生悲施，

4.功圓解散。 後則是回壇禮聖的次第，為回到三寶壇禮謝三寶，並感

謝傳承祖本宗師加被，讓法會能夠圓滿順利（圖 15）。24透過瑜伽燄口施

食科儀，主法的金剛上師以本尊聖觀音之身，先建立壇場對敬供三寶聖

眾，後以大悲利生之心，普施無祀男女孤魂，六道群靈。期以法師咒力，

饒益一切有情，能冥陽兩利，回向疫情早日消除。 

 

（圖 15）法師結印化身觀音大士進行瑜伽燄口施食科儀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8 日） 

                                                      
23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博士論文，2019 年，頁 81。 
24 參考自陳省身，〈臺灣儀式僧瑜伽燄口施食儀式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博士論文，2019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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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酬謝齋醮壇送聖科儀 

這場水陸祈安植福法會圓滿，合會眾等在法師的帶領下，以香花奉

送佛法僧三寶，奉送合壇眾聖賢之意。即奉送諸佛菩薩歸兜率，聲聞羅

漢返天臺。先送天曹並列曜，後辭水府及神仙，山川嶽瀆諸靈貺，院府

祠堂眾聖賢，珍重返歸諸聖境，和南聖眾各歸天。天仙水府歸碧漢，人

間宮廟各回朝。返歸寶座垂慈蔭，賜安錫福降祥來。（圖 16）25 

 

（圖 16）法師於三寶壇前進行送聖謝壇科儀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8 日） 

（二）台北松山慈祐宮孔雀明王法會 

臺灣 早是由賢頓老和尚，由福建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傳來臺

灣。而將這部經典加以弘傳開來的則是見如老和尚。26宜蘭孔雀山開成

禪寺開山方丈見如長老生前曾表示，此經特別適合末法時期的眾生持

                                                      
25 呂俹祥（光慧），《送聖科儀——謝齋醮壇》這是他根據日治時的抄本，重新

整理傳抄而成，（新北市：中和慶瑞壇，乙亥年桐月），頁 1-2。 
26 善慈法師，〈略述孔雀法之歷史源流〉，2020 年 6 月 14 日，網址如下：

https://buddhisttemple.ca/zh-hant/%e7%95%a5%e8%bf%b0%e5%ad%94%e9%9

b%80%e6%b3%95%e4%b9%8b%e6%ad%b7%e5%8f%b2%e6%ba%90%e6%b

5%81/（查閱日期：1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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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可消除身心毒、環境毒、疫症等病毒。27因此深信修持孔雀明王經

咒法門，透過《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的功德力加持，便可消除新冠病毒

為患之苦。 

目前孔雀明王經法，普遍流傳的版本為，宜蘭孔雀山開成禪寺開山

和尚見如長老生前，委託嘉豐出版社，延請林光明老師團隊，以房山石

經及諸譯本為依止還原咒語，在經文內容上，為響應今之環境保護的理

念，另增補前文所提，諸漢譯本所缺漏之大樹神名號。將其重新編輯的

「孔雀明王經法」版本，命名為《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28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從 2 月 3 日至 5 日則以修誦《佛母大金曜孔雀明

王經》為主體，舉行三天的護國息災除瘟大法會。以下分別說明這場法

會的主法法師及法會過程。 

1. 主法法師 

主法的法師為圓讓法師，他在「儀式僧」的傳承為派別為「經懺僧」。

法師於民國 60 年初出生，法師 12 歲時，跟隨著真聰法師，學習臺灣本

土的經懺佛事，於 19 歲時開演臺灣本土經懺科儀，大甘露門施食佛事。

他於 20 歲時，再拜心能法師為師，學習江浙系統海潮音唱誦及相關經

懺佛事。法師 39 歲時開演瑜伽津濟焰口佛事。民國 103 年開始接任台

北市松山慈祐宮法務，長期在松山慈祐宮主持法會，教授松山慈祐宮內

                                                      
27 善慈法師，〈略述孔雀法之歷史源流〉，2020 年 6 月 14 日，網址如下： 

https://buddhisttemple.ca/zh-hant/%e7%95%a5%e8%bf%b0%e5%ad%94%e9%9

b%80%e6%b3%95%e4%b9%8b%e6%ad%b7%e5%8f%b2%e6%ba%90%e6%b

5%81/（查閱日期：110 年 8 月 19 日） 
28 引自，〈孔雀明王〉，「維基百科」網址如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9%9B%80%E6%98%8E%E7%8

E%8B（查閱日期：1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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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經團梵唄唱誦。29 

孔雀明王經法是多年前因為「非典疫情」（SARS 疫情）30時，圓讓

法師透過其師心能法師，教授修法中所須運用的手印、觀想、學會如何

結界及幫大眾灌頂加持的法要。另外其它不清楚的部分，則是向其法友

證守法師，加以參學請益。31 

2. 法會壇城 

孔雀明王法會的內壇城佈置的法源，則是根據《佛說大孔雀明王畫

像壇場儀軌》所記載而成。儀軌中提到壇城聖眾的配置和尊型為： 

於內院中心畫八葉蓮華，於蓮華胎上畫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薩。頭

向東方白色，著白繒輕衣，頭冠瓔珞耳璫臂釧種種莊嚴，乘金色

孔雀王，結跏趺坐白蓮華上，或青綠花上。住慈悲相有四臂：右

邊第一手執開敷蓮華，第二手持俱緣果（其果狀相似水苽），左

邊第一手當心掌持吉祥菓（如桃李形），第二手執三五莖孔雀尾。

從佛母右邊右旋，周匝蓮華葉上，畫七佛世尊。從微鉢尸如來，

乃至釋迦及慈氏菩薩等，皆頭向外坐各住定相。32 

因此在松山慈祐宮的法會壇場，主要可以分為內外兩大壇場，內壇

設在慈祐宮的內殿，供奉著孔雀明王、過去七佛與慈氏菩薩。儀軌也提

                                                      
29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4 月 6 日。 
30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法師原文為「非典疫情」，筆者以（SARS 疫情）

來補充說明。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4 月 6 日。 
31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4 月 6 日。 
32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0,a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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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須供諸漿、沙糖、石蜜、石榴蜜漿、香水、鮮花、明燈等等供品。33因

此在法會的壇城，均供上三白三甜各式甜點糖果，水、水、花、香、燈、

塗、果、樂等八供，還有五穀，牛奶等供品（圖 17）。法會內壇則只有

在第二天下午，進行為信眾灌頂加持時才對外開放。 

 

（圖 17）松山慈祐宮的法會內壇場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並在兩邊供有長桌，以米及燈排成臺灣本島的圖案，在臺灣本島圖

案上，並設兩座有消災祈福的長生祿位，上面寫有「佛光注照臺灣人民

瘟災消散身心自在祿位」。祿位插有孔雀羽毛。並在兩張長桌上，用米

分別排出「祛瘟除災」及「悉皆清淨」四個字（圖 18）。 

 

（圖 18）臺灣本島消災祈福的長生祿位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33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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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殿的中門並加以封閉，以設置外壇。外壇卦有一幅孔雀明王唐

卡，並供有一尊大金曜孔雀王及天龍八部的聖位，並供有五穀等供品。

（圖 19）超薦壇設在松山慈祐宮地藏殿內，並敬立「召請全球因武漢肺

炎新冠病毒罹難眾等」的超薦牌位（圖 20）。外壇並設有共修區，開放

與松山慈祐宮的誦經生、香客、外地的法師信眾，參與共修《佛母大金

曜孔雀明王經》。 

 

（圖 19）松山慈祐宮的法會外壇場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圖 20）新冠病毒罹難眾等超薦牌位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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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廟門口則恭立張貼此次法會的榜文，並設有香案，以香火果品，

祈請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菩薩、山神地神護法正神、城隍境主伽藍聖

眾來臨法會護持監壇（圖 21）。 

 

（圖 21）廟門的安奉的榜文及聖位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在內外壇場均供有孔雀羽毛，此孔雀羽，也代表孔雀明王的三昩耶

型壇城。這些孔雀羽毛經過三天法會的修法咒力加持後，將在第二日下

午修法圓滿後，分給參與的信眾，代表明王護祐著與會的信眾（圖 22）。 

 

（圖 22）壇場供奉的孔雀羽毛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這場法會並聯合彰化南瑤宮、鹿港天后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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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西螺福興宮及大甲鎮瀾宮等六大天上聖母，蒞臨慈祐宮法會壇場與

孔雀明王及松山媽祖，一同為全國人民祈安求福並消災解厄。 

3. 法會結構 

這三天法會，前兩天為修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每日中午會向

壇城聖眾上供，並到功德堂向因此次疫情傷亡的先亡，進行超薦回向。

在 2 月 3 日及 2 月 4 日早上在開啟上卷時，會先入壇修持〈讀誦佛母大

孔雀明王經前啟請法〉，此法的內涵是，皈敬佛法僧三寶，皈敬七佛世

尊，皈敬慈氏菩薩，皈敬一切菩薩摩訶薩，四向四果獨覺聲聞等聖眾。

希望透過讀誦《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經》，能讓此次法會所求請願皆如

意。34 

修啟請法時，並召請一切護法聖眾，諸天靈祇，或居地上，或處虛

空，或住於水，異類鬼神，諸蠱魅、人非人等。諸惡毒害，一切不祥，

一切惡病，一切鬼神，一切使者，一切怨敵，一切恐怖，一切諸毒，及

諸呪術，一切厭禱，伺斷他命，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皆來到法會現

場，聽法師及與會眾等修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35 

希望衪們能捨除暴惡，咸起慈心，於佛法僧能生清淨信。在壇場施

設香花飲食，願衪們生心生歡喜，咸聽教言。希望一切天神，咸來集會，

受此香花飲食，發歡喜心，擁護與會眾等，并諸眷屬，所有厄難，一切

憂惱，一切疾病，一切饑饉，獄囚繫縛，恐怖之處，悉皆解脫，壽命百

歲，願見百秋，明力成就，所求願滿。36 

接著是結五個出自《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的密印及持誦

                                                      
34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啟請法》，T19, 

no.982, pp.415-416。 
35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T19, no.982, pp.415-422。 
36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T19, no.982, pp.416, a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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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言。這五個密印真言，分別是：「三昧耶印及真言」、「金剛鉤菩薩

印」、「阿波羅爾多明王印」、「普供養一切賢聖印」及「佛母大孔雀明王

印」等五個手印真言。37以下說明這五個密印真言的內涵： 

（1）「三昧耶印及真言」 

法師先結跏趺坐以塗香塗手，以結「三昧耶印」，並以此印持誦真

言，加持自身心、額、喉、頂四處，結印完成後於頂上散印。38 

（2）「金剛鉤菩薩印」 

法師結「金剛鉤菩薩印」，以此印普召諸佛菩薩諸天鬼神一切聖眾，

不違本誓皆來赴集法會現場。39 

（3）「阿波羅爾多明王印」 

法師結阿波羅爾多明王印並持真言，以印頂上右旋三匝，隨心遠近，

法會現場便結成地界與方隅界。40讓法會現場的地底下、地面上及虛空

中，全成為立體壇城，清淨無染如同琉璃。不受會受到內外魔障的干擾。41 

（4）「普供養一切賢聖印」 

法師結「普供養一切賢聖印」並持誦真言，能於一一佛菩薩諸聖眾

前及於無量諸佛剎土，成辦一切廣大供養。42 

（5）「佛母大孔雀明王印」 

法師結「佛母大孔雀明王印」（圖 23），這手印的意涵為，孔雀明王

                                                      
37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p.440-441。 
38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0, c5-6。 
39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0, c13-14。 
40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0, c15-16。 
41 善慈法師，〈略談結界與壇城〉，網址如下：

https://buddhisttemple.ca/zh-hant/%e7%95%a5%e8%ab%87%e7%b5%90%e7%

95%8c%e8%88%87%e5%a3%87%e5%9f%8e/（查閱日期：110 年 8 月 19 日） 
42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41, a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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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成孔雀鳥，代表本尊自身。法師以雙手食指中指無名指作成的內縛

拳，代表本尊孔雀鳥的身體及羽毛；而雙手拇指相合則代表孔雀鳥的頭

部，兩小指相合則代表孔雀鳥的尾部。大孔雀根本心印為孔雀明王極重

要根本手印之一，結成此印，法師此身即代表孔雀明王本尊。此印用於

奉請孔雀明王及其眷屬聖眾降臨法會現場加護與會眾等。43 

 

（圖 23）圓讓法師結佛母大孔雀明王印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3 日） 

在第二日 2 月 4 日下午修誦《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圓滿後，主

法和尚圓讓法師並雙手持修法加持過後的孔雀羽毛，持誦「孔雀明王心

咒」，修持袪毒除障法，幫松山慈祐宮董事長及全體董監事，與會法師

及信眾灌頂加持（圖 24）。 

 

（圖 24）圓讓法師以孔雀羽毛，修持袪毒除障法加持信眾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4 日） 

                                                      
43 參考自，「佛母大孔雀明王根本心印詳解」網址如下：

https://www.lama.com.tw/content/msg/DiscussDetail.aspx?Id=5313（查閱日期：

110 年 8 月 19 日） 



  臺灣儀式僧與除疫法會 127 

 
 

圓滿日 2 月 5 日上午舉行祈福大典。由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在松

山慈祐宮董事長陳玉峰先生，主法圓讓法師帶領下，擔任法會圓滿日的

主祭官（圖 25）。當日下午，並由首座法師圓讓法師、二座證守法師、

三座燈昱法師，三位金剛上師，施放三大士瑜伽燄口施食濟幽（圖 26），

普利十方本境界內無祀男女孤魂等眾。 

 

（圖 25）圓讓法師帶領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及 

松山慈祐宮董事長陳玉峰先生上香祈福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5 日） 

 

（圖 26）三大士瑜伽燄口施食濟幽科儀 

（筆者攝於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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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場除疫法會的信仰內涵與比較 

「香花僧」和「經懺僧」等「儀式僧」，三壇等施，六度齊修，故

冥陽兩利，陰超陽泰。以下分別說明兩場「儀式僧」舉行除疫法會的內

涵，並加以比較，以彰顯他們因地制宜，入境隨俗，搭水月道場，做空

花佛事，以事顯理的信仰內涵。 

（一）樹林興仁夜市祈安水陸法會 

目前一般寺院道場江浙系統「經懺僧」，使用的水陸儀軌為《法界

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儀軌會本》六卷。此儀軌會本由宋‧志磐編撰，

明‧袾宏重訂，再經清‧儀潤依袾宏之意，詳述水陸法會作法規則成書。

為現行江浙系統「經懺僧」所使用的水陸法會儀軌。法會分為內外兩壇。

水陸法會內壇是整場水陸法會 重要的精神重鎮。透由主法和尚的觀

想，引領功德主進行法儀。內壇分列廿四席，諸佛菩薩祖師大德為上堂

十席；下堂十四席，包括六道群靈眾生。參加水陸的「內壇功德主」，

代表與會大眾參與內壇佛事。包括結界灑淨、遣使發符，請上堂、供上

堂、請下堂、供下堂、奉浴，施食、授戒、送聖等法事內容。水陸法會

外壇主要是誦持大乘經典與諸懺儀，共有六個壇場：大壇專門禮拜《梁

皇寶懺》；諸經壇讀誦規定的大乘經典如：《大乘金光明經》，《大方廣圓

覺經》，《佛說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金剛經》，《藥師經》等；法

華壇專誦《妙法蓮華經》；淨土壇誦《阿彌陀經》與稱念阿彌陀佛名號；

華嚴壇靜閱《華嚴經》；楞嚴壇誦持《楞嚴經》。44 

 

                                                      
44 「水陸法會」網址：

http://buddhaspace.org/dict/index.php?keyword=%E6%B0%B4%E9%99%B8%

E6%B3%95%E6%9C%83（查閱日期：1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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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僧」的水陸齋醮科儀法會仍分內外壇。內壇為三寶壇，是主

要儀式空間，為封閉性質。除了「香花僧」及與持守齋戒的醮首功德主

外，任何閒雜人等不許進入。外壇則為三寶壇外的其它壇場，包括三界

壇、普陀山焦面大士、燈篙位、翰林院、同歸所、東廚司命灶君聖位，

則是開放性的空間。 

在明清時期，水陸法會儀軌除了使用《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

儀軌會本》外，亦有使用《天地冥陽水陸儀文》。根據侯沖的研究，在

中國各地有不同版本的水陸儀軌與水陸法會做法，天數也不一定是七

天，亦有一天、三天等。水陸法會亦有不同功能的齋意（法會目的），

相關的疏文、榜文、水陸畫、聖牌等。水陸法會亦是水陸無遮大會，除

了供養三界之外入聖地的上八位、三界之內未出苦輪的下八位，可謂無

所不包，所以稱為無遮。再來因為亦會施捨貧窮孤獨，所以亦稱無遮。45 

「香花僧」的水陸齋醮科儀，齋有齋戒齋供之意，醮有祭祀神聖之

意，此為承襲明清時期水陸科儀，齋供聖眾普濟水陸有情的儀式內涵。

樹林興仁夜市三天一夜的祈安植福水陸法會，除了迎請佛聖、天地水嶽

四府尊神、三界萬靈、水陸孤幽，來赴到道場納受眾姓清淨素齋的供養

外，更安排每天中午提供齋食，施捨與貧窮孤獨。故符合水陸無遮大會，

齋供聖凡上下八位，施捨與貧窮孤獨的功能。 

法會並立有冥陽水陸大齋榜文（圖 27），亦有與此次法會有關的表

文、疏文、牒文等文疏。壇場並有三世諸佛、四菩薩，十八羅漢、四府

尊神，十殿冥王等水陸壇場畫，以及紙糊的聖象，聖位等。因此符合水

陸法會的壇場規制。 

                                                      
45 侯沖，〈第五章水陸法會〉，《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以齋供儀式為中心》（上

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28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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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樹林興仁夜市祈安水陸法會冥陽水陸大齋榜文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 

八德天后宮天上聖母，降駕於乩身指示舉行這場水陸祈安齋醮法

會，即是希望透過法會，敬供悲施，濟度水陸一切有情的功德，回向淨

化深受新冠瘟疫所苦的夜市所在地。讓夜市重新恢復以往絡繹不絕的消

費人潮，臺灣人民能夠安居樂業。 

（二）孔雀明王法會與祛瘟消災 

根據《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中提及修持孔雀明王法有種

種的功德利益：  

佛告阿難陀：「若諸世間所有災禍逼惱，刀兵飢饉亢旱疾疫；四

百四病憂惱鬪諍；及八萬四千鬼魅嬈惱有情；所求世間出世間勝

願多有障礙者。皆由無始已來貪愛無明，虛妄分別三毒煩惱；不

了實相積集不善；感招如是種種災難。阿難陀是故我今為彼讀誦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者，及一切災厄眾生。復說畫像法及建立道場

供養儀軌，若依此法轉讀是經，一切災難皆得消除。所有願求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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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滿足。46 

由上述經文可以明白修持此法，可以滅除種種疾憂疫病。因此可理

解圓讓法師以修誦孔雀明王經法，來作為松山慈祐宮啟建的祛瘟消災法

會的法理依據。圓讓法師亦向筆者提到，這次松山慈祐宮啟建的祛瘟消

災法會的因緣及三天法會安排用意內涵： 

在恩師心能老和尚還在世的時候，曾經教示過，對治瘟疫就該唸

孔雀明王經，先不說這經典的功德，就說這孔雀明王經是專門吃

毒的經典。一宣誦起來時什麼病毒就都收光光了。所以孔雀明王

經就是對治瘟疫的最佳法門。某日接到董事長的指示要安排祛瘟

法會的法務，馬上就編排孔雀明王經與三大士瑜伽焰口的法事。47 

這裡指孔雀明王經吃毒的典故是來自《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一苾芻，名曰莎

底，出家未久，新受近圓，學毘奈耶教，為眾破薪，營澡浴事。

有大黑蛇從朽木孔出，螫彼苾芻右足拇指，毒氣遍身，悶絕于地，

口中吐沫，兩目翻上。爾時具壽阿難陀，見彼苾芻為毒所中，極

受苦痛，疾往佛所，禮雙足已，而白佛言：「世尊！莎底苾芻為

毒所中，受大苦惱，具如上說。如來大悲，云何救護？」作是語

已。爾時佛告阿難陀：「我有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大陀羅尼，有

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怖畏、災惱，攝受覆育一切有情，獲得

安樂。汝持我此佛母明王陀羅尼，為莎底苾芻而作救護，為結地

                                                      
46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 no.983A, p.439, c11-20。 
47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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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結方隅界，令得安隱，所有苦惱，皆得消除。48 

經文提及世尊以持誦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大陀羅尼，救護深受蛇毒

所苦的新戒莎底比丘，世尊並與教授阿難陀尊者，此摩訶摩瑜利佛母明

王大陀羅尼有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怖畏、災惱，攝受覆育一切有情

眾生，獲得具足安樂。 

法師並提到法會所集的功德迴向的目標有三大目標： 

第一為臺灣人民消災祈福願臺灣人民永無瘟災。所以設立兩個排

有臺灣圖案燈米消災壇。第二超度全世界因武漢肺炎新冠病毒罹

難的眾生。第三超度現今感染新冠病毒眾生，累世今生所結冤親

債主等眾，解怨釋結往生淨土。法師則認為超薦冤親債主的用意

是，病毒從何應該由累劫有著，深沉冤仇卻苦無報應，多世堆疊

累積。從無形醞釀成有形的病毒。49 

圓讓法師主張，一般認為趕快研發特效藥或疫苗該是 好的解決方

法，他卻認為這樣好像又會掉入冤冤相報的漩渦，所以法會圓滿日才會

安排三大士瑜伽燄口施食，希望瑜伽焰口法食作為圓滿的回向。以三師

和尚身、口、意三密相應，三昧法光，滅除貪、嗔、痴三毒惡火。讓深

沉的仇恨，得以排解，讓累劫的怒火得到清涼解脫。50 

（三）兩場除疫法會的比較 

這兩場分別由「香花僧」及「經懺僧」兩個派別「儀式僧」，舉行

                                                      
48 唐‧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T19, no.982, p.416, a21-b6。 
49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2 月 8 日。 
50 根據〈圓讓法師訪談紀錄〉，筆者透過臉書私訊的方式，訪談圓讓法師，2021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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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疫法會，舉辦的緣起，都與媽祖信仰有很大的關係。樹林興仁夜市

的水陸祈安法會，是由桃園八德天后宮玉二媽指示舉辦。因此法會的內

壇三寶壇，即迎請八德天后宮玉二媽天上聖母（圖 28）蒞臨壇場，證盟

水陸法會功德。 

 

（圖 28）供奉於三寶壇內的八德天后宮玉二媽天上聖母 

（筆者攝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 

台北松山慈祐宮則由董事長請示媽祖，須舉行佛教方式的除疫法會

以平息新冠疫情。松山慈祐宮主殿法會內壇，並安奉全臺灣六大媽祖廟

的天上聖母。圓讓法師，並根據「孔雀明王經法」規劃三天的護國息災

除瘟大法會。 

「香花僧」舉行的水陸祈齋醮法會，觀想法會壇場，以諸神咒功德

力，及清淨觀想加持力，加持淨水。感通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四府萬

靈。啟建法會之境，如瑠璃寶，清淨光明。透過水陸法會法師咒願之力，

功德主齋戒虔敬之心，齋供三寶聖眾累積福慧資糧，濟度水陸有情共現

同圓種智。故能轉化磁場，以達法會平息瘟疫之效。 

「香花僧」水陸法會相對「經懺僧」的法會，更具有豐富的地方性

音樂，因此如前文所提科儀因為音韻而分南北，另外也更具有動作性的

儀式行為。如在舉行牽轉水（車藏）科儀時，「香花僧」會手持錫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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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水（車藏），象徵將水中亡魂由水府牽轉上昇，加以引度安奉在法

會現場，納受甘露法食，聞法受度。 

台北松山慈祐宮「經懺僧」所舉行的孔雀明王法會，主要是透過兩

天持誦共修《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的共振力量，真言密印的結界加

持之力，超度新冠病毒罹難有情眾生，讓一切災難均能盡除。 

松山慈祐宮孔雀明王法會圓滿之日，與「香花僧」的水陸法會一樣，

有安排瑜伽燄口施食科儀。不同的是「香花僧」為一大士燄口，使用版

本為鼓山湧泉寺版的《修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松山慈祐宮「經懺僧」

為三大士燄口，使用版本，則為天寧寺版的《瑜伽燄口施食要集》。 

五、結語 

臺灣「儀式僧」，不管是「經懺僧」還是「香花僧」，他們所從事的

各類儀式行為，會因地制宜，並靈活運用各種經懺密儀，提供常民生活

生、老、病、死的一切服務。他們所善用的各式經懺科儀，可以說是融

通儒釋道法，並運用各式密咒，為人祈求消災。 

由於這些法會儀式，深具消災招福的功利實用性。所以，正好呼應

臺灣常民社會，講求感應的靈驗效果。尤其在臺灣社會面對此次新冠疫

情時，他們會能夠根據相關的經典儀軌，提供 合時宜的經懺法會科儀。 

本文透過樹林興仁花園夜市祈安植福水陸法會，以及台北市松山慈

祐宮孔雀明王法會來說明臺灣「儀式僧」，在此新冠疫情為患的當代臺

灣社會，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音聲佛事，瑜伽顯密法要，舉行除疫法會，

以對除瘟息災。若是從民俗信仰及人性的角度來看，是兼具包容性與人

情味的。在佛教文化的深入民間各階層及安定人心上，則具有不可抹煞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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