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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延洲 

 

 

《儒門科範》可謂臺灣首部鸞堂經懺科範，為楊明機扶鸞和編輯，

其成書乃旨在推展「儒宗神教法門」。其實，儒宗神教稱謂的擬定，即彰

顯愈以「儒」之意象，統一臺灣各地域、各系統鸞堂之企圖。此與日治

中葉以降，臺灣舊慣信仰受政治社會氛圍之影響，總督府通指臺民宗教

素質低落、舊慣迷信，欲加以改革，使其成為文明宗教。楊明機明確地

意識到這番動態，故而推動儒宗神教，期望藉由整合統一，以扭轉日人

視鸞堂為反動信仰之刻板印象。 

然而，楊明機選擇經懺、科範體裁，來推廣儒宗神教。此舉，有別

鸞堂均以勸善類型之鸞書，以傳佈宗教論述、信仰義理，多少是受到楊

福來的刺激。因楊福來早於楊明機任鸞手，且受其鸞務協助之堂，初估

全臺至少 40 餘堂，且均禮聘其主懺或指導科儀。由此，經懺活動得以實

質影響鸞堂之動向，故楊明機冀望短期內能有利推動儒宗神教，遂採此

途徑。考察《儒門科範》內容，醮謝科即道門科範，喪葬科則是龍華科

儀，可發現其受地方社會慣習的經懺型態影響甚深，即臺灣北部「吉事

囑道，齋事託佛」之舊慣思維。 

臺灣清代諸方志均載，臺民甚重經懺，神誕設醮，喪葬開冥路，斑

 
＊

 本文為筆者博士論文部分內容重新整理。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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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可稽，足見經懺活動對臺人生活有舉足輕重位階。道士、僧眾、香花、

齋友均是臺灣重要的經懺專家，然正規叢林僧眾自清代罕見，道士和香

花因有職業取向，授徒採秘傳原則，故鸞堂無法從其學習，以及獲取儀

本，相對而言，齋教龍華、金幢、先天三派開放性甚高，皈依即為齋友，

便可學習經懺，此亦《儒門科範》何以完整輯錄龍華科儀之原因。此外，

另一重要因素，則是同時期齋教興起結盟運動，龍華派居優勢，對整體

齋教走向有決定性關鍵，亦有統一法式意向，坊間又有販售名為《大乘

齋門科儀經》，實為《龍華科儀》易名，足見龍華經懺之影響甚廣。因此，

《儒門科範》之編輯，透露著鸞生的競爭心理，地方社會之作用，社會

氛圍之牽引，以及齋教結盟的影響，以成鸞堂首部經懺科範之生。 

 

 

 

關鍵詞：《儒門科範》、楊明機、楊福來、地方經懺慣習、鸞堂經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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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Atmosphere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and the Editing of Confucianism Criterion
＊ 

 

Chiu, Yan-Chou 

 

ABSTRACT: 

Confucianism Criterion,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Taiwan's first Phoenix 

Hall scriptures, and it was spiritual writing and edited by Yang Mingji. The 

book was written to promote “the Confucian spiritual teaching method”. In 

fac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itle of Confucianism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ttempt to unify Taiwan's various regions and systems of Phoenix Hall with 

the imagery of Confucianism. This is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tmosphere on the old customary beliefs in Taiwa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Japanese rule. The Governor's Office pointed out the low religious 

quality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wanted to reform them 

to make them a civilized religion. Yang Mingji was clearly aware of these 

dynamics, so he promoted Confucianism, hoping to reverse the stereotype of 

Phoenix Hall as a reactionary faith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However, Yang Mingji chose confession and specification genres to 

promote Confucianism. This move, there are other Phoenix Hall are to exhort 

the type of Phoenix Hall, to spread religious discourse, the doctrine of faith, 

more or less stimulated by Yang Fulai. Because Yang Fulai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executor of spiritual writing earlier than Yang Mingji, and was assisted 

by his spiritual writing, it was initially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40 

halls in Taiwan, and all of them were hired to be the main confessor or to guide 

the ritual. As a result, the repentance activities can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trend of Phoenix Hall, so Yang Mingji hoped tha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promote Confucianism in the short term, so he adopted this appro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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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content of Confucianism Criterion, Jiao Xie branch is the 

branch of Taoism, the funeral branch is Longhua. It can be seen that i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essional style of the local society. This is the old 

customary thinking in northern Taiwan of “ Auspicious things instruct the 

Taoism, fast things to Buddha”. 

All local chronicles in Taiwan's Qing Dynasty all manifest that 

Taiwanese peopl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nfessions. God's birth rituals 

are set up, and funerals are opened to the dead, all clearly recorded, which 

show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scripture repentance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lives 

of Taiwanese people. Taoist priests, monks, Buddhism and fasting religious 

are all important experts in confessions in Taiwan. However, regular jungle 

monks are rar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aoists and Buddhism have a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teach their disciples the principles of esoteric 

traditions. So Phoenix Hall could not learn from it and obtain the ceremonies. 

In contrast, the three factions : Buddhism Longhua, Jintong and Xiantiandao, 

are very open, convert and become fasting religious, and start to learn 

confession.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Confucianism Criterion completely recorded 

Longhua's fasting ceremony. In addition,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was the 

emergence of the fasting alliance movem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which 

the Longhua faction had the advantage. It has a decisive key to the overall 

trend of fasting, and also has the intention of unifying the religious norms. 

There is also a sale called Mahayana Fasting Criterion, which is actually 

renamed Longhua Criterion. It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Longhua 

confession is widespread. Therefore, the editing of Confucianism Criterion 

reveals the competitive mentality of religious of spiritual writing, the role of 

local society, the traction of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st 

alliance, in order to become the birth of the first confession criterion of 

Phoenix Hall. 

 

Keywords: Confucianism Criterion, Yang Mingji, Yang Fulai, local 

confession habits, Phoenix Hall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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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始造經典，起於日治時期，明治 40 年（1907）宜蘭碧霞宮著作

之《岳武穆王敦倫真經》。再則，昭和 11 年（1936）鳳邑靜心社舉善堂

刊行《三教妙法真經》，昭和 12 年（1937）旗后明心社修善堂發行《總

教大法真經》。然而，此三部充其量僅是「經誥」內涵的真經妙典，談不

上具備經懺之內容，惟昭和 12 年臺北贊修堂、三芝智成堂共同出版的

《儒門科範》，方有科儀之本。是故，稱其臺灣鸞堂首部經懺儀本，並不

為過。 

《儒門科範》主要是由楊明機扶鸞和編輯。楊氏為日治時期著名的

正鸞之一，其原名桂枝，字顯達，號守真，「明機」為其活動於各鸞堂宗

教事務時所用，後逐漸以之為名。按其出身為現今新北市三芝人，生於

明治 32 年（1899），卒於民國 74 年（1985）。1 根據民國 45 年出版《六

合皈元》有段楊氏的自敘，說自己於歲次甲寅（1914）開始擔任正鸞，

前後共計 7 年都待在三芝智成堂扶鸞，之後因為經商離開三芝，轉往臺

北市。2 從正鸞這個職務來說，楊明機相當的特殊，一般正鸞大抵上只

會效勞於其最初入鸞的鸞堂，雖然也有鸞手因為堂內的衝突問題，逕而

出走另立鸞堂，或是加入其他鸞堂，但比例均不高；或有協助其他鸞堂

訓練正鸞，卻也非常態。因此，擔任鸞手者甚少有如楊明機遊走於這麼

多鸞堂，並且參與 10 部善書的扶鸞著造。3 

 
1 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頁 51。 

2 三芝智成堂著，《六合皈元》，臺北：三芝智成堂，1957 年再版，頁 101-103。 

3 楊明機參與扶鸞著作鸞書有：《救世良皈》（1918）、《茫海指南》（1924）、《因

果循環》（1926）、《清心寶鏡》（1928）、《覺路金繩》（1936）、《儒門科範》（1937）、

《迷津寶筏》（1938）、《苦海慈航》（1943）、《茫海指歸》（1945）、《六合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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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儒門科範》的討論，並未脫離「儒宗神教」此課題。換言

之，學界的思路脈絡，乃以《儒門科範》來論述「儒宗神教」之建構。

如王志宇討論《儒門科範》時，將問題意識放在楊明機的身上，透過梳

理其生命史，論述儒宗神教的建構與影響。4 王見川同樣也從楊明機的

討論，說明鸞堂到「儒宗神教」變化過程。5 值得留意的是，Philip Clart

（柯若樸）則留意到《儒門科範》中的宗教儀式之問題，指出任何教門

均需具備宗教性的儀式，特別是儒教需要佛道的經懺來補充其所不

足，6 然未能取徑臺灣歷史，無法進一步釐清編輯《儒門科範》的背後

因素，殊為可惜。 

從研究取徑而言，王志宇和王見川二人梳理楊明機生命史有其必要

性。不過，本文並不另闢篇章專敘楊明機生平，而是著重日治時期的宗

教環境與社會環境，探討得以促使《儒門科範》成書契因。據筆者爬梳，

《儒門科範》的編輯內容與臺灣傳統經懺類型，以及當時之祭孔風氣有

密切關係。非但如此，楊明機或受齋堂結盟和其他鸞堂的影響，欲以《儒

門科範》與其競爭。因此，本文乃藉《儒門科範》內容之稽，梳理楊明

機的思維脈絡，以察其扶鸞編輯《儒門科範》，旨在回應哪些社會脈動？ 

 

（1926）。 

4 王志宇，〈儒宗神教統監正理楊明機及其善書之研究〉，《臺北文獻直字》第 121

期，1997 年 6 月，頁 43-69。 

5 王見川，〈清末日據初期臺灣的「鸞堂」——兼論「儒宗神教」的形成〉，《臺

北文獻直字》第 112 期，1995 年 6 月，頁 49-82。 

6 Philip Clart，〈「民間儒教」概念之試探：以臺灣儒宗神教為例〉，《近代中國史

研究通訊》第 34 期，2002 年 9 月，頁 31-38；Philip Clart 撰，毛鵬譯，曹新

宇校，〈孔子與靈媒：「民間儒教」是否存在？〉，收錄曹新宇主編《新史學（第

10 卷）——激辯儒學：近世中國的宗教認同》，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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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釐清《儒門科範》編輯的背後因素，就不能與殖民政府的施政

切割，同樣也不能與當時之社會脈絡裂解。日人的治理觀點，視臺民的

舊慣信仰為迷信、陋習，故必須透過諸多策略改善，甚至在同化和皇民

化政策的驅使下，使其成為真正的日本國民。「改造」臺人信仰。以往學

者大多關心日治時期的政策，以及日人所營造的宗教社會氛圍，對鸞堂

信仰的影響，甚少留意到鸞堂如何回應時勢。《儒門科範》不僅是經懺科

儀，其內容均得見回應宗教政策，與社會氛圍之主張，故本部分乃探討

《儒門科範》與日治時期宗教社會環境之交涉。 

（一）儒宗神教與《儒門科範》 

據諸人研究，楊明機扶鸞編輯《儒門科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儒宗

神教，為臺灣鸞堂首次出現明確教派之意識，並據此朝向建立新創教派

之路，是其信仰重要的轉折點。據楊明機回憶： 

著造《救世良規》，效勞八年，堂就書成。時恩主預示「儒宗神教

克紹真傳法門於智成」，未解其中之神意，經過十八年，分堂贊修

於臺北市，至丙子年，智成、贊修合造《儒門科範》，前示至此，

方才實現。7 

察此說法，楊明機於大正 7 年（1918）著作《救世良規》時，恩主便預

示儒宗神教欲予智成堂，但當時他不解其意，直到著作《儒門科範》才

豁然開朗。若細查自《救世良規》以降的《茫海指南》、《因果循環》、《清

心寶鏡》、《覺路金繩》多少均有「以儒為宗、以神設道」的描述和鋪陳，

 
7 臺北贊修宮著，《聖佛救度真經》，臺北：贊修宮，1981 年再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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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儒宗神教」的醞釀一直存在，並非突如其來。 

臺灣在日治初期開始出現重新擁抱儒家正統的浪潮，所謂的正統即

是孔子，也就是儒教即孔教的論理建構。當然，鸞堂也受到之間的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智成堂產生「儒宗神教」的說法其實與之有關，更確切

的來說，智成堂乃是直接受到喚醒堂、行忠堂這支鸞法傳衍脈絡的影

響，根據李世偉的討論，智成堂由行忠堂分香，行忠堂則是喚醒堂所分

衍。8 換句話說，喚醒堂著造的《渡世慈帆》對智成堂產生影響，具體

事例為該堂在明治 33 年（1900）扶鸞出版《節義寶鑑》，其首篇序文乃

大成至聖先師所降。9 

以儒為主體，道、釋以輔的三教合一觀，為儒宗神教的重要核心。

不過楊明機只關注「儒教」義理內涵，卻也不盡然如此，《儒門科範》的

〈崇聖法節次序〉揭示關、呂、張、王、岳五聖恩主安中座，孔、老、

釋三教主安上座，但在三教主之上必須奉無極天尊的無極燈。10 所謂無

極天尊應是無生老母，明中葉以降發展的民間教派泰半以其為至高之

神。顯然楊明機的儒宗神教與同時期的鸞堂，已有不同的義理主張，因

為在清領晚期至日治初期的鸞書，仍然兼蓄三教思想，且以儒家尤重，

較少看到民間教派的痕跡。11《覺路金繩》則透露楊明機乃受到紅卍字會

和道德學社的影響，其云：「故無生老母，會同儒、道、釋、耶、回，五

 
8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104-105。 

9 事實上，此種重抱儒家正統的標籤化，以傳統文人主導鸞堂最為顯著，喚醒

堂、行忠堂、智成堂的主事者多是當地文人家族，不乏開設書房、書齋、漢

塾者。參見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頁 101-105。 

10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臺北：博揚文化，2009 年，頁 53。 

11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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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主，開紅卍字會道院於中原，其神化無方，博施惠澤，拯救災黎，

挽回劫運。」又言：「老祖慈悲，特命教主大開普度，如最盛者，莫如北

京紅卍字會，道德學社之普被群生，以數千萬之信者，咸奉教命」。12 足

見儒宗神教的內涵，雖立足以儒為首的三教論，卻也納入中國民間教派

的神學觀點。 

由於日治時期諸多文人菁英，一再建構儒教論述，時論予議「夫儒

者，宗孔子之教，則所謂儒教者，亦孔子之教也」。13 祭祀孔聖方面，因

清日政權更迭後，民間對祭孔的態度反而積極，地方菁英甚至在文廟被

拆，無法復還的情況下，乃假艋舺龍山寺後殿，懸掛孔子聖像以為祭祀，

雖規模「從簡約，但雇俗樂鼓吹，不備佾舞，而行三獻禮，畧仿釋菜之

儀」。14 日治祭孔的社會脈動，對鸞堂產生深刻影響，係以建構且深化其

「儒家」、「儒教」正統的承繼。《儒門科範》在此意圖相當明確，其所輯

錄之〈文廟丁祭禮樂節奏〉，即是文廟釋奠禮。 

須留意的是，此祭典版本並不是直接援引文廟，亦非參考清代方志

所輯載的〈儀注〉，而是淡水行忠堂之〈抄集〉，顯示鸞堂使用釋奠儀作

為祭祀範式，並非始於昭和 12 年（1937）問世的《儒門科範》，反而早

於此前業已運用。 

〈儒宗神教法門祭聖儀節〉同樣輯錄於《儒門科範》，與〈文廟丁祭

禮樂節奏〉形成強烈對比。若云後者為儒教（文廟）正規祭祀法則，前

者即是楊明機基於儒宗神教「定其便捷之獻禮，易於學習」，將釋奠儀中

 
12 斗南感化堂著，《覺路金繩》，雲林：斗南感化堂，2016 年 6 版，頁 16、25。 

13 石厓生，〈內地漫遊感想（十八）•孔子教義之研究〉，《臺灣日日新報》，本

刊 4 版，1926 年 5 月 22 日。 

14 不著撰人，〈島政／聖誕紀事〉，《臺灣日日新報》，本刊 3 版，1899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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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瘞毛血、望燎、盥水等禮」，定位於可有可無之禮節。15 進一步而言，

〈儒宗神教法門祭聖儀節〉的訂定，是以揭櫫儒宗神教之祭祀禮儀，而

〈文廟丁祭禮樂節奏〉只是儒教的象徵，不具實用。儘管如此，祭聖儀

節亦是由丁祭、釋奠之禮所演變，對於鸞堂來說，仍視其為儒教祭祀之

正統。 

雖然儒宗神教並非純粹之「儒教」，此為三教義理，使其無法僅留儒

家，而棄道、釋。更重要的是，楊明機亦接受其他民間教派的部份觀點，

以充儒宗神教之內涵，但重「儒」乙事，為其長期以來未曾拋廢，更透

過原本僅用以祭祀孔聖之儀節，通則於儒宗神教體系內之諸神，彰顯《儒

門科範》的祭祀神祇，乃堅持儒家之禮。歸咎其因，實屬日治時期文人

菁英尊孔崇儒風氣，對楊明機產生重要影響。 

（二）改正臺民舊慣信仰陋習 

觀察日本殖民當局自領臺開始，在面對臺民舊慣信仰和宗教的態度

上，均是藉調查來擘畫施政方針，但都反覆強調迷信，亦即「破除迷信」

正好給總督府改造臺民信仰一個正當理由。從以上的討論可知，殖民政

府概聲稱尊重臺人舊慣信仰，但透過調查的方式，實質上都獲得能夠進

行監控之效益。日人一直以來都認為臺民仍對支那（中國）保持深刻的

情懷，且又有國際上「民族自決」的影響，為抵制這些因素，大正 10 年

（1921）採取「內地延長主義」，試圖以「教化」的方式，逐漸促使臺灣

人成為日本人。昭和 11 年（1936）7 月 25 日，總督中山健藏偕同各部

長官、各地方長官、學校、軍部等，於總督府召開「民風振興協議會」，

 
15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宗神教法門祭聖儀節〉，《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

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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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如何掃除迷信、改革陋習、改善生活等。16 

昭和 8 年（1933）亦然，如臨濟宗所發行的《宗報》於該年 9 月刊

載〈佛教專修道場設立之急務〉，指出臺灣佛寺齋堂 300 餘座，但缺乏人

才，以致未能闡揚教化；更甚者，僧侶背德不倫層出不窮，教門威信不

立。17 而楊明機在《覺路金繩》也針對乩童道士做出針砭，〈戒乩童道士

藉端作弊文〉云： 

粵自聖道衰，世風變，人心之險惡萬端，德教微。……結成黨類，

迷誘愚民。若夫乩童者，囈語喃喃，謂某尊神來憑藉，指明禍福，

須酬酒醴三牲。如彼道士者，猜言否否，是指進財補運，追薦鬼

魅，鶯開道場幾天。……而道士乩童，那顧喪家之慘，共利私肥，

以為得計，豈知天網恢恢，錄其罪過，如怙惡不悛，其報應疎而

不漏……。18 

針對此文，主席護世天尊亦有降評，其曰： 

若夫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由迷入暗，偏陷岐途，陋習成

風，牢不可破。而道士乩童，蠱惑無知男女，敗德喪心，貽咎不

淺，拔舌之獄，終不免矣。真為正者之累，弊害社會之蟊賊。篇

中之破迷醒世，筆正詞嚴，可謂若被之奮勉，宜知革故鼎新於

將來矣。19 

 
16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臺灣宗教》，臺北：自立晚報，1992 年，頁

92。 

17 不著撰人，〈佛教專修道場設立之急務〉，吳標編，《宗報》，1933 年 9 月 15

日，頁 1。 

18 斗南感化堂著，《覺路金繩》，頁 106-107。 

19 斗南感化堂著，《覺路金繩》，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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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二文所示，可知楊明機等鸞堂人士對道士、乩童，同樣有著負

面的觀感和評價。只是，諸如這些看法，其實也與殖民政府，以及日人

眼中的觀點並無差異。傳統臺民對於道士、乩童乃基於日常生活的一環，

均能清楚辨別其職能，不會有所混淆，通常不會一概而論，但在日人的

觀點，道士和乩童係依存關係，如明治 33 年（1900）1 月 28 日《臺灣

日日新報》刊載〈童乩と道士〉即說，道士、乩童如鳥之雙翼，車之雙

輪，若有為病者祈禱，或其他禍福吉凶的法事，兩者相互配合，並且分

取答謝之布施。20 藉由此些鸞文對佛（齋）、道二門的批判，是可以觀察

到楊明機及其參與之鸞堂間，在宗教的社會實況有其觀照。 

由此得知，楊氏和殖民政府在宗教施政的觀點頗為一致。總督府的

政策從最早的無方針主義，到後來的皇民化運動，基本上都沒有擺脫「改

善」或「改造」臺民舊慣信仰的原則，甚至對蠲除「陋習」的思考，也

持續的透過各種形式執行。只是，殖民政府和楊明機對於造成舊慣陋習

的成因，有不同的觀點，殖民政府認為是民族性使然，故需要改造臺人

的民族性格，使之接受教化、教育，即藉由「現代化」來扭轉臺人迷信

的陋習；楊明機的觀點，雖然也認為需要透過教化，重新塑造臺人在舊

慣信仰的「正確觀念」，但因為使臺民沉淪於此的問題乃「道微德失」，

故重拾「道德」，強化「修持」，即可褪袪臺人陋習。雖然，楊明機的論

述仍然立足於臺民的舊習觀，卻也是回應其與殖民政府政策保持一致。 

其實，楊明機會在《儒門科範》的編輯上，有改正臺民舊慣信仰陋

習之思考，與本島人宗教會倡議，以及民風振興運動有關。明治 31 年

（1908）本島人宗教會便留意到佛事之弊，故〈臺灣本島人宗教約束章

程〉第 13 條，特申明「遵守佛規，潔淨身心，正式禮誦，革除戲謔粧演

 
20 不著撰人，〈童乩と道士〉，《臺灣日日新報》，本刊 7 版，1900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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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陋俗」21，期望達到經懺之莊嚴。昭和 11 年（1936）7 月 25 日，總

督中山健藏召開「民風振興協議會」之前，有些地方就已經如火如荼進

行「部落振興」的會議和活動，在宗教方面也開始悄悄有團體轉向，以

迎合時勢。例如昭和 8 年（1933）有報導指出南投街，以部落振興會實

施改良專案，召集道士數十人，共商改良事宜，除了設立同業組合、訂

立一致收費價格、服裝改善，最重要的結論即是以誦經為本位，廢止類

似喜劇無稽（儒弄觀音、挑經、渡橋）。22 因此，《儒門科範》特言：「神

道設教，期以改陋習，而肅宗風，歸於正門也」。23 換言之，該儀本的編

輯，實去除臺民在經懺喜以喜劇無稽之陋慣，而保單純誦經以資冥福。 

 

根據 Philip Clart 考察，《儒門科範》所輯錄的「超拔度喪」明顯與

《龍華科儀》相似，但並非直接由更早的《大乘正教明宗寶卷》所輯出，

而是援自龍華派之齋堂再經編輯過的儀本；另輯錄之道教「齋醮禮斗」，

他發現各類儀式均不完整，判定並非由特定的宗派或道壇之抄本輯出，

但出自道教體系是肯定的。24 表面上，鸞堂從齋堂獲得經懺科儀，可以

 
21 不著撰人，〈臺灣本島人宗教約束章程〉，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等主編，《民

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22）》，頁 245。 

22 不著撰人，〈南投道士改善會議設組合廢喜劇〉，《臺灣日日新報》，本刊 4 版，

1933 年 6 月 8 日。 

23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6。 

24 Philip Clart 撰，毛鵬譯，曹新宇校，〈孔子與靈媒：「民間儒教」是否存在？〉，

收錄曹新宇主編《新史學（第 10 卷）——激辯儒學：近世中國的宗教認同》，

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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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作兩個不同的信仰群體互動交涉，但這種行為模式，若不留意臺灣傳

統社會的經懺形態，以及地方社會對經懺慣習思維的脈絡，恐怕無法真

正得知《儒門科範》經懺內容取材之動機。是故，本部分將梳理臺灣傳

統社會有哪些經懺專家，以及地方社會的慣習思維對《儒門科範》產生

何種影響？ 

（一）經懺專家類型及其地方性 

臺灣經懺活動的發展，清領初期即有所載，康熙 56 年（1717）周鍾

瑄主修之《諸羅縣志》乃曰：「喪必延僧作道埸，雖極貧必開冥路，七七

盡而除靈」。25 乾隆 6 年（1740）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則言：

「俗多信佛，設靈後，必延僧設道場，名曰『開冥路』。」26 顯示臺民風

俗上雖然多信仰「佛教」，但落實到經懺活動時，並不獨厚僧人，反而也

會禮聘道士為其開冥路、資冥福，凸顯臺灣實際的民情為佛道不分、僧

俗莫辨。清代方志雖常提到「僧侶」，但真正守戒僧眾寥寥可數，《安平

縣雜記》云： 

臺之僧侶，多來自內地，持齋守戒律者甚少。其人有在出家者，

半係遊手好閑、窮極無聊之輩，為三餐計，非真有心出家也。出

家之人不娶妻、不菇葷，臺僧多娶妻、菇葷者；所行如此，可知

其概。……臺無叢林，惟大北門外海會者(即開元寺)有「小叢林」

之稱。今已廢墜，重興不過十數年而已。27 

 
25  清•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144。 

26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頁 94。 

27 清•佚名，〈僧侶並道士〉，《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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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臺地僧眾大多不持戒，無「叢林」可言，雖此論過甚，卻反

映臺疆具備戒律的叢林寺院相當的稀少。而臺灣無叢林，為何有諸多僧

人可以操持經懺之事？一般市井從何延聘僧人禮懺？同書亦載： 

大約臺之僧侶，有持齋、不持齋之分。佛事亦有禪和、香花之別。

作禪和者，不能作香花；作香花者，不能作禪和，腔調不同故也。

禪和派惟課誦經懺、報鐘鼓而已。香花派則鼓吹喧闐，民間喪葬

多用之。28 

臺地之經懺佛事，分為「禪和」與「香花」兩類，大抵上乃區別禪和子

（禪僧）及香花僧。前者即居寺院中的出家眾，後者指的是在家蓄髮娶

妻，並以此為業的儀式人員。兩類雖做佛事，但腔調不同，不能相融。

尤其禪和報鐘鼓以課誦經懺，香花則鼓吹喧闐，後者為民間喪葬多用。

兩者中以香花僧最受鄉里庄人青睞。 

香花源於佛教，明代瑜伽教僧之轉化，江燦騰認為華南一帶之應付

僧因科儀常有「香花迎、香花送」，故以此而名。29 其經懺特性為「鼓吹

喧闐」，科儀重視帶有娛人、雜演之取向。道光 16 年（1836）《彰化縣

志》述：「設靈後……五旬再延僧禮懺，弄鐃、打地獄、還庫錢、普度，

曰資冥福。」 30 此敘述所提「弄鐃」，乃民間雜耍技藝，從事這項表演

是需要鼓樂吹聲相襯，並非報鐘鼓之禪和子所行經懺內容。又，光緒 20

年（1894）的《新竹縣采訪冊》記：「有力之家，延長毛僧，……誦經唸

 

年，頁 20-21。 

28 清•佚名，〈僧侶並道士〉，《安平縣雜記》，頁 21。 

29 江燦騰，〈第二章  明清時代臺灣傳統出家佛教的制度變革與發展〉，收錄氏

著，《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2020 年，頁 34。 

30 清•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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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搭木板為棚，服梨園冠頭，雜演三藏取經、目連救母諸戲。」31 丸

井圭治郎指出「長毛僧又叫長髮僧，或對沙門稱緇門，對道士叫僧士，

多屬漳州人系統」32，尤其「長髮僧住於市井，應眾庶之請託，行葬儀或

當祭儀做當事者的補助」。33  而增田福太郎，乃將本地僧侶，分為出家

僧、香花僧、長髮僧，更言：「長髮僧普通又稱長毛僧，乃辮髮在家人，

參與喪儀，食肉娶妻，居住於市井」，又說「香花僧之起源恐與長髮僧差

不多」，34 意指長毛僧與香花僧的經懺淵源較深。由此，晚清新竹地方有

力之家，所延請的「長毛僧」，為香花之流，而非禪和之輩。 

雖然佛事經懺，以香花僧或長毛僧為主懺，佔清代臺灣甚重之比例，

但仍有一個類群的影響勢力不容小覷。《安平縣雜記》云： 

菜公、菜婆者，印佛經優婆夷、優婆塞之類。有龍華、金臺、先

天等名目，不菇葷，朝夕誦經禮佛，別為一派。……亦能做香花、

禪和諸佛事。35 

清代稱龍華、金臺（童，幢）、先天等信仰者為菜公、菜婆，不難意會此

種指稱訂定，與閩南話的口語表現有關，因這群人茹素，故稱「吃菜（tsia̍h-

tshài）」，而其所處的宗教信仰空間則稱之「菜堂（tshài-tn̂g）」。而當代對

龍華、金幢、先天三派為「齋教」的認知，則是日治時期才逐漸確立，

最早由岡松參太郎所提出，他以「齋教」取代「持齋宗」之指涉，並將

 
31 清•陳朝龍編纂，《合校足本新竹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386。 

32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捷幼出版，1993 年，頁 96。 

33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 76。 

34 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東亞法秩序說•南島寺廟採訪記〉，收錄氏著《臺

灣宗教論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127。 

35 清•佚名，〈僧侶並道士〉，《安平縣雜記》，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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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歸納於「雜教」，36 之後岡松又在第三回報告，修正其觀點，將齋教獨

立而出，自成一類。37 藉由《安平縣雜記》可知，清領晚期臺灣的齋教

信徒也為人從事經懺活動，且菜公、菜婆所做之佛事則不限禪和或香花。 

臺地俗云：「紅頭度生，烏頭度死」，指的是道士有紅頭與烏頭兩種

類型，紅頭專做「吉事」，烏頭則專做「喪葬」。然而，俗諺的指涉並無

法在清代的歷史文獻中取得明確例證。這種說法僅日治時的諸調查報告

中有所陳述，據劉枝萬援引《臺灣文化志》、《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做

說明，他認為這些報告，均以服飾、頭飾來解釋紅、烏頭道士的區別，

顯然是一種謬思，其從田野的考察，認為紅頭與烏頭的差異，在於紅頭

道士主司建醮、做三獻、謝平安等屬於吉事的祭典；烏頭則是死喪禮儀、

超度往者。38 

呂錘寬藉由「早朝」科儀的內容，考察臺灣道門教派之法源，援引

「道藏」收錄的儀式文獻，探討儀式中的教派線索，發現在入戶、發爐、

進表等儀節，臺灣北部使用「正一法」，南部則為「靈寶法」，將長期慣

用之「北正一，南靈寶」法說，提升為具學術論理的教派概念。39 李豐

楙和謝聰輝綜合前人的說法，以及實地的田野采風，提出臺灣主流道派

有「專行吉事的正一派」與「紅烏兼行的靈寶派」。40 楊士賢藉由自身的

 
36 岡松參太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卷 2 上，臺北：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7 年，頁 216。 

37 岡松參太郎將雜教修正為齋教，其理由係明中葉後，此些信眾主張在家可以

傳法，並與僧侶爭勝，異於出家僧侶。參見岡松參太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

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卷 2 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7 年，

頁 257。 

38 劉枝萬，《台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風響社，1994 年，頁 193-196。 

39 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北：學藝出版社，1994 年，頁 39-41。 

40 參見李豐楙、謝聰輝，《臺灣齋醮》，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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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及配合前人研究，歸納出兩道派的地域分佈，其認為正一派分佈

於基隆、臺北、新北、桃園、宜蘭、新竹縣，苗栗山線、臺中、彰化山

線、南投、雲林二崙、花蓮等區域；靈寶派則主要在新北淡水、新竹市、

苗栗海線、臺中清水、彰化海線、南投竹山、雲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臺東等地。41 楊氏也指出正一向來僅行吉事，故其盛行地域之喪

葬拔度等齋事，乃由釋教主持。因正一派與釋教的經懺活動有高度之地

域重疊，且釋教活動地界最南邊僅至臺南白河，反觀靈寶派吉、齋事通

行，釋教則不易在其盛行的南部區域有所發展。 

 

 

 

 

 

 

圖 1：臺灣經懺專家分工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見楊士賢，《臺灣釋教喪葬拔度法事及 

其民間文學研究——閩南釋教系統為例》，頁 80。 

 

正一派與釋教活動地域的重疊，有學者從祖籍的面向作分析，認為

該派道士乃於清初至清中葉，由漳州南部的詔安、平和、南靖等地，以

及粵東和詔安相鄰的饒平、揭揚等地，相繼入臺，亦因這兩個地域的

 

年。 

41  楊士賢，《臺灣釋教喪葬拔度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閩南釋教系統為

例》，臺北：博揚文化，2016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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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事多由香花僧操持，以致正一道士來臺時，便未傳承薦亡送葬的科

儀。42 因此，吉、齋的經懺分流，並不是臺灣特有的地理和文化現象，

而是在原籍時，就已形成的「市場區隔」。 

由此可知，臺灣操持經懺的教派雖然以佛、道為主流，但佛、道之

間又可再細分不同之經懺傳統，以及操持科儀的派別。總的來說，臺灣

罕見正規叢林，操持經懺者，以香花最為多見；道教方面，雖有正一、

靈寶二派為主體，其下又有各家道壇，藉傳衍形成經懺演科之系統。然

以上討論，可發現無論佛、道，均形塑出地方性格，即地方社會的經懺

優勢群體。換言之，地方社會內的民眾所延請來操持經懺，無論佛、道，

大概不會聘請與所在地域無淵源者。由於這些僧道所處之地方社會多

有連結，此便形成地域之民眾長久以來之經懺慣習。 

（二）《儒門科範》的「吉事託道」與「齋事囑佛」思維 

《儒門科範》之〈例言十二則〉曰：「道專為度陽、醮謝等事，釋專

為度陰、超拔諸苦」，43 明確地彰顯其編輯思維，乃立足臺灣北部地方社

會，「吉事託道，齋事囑佛」的經懺慣習。亦即，北部地區的正一道與香

花僧兩大經懺傳統。然而，楊明機批判齋教的立場未曾改變，何以取龍

華科儀而行齋事？甚至，道門的醮謝禮斗等科儀，無法完整取自同一系

統之道門或道壇，值得探究。 

雖然楊明機對齋門的批判多有著力，但鸞堂與齋堂之間的互動，卻

相當頻繁，如大正 4 年（1915）「西來庵事件」中，余清芳曾奔走於各地

 
42 吳永猛、謝宗榮、陳省身、劉仲容等著，《臺灣本土宗教信仰》，臺北：國立

空中大學，2008 年，頁 45-46。 

43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臺北：博揚文化，2009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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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堂，拜訪各齋堂領袖，包含北部先天派的黃玉階、龍華派的陳普星，

臺南擇賢堂（先天派）陳耀文等人。44 又，建於光緒 5 年（1879）馬公

首座齋堂澄源堂（先天派），也曾於日治初期，借用其空間予受到乙未戰

火之一新社樂善堂開壇扶鸞；甚至，湖西開蠻寺也於明治 35 年（1902）

設鸞「養性堂」，形成鸞齋合一的信仰場域。45 新竹飛鳳山代勸堂正鸞楊

福來，於日治初期投拜金幢派陳榮昌為開示師，後新竹東勢存齋堂主持

黃清海傳授牒文道場科儀。46 

不過，鸞、齋即使多有來往與交涉，並不意味楊明機必然依循此路

徑，與齋堂結交乃至獲取科儀本，畢竟未有文獻可徵楊氏與齋堂中人有

所互動。但《儒門科範》的輯錄卻又相當明確，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可能是無法從香花僧與道士習得經懺與科儀。 

香花僧與道士的共通性，在於兩者均將「經懺」視為「謀生」，以此

做為「職業」，猶如李添春就曾指出，香花僧因為處於寺廟，然財務由管

理人所持，故感衣食之不自由，遂無心於佛理之鑽研，只孜孜不停為俗

人祈禱，最終職業化如道士一般。47 當經懺成為謀生的方式，「儀本」即

為「賺食的家私（tsuán-tsia̍h ê ke-si）」，普遍以技術或技藝謀生者，鮮有

樂於分享生財之道予人。因此，經懺儀本能予於他人者，惟「傳授」乙

途方可。 

 
44 王見川，〈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臺北文獻直字》，頁 76-79。 

45 許玉河，〈澎湖女性參與鸞堂的歷史觀察〉，收錄於許婉婷編輯，《澎湖研究第

十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文化 30•澎湖學的回顧與前瞻》，澎湖：澎湖縣

政府文化局，2014 年，頁 148-149。 

46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11。 

47 李添春，〈臺灣佛教之特質（下）〉，《南瀛佛教》第 18 卷第 9 號，1940 年，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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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自古以來，相當恪遵慎傳與秘傳的原則，丁煌曾提出道法傳授

之重要看法，他認為道士之經法道術的傳授，深具私密性，若非族親或

正式收錄弟子，不輕易教付；48 李豐楙也持相同觀點，歸納道法科儀主

要以家傳和師授做為傳承的途徑。49 楊士賢亦指出釋教慣採秘傳制度，

以父子相傳為主要，餘者咸是藉拜師學藝以習得經懺，而能習釋教科

儀者，多為某師之族親、戚友，或經有力人士引介、保舉，才可入此

業途。50 

故而，即使香花僧與正一道士，為臺灣北部深具經懺之主流，以及

群體之優勢，但無正式之師徒關係，經懺儀本概難取得，遑論據其文本

而再製鸞堂祭儀。職是，《儒門科範》輯自《龍華科儀》，反映著龍華派

齋堂之經懺易於取得，可見齋堂之於香花和道壇，乃具一定程度的開放

性。因為入齋堂較為容易，只要有意願皈依者，凡成信徒即為「齋友」，

有此身分自然可習得經懺。 

清領晚期之齋教不輕易為人主懺，即使受延請時，亦「不索謝金，

送手巾、摺扇而已」，51 丸井圭治郎於《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也提到，

齋教之信仰者稱齋公、齋姑，相互間稱「齋友」，而「其初逢齋友死亡時，

互相做佛事，不索費，僅由喪主贈扇子一把、手巾一條，其後亦漸為世

 
48 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

論〉，《道教學探索》第 3 期，1990 年 3 月，頁 283-357。 

49 李豐楙，〈臺灣道教抄本史料及其運用〉，收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二十一輯：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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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頁 361-398。 

50  楊士賢，《臺灣釋教喪葬拔度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閩南釋教系統為

例》，頁 81。 

51 清•佚名，《安平縣雜記》，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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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之」。52 可知最初臺灣之齋堂並不為他人做經懺，僅在齋友之間操

持佛事，但後來演變成替非齋友者服務。因不索費的原則，乃不易產生

「懼人分羹」之心態，傳授上就無香花僧或道士有著諸多門檻。 

因此，《儒門科範》中經懺之文本來源相當複雜，雖然受到地方社會

優勢經懺及其群體影響，在「吉事託道，齋事囑佛」等慣習和思維等內

化，但礙於香花僧與道士「不外傳」之內規，經懺文本實難拾獲，齋教

的開放性亦較兩者高，故鸞堂經懺多與其所處地方社會之齋堂，息息相

關。 

《儒門科範》輯錄龍華派之科儀，或許係因龍華科儀與香花科儀有

其一致性。林美容和祖運輝調查彰化朝天堂（龍華派），提到「緇門司公」，

即釋教法師（香花）之經懺與齋門有所關聯，據傳緇門最早之始祖，為

一位專為齋教始祖挑行李的「齋工」，後來自行為人誦經謀生。53 楊士賢

也透過田野觀察，以及喪葬懺儀的科儀目進行比對，發現唱念文句和展

演內容，香花科儀與龍華派所流傳的《龍華科儀》相同。並且就其訪談

中部地區（臺中、南投、嘉義）的釋教法師，對「齋工」之說法頗具認

同，甚至一些法師之祖輩便是龍華齋友，抑或從之而習懺，也有平常經

懺活動相互交流之案例。54 

臺地自清領時期，便形成道壇、香花、齋教等經懺傳統。道壇方面，

有「南靈寶，北正一」的區域性，靈寶吉喪兼行，正一則僅做吉事；香

 
52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頁 31。 

53 林美容，祖運輝，〈在家佛教：臺灣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現況〉，收

錄江燦騰、王見川主編，《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首屆臺灣齋教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1994 年，頁 231-232。 

54  楊士賢，《臺灣釋教喪葬拔度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閩南釋教系統為

例》，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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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方面，因與正一道士之地域重疊，擅長喪事演科；齋教則有龍華、先

天、金幢等三派，全臺均有，但日治時期才漸有為教外人士主懺。綜觀

道士、香花、齋教，以後者開放性最高，弗如道士、香花有慎傳和秘傳

之規範，凡皈依齋門即為齋友，便能習得經懺。而《儒門科範》的輯錄，

雖然無法從單一道門或道壇取得醮謝禮斗科之文本，且不能向香花僧學

習喪葬齋事，轉而取經於《龍華科儀》。儘管如此，其編輯邏輯，仍然有

著臺灣北部「吉事託道，喪事囑佛」的地方慣習思維。 

 

前已述及，日治臺灣的社會氛圍，以及地方地會的經懺習慣，對楊

明機有深刻的影響。但須留意的是，自晚清以來，臺灣與中國扶鸞著書

之內容，乃以詩、文、論、訓、戒等論說體例的「勸善類」書冊為主

流，55 雖有經懺之扶造，卻可謂鳳毛麟角，以致〈儒宗神教道統法門緣

起序〉云：「法門之科範罕聞，凡我儒門鸞友，無從一定法規」，又言：

「孔聖不談因果，……何暇人世祈禳拔薦等事哉，此儒門科範之未立

所由來也」。56 由此，楊明機不以鸞堂最普遍的著作「勸善類鸞書」，來

達成維護儒教、鸞堂自主性之目的，反而另闢蹊徑，藉由扶鸞經懺儀本

《儒門科範》遂行其想法，恐怕動機並不單純。再則，切勿忽略《儒門

科範》雖重祭儀與演科，但其編輯的真正目的，仍是欲藉此推動各地鸞

堂整合，成為一個實質具有教派內涵的宗教組織。有鑑於此，《儒門科範》

 
55 酒井忠夫，〈近現代中囯おける善書と新生活運動〉，《宗教社会史研究》第 2

號，1985 年，頁 480。 

56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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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輯動機，實有與「他者」競爭的意識。而這個競爭對象，外者即是

當時如火如荼的齋堂結盟，以及客家族群的經懺專家楊福來。故本部份

將釐清二者對《儒門科範》編輯動機有何影響。 

（一）齋堂結盟運動對《儒門科範》編輯影響 

實質以齋堂名義從事結盟，應是大正元年（1912）臺南的龍華、金

幢、先天籌組齋心社為發端。然而，明治 41 年（1908），由先天派領袖

黃玉階倡組「本島人宗教會」，亦可視為齋門三派合作之濫觴，據〈本島

人宗教會規則〉與〈臺灣本島人宗教約束章程〉載，會員之設定為持齋

入教者、僧人、道士等，但主導仍繫於齋教，57 可惜最後因籌設的瓶頸，

原設定齋教三派主體，再吸收僧侶、道士之策略不切實際，又因大島酒

滿次長官政策轉向，希望由佛教作主導，藉此吸收齋教，其任內日本曹

洞宗在臺創建觀音禪堂之際，黃玉階就曾尋求與之合作，乃造就明治 44

年（1911）黃氏於曹洞宗大本山別院，組織以本島人為主體的「觀音講

會」。因此，即使是臺灣人的宗教團體，其背後仍然有著殖民政府策動，

而在此情況下，臺灣齋教亦逐漸加入皇國佛教各宗派，與之形成「本、

末山體制」。察「齋心社」最初的 7 座齋堂在此氛圍，亦加入曹洞宗以為

信徒。58 

有鑒於此，大正 9 年（1920）全島齋友聯合成立「臺灣佛教龍華會」，

有明確捨棄中國舊規，學習日本佛教清規之革新意向，並在昭和 3 年

 
57 〈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臺灣本島人宗教約束章程〉，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

等主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22）》，

頁 230-247。 

58 闞正宗，《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

（1985-1945）》，臺北：博揚文化，2011 年，頁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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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創建嘉義「天龍堂」為齋教三派共同本山。59 其目的即是欲發

展臺灣齋教之主體性，朝向建立自己的本山制度，不再加盟皇國佛教各

宗。 

根據增田福太郎紀載，「臺灣佛教龍華會」成立大會，全島計有 120

名齋教代表參與，並且預備於臺北、新竹、臺中、臺南 4 州，設立 28 個

支部，最終則設 22 支部。60〈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旨趣書〉言明： 

竊謂從本來島人得信佛教，根底既雜，何以溯觀念於統一，必秩

序團結圖振萎靡，否則不足謂全島三百萬同胞提激也耶！是以齋

教雖一，無如立派不同，則有龍華、先天、金幢者是也。吾人欲

圖宗教之振興，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

城，同立自能舉鼎。61 

由此可知，臺灣龍華佛教會強調，龍華、先天、金幢立派不同，但同屬

齋教，若欲圖宗教振興，必溯其源，並且相互聯絡，以俾利發展。 

察楊明機的「儒宗神教」，某種程度亦與龍華會有異曲同工的想法，

《儒門科範》〈例言十二則〉所云： 

儒尊孔聖，與道釋而並列，雖分門而治，其三教同源，故神教融

通，萬聖集會，何分於彼此哉。凡為各門弟子，互相提携，宗教

 
59 王見川，〈日治時期的「齋堂」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收錄氏著《臺

灣的齋堂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頁 145-146。 

60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寺廟を巡歷して——嘉義郡〉，《南瀛佛教》，第 1 卷第

8 號，1933 年，頁 9-10、14。 

61 臺南德化堂藏，轉引王見川，〈日治時期的「齋堂」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

華會〉，收錄氏著《臺灣的齋堂與鸞堂》，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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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勿執人我而詆誹也。62 

楊明機雖言儒、道、釋三教並列，無貴尊之別，但他所要強調的是各教

分門而治，互相提携、連絡，想必有著三教共存的企圖，以此做為宗教

團結之宣示。猶如前述，《儒門科範》呈現諸多論述，與當時宗教社會議

題連結甚深，反映楊明機在當時，對臺灣整體的宗教情況具有深刻觀察

和體悟，況且其指摘齋門諸多之陋，故多關注齋教之發展態勢，亦不足

為奇。 

值得留意的是，大正 11 年（1922）1 月 25 日，臺灣龍華佛教會正

式獲得總督府批准認可。此意味臺人宗教團體是可以取得統治當局的承

認，但楊明機是否受此激勵，欲依循推動儒宗神教合法化，無法斷定，

但從社會脈絡來說，不無可能。至少可以確定，大正年間乃至昭和初年，

推動儒宗神教組織合法，時機尚未成熟，關鍵因素在於鸞堂之間均屬獨

立，若未有數個鸞堂一同推動，必難以有其效果。因此，昭和 11 年始造

《儒門科範》，便可知楊明機認為時機成熟，能有效推動儒宗神教，其關

鍵所在，依《儒門科範》〈南天文衡聖帝關跋〉云： 

今得贊修正理，楊子明機，數堂造書，編修經卷，守道傳真，為

神人之重奇。更得智成楊子懷仁，贊修楊子覺元，不忘前賜，惓

惓於懷。協同克明張子雲程、林子修平、林子哲慧等，鼓勵熱誠，

共請科儀之造，茲合天時人事，湊會良機，而旨命准矣。63 

依此所敘，楊明機幾歷周轉數堂造書，已見成果，這些鸞堂可成為儒宗

 
62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6。 

63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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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的組成基礎，並且南投竹山克明堂（宮）亦有張雲程、林修平、林

哲慧加入，可拓展臺灣中部推廣，具足天時、人和，方能讓儒宗神教的

籌設有更深遠之發展。 

是故，儒宗神教的推動，實與齋堂結盟有密切關係，這從諸多的概

念近似，即可見一斑。然而，楊明機不與齋堂為伍，除了他嗤鼻齋門陋

習外，更重要的是，其宗教歷程甚為尊儒崇孔，冀望藉此形塑一個以儒

為宗，道釋輔之，達到神道設教的團體。而這樣的舉措，其實不僅是從

齋堂結盟的過程攝取經驗，更有將齋堂視為一個重要競爭對象，雖不至

於用充滿敵意形容，但具備明確的競爭意識。 

（二）楊福來的經懺事業對《儒門科範》編輯影響 

前已述及，《儒門科範》之造，乃具足天時、人事，方予准造。但從

其敘，參與鸞堂及其人員恐怕不足與齋堂結盟相媲，但為何楊明機仍然

認為時機成熟，其中重要關鍵則是與楊福來的接觸。 

楊福來（1874-1948），號修爵，日治初期乃在新竹的六家、九芎林

等地擔任書房教師，且在明治 34 年（1901）期間，就因為其正鸞的身

分，日警嚴密監視，64 楊氏持續鸞務的同時，亦投拜金幢派陳榮昌為開

 
64 《降筆會ニ關スル書類綴（元臺北縣）》，收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

號：00009141001，掃描號：000091410010078-000091410010093、檢索資料

庫：「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館藏史料查詢系 統」，檢索網址：

http://ds3.th.g•v.tw/DS3/Query1.php?KW=%E9%99%8D%E7%AD%86%E6

%9C%83&submit=Search&APP%5B%5D=th000&APP%5B%5D=th001&APP

%5B%5D=th003&APP%5B%5D=th004&APP%5B%5D=th005&APP%5B%5

D=th006&APP%5B%5D=th007&APP%5B%5D=th002&APP%5B%5D=th049

&APP%5B%5D=th202&PG=&ID=&AC=1&TY1=33&RecKW=1，檢索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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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師並學習其派懸華寶懺，遂後又得新竹東勢存齋堂黃青海主持傳授諜

文道場科儀。65 西來庵事件後，因苗栗獅頭山代勸堂受到波及，對新竹、

苗栗一帶的鸞堂造成影響，66 許多正鸞因此而隱匿，楊福來是少數持續

留心扶鸞的正鸞之一，他在大正 2 年開始，就陸續帶著新竹飛鳳山代勸

堂的鸞生，往中南部的鸞堂協助訓鸞，例如彰化永靖、高屏六堆等。 

楊福來之所以來往於北中南客家地域鸞堂，主要是因其為書房教

員，且自明治 32 年至明治 35 年（1899-1902）期間，著有《慈心醒世新

篇》、《渡世回生》、《覺世金篇》、《渡世歸真》、《善誘金篇》，67 故而聲名

大噪，被諸多鸞堂聘請協助鸞務。此外，其雖是書房教員出身，但生

活不算寬裕，明治 41 年（1908）後，代勸堂因為內部設立嘗會，牽

涉廟產管理，帳目問題不斷引起紛爭，引起日警盤查訊問，乃選擇暫離

是非。68 楊福來生計之艱難，可從南下協助鸞務作觀察，美濃廣善堂著

造《擇善金篇》時，楊福來受邀指導鸞務，但期間因故要回新竹，三恩

主特意指示「宜恭敬厚待奉酬」，69 足見其生活困頓諸人均知。然而，鸞

堂禮聘楊福來蒞臨襄贊著書，雖厚以奉酬，但此非楊氏主要的經濟來源。

大正 9 年（1920）至昭和 11 年（1936），便頻繁來往高屏的六堆地區，

 
65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10-111。 

66 王見川，〈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臺北文獻

直字》第 120 期，1997 年 6 月，頁 79。 

67 王見川，〈新竹飛鳳山代勸堂、楊福來與臺灣客家地區鸞堂（1899-193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第 6 期，2017 年 3 月，頁 229。 

68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76-109。 

69 瀰濃庄廣善堂著，《擇善金篇（卷二訓部）》，高雄：瀰濃庄廣善堂，1921 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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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彰化員林、北斗、南投埔里等地鸞堂。70 其穿梭之間，除了是襄贊

鸞務，重要的是此些鸞堂背後有龐大的經懺需求，從鄭寶珍的研究，援

引楊福來所撰之《表文稿》71，可知其經懺活動類型甚多，以鸞堂新書告

竣、中元普度為主，亦有為民眾消災、祈福等。72 而楊福來不僅是主持

懺儀，更有教授經懺，大正 13 年（1924），彰化二水修信堂，便聘請楊

氏到堂指導經懺，以及啟訓道場科儀，據〈請師教經懺聯名志願書〉所

記，共計 18 員聯名，請楊福來教授梁皇水懺、啟設道場之一切科儀。73

這些受到楊福來及其學生訓鸞、經懺之指導的鸞堂共計 44 座。74 

從時間來看，楊明機任正鸞乙職時，楊福來早已是客家族群聲名頗

巨的正鸞。兩人曾於昭和 8 年（1933）有所接觸，是年前後楊福來成立

「同善社」，時任贊修堂（宮）堂主，楊明機之父楊元章特別撰〈趣味書〉

贈與，以增堂彩。況且，當時楊明機與楊福來均常來往彰化永靖、埔心

一帶，更有周妙化作為關鍵角色。周妙化為楊明機的結拜兄弟，於昭和

11 年（1936）也與楊福來同處於永靖覺化堂，周氏也常和楊明機一同往

 
70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131-133、136-138。 

71 楊福來的〈表文稿〉計有 8 冊，為其主懺、從事法事活動，疏、表稿件之蒐

錄，可以此觀察其經懺活動歷程與狀況。 

72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66-71。 

73 據〈請師教經懺聯名志願書〉所錄學經人員有：堂、施主陳福（保正），保舉

師陳思齊（漢文先生），證明師陳勇（役場助役），以及鸞下生陳□雁、陳□

□、陳武魁、陳□安、陳安德、陳□遠、鄭春、鄭樹木、鄭強、鄭□寶、鄭

錦參、鄒慶雲、謝行、蕭紹芎、曾玉池等。見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

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69-70。 

74 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1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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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活動。75 

因此，楊明機與楊福來必然有所認識和接觸，或許兩人有著福佬與

客家的語言隔閡，但不至於全然無悉彼此之事蹟。當然，楊明機應該對

楊福來在北中南客家地域協助鸞務，以及指導經懺等事有所掌握，故言：

「凡我儒門鸞友，無從一定法規，故不得不依賴道釋之門矣」，76 即指楊

福來從金幢科儀，又道：「儒宗神教之立，非欲使人營利」。77 表面上，

楊明機可能意指當時鸞堂普遍的現象，同時告誡儒門士子、鸞堂信眾，

從事儒宗神教之懺儀，不能以營利為目的，但實際是因為楊福來參與鸞

堂，甚或一般在外，主懺法事均受人聘請，有營利之虞。 

由此，楊明機恐怕意識到楊福來透過經懺活動，短時間內得以有效

影響甚多鸞堂。並感受到楊福來在鸞堂界的影響並非侷限在鸞務方面，

尤以經懺的影響力甚鉅。故在醞釀「儒宗神教」的體系要用何種形式來

建立的同時，便有不以「勸善類鸞書」呈現之思考，而是採取新穎的方

式，以扶鸞編輯經懺儀本來達成目的。萌生速造經懺的念頭，渴望有科

範之定，讓鸞堂依法演教，藉此強化推廣「儒宗神教」之效益。其實，

此亦凸顯楊明機視楊福來為鸞務開拓、儒宗神教推廣的競爭者。 

 

滋養楊明機的鸞堂「儒教觀」，以及相關的理論脈絡之養分，無疑是

 
75 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頁 57；鄭寶珍，〈日

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頁 114。 

76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4。 

77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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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入鸞的智成堂環境中所吸收。然而，鸞堂則是在三教合一的思維

下，肯定佛道的立場，加以強化、襯托儒教的主體性。《儒門科範》的〈儒

宗神教法門序〉乃孔子降筆所文，特別敘明：「三教聖神，抱悲天憫人之

念。……其所造《儒門科範》，以助吾教前途」。78 反映鸞堂發展儒教化

的過程，若要視儒教為一獨立「教門」，便須如佛道有其經懺。 

不過，以往學界甚少留意楊明機扶鸞編輯《儒門科範》的真實動機，

以致論述思路駐足於「用以推廣儒宗神教」，而無法更細緻地梳理促使楊

明機如此舉措之脈絡。〈儒宗神教道統法門緣起序〉云：「我台島得受神

化僅五十餘秋，著造勸世之書不少，而法門之科範罕聞」。79 似乎訴求臺

灣自有鸞堂以來，從未著作科範，故亟需經懺以建立法門。然同時期中

國已有乩壇陸續編著科範，顯然在經懺的脈絡，臺灣與中國並無承襲之

狀況。是故，臺灣鸞堂的經懺系統，主要來自本土經懺傳統與慣習。觀

察《儒門科範》的扶鸞編造，其目的確實係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教門，而

以儒為宗，神道設教的觀念，是三教合一的思維，楊明機受到清日政權

改制後，文人社會高度崇儒敬孔之風氣，欲以「儒」作為宗教之主體，

除了是傳統漢人本身受儒家文化薰染之故，更有藉日本崇敬孔孟朱子之

考量，因日人領臺後不久，明治 32 年（1899）3 月 20 日，官紳即於臺

南聖廟舉行祭典，時議亦鼓勵「望各縣有能力者倡起，以籌辦焉」。80 自

此，日籍官員便公開參與任何祭聖活動，意味認同「儒」的正當性與合

 
78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37。 

79 贊修宮、智成堂著，《儒門科範》，收錄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

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17）》，頁 44。 

80 梯雲樓主稿，〈論議／全臺以時祭聖議〉，《臺灣日日新報》，本刊 5 版，1899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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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為凸顯儒宗神教的「儒家」標籤，《儒門科範》便以文廟丁祭禮節

為徵，又顧慮禮節繁複，則輯「三獻禮」為鸞堂方便所用。 

再則，楊明機的思慮非僅止於此，其亦有與齋堂競爭的意向，希望

透過儒宗神教之創，能與之互別苗頭，但著造《儒門科範》之前，楊明

機實質能號召的鸞堂數量，遠不及齋教內部的動員力，故其冀望科範之

出，能加速鸞堂之間聯絡，強化儒宗神教之體質。楊氏屬意科範之造，

有別過往著書傳統，乃是與楊福來接觸下，發現其藉由鸞務協助各堂之

便，指導各鸞堂經懺事務，如此舉措效益甚佳，認為科範能用於經懺活

動，各堂亦可藉此聯絡，短時間應可催化儒宗神教之發展。 

臺灣傳統的經懺活動，混雜喜劇無稽（如弄觀音、挑經、渡橋等）

內容，一直被日人視為陋習，臺人亦有反思欲以革新。受此影響，楊明

機在《儒門科範》明確揭示如斯意向。因此，《儒門科範》並不僅是凸顯

儒教的標籤化問題，也不只是儒教「宗教化」、「民間化」的課題。更重

要的是，反映鸞堂在日治時期朝向教派創建過程中，外在整體社會環境

對其產生影響，內部則思考回應社會，以及運用何種模式，對推動儒宗

神教有強化之益，諸多面向互涉，才有《儒門科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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