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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間佛教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民間」的東西甚少見於經

傳，正史欠奉，要重構其歷史，常有捉襟見肘的情況出現。本文利用筆

者近年於湘中古稱梅山地區的田野課題，以當地「應教」為個案，嘗試

為民間佛教中「儀式佛教」的歷史研究，提供一點亮光。太平興國二年

（978）之時，梅山仍被稱作「蠻區」，為苗、瑤所居地，相對獨立，未

完全受皇朝政府所控。遲至宋熙寧五年（1072），在佛教禪師的協助底下，

方把梅山「開通」。本文論證，禪師們以法會而非禪法，協助同化「刀耕

火種、摘山射獵」的土著，其後通過與道教和當地民間的「師教」融合

成今天仍可見到的「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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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jor difficulty in studying Popular Buddhism, especially for a 

historical study, is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By definition, Popular 

Buddhism has more to do with common people than with the elites and hence 

it is rarely mentioned in official history or literal works of the elites. The case 

of Yingjiao, a liturgical form of Buddhism, in mid-Hunan is, perhaps, an 

exception. The area in mid-Hunan where we could find Yingjiao is known as 

Meishan. It was inhabited by native tribes of the Miao and the Yao. Meishan 

had remaine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imperial empire only in the Song. It is believed that Chan Buddhis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inicizing the native tribes of Meisha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Chan monks in mid-Hunan had made use of Buddhist liturgies and 

dharma assembly (Fahui) to covert native tribes which later on developed into 

a popular form of liturgical Buddhism that came to be called ‘Yingjiao’. It is 

a popular form of Buddhism that assimilates elements of Daoism and local 

popular religion called Shijiao. This essay adopts an approach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Yingiao which will throw light on the 

formation of Popular Buddhism not only in mid-Hunan but also, to some 

extent, Popular Buddhism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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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佛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可再細分為三類：地方佛教、宗派佛

教、儀式佛教。1 不論哪一類，研究民間佛教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

「民間」的東西甚少見於經傳，正史欠奉，要重構其歷史，常有捉襟見

肘的情況出現。要研究民間佛教的來龍去脈，往往只能靠無心史料，旁

敲側擊，作出種種的假設和推考。本文利用筆者近年於湘中的田野課

題，2 以當地「應教」為個案，嘗試為民間佛教中「儀式佛教」的歷史

研究，提供一點亮光。眾所周知，民間佛教不論哪一類型，均與地方信

仰、道教、儒家等傳統有密切的碰撞和交涉。湘中地區的民間宗教——

「師教」有較清晰的範圍和區分，與土著文化有密切關連；佛、道、師

教儀式傳統在湘中均非常蓬勃。古稱「梅山」的湘中地區要遲至宋一代

方歸入中國版圖，過程中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這都使湘中這個案顯得

份外吸引。 

陝北榆林黑龍潭大王廟是英國劍橋大學周越最早的田野調查點，他

以此研究為基礎，提出中國宗教的五個模式，即中國人五種實踐宗教（他

的用語是「做宗教」）的形式，3 取代過去常用的三教之分類，在行內有

 
1 參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7-12。 

2 本文為筆者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優配研究金計劃：中國民間佛教

儀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CUHK 14621018）的部份成果。謹此致謝。課題的

田野調查因香港反修例社會事件及其後新冠病毒五波疫情而中斷，有待疫情

後補充。 

3 周越，〈「做宗教」的模式〉，載於宗樹人、夏龍、魏克利編、吳正選譯，《中國

人的宗教生活》，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63-84。他最早相關的

出版是基於他的博士論文之作 Miraculous Response：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五種模式分

別為：the scriptural/discursive（經典／論說形），the self-cultivational（自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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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影響。把他的觀點應用在佛教研究，有十多年前哈佛大學的一份博

士論文：〈現代宗教？國家、人民與佛教在今天中國城市的重整〉4。作

者艾麗莎•瓊絲（拼音）借用周越的說法，提出類似的四種當代國內城

市佛教信仰的實踐模式或形態，分別為：知識份子形、個人修行形、慈

悲濟世形、實際問題解決形。5 後來她又補充說，四種形態在不同信徒

中有重疊的可能；另一種分類法是把當代國內城市居士放在一個由「儀

式——理性」兩端構成的光譜中（她用的字眼是「連續體」）去考察，6 

審視國內不同信眾如何理解和實踐他們的佛教信仰，看看他們如何看待

佛教儀式在信仰中扮演的角色。靠近儀式一端的信眾會接受透過儀式得

到人外力量的幫助，靠近理性一端的只會用自力，這就是佛陀最後的教

化：「自燈明、法燈明」或「自歸依、法歸依」。 

周越和瓊絲所用的概念框架有一個共同性，就是充份承認宗教信仰

及實踐的多樣性。本來這點在佛教中是不辯自明的道理，因為我們從來

都相信佛門廣大，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 7，不過，可能教內信徒護持「正

法」心切，或有矯枉過正地拒絕承認不同法門的合法性，歷史上就出現

 

行形），the liturgical（儀式形），the immediate-practical（即用實際形）and the 

relational（關係形）。 

4  Alison Denton Jones, “A Modern Religion? The State, The People, and the 

Remaking of Buddhism in Urban China Today”,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5 Alison Jones, “Remaking of Buddhism in Urban China Today”, pp. 178 & pp. 185-

188. 

6 Alison Jones, “Remaking of Buddhism in Urban China Today”, pp. 188-189. 

7 參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賢劫經》卷第八，CBETA, T14, p.65b2-4：「佛

以大慈顯揚大道，頒宣諸度八萬四千，以無量法以化眾生，八萬四千眾結之

患、四魔之難，皆為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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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乘非佛說」之爭。近代亦有日本「批判佛教」對漢傳佛教中如來

藏佛性說大加撻伐。8 關於民間佛教作為佛教多樣性的一種呈現，筆者

淺見以為在討論中宜把「應然」問題和「實然」問題分開處理。作為一

個宗教學研究者，先以「實然」的態度把問題弄清楚，即佛教事實上是

如何，佛教是否在歷史中有民間佛教的呈現，這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把

佛教應該如何存在等價值判斷問題暫時擱置，這也是宗教現象學所採的

態度。「民間佛教」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分析佛教內所呈現的不同形

態。9 

本文旨在對湘中「應教」作一個歷史人類學詮釋，採歷史、文獻和

實地調查的綜合法來研究，10 以期為民間佛教中儀式佛教的歷史探討提

供一點亮光。本文建基於筆者從 2016 年 6 月到 2019 年 12 月在湘中地

區，特別是新化縣，鄉間的田野調查。這個地區也是古「梅山」區域核

心地帶，饒有意義。 

 

令筆者注意和選擇湘中地區作研究點的主要原因是湘中佛教有

「禪」、「應」教之分。所謂「禪教」是指以寺廟為中心的傳統佛教，而

「應教」則是專為民眾提供儀式服務的儀式佛教。據稱，新中國建國

 
8 參傑米•霍巴德、保羅•史萬森主編，龔雋、馮煥珍、周貴華、劉景聯等譯

《修剪菩提樹——「批判佛教」的風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紀出版

集團，2004 年。 

9 參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7-12。 

10 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 1935-2021）著，嚴小軍、曾國華譯，〈歷史、文

獻和實地調查——研究中國宗教的綜合方法〉，刊於《歷史人類學刊》第 2 卷

第 1 期，2004 年 4 月，頁 1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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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前，「應教」中人也出家住廟，只在建國後，特別文革期間

（1966-1976 年），被迫還俗。這樣就令人馬上想起明洪武年間（1368-

1398 年）皇朝政府沿用元朝對佛教管理的分類：禪、講、教。「應教」

大抵是來自「應赴僧」一詞。不過據湘中新化縣資深學人李新吾稱，原

來湘中佛教是分為「玄教」與「應教」。11「玄教」是當地對明朝朝廷對

佛教的分類中「禪」、「講」二教的稱呼，而「應教」即指禪、講、教中

的「教」。暫時筆者未能找到這個說法的文獻依據，不過湘中有「應教」

倒是不爭的事實，而「應教」的存在是耐人尋味的。 

據湘中新化縣年青學者田彥提供，12 遍尋傳世文獻，提及「應教」

一詞都在明一代。比較關鍵的一條資料是明代曹洞宗僧人湛然圓澄

（1581-1626）所著《湛然禪師慨古錄》。所謂「慨古」，乃圓澄慨歎當時

禪林漸趨衰落，故撰文列舉六祖以降，唐、宋時代禪之盛況，集為一卷，

不但發思古之幽情，並藉此喚起道心，重振禪風。當中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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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1566）間，迄今五十年，不開戒壇；而禪家者流，無

可憑據，散漫四方……。13 

 
11 李新吾、李志勇、李新民，《梅山蚩尤——南楚根脈、湖湘精魂》，長沙：湖

南文藝出版社，2012 年，頁 356；書中謂「明初詔令而使佛教明確有了『玄

門』與『應門』之分」。筆者暫未能查證諸位作者所指的文獻依據。 

12 田彥，為新化隆回人，前南嶽大善寺文化辦職員，後參與筆者民間佛教課題，

現任職於懷化學院做科研工作，同時為人民大學博士生，專研梅山師公，是

項資訊來自他於筆者組織的一場會議上發表的〈湘中梅山地區應門佛教的法

派傳承〉，載於《二十世期早期中國佛教的歷中人類學研究會議手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2019.6.16-17），頁 173-186。 

13 《湛然禪師慨古錄》，CBETA, X65, p. 369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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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圓澄慨嘆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間，五十年以來不開戒壇

之弊，提及「太祖將禪教、瑜伽開為二門」，「禪門受戒」、「應門納牒」。

這裡清楚表明禪門、應門之分，確是來自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

位）。不過，湘中不用「瑜伽教」之詞，而用「應教」代之，指稱到處替

人做儀式的應赴僧。田彥未注意的是「受戒」與「納牒」之分，下文我

們再回到這個分野。讓我們先審視另一條關鍵的史料：宋代釋惠洪（1071-

1128）撰《禪林僧寶傳》，共載唐、宋兩代禪僧八十一人之傳記，凡三十

卷。當中卷第十八，有興化銑禪師（卒年：1080），因為比較關鍵，故詳

錄如下，並分成六節，方便分析： 

(ⅰ)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北禪賢禪

師 14。銑有度量，牧千眾，如數一二三四。 

(ⅱ)長沙俗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俗

赴，謂之結緣齋。其後効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絕。荊湖

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 

(ⅲ)章丞相惇，奉使荊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欽

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 

(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未為大

僧，禪林皆推擠。銑牓〔本意同「榜」〕其門曰：應沙彌皆得赴

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為難。 

(ⅴ)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荊湖，衲子奔趨。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

 
14 智賢，北宋雲門宗禪僧，生卒年不詳，為福嚴良雅之法嗣，住錫衡州（湖南

省）常寧縣北禪院，世稱北禪智賢。有著名禪宗公案北禪烹牛（《建中靖國續

燈錄》卷 3、《五燈會元》卷 15），見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智賢條〉，

頁 5034；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6%2599%25BA%25E8% 

25B3%25A2.html，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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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託宿所，多為盜劫掠，路因不通。銑半五十為舘，請僧主之

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為人。 

(ⅵ)晚得風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同僧眾，會粥食

不懈，銑以精進為佛事，公卿禮敬，以為古佛。元豐三年辛酉

九月二十一日，右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

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

併塔之。閱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辯大師。15 

這裡提到多點重要訊息，必須詳加分析。首先是北宋時宰相章惇

（1035-1105），在他昇任宰相前，曾被派往「開梅山」。所謂梅山，《宋

史》有記載：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

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八年（975），嘗寇邵之武岡、潭

之長沙。太平興國二年（978），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淩

寇掠邊界，朝廷累遣使招諭，不聽，命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

平之。自是，禁不得與漢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後有蘇者居之，

數侵奪舒、向二族。16 

可見，所謂梅山的地理範圍，（1）東面含湖南省的潭州，即今湖南

長沙、湘潭、株洲、岳陽南、益陽、婁底等地，（2）南面含湖南省的邵

陽市，（3）西面含湖南省沅陵縣以南的沅江流域，（4）北面含湖南省常

 
15 宋•惠洪，〈興化銑禪師〉，《禪林僧寶傳》卷 18，CBETA, X79, p. 528b4-529b11。

亦錄於明•朱時恩編，《佛祖綱目》卷 36，CBETA, X85, p. 726a12-24。 

16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94，〈列傳•蠻夷二〉，頁 14196，引於呂永昇，

〈北宋僧侶與資江流域的開發——宋熙寧年間湘中「開梅山」的歷史考察〉，

刊於《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3 年 4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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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漢壽、沅江、桃源等市縣地和今湖南省澧水流域。我們把這片地區

籠統稱為湘中。據湘中新化資深學人李新吾估計，這片湘中梅山面積，

涵蓋今八個中等城市、廿五個縣級行政區，總面積約六萬平方公里，17 

換句話說，梅山面積差不多是台灣（3.6 萬平方公里）的兩倍，但人口只

及台灣（2,326 萬人）的一半多，約 1,600 萬。至北宋第二位皇帝太宗

（976-997 在位）太平興國二年（978）之時，梅山仍被稱作「蠻區」。據

稱，梅山峒「蠻」常騷擾武岡、長沙等地，雖然能以宋的兵力鎮壓，但

未完全受控，只能採取「種族隔離」政策，「禁（峒蠻）不得與漢民交通」。 

根據政和二年（1112）進士，安化縣令吳致堯的記載： 

我神考經武聖謨，制自廟幄，乃遣中書檢正章惇經略其地，惇以

詔使止大溈山，使劉次莊因浮屠往諭其酋。酋長扶氏解辮稽首曰：

「惟命是聽」。於是啟禁焉。18 

據此，章惇在佛教（大溈山浮屠）的協助底下，把梅山「開通」，土

著酋長對宋朝廷惟命是從。根據《宋史》的記載，此事發生於北宋第六

代皇帝神宗（1067-1085 在位）熙寧五年（1072） 

熙寧五年（1072），乃詔知潭州潘夙、湖南轉運副使蔡熚、判官喬

 
17 李新吾，〈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與道士的異同比較〉，頁 293，載於陳子艾、

（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

新化，2006 年。 

18 宋•吳致堯，〈開遠橋記〉，載於嘉靖《安化縣志》卷 3〈津梁〉，頁 11，引於

呂永昇，〈北宋僧侶與資江流域的開發——宋熙寧年間湘中「開梅山」的歷史

考察〉，刊於《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3 年 4 月，頁 7。亦見

於「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網站，http://218.76.40.86/art/2013/11/10/ art_1451_ 

47562.html，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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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之……。於是遂檄諭開梅山，蠻徭爭辟道路，

以待得其地……。乃築武陽、關硤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並

二城隸邵州。19 

梅山在（宋）神宗之年與太宗之年好像有天淵之別。在太宗之年，

「禁不得與漢民交通」，神宗之年則「蠻徭爭辟道路」。呂永昇估計，土

著態度從對抗到配合，與梅山土著在資水流域與宋皇朝政府進行茶、鹽

貿易有關，特別是食鹽，20 身處山多地少的梅山地區土著，倚賴漢地供

應鹽甚至糧食。以前或靠武力搶奪，現在進行經貿，以山地所產茶葉，

換取朝廷專營的鹽和大米，故土著歡迎宋神宗「開梅山」之舉。此外，

這次「開梅山」邀請佛教僧人幫忙。安化縣令吳致堯只提及章惇到了大

溈山。上引《湛然禪師慨古錄》則記載，當年章惇邀請了潭州興化禪寺

銑禪師同往。土著們見到銑禪師，人人合掌，「（iii）聽其約束，不敢

違，梅山平。」這裡所說的銑禪師，是湘中雲門五世弟子紹銑（卒年：

1080），21 據黃啓江的考據，紹銑於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1022-1063 在

 
19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93，〈列傳•蠻夷二•梅山蠻〉，頁 14197。引於

呂永昇，《尋求庇佑：宋至清末湘中梅山地區的社會演變》，博士論文，香港

中文大學，2012 年，頁 46 

20 湘中山區不產鹽但盛產茶，清同治《安化縣誌》卷 11，〈古跡〉6 頁記載：茶

場，在縣西北資水上。宋置安化縣，遂立茶場。參呂永昇，〈尋求庇佑：宋至

清末湘中梅山地區的社會演變〉，頁 48-50。 

21 紹銑傳記，見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 18，CBETA, X79, p. 529a12-b5，

另參宋•普濟集，《五燈會元》卷 16，青原下十世下，〈北禪賢禪師法嗣〉，

CBETA, X80, p. 33a13-16，及明•瞿汝稷集，《指月錄》卷 24、六祖下第十一

世，CBETA, X83, p. 670b20-24，惟記述均較簡。智賢為北宋雲門宗禪僧，生

卒年不詳，為福嚴良雅之法嗣，住錫衡州（湖南省）常寧縣北禪院。詳見本

文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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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時，入興化寺任十方住持，他頗受當朝宰相劉沆（995-1060）所

重。22 另據呂永昇所引，明末清初陶汝鼐（1601-1683）、陶之典父子編

纂的《大溈山古寺密印寺志》，當時與章惇一起「開梅山」的僧人，除銑

禪師以外還有兩位，分別為穎詮禪師和寶理禪師。 

（密印）寺創於唐元和間（806-820），大溈祐祖〔溈山靈佑（771-853〕

法嗣志和禪師開建。歷世相承，與溈山燈幢同時稱盛。五代浸衰，

梅山且我瑤僚所據，寺化戎莽。宋崇寧（1102-1106）間，章惇平梅，

置安化縣，而瑤阻聲教。溈山穎詮禪師，偕興化紹銑、寶理二禪

師，用佛法化導，皆稽顙（以額觸地）奉約束。由是寺復開，惇

為奏免密印，廣化科徭，盛如故。23 

這裡與上引《宋史》〈列傳•蠻夷二•梅山蠻〉所記，章惇「開梅山」

的時間有別。《宋史》是說熙寧五年（1072），即發生於北宋第六代皇帝

神宗之時。《密印寺志》所記，在崇寧（1102-1106）間，即發生於北宋第

八位皇帝徽宗之時，相差 34 年。先擱置時代差距問題，集中考察相關人

物：寶理禪師和溈山穎詮。寶理禪師與上述紹銑禪師同來自潭州興化寺。

穎詮則來自著名的溈仰宗祖庭，大溈山密印寺。密印寺雖為溈仰宗初祖

靈佑禪師（771-853）早於唐憲宗（805-820 在位）元和八年（813）創建，

但於唐武宗（840-846 在位）會昌（841-846）毀佛滅僧法難期間衰敗。

法難後在當朝宰相裴休（791-864）協助下重建，並禮請靈佑重返密印寺，

使密印寺道風遠播，住僧達 1,500 餘名之規模。《密印寺志》說該寺「五

代（907-960）浸衰」、「寺化戎莽」。再據黃啓江的研究，密印寺於北宋

 
22 參黃啓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9。 

23 呂永昇，〈尋求庇佑：宋至清末湘中梅山地區的社會演變〉，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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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1100-1126 在位）崇寧三年（1104）遭火，雖經重修，但非常簡陋，

至雲門六世空印軾入密印寺之後，以興復為己任，累年增修，方成大道

場，號稱「雲門中興」，24 從此，溈仰祖庭成為了雲門宗道場。若開梅山

《密印寺志》所記發生於宋崇寧（1102-1106）間，則是密印寺剛遭火後

不久，尚待空印軾禪師的中興，在土著中影響力相信仍未建立。從《密

印寺志》中所說，開梅山成功後，「由是寺復開，惇為奏免密印」，密印

寺是開梅山後，在朝廷協助下再次發展起來，所以即使《密印寺志》所

記是史實，25 是次僧人協助開梅山功勞最大的，應是潭州興化寺，屬雲

門宗的紹銑禪師，而非大溈山溈仰宗密印寺僧人。據上引宋釋惠洪所撰

《禪林僧寶傳》中所記，紹銑在梅山地區，在章惇抵達前，早已建立了

影響力，土著都認識他，碰到他人人都懂得行合掌禮「（iii）蠻父老聞銑

 
24 黃啓江，《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40-241；另黃啟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

發展〉，刊於《大陸雜誌》v.89n.6，1994 年 12 月，頁 6-27。https://buddhism.lib. 

ntu.edu.tw/ FULLTEXT/JR-MAG/hs05.htm，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黃啟江

的依據文獻是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21〈潭州大溈山中興記〉，密印寺是北

宋精藍，在徽宗崇寧三年（1104）遭火，雖經重修，但經營非其人，三年之

間，才成法堂、大殿、寢室而已，且又非常簡陋，「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收於《嘉興大藏經》，CBETA, J23, p. 676c27）有道之士，皆

嘆「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

觀四年（1110）潭帥曾孝序以「溈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

重於搢紳者，莫能振興之。」遂厚禮邀請說法於廬山下之空印軾來住持大溈。 

25 據清•鄧顯鶴（1777-1851），《南村草堂鈔》中〈開梅山考〉：「又長沙府志熙

寧間，章惇開梅山。兵抵寧鄉，入溈山，由徑路進兵失利，退軍溈山密印禪

寺，餽餉缺乏，寺件僧為供應，惇遣入峒招諭不從，乃遣長老穎詮二人入峒

說之。……穎詮輩說法勸諭遂悔悟，率眾出降，惇奏凱賜寺名報恩，持免本

寺諸科差猺。案此則開梅山，溈山寺僧亦與有功。」見黃啟江，〈雲門宗與北

宋叢林之發展〉，頁 12-13。 



從湘中「應教」一個歷史人類學研究看民間佛教  13 

 

 

名，欽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本文要問的關鍵問題

是：紹銑禪師在梅山宏揚的是怎樣的一種佛法，能攝召「蠻」區中的土

著。我們首先要注意安化縣令吳致堯如何描寫當時的梅山土著： 

介於湖湘南北之間有兩梅山焉。廣谷深淵，高崖峻壁，繩橋棧道，

猿猱上下。自五季棄而夷之，食則燎肉，飲則引藤，衣製斑斕，

言語侏離，出操戈戟，居枕钜鎧弩，刀耕火種，摘山射獵，不能

自通於中華。26 

讓我們回頭來看紹銑禪師的禪法，《五燈會元》有簡單的描述：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

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諕（欺騙恐嚇）閭閻（鄉里）漢。若論衲僧

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

如少實。」擊香台，下座。27 

紹銑禪師看來既反對單憑佛教之教說（一大藏教）來修行，又不同

意呵佛罵祖、逢佛殺佛（超佛越祖）虛浮的狂禪，主張修行要踏實，一

步一腳印，「多虛不如少實」。顯然，由於資料不多，難以開展討論其禪

法。不論我們如何解讀上述一段話，應不是紹銑用以攝召「刀耕火種，

摘山射獵，不能自通於中華」之土著的法門。上引宋代釋惠洪《禪林僧

寶傳》所載紹銑傳記值得細讀： 

 
26 宋•吳致堯，〈開遠橋記〉，載於嘉靖，〈津梁〉，《安化縣志》卷 3，頁 11，吳

致堯，潤州丹陽人，字恪文，又字聖任。徽宗政和二年（1112）進士。安化

令，去官後屏居衡麓，工詩，擅長集句，有《歸愚集》。 

27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卷 16、青原（吉安青原山淨居寺行思（671-740），

六祖惠能座下五大弟子之一）下十世下，〈北禪賢禪師法嗣〉，CBETA, X80, 

p. 33a13-16。 



14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八期 2022/9 

 

 

（ii）長沙俗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

俗赴，謂之結緣齋。其後効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絕。荊湖

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28 

這裡提到紹銑利用「大會」來吸引荊湖之民，包括「蠻」民。這種

「月月有之」的「結緣齋」的大會有甚麼內容，傳記中無提及，但應該

不只是結緣齋食流水宴而已。新化李新吾提供了一個地方用語非常有用

的訊息。「堂」和「會」在冷水江（梅山核心區之一）口語中是師、道兩

門的法事計量單位，做一個法事為「一堂」，每堂法事中每個儀式項目都

稱為「一會」。29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所謂「會」，乃指紹銑以一種莊

嚴的儀式法會來攝召荊湖之民，包括「蠻」民。這在歷史上並不罕見，

我們讀早期中國佛教史必然會涉獵到笮融（卒年：195）這個人物。據《三

國志》〈吳志〉卷四〈劉繇傳〉載： 

（笮融）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

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

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30 

 
28 宋•惠洪，〈興化銑禪師〉，《禪林僧寶傳》卷第 18，CBETA, X79, p. 529a13-

16。 

29 李新吾，〈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與道士的異同比較〉，頁 284，載於陳子艾、

（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

新化，2006 年。 

30 《劉繇傳》，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text.pl?node= 

604018&if=gb，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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笮融挪用三郡糧食建築佛寺，可容三千餘人，又浴佛設酒飯，漢代

民間建佛祠、行佛事者，始見於此。笮融以在家居士身份組織了「遠近

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的群體，每浴佛吸引過萬人「來觀及就食」。紹銑

禪師則攝召「荊湖之民……波及蠻俗」、「牧千眾」。紹銑的「結緣齋」和

「大會」與笮融的「浴佛酒飯」是否相類，難下結論。筆者有一個假設：

二者均用佛教法會、儀式佛教和會後的結緣齋宴來攝眾。笮融用的是浴

佛法會，紹銑禪師用的是甚麼形式的法會，未有足夠資料來說明，只知

是一種「大會」。若漢末笮融（卒年：196）與北宋紹銑（卒年：1080）

時代相隔太遠，我們還可用宋代天台知禮（960-1028）和遵式（964-1032）

兩個例子來提供一點亮光。 

慈雲遵式（964-1032）31 曾於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建立了一個「高

尚之賓百餘人」32 的佛教群體，經營了前後六年；是一個以高麗僧人義

通（927-988）創建的寶雲寺 33 為基地的天台淨土團體。這個信徒群體

雖以城市中知識份子為主，而遵式是天台山家派核心人物，但據高澤民

的研究，懺儀方是該佛教團體一個重要活動形式，這從遵式的〈每日唸

佛懺悔發願文〉34 可見一斑。高澤民以為從這個例子可見，懺悔、發菩

 
31 慈雲遵式傳記，見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8，CBETA, T49, p.191b10-c15。 

32 遵式，〈念佛三昧詩並序〉，收於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第 5，CBETA, 

T47, p.221b23-24。 

33 據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8 中〈寶雲義通傳記〉，開寶元年（968），漕使

顧承徽捨舍為傳教院，請師（義通）居之。太平興國四年（979），弟子延德

詣京師乞寺額，太平興國七年（982），賜額為寶雲，CBETA, T49, p. 191b26-

c2。 

34 〈每日念佛懺悔發願文〉，收於慈雲大師述、慈明大師（慧觀）重編，《金園

集》第 1 卷，CBETA, X57, pp. 5c22-6a10，懺悔等文出《普賢菩薩十大願王

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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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願以求往生是天台儀軌中重要的內容。35 我們還可從丹尼爾•史蒂文

生（拚音）的研究中，得知遵式還教導信眾「書寫供養《金光明經》」，

「每日精勤稱此經題名目及三寶名」，這樣「自然家中眷屬安隱，財帛增

多，一切天龍皆來護宅，一切災橫邪鬼悉不敢害」。36  遵式又教導信眾

「每日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一切災難一切病痛……皆不能害」37，並推

廣放生、38 推廣施食，「普施一切餓鬼，……勝劣鬼神，清淨法食」，「如

此施食，得福無量」39。以上足以提供遵式於 982-988 年間在寧波寶雲寺

創建的天台淨土團體修持實況之一瞥。 

四明知禮（960-1028）同於明州，但在延慶寺所建立的信徒群體，

不只人數多於上述慈雲遵式「高尚之賓百餘人」，還在社會階層和性別都

有所超越，為一「僧俗男女一萬人」之念佛淨社。這個群體中設會首 210

人，每人管理 488 名會員。「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不過佛

 
35 Daniel A. Getz, Jr.（高澤民）, “T’ien-t’ai Pure Land Socie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Pure Land Patriarchate” in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492-493. 

36  Daniel B. Stevenson, “Protocols of Power: Tz’u-yün Tsun-shih (964-1032) and 

T’ien-t’ai Lay Buddhist ritual in the Sung” in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355-

357, 370-380. 

37 慈雲大師述、慈明大師（慧觀）重編，〈改祭修齋決疑頌〉，《金園集》卷下，

CBETA, X57, p.18c2-7 及 CBETA, X57, p. 18b10-20. 

38 慈雲大師述、慈明大師（慧觀）重編，〈放生慈濟法門〉，《金園集》卷中，X57，

頁 8a12-10b11. Cf. Daniel B. Stevenson, “Protocols of Power: Tz’u-yün Tsun-shih 

(964-1032)and T’ien-t’ai Lay Buddhist ritual in the Sung”, pp.367-369。 

39 慈雲大師述、慈明大師（慧觀）重編，〈修盂蘭盆方法九門〉，《金園集》卷上，

CBETA, X57, pp. 18c22-19a7, Cf. Daniel B. Stevenson, “Protocols of Power: 

Tz’u-yün Tsun-shih (964-1032) and T’ien-t’ai Lay Buddhist ritual in the Sung”, 

pp.36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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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前，每人每天要「稱念佛名一千聲」，並「畫數於（念佛懺願）曆上」，

於建會之日，交與會首，以便一起上疏迴向，「令生淨土」，詳見知禮〈結

念佛會疏〉。40 據高澤民的研究，每年二月，知禮還於延慶寺替信眾授菩

薩戒 41，參與人數多達五千 42，又帶領信眾於寺附近辦放生活動 43。 

上述兩個在浙江省寧波建立的宋天台信仰群體的「在地」情況，為

我們提供一個有別於「教科書」式進路的理解。說到天台，我們自然想

到五時判教、圓融三諦、一念三千。44 說到宋天台，我們便會想到山家、

山外之爭，性具性惡等問題。45 知禮和遵式確實是天台山家派核心人物，

惟天台宗作為一個佛教宗派群體，除義理外還有一個儀式面向，較易遭

人忽略。同道理，說到禪宗，一花開五葉，公案禪理研究者眾，其儀式

面向，關注者少。46 回到我們的主題紹銑禪師，他師承「北禪賢公」而

 
40 收於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 1，CBETA, T46, p. 862a28-c1。 

41 宋•知禮，〈菩薩戒儀〉，收於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 1，CBETA, 

T46, pp. 858c14-862a25。 

42 Daniel A. Getz, Jr.（高澤民）, “T’ien-t’ai Pure Land Socie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Pure Land Patriarchate” in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498。 

43 宋•知禮，〈放生文〉，收於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 1，CBETA, T46, 

pp. 863a24-864a27. and Gertz, “Siming Zhili and Tiantai Pure Land in the So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4, pp. 165-175。 

44 吳汝鈞（NG Yu Kwan），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ādhyamika, Honolulu, 

Hawaii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45 尤惠貞，《天台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陳英善，

《天台性具思想》，香港：海嘯出版，1997 年；Brook A. Ziporyn, “What’s So 

Good About Evil” Value and anti-value in Tiantai Thought and its Antecedent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46 一明顯的例外是佛雷之編著：Bernard Faure（佛雷）ed. Chan Buddhism in Ritu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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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於雲門為四世孫」，47  所以紹銑是雲門宗的傳承。據上引《密印寺

志》所記，和紹銑一同協助開梅山的還有來自著名的溈仰宗祖庭，大溈

山密印寺穎詮禪師。依此，禪宗在開梅山一事貢獻不少。雖然大溈山穎

詮的角色存疑，但紹銑的角色應可信。以上的探討令筆者相信雲門宗的

紹銑用的是佛教法會、儀式佛教和會後的結緣齋宴來攝眾，從而使他有

群眾基礎來協助北宋朝廷開梅山。 

據釋惠洪的《禪林僧寶傳》，紹銑除了辦法會和結緣齋外，還擅長剃

度。不過他的做法受禪林排斥 

（iv）銑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未為

大僧，禪林皆推擠。銑牓（本意同「榜」）其門曰：應沙彌皆得赴

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為難。48 

紹銑度僧之多，歲度過百，來自湘南八州，不過「未為大僧」，所謂

大僧，沙彌僅受持十戒，稱為小僧；所以上文說「應沙彌皆得赴飯」，紹

銑看來攝召了很多沙彌。相對者，在佛教中，受持具足戒之比丘，則稱

為「大僧」。49 上文曾引《湛然禪師慨古錄》中言及「太祖將禪教、瑜伽

開為二門。禪門受戒為度、應門納牒為度」，50  表示禪門之僧均受具足

戒，而應門之僧，只有度牒，未受具足戒，故應為「小僧」，而非「大僧」。

再回頭重看一段惠洪的《禪林僧寶傳》有關紹銑的記載： 

 
47 〈興化銑禪師〉，《禪林僧寶傳》卷第 18，CBETA, X79, p. 529b7-8。 

48 〈興化銑禪師〉，《禪林僧寶傳》卷第 18，CBETA, X79, p. 529a18-21。 

49 見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1988）〈大僧〉條，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5%25A4%25A7%25E5%2583%25A7.

html，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50 《湛然禪師慨古錄》，CBETA, X65, p. 369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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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荊湖，衲子奔趨。入江南者，出長沙百

里，無託宿所，多為盜劫掠，路因不通。銑半五十為舘，請僧主

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為人。51 

這裡提及的南禪師道價，不知何許人也。明代朱時恩編《佛祖綱目》

時改寫成「當慧南盛化時，荊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

為盜劫」52，則「南禪師」應指黃龍慧南禪師（1002-1069）。慧南為臨濟

宗黃龍派初祖。慧南大師初學禪宗雲門宗，後承法於臨濟宗傳人石霜楚

圓，受請至黃龍山（今江西南昌市）崇恩院，被稱為黃龍慧南，他在此

開衍出臨濟宗黃龍派。53 若朱時恩所指「南禪師道價」即「黃龍慧南」

無誤，則章惇於熙寧五年（1072）邀請紹銑開梅山時，慧南已往生。不

過引文中提及湖南衲子（出家人），出長沙往江西者眾，按傳統在唐一代，

倒已早有前科。自從石頭宗之開創者希遷（700-790）居於湖南，與師承

南嶽懷讓、居於江西南康的馬祖道一禪師齊名，兩人皆有眾多弟子參學，

僧眾合稱「江湖僧」。54 學人為了親近他們兩位高僧，必須於江西丶湖南

兩地奔波往來，被後人稱為「跑江湖」。據上引惠洪《禪林僧寶傳》有關

紹銑的記載，紹銑為跑江湖之衲子，建了很多託宿所，使得宿食，並免

受盜劫掠之苦；數目之多，到「半五十為館」。 湘中好像很流行建立龐

 
51 宋•惠洪，〈興化銑禪師〉，《禪林僧寶傳》卷第 18，CBETA, X79, p.529a21-

24; 另明•瞿汝稷集，《指月錄》卷 24、六祖下第十一世〈潭州興化紹銑禪

師〉亦錄取《禪林寶傳》這段紹銑資料。 

52 明•朱時恩編，《佛祖綱目》卷 36，CBETA, X85, p. 726a18-19。 

53 見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慧南〉條，頁 6034，http://buddhaspace. 

org/dict/fk/data/%25E6%2585%25A7%25E5%258D%2597.html，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54 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1988），〈江湖〉條，

頁 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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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廟宇體系。清代詩人李馥（毓才）寫有關新化著名寺院承熙寺的詩

〈偶步承熙寺〉中，便提及新化有四十八庵：「四十八庵何處問，荒煙如

許一扶筇」。筆者聽聞過的還有：新化縣大熊山上號稱江南道教最早、最

老、最高的娘娘殿，就發展出境內四十九座古殿、寺、庵、堂。55 從新

邵縣的文仙觀發派出來的道教宮觀，達 108 觀之多。56 現在無足夠資料

去判斷紹銑發展的託宿所是否為純粹的旅店，不過數目應不少。同時他

「歲度僧數百」，「三十餘年不易」，三十年來所剃度三千餘僧，邵銑所在

的潭州興化禪寺應容納不下，會否被派往經營「託宿所」？這批未受具

足戒的弟子會否成為「納牒為度」的應門僧？現時雖未有足夠資料去證

實，不過筆者相信可能性很高。讓我們先以田野調查的方法，了解應教

有何內容。 

 

「改應為禪」即改「應教」為「禪教」。為了解湘中應教之內容，筆

者曾走訪三名於改革開放初期拜師學習應教的儀式專家，無獨有偶，三

位受訪者不約而於近年正式剃度出家，當中兩位並已放棄「應教」舊業，

 
55 李武漢，〈大熊山境內四十九座古殿、寺、庵堂的調查報告〉，載於陳子艾、

（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

新化，2006 年，頁 67、71。 

56 林偉順，〈新邵縣文仙觀調查報告〉，載於陳子艾、（法）華瀾（Alain Arrault）

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 年，頁 77。曾迪

亦提到 30 代天師張繼先張虛靖嫡孫張景華修文仙觀。張景華復遷寶慶，再

立紫氣、北宸二宮，衍門徒，並擴展到湘鄉、湘潭，共發展 108 觀。其中新

化境內達 30 餘觀。見曾迪，〈新化縣道教源流暨聚嵐宮雷醮闡事〉，載於陳

子艾、（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

冊，新化，2006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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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應為禪。從應門轉禪門，歷史上早有前科。田彥找到三條史料：一是

明朝釋明方撰〈龍泉寺改應為禪募疏〉，此疏見於（明朝）明方說、淨柱

編《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七： 

刱（創）業易，守成難，此世俗家之說也，佛家亦然，一人為道，

處亦隨之而興，興必有衰，衰而不至淹沒無跡者，賴應教存羊之

守居多也。以羊存故有賢子孫者出，知禮之可復，則合眾歸仁焉。

內仁而外必有仁者至，此龍泉劍合（比喻重逢）之舉，感來平石

禪友之謂也。人有一矣，翕然來歸，十方響應，轉瓦礫作金碧，

特易易（非常容易）耳，將使天下應門徒，守而不能克一己之私

者，聞此發心，躍然樂改為禪，當自龍泉始，善信其樂助之。57 

《石雨禪師法檀》是明芳編集由杭州府佛日寺始，經六府十三處道

場，計十五會之語錄和各式文獻。疏中所言的龍泉寺，在浙江省寧波餘

姚市城區和杭州市蕭山所前鎮均有龍泉寺，58 不確定何所指。不過這裡

提供幾點重要訊息：（1）浙江也有「應教」的稱呼，不只在湖南。（2）

疏中以愛禮「存羊」來形容應教，語出自《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由於愛惜古禮，

不忍使它廢弛，因而保留古禮所需要的祭羊，所以他對子貢說：「子貢

啊！你愛惜羊，我愛惜禮。」這是一個對應教正面的描述。寺廟的未至

於淹沒，正因為有應教在守成，有人在做儀式，維持寺院經濟，待大善

知識如平石如砥（卒年：1357）到來重興，再改應為禪。（3）禪、應之

 
57 明•方說、淨柱編，《石雨禪師法檀》卷 17，載《嘉興藏》，CBETA, J27, p. 

141a4-12。遠門淨柱是七十一世的曹洞宗一位祖師，福建漳州人。 

58 見《百度百科》〈龍泉寺〉條，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8D% 

E6%B3%89%E5%AF%BA/2270595；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 

8D%E6%B3%89%E5%AF%BA/7803，擷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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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分野不大，故轉變是「特易易（非常容易）耳」。 

關於最後一點，可從田彥提供的第二條史料再予證明。明朝釋明河

撰《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雜科篇有〈了用傳〉： 

了用•德潮•無礙三師傳 

了用，號雪機，姓張，遂寧（四川省轄地級市）人。初為應教。

偶出遇天淵和尚，謂之曰：觀子氣韻堪出家。師曰：吾猶為俗人

耶！淵曰：行俗事為俗人，詎在髮之有無。遂感悟，棄所業。一

衲從淵學禪，久之有得。人欲挽師出世，師搖手曰：不入這社，

因結菴而隱。賦詩云： 

傍樹修菴倚翠岑，烟霞繚繞白雲深。愚癡祗合栖泉壑， 

潦倒何妨論古今。怪石溪邊塗去跡，浮嵐岩下絕來音。 

太平世界元無事，空自勞勞向外尋。 

七十二歲卒於山菴。 

這也是一則重要史料，從中可見：（1）應教一詞也用於四川。（2）

了用雖是應教僧，天淵和尚見到他仍說他有出家之氣韻。了用反問天淵

和尚為何仍以他為在俗人士？天淵和尚回答說是因為他在「做俗事」而

不在「剃髮沒有」。了用有所悟，棄所業（應教儀式）而從天淵和尚改學

禪，最終結菴而隱居。這不但是明一代改應為禪的另一文字紀錄，也說

明應教儀式專家原來亦是剃度僧人。 

第三條史料來自湖南醴陵縣明蘭寺中《明蘭寺碑記》，現載於民國劉

謙纂《醲陵縣志》，縣志云：「明蘭寺碑記，碑刻於清康熙八年（1669），

字跡多漶漫」。明蘭寺志記其文云： 

邑乘載醴之古剎，……我明蘭寺也。自唐有峰□師歷宋元明至國

朝，已千百餘載。……唐、宋、元、明之間荒遠矣。……迨明季



從湘中「應教」一個歷史人類學研究看民間佛教  23 

 

 

兵燹，寺僧星散，田山已歸烏有。……於順治戊了年（順治五年

1648），……葦祖乃開堂弘宣戒律，改應為禪，並法附四

人……。59 

筆者所見碑記版本，字跡模糊不清，惟仍能讀出關鍵內容。明蘭寺

創於唐宋，擁有自己的田地和山林，但到明末，因戰亂衰敗，至清初葦

祖重建寺廟，但改變傳統，由應教轉禪教，具體來說是律宗。 

上述三則史料，橫跨明清兩代，涉及湖南、四川、浙江，都有由應

教轉禪教的情況，提供了重要訊息。 

筆者採訪的三名新化受訪僧不約而同都是「由應轉禪」。筆者在新化

訪談的對象不只出家眾，惟因篇幅關係，訪談部份只能割愛。事實上在

新化現時仍做應教的儀式專家以在家為多。但他們都宣稱建國前應教中

人都是住寺廟，「戒身不戒口」，意思是說他們與一般僧人不同之處只在

於不持素而吃葷。守獨身和住廟方面則相同。他們的儀式傳統可以推溯

到地方的寺廟去。筆者在參與觀察受訪僧主持的一場登台晉座儀中就發

現，儀式中的早、午、晚朝所用的科本是福建莆田廣化寺《佛教念誦集》。

從現場儀式專家訪談中得知，他們的慶賀醮也部份採用該《佛教念誦集》

中佛菩薩聖誕祝儀儀軌。應教與禪教的儀式分別在於應教吸收了道教與

當地民間師教的儀式元素。 

 

據受訪僧一提供，應教所行法事包括三年一例太平醮、清火醮。還

有觀音醮、春福醮、城隍醮、童關法會等。所行法事與道教有重疊地方。

 
59 民國•劉謙纂，〈藝文•金石〉，《醴陵縣誌》卷 10，長沙：湖南人出版社，

2009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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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超度是常做法事。由於篇幅關係，本文只選取應教僧的滿師出台奏

職儀式作簡短討論。筆者有幸於 2019 年十月底參與觀察一場由受訪僧

二主持的「登台晉座」儀式的全部過程。這是了解應教儀式重要的途徑，

因為這相當於對一名新出的應教儀式專家（1949 年建國後不用出家剃

度）的考核，應教重要的儀式都包含在內。也由於篇幅限制，儀式內容

未能盡錄，只作摘要分析如下（儀式程序簡介參文末附錄）。 

筆者首先注意到的是表文的大量應用。道教專家勞格文曾指出道教

歸根究底是一「文字」宗教，故靈寶天書便是由先天氣凝聚而成文字，

最初呈現於空中而被流傳下來；60 而佛教則是一「音聲」宗教，它建基

於佛口所說（故佛教經典都有「佛說……經」作經題），先是口耳相傳，

後來才寫成文字。61 在宗教儀式中，疏文的運用是始自道教天師道模仿

皇朝政府的公文系統而來，62 這點也是學界中共識。在新化道教中，一

場打醮的文書含「三書、十二帖、九申、十五奏、一札一憑一疏、五

 
60 關於道教經典形成理論，茅山道教宗師潘師正（595-682）於 680 年編纂《道

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解釋頗詳：「尋道家經誥，起自三元（日、月、星）；

從本降跡，成於五德（木、火、土、金、水）；以三就五，乃成八會。其八會

之字，妙氣所成，八角垂芒，凝空雲篆，太真按筆，玉妃拂筵，黃金為書，

白玉為簡，秘于諸天之上，藏于七寶玄台，有道即見，無道即隱。蓋是自然

天書，非關倉頡所作。」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 org/ 

wiki.pl?if=gb&chapter=62717，擷取於 2022 年 6 月 27 日。 

61 John Lagerwey（勞格文）,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 in G. Naundorf, K.H. Pohl, H.-H. Schmidt ed.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pp. 301-322. 

62 Kristofer M. Schipper, “The Written Memorial in Taoist Ceremonie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09-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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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奉請的祖師神可多達 110 位。在受訪僧二主持的一場三天的登

台晉座儀式中所見，在儀式中焚化的疏文，據筆者現場記錄按次序計有： 

請水牒（食水井旁焚化）、司命劄（給監齋、煮食廚房中焚化）、

香火牒（給家龕）、預投牒（給明明珠光佛即太陽星君）、三官表、

四值功曹城隍土地牒、請佛表、觀音表、普庵表、玉皇表、天符

表、梵表、勾願文疏、吉祥焰口功德表。 

合共四牒、一劄、八表、一疏。在文疏數量方面可媲美道教儀式。

內容方面除三官、玉皇、天符三份表文屬道教外，其餘都是佛教內容。

可見應教儀式受道教影響，不過，沒有改變其大部份的佛教內涵。 

就儀式內容看來，「造船」一項是道教醮儀中常見內容，以紙扎法

船到各家各戶收集邪穢象徵物，再送到水口外長流水中去。「勾願」項

目中給參與儀式的每家每戶擲杯卜卦，也是中國東南部醮儀中常見項

目。造船項目中應教儀式專家所採用的肢體語言，包括誇張的扭動跳躍，

則又與新化師公傳統接近。「踩八卦」一項目更是師公儀式中常見項

目。64「巡鄉」就類似各地民間信仰中的遊神繞境。不過已有學者指出，

民間流行的慶賀神明生辰的宗教節慶和遊神活動都是沿自佛教。65 懺本

 
63 劉鐵峰，〈梅山文化中道教經籍的個案考察〉，載於陳子艾、（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頁 178。 

64 李新吾，〈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與道士的異同比較〉，載於陳子艾、（法）華瀾

（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

年，頁 285。李新吾說：「（新化）道士多叩頭跪拜、上表發文牒。（新化）師

公演法形式是穿九州大壇、採降腳馬，肢體語言多扭動跳躍，場面火爆熱鬧。」

而穿九州大壇有：後天八卦圖式、五行方位圖式、洛書圖式、洛書變式、天

地五行廿八宿居方圖式、八門金鎖陣圖式、九曲黃河九溪圖式、梅山十八碉

硐主聖位圖式等不同款項。 

65 Ian D. Chapman, “Carnival canons: Calendars, genealogy, and the search for 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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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除《觀音懺》外，是次「登台晉座」還採用道教的《玉皇懺》和

《南嶽懺》。可見應教是融合和吸收了當地道、師兩地方傳統的一些儀

式元素。 

整個登台晉座的高潮明顯是最後一天的晚上。先是把屋內為是次科

儀而建之壇場拆去，再往戶外預先建好的高台行法，高台有一層樓高。

觀看的鄉親都在台下，十多位儀式專家穿上佛教黃色法衣一起登上高

台，台上還紮好三個蓮花座在桌上，由滿師登台晉座的主角穿上全套袈

裟，頭戴五佛冠坐中間，再有兩位法師，也是穿全套袈裟，頭戴五佛冠

坐兩旁，其餘法師圍繞坐在桌旁椅上。登台晉座的具體意思至此明矣。

這場法事是按佛教瑜伽焰口法本去做。完成後還要返回屋內，由新晉滿

師弟子給師傅奉茶和接受訓勉。同時也向乾爹乾娘奉茶和接受他們的祝

賀和紅封包。據了解所謂乾爹乾娘都是捐了錢來支持是次法事的鄉親。 

 

本文嘗試藉湘中應教個案的歷史和人類學雙軌研究，探索民間佛教

中儀式佛教的歷史淵源問題。在民間儀式佛教的討論，論者愛以洪武年

間皇朝國家對佛教「禪、講、教」之分類和明代流行的「瑜伽教」作為

淵源。66 明顯地，皇朝政府為更好管理和監控佛教而作出的「禪、講、

教」分類正表示，這三種佛教形態早已形成，並成熟地呈現，以至明朝

 

cohesion in mediev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66 依《元史•釋老》所載：「天下寺院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

固各守其業」。足見禪、教之分，早見於元，非始於明。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元史》，〈列傳第八十九：釋老〉4524。

關於瑜伽教的代表作，參陳玉女，〈明代瑜伽教僧的專職化及其經懺活動〉，

刊於《新世紀宗教研究》3 卷 1 期，2004.9.1，頁 37-88；葉明生，〈試論「瑜

伽教」之衍變及其世俗化事象〉，刊於《佛學研究》8，1999 年，頁 25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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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覺得有必要加以管控。上文的探討和分析顯示，湘中應教可以上溯

到北宋熙寧五年（1072），即北宋第六代皇帝神宗「開梅山」之時。當

時僧人協助皇朝政府開梅山，功勞最大應是潭州興化寺雲門宗的紹銑禪

師（卒年：1080）。據宋釋惠洪所撰《禪林僧寶傳》中所記，紹銑在梅山

地區早已建立了影響力，土著都認識他，碰到他，人人都懂得行合掌禮。

我們有理由相信，紹銑以某種莊嚴的儀式法會和結緣齋宴來攝召荊湖之

民，包括梅山「蠻」。他又「歲度僧數百」，「三十餘年不易」，三十年來

所剃度三千餘僧，都是「納牒為度」，未受具足戒的「小僧」。很大可能，

他們會被安排派往經營紹銑在往江西沿路上「半五十為舘」的「託宿所」。

這批未受具足戒的弟子，能賴以維生的伎倆就是他們在寺院裡所學到的

儀式。他們很大可能就是日後應門僧的前身。隨後的發展是家族制度在

宋以後於梅山地區建立起來，用當地學者流行的說法是明朝改土歸流，

漢民大量遷入，尤以江西吉安為多。67 漢民遷入梅山，分別於祠堂旁建

起自己家廟，聘用僧人，照顧香火。這也是應門在湘中賴以生存的一個

社會條件。 

梅山地區法事之流行，可從李新吾所舉的一個例子中看到。他引述

冷水江一自然村共 130 戶，全姓張的村主任估計：2004 年香火收入估多

 
67 楊盛科，〈城步王家壇道教傳度儀式全過程〉，載於陳子艾、（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 年，頁

202。謝五八於〈梅山人進香民俗探源〉說是「宋熙寧五年（1072）梅山納入

宋朝版圖，從江西強制移民至梅山」，載於《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

集》上冊，頁 262。當地的傳說是明朝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和陳友諒大

軍在湖南地區交戰造成湖南人大量死亡事件，從湘潭至茶陵五百里縱深地帶

兩軍交戰，百姓所剩無幾。此事不見錄於正史，但此事記載於湖南一些地區

的晚清地方志與一些家族的族譜，說由於「朱洪武血洗湖南」、於是明朝政府

實行「扯江西填湖南」（百姓由江西被強徵，移民到湖南、湖北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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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0 萬元，以當地香火平均工資每天 120 元計算，每天便至少有 10 人

在行香火。68 這個例子並不屬於應教，而是師教。另一例子是楊盛科所

引。據他的紀錄，湖南省邵陽市城步苗族自治縣從 1991 年從事道教活動

者，每年收入在 2.5 萬元左右。他舉一道士例子，能為兒子購買汽車來

「跑運輸」，為兒媳婦出資開設店鋪，修建 310 平方米的新樓房，購買

高檔電器設備，固定電話外，又添置移動電話和摩托車，成為當地的

「首富」。69 應教的收入不幸未能搜集到，因為收入多少是個敏感問題，

不過從上述二例，可知儀式在梅山地區的流行，而且收入不菲，這也是

應教能夠一直流傳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顯地，我們資料有限，本文對應教的歷史淵源的判斷，暫時只能

作為一種假設（hypothesis），有待他日田野中發掘更多的證據去支持或

推翻。不過湘中應教的個案把民間儀式佛教追溯到宋一代有很大的啟

發。勞格文與科大衛曾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場「宋以後廟宇為中心的

中國地方社會之形成」國際會議。70 無獨有偶，筆者參與觀察受訪僧二

的一場登台晉座儀式，所見榜文中就有： 

湖南省婁底地區、新化縣太陽四都、古塘羅家薗廟王領帶、四周

各處廟王祠下土地分煙居住，奉佛、法、僧三寶座前，天、地、

 
68 李新吾，〈冷水江楊源張壇師公與道士的異同比較〉，載於陳子艾、（法）華瀾

（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

年，頁 271。 

69 楊盛科，〈城步王家壇道教傳度儀式全過程〉，載於陳子艾、（法）華瀾（Alain 

Arrault）編，《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調查報告集》上冊，新化，2006 年，

頁 203。 

70 會議於 2017 年 9 月 28-30 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會議以雙語進行，英文主

題為：  “The Emergence of a Temple-Centric Society：Area of Excellenc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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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萬靈壇下，建善修因沐恩建醮謝前保後，請福辭災殃殄丙匡人

阜物，卻禍迎祥……。 

這種把不同村落歸屬於不同寺廟（當地稱地方神明為廟王）的身份

認同廣見於筆者過往二十多年於中國東南部的田野點。若勞格文「宋以

後中國地方社會以廟宇為中心」的假設是對，則這種社會變遷自然造成

大量儀式專家需求。這應是民間儀式佛教產生的社會背景。勞格文很喜

歡美國詩人羅伯特•李•佛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1963）的一

段詩句：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71 

（意譯： 

森林是可愛和幽深的 

但我應許 

就寢前我仍有千里路要走！ 

就寢仍有千里路要走！） 

 

完稿於壬寅虎年佛誕日  

 
71 Robert Frost,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https://www. 

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2891/stopping-by-woods-on-a-snowy-evening，擷

取於 202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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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晉座儀式程序表   

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第一天  2019/10/30 週三 

 

 儀式項目 時    間 主持儀式專家（法號）及疏文 

1 起首 6:45-7:56 am 
受訪僧二（取水、監齋、香火三

牒） 

2 祭鬼王 9:23-9:56 am 
（普照）受訪僧二應教弟子，屋

外空地舉行 

3 造船 
9:58 

（約一小時） 
（裕法） 

4 預報 10:39-11:16 am 
（普通）《明明珠光佛牒》於玉

皇壇舉行 

5 午朝 11:30-12:29 am （普興）《三官表》 

~ 午飯 ~ 

6 觀音懺 1:05-2:02 pm （宏旺）、（常行） 

拍照留念 

7 
觀音懺 

（續） 
2:30-3:37 pm （常興）暨受訪僧二眾居士弟子 

~ 晚飯 ~ 

8 晚朝 6:32-7:30 pm （常行） 

9 誦三官經 8:17-8:45 pm 
廖智慧（受訪僧二應教未有法號

弟子） 

10 安駕 8:59-9:30 pm （未紀錄主持法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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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19/10/31 週四 

 儀式項目 時    間 主持儀式專家（法號）及疏文 

11 發功曹 8:05-8:50 am （普旺）《四值功曹城隍土地牒》 

~ 早飯 ~ 

12 巡鄉 9:50-11:29 am 眾法師及樂隊 

13 午朝 11:43-12: 15 am （宏偉）《請佛表》 

14 南嶽懺 2:30-3:06 pm （普興）於玉皇壇舉行 

15 續南嶽懺 3:24-4:10 pm （常行）於玉皇壇舉行 

16 盪穢 4:40-5: 30 pm （未紀錄主持法事人名） 

~ 晚飯 ~ 

17 玉皇懺 6:24-7:17 pm （常行）及廖智慧 

18 安駕 8:01-8:42 pm （普照） 

第三天  2019/11/1   週五 

 儀式項目 時    間 主持儀式專家（法號）及疏文 

19 早朝 7:30-8:30 am （普興）《普庵表》 

20 續玉皇懺 8:35-9:32 am （常行）~早飯~ 

~ 早飯 ~ 

21 續玉皇懺 10:06-10:55 am （常行）（普洪） 

22 踩八卦 11:30-12:49 am 
受訪僧二及眾弟子於屋外〈玉皇

表〉、〈天符表〉 

23 鉤願 1:30-2:50 pm 受訪僧二於屋外〈勾願文疏〉 

24 放焰口 6:10-8: 36 pm 

受訪僧三、宏運、出師主角坐台

暨受訪僧二及眾法師〈吉祥焰口

功德表文〉 

25 
拜師拜 

乾爹娘 
9:10-9:30 pm 

出師主角、受訪僧二及捐款贊助

人等 

~ 圓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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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應教做船 圖 2 應教弟子巡鄉至地方廟宇敬拜 

  

圖 3 應教踩八卦 圖 4 應教登台晉座法事榜文部份 

 
 

圖 5 應教吉祥焰口功德表文部份 圖 6 應教登台晉座法事榜文結尾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