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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道教前中國古代信仰

道教之形成經過與其發展情形

道教與民間化的關係

結 論

一 、前 言

淺說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

張 豐 隆
中

二
、

匹9、

i、

道教是中國原始本土的宗教 ,對中國民間信仰影響可謂至深且鉅 。可是在

現行高中歷史課程中並沒有專門列出一章討論道教 。據民國 84年 lU月 教育

部修正發布 ,而於民國 85年 6月 出版最新的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規定 ,只

在其 「教材綱要」第 8章 「從中古到近世的變革」第 3節 「佛 、道與理學」講

一小部份道教以及在 《高級中學選修科目歷史課程》 「教材綱要」 「中國文化

史」部分第 7章 「宗教信仰」第 3節 「道教」提到一小節道教而已 。儘管道教

從明清時代即因日益走向世俗化 、民間化 ,而衰落 .但是道教的流衍 —— 具

有濃厚道教色彩的民間教派卻大流行於世 ,對於整個社會產生了非常大的影

響 。中國近兩千年的道教史可說是一部從民間走向正統 ,再從正統走向民間的

歷史 。
1高

中歷史課程以這樣的篇幅討論一個淵源流長 ,土生土長的中國一大

宗教 ,似乎是太少了些 。中國兩千多年來思想的主流是儒家思想 。然而儒家傳

統並不能全部涵蓋整個中國思想領域 。中國另外還有其他廣闊領域的宗教文

*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

1 馬西沙、韓東方著 ,《 中國民間宗教史》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言」 ,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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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宗教曾經形成絕大多數人精神生活重要的支撐點及其最後的歸宿 ,成為那

一個時代人意識的核心內容 。東漢佛教自印度傳入 ,道教也逐漸構成一體系 ,

滲透到社會 ,儒家學說此時明顯地受到佛教的衝攀與浸潤 ,尤其自兩宋以後更

甚 。可見宗教力量不僅只表現於人們對它如癡如狂的狂熱崇拜信仰 ,更表現在

它能夠部分改變一個民族的主體意識 。
2國

內外有些學者認為儒家不能稱之為

宗教 ,有一系列的西方學者從伏爾泰 (Voltaire)到理雅各 (Legge),與近代東

方學者日本的鈴木大拙以及中國的梁啟超和胡適都有這樣的看法 。梁啟超甚至

還以為中國有道教是可恥的事 。
3自五四運動以來 ,一些學者對於傳統文化作

全面總檢討 ,道教也被納入舊思想 、舊道德之範圍內而變成是一種腐敗的 、墮

落的象徵 。也有人在接受外來宗教的同時 ,用外來文化模式加以評量 ,認為道

教是一種落後的 、退步的原始宗教 。
4這

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 。事實上 ,整

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多稜面 、多層次 、在耀動的 、在發展的 。中國中世紀時 ,

社會階級層次較之前更為森嚴 ,學術界研究的對象大多仍然限於正統思想 ,可

是研究中國的文化 ,不僅要重視社會上層的菁英文化 ,也要注意社會下層的庶

民文化 ,因為兩者乃是互相影響 ,相輔相成的 。中國文化構成的主體是下層人

民 ,是底層社會 ,數千年來他們被壓在這個社會金字塔的底層下 ,終生貧困 .

同上註 ,「 序言」 ,頁 1。

梁啟超謂 :「 中國是否為有宗教的國家 ,大可研究。⋯...孔子#從現在現i著想 ,和宗教源

安全不相容。⋯⋯中國土產哀既沒有宗教 ,那麼 ,著中國宗教史 ,主要的部分 ,只 是外來的

佛教了。⋯⋯佛教的禪宗 ,勉強可以說是中國自創的一派 ,然很近哲學 ,到底應認為教派 ,

抑應認為學派 ,又是問題 。⋯⋯就中田原有的宗教時⋯⋯只有道教⋯⋯做中國史 ,把道放敘

述上去 ,可以說是大羞恥 ,他們所做的事 ,封於民族毫無利益 ,而且以左道患眾 ,援亂治

安 。」這個論理雖被為數可觀的學者所接受 ,但卻不符合社會事玄 。守際上儒家思想並不完

全理性或無神論的 ,而是吸收了不少超自然的成分 ,亦即宗教的成分 ,如接受 「天」、命定

論與占卜等超自然的觀念 ,它與宗教建立了穩定的連替 。

但儒家著重在道德方面 ,也使它與宗教分雜 ,始能造成儒家與宗教合作 。中國的宗教不是欠

缺中心組織而退於社會上從屬地位 (如佛教與道教),就是因處於儒家政府非宗教性的控制

和壓迫下而居於弱勢 (如祭天與祖先崇拜),沒有一個宗教能夠成功地與中國政府相抗衡 。

因而在中國政治結構中,儒家思想一直居於支配地位 。楊慶重著 ,段昌固譯 ,〈 儒家思想與

中國宗教之間的功能關係),收入段昌固、劉紉尼與張永堂譯 ,《 中國思想與制度論架》 ,

(台 北 :聯經出版公司 ,民國68年 ),頁 319-323。

4 字坐林 ,<仙道的世界 —— 道教與中國文化),《敬天與親人》 ,(台北 :聯經出版社 ,

民國71年 ,中 國文化新論 :宗教種俗篇),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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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說道教其中幽艮周信 1′P

但他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理想 。儘管它也許是粗造的 、低級的 、甚至是怪異

的 、荒誕的 ,而沒有正統神學的威嚴 、莊嚴的格調 ,散佈著上層文化的氣氛 ,

但下層文化也自建構成一個體系 ,質樸而純真 、直接而率性 。而且還是由它孕

育出正統神學與上層的高雅文化 。民間宗教是下層文化中的一環 ,它與上層統

治思想關係密切 ,層層相扣 。下層民眾及其文化 、信仰 、風尚孕育出最初形態

的民間宗教 。正統宗教乃是建築在民間宗教的基礎上 。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除

了要了解菁英文化以外 ,也要了解庶民文化 。世界上著名宗教在初起時無不都

是先在底層社會流傳著 ,屬民間信仰與文化 。然後隨著時間的演進逐漸走向正

統地位甚至領導地位 ,而後再與後起的民間宗教不停的互相演進 、轉化 。這種

現象 ,一方面反映著信仰主義新舊關係的變動 ,另一方面 ,也反映世俗世界對

宗教造成的影響 ,亦即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於信仰上有其不同之意向以及

其追求的目標 。道教從產生到發展 ,而成熟 ,至衰落的過程當中 ,最具有這種

典型的演進方式 。
5

中國民間宗教和道教有其同生共長的連體關係 。道教是中國第一個由本土

自己產生的民間宗教 。中國道教史的發展過程情形 ,就如同世界上其他大宗

教 ,佛教 、基督教般是由原始道教 ,漸發展成初具型態的民間道教 ,再演變成

正統道教 。職是之故 ,要 了解民間宗教史 ,就要先了解民間宗教的最早形態

民間道教的歷史 。本文試圖從民間道教的發展及其演變過程中 ,能夠多

了解一點道教及其與中國民間信仰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

二 、道教前中國古代信仰

f-9上古的原始宗教與信仰

上古的原始信仰僅是上古原始宗教的一部份 。廣義而言 ,上古的原始宗教

應包括當代土著人的原始信仰與有系統的上古宗教產生之前的一切信仰形式 。

研究它的依據 ,除了考古文物與歷史資料以外 ,就是當地土著生活中種種活生

生的信仰 ,圖騰崇拜 、自然崇拜 、祖先崇拜 、生殖崇拜 、靈魂不滅與泛靈論都

5 有爾正統宗教建立在民間宗教的基礎上之論述 。請參見同註 1,「 序言」 ,頁 2-3。 至於民

間宗教的演進及其如何符化成正統地位情形之論述 ,亦請參見同註 l,「 序言」 ,頁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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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其範疇內 。
‘

中國上古的原始信仰 ,開始於人類知道有靈魂概念的時候 。這個世界除了

有人類之外 ,還有鬼神的存在 。鬼神是人死後變的或人在其未成為人之前就已

經存在的 。從考古學看 ,距今約五 、六十萬年前的北京人顯然還不知有靈魂概

念 。當時人死後是隨便亂丟棄的 。一直到距今約二萬年前的山頂洞人才知有靈

魂概念 。山頂洞人的住處 —— 穴分上下兩層 ,上層稱為上室 ,下層稱為下

室 。山頂洞人已懂得用粗造的石器作為工具 。他們人住在上室 ,人死後的骨骸

則集中置於下室 ,將紅色鐵礦粉末灑於人屍體的周圍 (另一說法說身體上也

灑 )。 不知其紅色粉末的作用是為防遺體腐化 ,或是作為復活咒術 。但由此可

知山頂洞人已知凡人都會死亡 ,且加以對應 ,宗教觀念因而產生 ,已強烈地意

識到生的問題 ,7也已有了初步的靈魂概念 。

史前時期的二里頭文化 ,其墓葬情形 ,時間愈往後則規模愈大 。接著二里

頭時代出現的的是商代文化的中期 ,即二里岡期時代 。此時墓葬中已有殉葬情

形出現 ,尤其是它的後半期 ,各地均曾出現殉葬者的墓地 。
β陝西西安半坡村

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墓地 ,可能是公共墓地 。地區內有一種叫 「甕棺」 ,一般解

釋為裏面裝的是小孩子的骨骸 。「墳墓」的解釋 ,古時候稱藏於地下的寶藏為

「墓」 ,謂凡葬而不封不樹之為 「墓」 。地上的稱為 「墳」 ,謂土之高者為

「墳」 。一般而言 ,在地上的東西較容易被人破壞 。

原始時代的宗教 ,與其說是一種信仰 ,例 不如說是一種帶有祭祀性的種儀 ,這種祭祀性柱儀

是用語言或一種奇異的動作表達出來 ,而 用心靈去感受神的存在則是路龍教與佛教淨土宗的

信徒們所為 。廣義上而言 ,原 始宗教包含一切史前信仰及所有時代 (包括現當代 )處於裝昧

狀態的人類信仰。張廣智主編 ,貴洋、趙立行副主編 ,《世界文化史》【古代卷】,(計分
古代卷、近代卷、現當代卷三冊),(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頁 24。

中國曾於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窟 ,發現三具人骨 ,整齊排列 。伊藤道治 、谷川道雄 、竺沙雅

幸 、岩見宏 、谷口規矩雄著 ,吳密察 、耿立群 、劉靜貞譯 ,《 中國通史》 ,(台北縣 :稻鄉

出版社 ,民國83年 ),頁 13。

例如 :在都州市白家莊挖出的第三號基 ,基坑中用木板做槨室 ,在周日填打安的土台 ——
於中國稱這種土台為 「二層台」

—
— 西邊埋一殉葬者 。另外 ,二層台的西南角有青銅器三

件等陪葬品 。二層台的西南部有一大人與一小孩陪葬 。二層台的北邊亦被發現有一人陪葬 ,

合計有三人陪葬 。其人數雖頂多只有三人左右 ,然而殉死者 ,是 隨基主的死亡而被迫死亡

的 。這些人或許是主人的奴隸 ,由 此可知 ,商代文化中期已有奴隸所有者與奴隸的階級分
化 。同上註 ,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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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商代 的信仰

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及新石器時代半坡村文化的信仰比較瑣碎 ,最具體是商

代人的信仰 。商代的信仰分為 :天神 、地折 、人鬼三部分 。天神與地祈即自然

崇拜 ,而人鬼即靈魂崇拜的一種 。古今中外很多民族的信仰都有自然崇拜與靈

魂崇拜 ,後者亦即神鬼崇拜 ,前者指的是將樹 、雷 、電 、風 、雨等供奉為神 。

天神即天也就是帚 。天神是眾神之王 ,天地之間最高的主宰 ,駕乎日 、月 、

星 、雷之上 。中國儒家思想接受諸如 「天」 、命定論 、占 卜等超自然的觀念與

陰陽五行的理論 ,其本身即構成一個邏輯系統 。這個系統的起點是將 「天」當

作一人格化之統御宇宙的最高力量 —— 由此產生中國人信仰 「天」是人類命

運的預定者以及命定論或宿命論的觀念 。
’
在甲骨文內卻沒有雷公電母 ,只有

日月神 d地祈指的是岳 、河 、社 。甲骨文已有社 。有關祭祀方面的記載甲骨文

內特別多 ,可見上古時候祭祀之受到重視 。
1U人

鬼指的是對自己祖先的崇

拜 。商人祈求祖先死亡後 ,其靈魂可以快樂的活動 。商人在死者屍體周圍灑紅

色的小石子 ,其 目的在使死者擁有超強的能力 ,作為其復活咒術之用 。可見商

人之多神崇拜 ,乃是很自然的現象 。不僅其次數頻繁 ,而且也比較其之前的時

代要莊嚴隆重的多 。

甲骨文主要是記錄王室的檔案 ,其內容人不分男女 ,其時間不分遠近 。後

代才有遠近之分 ,商人習慣上是不分的 。商人每次祭祀祈求上帝 (即天神 )降

雨 、保佑他們生活平安 。他們以占 卜決疑 ,既能決疑 ,則必有神靈以為主宰 。

郭沫若以為決定占 卜之吉凶的 ,不是龜甲善骨 ,而是 「天」 。
ll卜

時決定疑

惑的主要力量來自神靈 ,且行事所得的結果是凶或吉 ,也多歸屬於因為觸怒神

意或順從神意的緣故所造成的 。商人為何相信眾神的原因乃是由於古代人不知

自然界的內容 ,又必須與之奮鬥 ,遂對任何事 ,皆以自己的欲望推測 ,以為任

同註 3,頁 325-326。

甲骨文所紀錄的內容 ,包 含對祖先神以及山 、川 、風 、雨等自然神祭祀的可否 ,我爭的可

否 ,收成的多象 、風雨的有無 ,狩獵和旅行等有無災害 ,每夜或旬 (1U日 問)的禍福 ,疾

病 ,妊娠等各方面 ,可是以有關祭祀的最多。同註 7,頁 46.
郭沫若曰 :「 殷人之所要占卜,是嫌自己的力量微薄 ,不 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 ,要仰求

比自己更偉大的一種力量來作顧問 。⋯⋯這顧問是誰呢 ?據 《周書》的 《大誥》上看來 ,我

們知道是天。」(郭鼎堂 ,《先秦天道觀念之進展》 ,頁 9)間接引自:周 谷城 ,《 中國通
史.上冊》,(計上下兩冊),(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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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物都有與自己相仿的欲望 ,這個欲望即是神靈 。人與自然界來往 ,就如同

人與神交涉 。由於古代人與自然界的戰爭 ,與各部族問彼此戰爭之急切需要 ,

因此常逼得他們在自然之上 ,製造出 「超自然」之神 。
12

商人為何要崇拜自然 ?大概有二種原因。其一 ,相信自然界對人類有益。

《國語 .魯語》日 :「天之三辰 ,民所瞻仰也 ;⋯ :..地之五行 .所以生殖也 ;⋯

⋯九州名山川澤 ,所以出財用也 。非是不在祀典 。」這種理論完全是處於功利

主義觀 。
13其二 ,自然界白然對人類有益 ,重視即可 ,又何必加以崇拜並祭

祀 ,此因古人將自然界看成非常神秘 。國家壽命的存亡 ,都繫於自然界的變

化 。《國語 .周語》日 :「 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 ,伯陽父日 :『 周將亡

矣 ,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 ,若失其序 ,民亂之也 (書解 :言民者 ,不敢斥王

也 )。 ⋯⋯夫國必依山川 ,山崩山竭 ,亡之征也。』」古人認為自然界有一神

秘勢力 ,或稱天地之 「氣」,這氣被統治者所擾亂 ,就會出現山崩川竭 ,表示

國家將亡。自然界之所以受到崇拜乃因古人以其 「有用」。但古人不知自然界

的 「有用」即在自然事物的本身 ,而定要在其本身之外找出 (實際上是製造

出 )一神秘勢力作為崇拜之對象 。
14至

於崇拜自然的事實 ,祭祀的方式 、種

類 、對象等 ,非常複雜 。《尚書 .堯典》日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望于

山川 ,偏于群神 。」山川之外 ,天地四時寒暑與其他等等都有祭祀 。《禮記 .

祭法》 :「 燔柴于泰抎 ,祭天也 :瘞埋于泰折 ,祭地也 ;用騂偵 ,埋少牢于泰

昭 ,計時也 ;相近于坎抎 ,祭寒暑也 ;⋯ .,.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

之 ,亡其地則不祭 。」 15

至於商人為何要崇拜祖先的原因有二種說法 。其一 ,商人認為祖先的鬼魂

會作祟。人成為鬼魂後 ,都會飛。商人還以為祖先會飛上天。上帚是他們最早

的祖先 。對祖先的崇拜 ,態度必須虔誠 ,否則 ,祖先如果不高興就會害他們。

商人的宗教觀念仍是非常原始的。斯賓賽 (Spencer)以 為 :「 凡超乎尋常的東

西 ,初民都認為是 『超自然的」或 『神聖的」 ,都認為是本族中的一個非常人

物 。這非常的人物 ,也許只是一個被認為該族之創業的遠袓 ;也許只是一個有

12

13

14

15

同註 ll

同註 ll

同註 ll

同註 ll

,頁 %。
,頁 95-96。

,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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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氣有勇敢的頭 目 :也許只是一個⋯⋯」總之 ,他可以是從事任何行業的人

物 。由於其生時具有威望 ,死後更以為其威望會更大 ,為使其靈魂
.lR快 人們便

要崇拜他 ,久而久之 ,遂形成有一定的崇拜儀式 。無論死者為同族人或異族人

都崇拜 ,稱為廣義之 「祖先崇拜 」 。祖先崇拜是一切宗教的來源 。
1‘ 至於新

石器時代的眾神信仰則很難知道 。其二 、古人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神 ,自 然人死

後也有神靈 ,因而會產生對祖先的崇拜 。對祖先的崇拜其 目的最初大概是為減

少 自己生活上的困難 ,或許是希望祖先能保佑他們生活平安 。後逐漸演變成為

報功的手段 ,祖先生前對其同族人有功勞或有其他特殊之處 ,死後則被其族人

所崇拜 。在 《國語 .魯語》日 :「 夫聖王之制祀也 ,法施于民則祀之 ,以死勸

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御大災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 。非是族也 ,

不在祀典 。」這些話是報功之意 。一族之內有非常優秀的分子 ,當其生時對征

服自然 ,於對付異族 ,在維持族內部秩序的和諧等各方面 ,都會有很大影響 。

當其死亡後 ,族人就會感到不安而對其祖先產生崇拜 。開始崇拜時 ,自 己不一

定知道是在報祖先之功 。可是所崇拜者 ,都是對自己族人有功勞者 ,因此在後

代人視之 ,就像含有非常濃厚的報功意思 。這種崇拜的對象起初只崇拜對本族

有功的人 ,後逐漸演變成不論其是否為同族的人 。
17另

外 ,對於商人為何要

崇拜祖先還有一種說法則謂 :商人認為祖先乃是所謂的 「報馬仔」。祖先會把

他們在陽世的所作所為向上天報告 。上天就會根據祖先的報告或賜福或降災於

人們 。商人為怕祖先會說他們壞話希望祖先多多向上天說些好話 ,就要先巴結

祖先 ,因而得祭拜祖先 。中國一般民俗在農曆 12月 23日 送灶神 ,據說即因

眾神於此日欲回天庭向上天報告此戶人家一年來的所作所為 。人們為巴結袓

先 ,希望祖先能為他們多說些好話 ,因而多拜甜點 ,以封其口。

上古原始的信仰 ,最先是為祈福免禍 。可是 ,神靈神秘難識 ,並非每一個

人都能與之溝通 ,於是出現一種叫 「巫祝」為職業的人 ,他的職務是專門負責

官方或民間宗教祭祀活動 ,專管人與神之間的往來活動 ,能探知神意 ,用各種

16 斯賓審之言 ,出 自ProKε V〃“ ●rsUε
。
U㏑V,第 1卷 ,頁 422。 此處間接引自同註 ll,

頁94。 又關於祖先崇拜是一切宗教的來源之論述 ,亦見同註 11,頁 93-95。

17 崔述說 :「 嚳之禘 ,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 。且度郊堯而商禘舜 ,皆 非其祖祈自出

也 。若必依其祖祈自出之帝而後禘之 ,則 不幸而所自出之帝無功而反有過 ;若 宋之祖禘乙 ,

邦之祖歷工者 ,則將禘之乎 ?將不禘之乎 ?」 (《崔東壁遠書 .工政三大典考 .禘紇》),
間接引自同註 ll,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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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請鬼神為人祈福消災 。簡言之 ,古代的 「巫」即是 :(1)透過各種方法 ,以

達到其所要祈求的目的 。(2)先民以為疾病是惡鬼附體所致 ,需用符咒驅鬼的法

術加以解除之 。「巫」是指會用巫術為人治病的人 。古代的巫即是醫 。
18

商人的信仰 ,最崇高的神變成是 「天」。到了周朝則再變成 「天命靡常」 ,

神靈的意味減弱 ,而人文的觀念則加重 。人事的成敗得失非全取決於神明的喜

怒好惡 ,而主要在於人的作為是否合於天道常理 ,強調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

三 、道教之形成經過與其發展情形

ω形成期 —— 東漢至南北朝

於中國道教史上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為最初發展的重要階段 ,即從民間興起

的原始道教 ,逐漸演變發展至成熟的官方正統的宗教時期 。

(l)道教名稱及 「黃老道 」名稱 的來源

道教信徒由于盲目崇拜信仰與宗教情感 ,將道教說是在宇宙形成之前即由

老子或元始天尊創立的一非常神聖之宗教 。這當然是誇大不寅之語 ,不足以採

信 ,可當作宗教神話 ,而與學術研究無關 。
1’

道教由於其創教活動分散而緩

慢 ,早期教派並非由同一途經 、同一時間與同一地方形成 ,並且在很長的一段

時間內 ,亦沒有統一 、穩定的教團組織 ,因此中國道教史的上限期實在很不容

易界定 。即以早期的符籙派和丹鼎派而言 。符籙派重祈穰 、禁咒 ,起源於古代

民間巫術 ,可是巫術不等於道教 ,只有當巫術服務於長生成仙的宗旨 ,依附於

道教理論 ,建構起自己的宗教團體系 ,它才轉化為道教 。這個轉化過程至東漢

殷商卜文 ,「 巫」像兩手捧玉之形 ,為事神之狀 。《說文>謂巫是 「女能字無形 ,以舞降

神者也」‘《國語 .楚語》謂 「在男曰現 ,在女曰巫」,巫現亦合稱烏巫。祝 ,《說文》謂

「主贊事者」 ,即 負女宗教奈祀柱俄者 ,如迎神 、祝持等事項。卜,《說文》謂 「灼÷l(危

也 ,象炙免之形 ,一 日象免兆之縱橫也」 ,卜 者卒替人洪疑難、新古凶。巫、祝、卜是古代

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職紫 ,詩凡降神 、解麥｛預言、祈雨、發病 、占星 ,都需要他們提供服

務 。《論語 .子路》訝 「南人有言 :人而無恆 ,不可以作巫特」 ,《 呂氏春秋 .勿躬》謂

「巫彭作毌」,可知古時巫與醫不可分。以上引自:任繼忿 ,《 中國迪教史 .上冊》 ,(計

上下兩冊),(台北 :桂冠日古公司,1991年 ),頁 l1。 又關于古代的宗教與民間巫術之

討論可參見該苦之頁lU-12。

同上註 ,頁 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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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才初步完成 。丹鼎派講神仙方術與養生氣功之學 ,可追溯到戰國時代的方

術 ,但方術不等於道教 ,而方士也不等於道士。形成于東漢末的 《太平經》與

《周易參同契》早期道教理論 ,卻沒有相應的教會組織 ,只有少數的師徒相

授 。魏晉的內丹經 《太平經》與外丹經 《抱朴子 .內篇》 ,雖然對當時社會影

響較大 ,其社會組織力量仍然弱小 ,丹鼎派這種理論與組織不均衡狀態持續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
2U

「黃老道」名詞最早出現於東漢末年。神話老子 ,改造道家 ,為早期道教

主要活動之一 。因而 《老子》、《莊子》即成為道教產生的另一來源。由此可

知 ,道教的形成乃由於多管道的、多源頭的而逐漸合併 ,彼此互相關聯 ,但卻

又各自獨立 。創教時間也不一 ,連教名與教徒名稱也未一致。道教當然崇拜

「道」。然這個 「道」卻指有二個源頭 :其一 ,是古代的神道 。其二 ,是 《老

子》的道論 。把 「道」和 「教」合稱則為較晚期的事。東漢末年的 「黃老道」

乃泛指一切崇拜黃老的教派的通稱 ,非指某一特定的教派。張角之教稱為太平

道 ,張陵之教稱為五斗米道或鬼道 。魏晉後稱五斗米道為天師道 。
刉

「道教」一詞最先見於 《老子想爾注》 ,南北朝以後這個名稱日漸流行 ,

而人們習慣把道教和道家混稱 「道家」。道教學者也樂于如此含混下去 ,藉道

家學說以壯其聲勢 。只有反對者才加以區別。
η其實老子是否有其人 ,都成

問題 。司馬遷的 《史記》把他寫得很模糊 。如果是姓李 ,則應稱李子 ,又不

是 。連姓名都不知 。莊子是一個思想家。其人可以入水不溼 ,強調人應重視心

靈問題 ,人心靈應開放並恢復到自然的心靈狀態。莊子的思想被道家所附會。

(2)道教的淵源

民初以來 ,對於道教的批評一直是非常糟糕的、負面的。尤其自五四運動

2U 同上註 ,頁 8。

21 《太平經》中泛稱 「大道」、「神道」;特稱 「天師道」、「天道教」、「太平道」(見工

明《太平經合校》第82頁 、“8頁 、697頁 )。 (間接引自同註 18,頁 9)又 《用易麥
同契》也只有 「道」、「要道」的稱呼。此段自「黃老道」至此處大都參閱同註 18,頁 9-

9。

22 同上註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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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非宗教運動 」
節

以來知識分子更視其為落伍 、腐敗的象徵 。前面已說

過 ,梁啟超甚至認為 :中國之有道教是一件羞恥的事情 。道教給人的印象是非

常迷信的 、盡是談神論鬼 、講長生不老之事 ,一直迄今 ,仍然如此 。其實中國

道教是一個成長時間緩慢 、融合過程廣泛而非常複雜的綜合體 。

道教的主要淵源有 5項 :舛

I.源于古代的宗教與民間巫術 。

也就是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 。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都有自然崇拜和鬼神

崇拜 。《禮記 .祭法》謂 「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雲 ,為風雨 ,見怪物 ,皆 日

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 。」中國以農立國 ,故有社稷之神 。其他如日 、月 ‵星

辰 、山 、河 、風 、雷 、戶 、灶等諸神 ,皆起源于古代且綿延不絕 ,而構成中國

普遍的民間信仰 。

2.源于戰國至秦漢之神仙傳說與方士方術 。

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 。其特徵有 2點 :☉形如常人 ,長生不老 。@
逍遙自在 ,神通廣大 。很多宗教追求死後的安樂 ,如佛教講往生後的極樂世

界 ,基督教講死後的永生等 。道教重視的則是今生現實生活的快樂及其生命無

限的延伸 。這是道教與其他的宗教最明顯的不同處 。
巧

θ.先秦老莊哲學與秦漢道家學說 。

老莊和秦漢道家為學術派別 ,不是宗教 。老莊不提煉丹 、符籙 ,反對鬼神

迷信與巫術 ,亦不求長生不老 。老子主張 「無身」 (<13章 >),認 為人的

身體乃禍害之根源 。莊子認為 「生也有涯」 (<養生主>)及 「以生為附贅縣

當改革者在 1916年 及其以後發起的打破偶像活動的時候 ,他們並未集中全力攻擊宗教 。但

是在反對企田將孔教定為固教的鬥爭中,他們普遍表現出反對宗教的態度 。總之 ,他們主張

的是 「宗教自由」,並未全面否定一切宗教 。當時的知識分子以實用性來批判宗教 。例如 :

陳獨秀就以 「宗教之價值 ,自 當以其利益社會之力量鳥正比例」 ,而 敬仰耶穌的人格 。

192U年後 ,隧著不可知論 、理性主義 、破除偶像運動發展 ,中 國非宗教運動不斷壯大 。道

一時期之非宗教運動對促進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它促使了中國佛教的改

革運動 ,也促使基督教會的 「教會革薪運動」 ,這些教會人士指出他們與帝國主義 、資本

主義無關。同時也使得年輕人越來越不相信神 。這場論爭也使得以前對此英不關心的人開始

關注意宗教的問題 。(美 )周 策縱著 ,陳永明等譯 ,《 五四運動史》 ,(湖 南 :岳麓書社出

版 ,1999年 ),頁 45U-458。

此處關于道教的淵源請參閱同註 18,頁 lU-18。

參閱同註 18,頁 1U-12。

眥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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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 ,以死為決症潰症 。」 (<大宗師>)強調精神的解脫與自由與道教長生的

理論不合。道教依附道家理論 ,是利用道家學說歪曲解釋道教以壯聲勢。另一

方面 ,道家思想確實有一些與道教相通之處 ,例如道家的 「道」本是超乎形象

的宇宙最高原則 ,本具神秘化傾向 ,道教將其誇大變成具有無限威力的全知全

能至上神的代名詞 。西漢道家與黃老學 ,是一種社會政治與思想 ,如從 《黃老

帛書》、《論衡》等書可知 。但已把神道與道家糅合 ,如漢初司馬季主以 《

易》、《老》 ,融通 卜術 ,為宋忠、賈誼預決吉凶。至東漢末 ,道家轉化為神

學傾向加深 ,其一 、黃老之學演變為黃老崇拜 、如桓帚於宮中 「立黃老浮圖之

祠」 (《後漢書 .襄楷傳》)張角 「奉事黃老道」 (《後漢書 .皇甫嵩傳》)。

其二 、道家與衶道融合的理論著作產生 ,如 《太平經》、《周易參同契》 、

《老子想爾注》3書出現 。這些著作出現表明道教之誕生。這種情形 ,以後仍

持續進行 。宋代編的 《道藏》幾乎網羅歷代所有道家著作。如果說儒家經學是

在漢代變成神學經學 ,則道家也在漢末出現神學經學 ,此即道教神學。如從此

處看 ,道教是道家發展中出現的一旁支。

6.儒學與陰陽五行思想。

早期道教除張角、李弘等利用民間組織發動農民起義之外 ,所有上層道教

從不與儒學對立 ,不但輔佐儒學 ,而且還吸取儒家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 。如

《太平經》重忠君 、孝親 、敬長。《老子想爾註》肯定忠孝仁義。葛弘認為求

仙需以忠孝與順仁信為本。寇謙之創新天師道以禮度為先。以後道教大都採取

忠於封建宗法制度之態度 ,而且其道德信條當中有大部分與儒家道德觀念一

致 。秦漢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 ,被道家、儒家與方士所吸收。如 《呂氏春秋》

有十二紀 ,《禮記》有 <月 令 >。 董仲舒大談陰陽五行災異之說 。早期道教理

論充滿陰陽五行之說 。如 《太平經》說 「天地之性 ,半陰半陽」 ,用陰陽說解
‵
釋自然。《黃庭經》用五臟配合五行 ,以陰陽之氣強身健體 。陰陽五行是內外

丹學之理論依據 。

5.古 代醫學與體育衛生知識 。

道教請求長生之術以體魄健康為要 ,故重養生之道 ,注意吸收古代的醫學

及養生學的思想。而這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豐富的積累。《莊子 .刻意》記

有 「導引之士 ,養形之人」謂其 「吹咰呼吸 ,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 ,為壽而已

矣。」此為最早之氣功 。《三國志 .華佗傳》謂 「古之仙者 ,謂導引之事 ,熊

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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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鴟顧 ,引挽腰體 ,動諸關節 ,以求難老。」此為導引之術 。《楚辭 .遠遊》

有 「養六氣而飲沆瀣兮 ,漱正養而含朝露 。」另外 ,道教還有辟穀說 。《莊

子 .逍遙游》說神人 「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即為辟穀。導引行氣和辟穀乃

互相為用。這些為道教內丹學所吸收 。還有道教的房中術也來自於世俗的養生

學 。《漢書 .藝文志》錄房中八家 ,168卷 ,謂 「房中者 ,性情之極 ,至道之

際 ,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 ,而為之節文。」可知房中術原在節慾養生 。又

內丹特重氣功學 ,道教內丹功的發展 ,對於氣功學的發展大有助益 ,使其成為

中國養生學說重要的一部分。
%

以上為道教之主要淵源。由此可知 ,道教主要源頭 ,與古代荊楚 、燕齊的

文化較為接近 ,這些地區為道家與神仙家主要所在處。五斗米教因後成為道教

的正宗而具有其特殊地位 、所以道家的源頭除上述地區外應還要包含巴蜀文

化。漢中、巴蜀一帶 ,很早就好 《老子》與仙道 ,敬重鬼神 ,巫風特盛。《晉

書 .李特載紀》謂 「漢未 ,張魯居漢中 ,以鬼道教百姓 ,賓人敬信巫覡 ,多往

奉之。」 《華陽國志 .漢中志》內說 ,武陽縣有王橋 、彭袓祀 。就因五斗米道

發生在有濃厚鬼神崇拜氣氛中,與當地的民俗巫風互相解合 ,因稱鬼道 。又之

所以會修習老子五千文 ,也跟這個風氣有關。
2’

(3)道教產生的社會背景

道教的淵源固然可以上溯自上古時代 ,但其醞釀于漢代 ,誕生于漢末 ,有

其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 。

I.它是在漢代泛神論充斥的情形之下形成的。

漢代 ,帝國統一 ,統治者為控制人民思想 ,安定社會秩序 ,遂大力推崇宗

教神學與世俗迷信 ,如 :漢高袓 、東漢光武帝 、桓帝等。此時各種學說傾向神

學 。王莽利用固讖篡漢 ,光武宣佈圖讖於天下。朝野上下 ,鬼神瀰漫 、儒學傾

向神學 .如董仲舒之神學目的論與讖緯經學 ,此時的環境最有利於宗教之創

建 。剛好佛教也在這時候傳入 ,道家也與神道合流 ,向道教轉化 ,於是儒 、

司馬彪曰 :「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馬工堆淇舉帛書中有 (去 (卻 )穀食氣》篇。同註
18,頁 17-18。 關於道家的淵源本節大都採自同註 18,頁 1U-18。

《巴志》云 :江州縣北水有銘書,云 「漢初 ,犍為張君為太守 ,忽得天道 ,從此升度 。」
《蜀志》云 :崩江多魚害 「民失在於徵巫 ,好鬼妖。」同上註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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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道三教的神學於漢代興起 。

2.它是在統治者特別關心神仙方術的情況下孕育成熟的 。

秦始皇嚮往長生不死 ,漢武帚任用方士 ,淮南王喜好仙術 ,上行下效 ,造

成社會上求神修道之風盛行 。亦導致道教丹鼎派的形成 。

3.東漢末年 ,社會混亂 ,儒學已不能維持社會秩序 ,人們因而另尋精神支

柱 。

當時佛教轉盛 ,道家復起 ,道教伺機而起 ,欲藉宗教之力量 ,變易風俗 ,

慰藉人心 °《太平經》即為東漢末年的一種社會批判思潮 ,它提出一種道教式

的社會改革方案 ,企圖彌補當時人們在儒學權威失去後思想上的空隙 。

6.漢末政治腐敗 ,人民生活痛苦 ,對朝廷喪失信心 ,而另尋找新的社會歸

屬 。

於亂世中 ,為求心靈上的歸屬 ,有的受疪於世家蒙族 ,有的歸依民間道

教 。例如漢中 、巴蜀

一

帶地區 ,倡五斗米教的張修 、張魯 ,安定社會環境 .使

得人們生活上有保障 ,因而樂於信從 。東方的太平道也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道

教能在十餘年間發展到徒眾數十萬 。這是東漢末道教之所以能迅速發展的根本

原因 。

5.佛教的傳入及其興盛對道教的誕生有刺激與推動作用 。

佛教教人還棄家國 、拋卻今生與儒家重禮救世之傳統觀念不合 。可是在息

慾 、超俗等方面又與道家 、道教較接近 。因此最初佛教傳入是依靠道術而流行

的
m、

但佛教為外來的宗教 ,又講破斥我法二執 ,與道教的長生宗旨不合 ,

必然與之發生衝突 。佛 、道兩教於中國史上同處一時期 ,互相依存又互相排

斥 ,結果是共同得益 ,共同發展 。當佛教的理論與組織顯示獨立性後 ,道教教

徒受到刺激 ,覺得有必要形成一個表現中國傳統強大的民族宗教 。道教也吸取

佛教理論 ,諸如 :輪迴 、慈悲 、劫運等充實其教義 。也就是說 ,佛教的傳入與

28 佛教在漢代純為一種祭祀 ,附庸於鬼神方術。明帝詔書中稱許楚工其為淨屠齊戒祭祀為 「仁

祀」、「與神為誓」。東漢末 ,安清 (字世高)評經最多,為一代大師。但 《高僧傳》內則

謂其七曜五行 ,醬方異術 ,甚至馬獸之擊 ,無不綜達 ,因此雋異之擊早披。及至三國 ,北之

巨子曇柯迦羅 ,向善星術 ,南之領袖康僧會 ,多 哉日裁。從此處看 ,最初佛教勢力之推廣 ,

乃因其為祭祀之一種 ,而剛好符合於當時之風尚。參閱 :湯 用彤 ,《淇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上冊》 (計上下兩冊),(台北 :台灣商務出版 ,民國8U年 ),頁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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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才使得道教在漢末魏晉崛起 ,而且能夠在南北朝以後具備一個上層大教

的模式 。
2’

道教以本位文化自居 ,且對於外來的印度文化也能吸收其所需要的成分 ,

融為一體 ,自 成一獨特風格 。儘管道教的核心是神仙思想 ,但是它又注重現實

利益 .所以它是既出世又入世 ,具有非常獨特的風格 ,強調的是當今生活的快

樂滿足 ,既不沉緬于過去 ,也不迷戀于未來 。有些學者認為道教是最能表現中

國現實主義精神的一種宗教 。
aU道

教相信戰國時代的神仙傳說 。早在戰國時

代 ,道教即開始孕育發展 。其時 ,楚風崇巫術 、重淫祀 ,而中原一帶盛行神仙

方術 。兩者皆是漢代民間道教發端之源頭 。而陰陽五行與讖緯學初來自民間 ,

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時代之主宰思想 。人們相信于人類的世界外 ,還有

一

神秘的

力量 ,它才是人類命運與社會變遷的動力 。這種思想起初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啟

迪與滋養 ,後來反過來卻對漢末民間道教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 。
m方

士是推

銷使人成為神仙技術的人 ,採仙果 、住仙島 。戰國時代的齊 、燕地區非常流

行 。當地國君也一直支持這種風尚 ,齊 、燕地區方士的盛行與陰陽家有很大多

的關係 ,方士也被稱為 「神仙家」。

儘管中國道教的發展過程有龐雜 、交錯 、緩慢與教派聯繫鬆散等特點 ,但仍

有其規律可尋 。一般來說 ●一個大的宗教的形成 ,必須具備有下列幾個要件 :

I.要形成特定的宗教信仰 。2.要形成特定的宗教理論 。3.要形成特定的宗教活

動 。6.要形成特定的宗教實體
η

。若依此標準 ,則可以將 《太平經》 、《周

易參同契》、《老子想爾注》3書當作道教信仰與道教理論形成的標誌 ,將太

平道和五斗米道看作是道教具體活動與道教實體出現的標誌 。自東漢末以後 ,

道教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思潮 ,而且也是一種社會力量積極參予社會生活。可是

形態尚未完備 。一直到魏晉南北朝上層道教得到統治者的正式承認 ,於整個道

教史上仍屬於道教時期 。
aa

29

3U

31

32

33

以上佛教傳入中國當時之社會背景 ,參閱 :同 註 18,頁 18挖U。

同註 4,頁 25U-251。   ﹉          :
同註 l,頁 36。

同註 18,頁 9。

同上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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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早期道教具體活動與道教實體的出現

道教形成始於東漢末年 。當時在中國出現了南北兩大支民間道教 。一支是

張陵 (或及其家族
a.)在

巴蜀創立之五斗米道 。一支是張角在華北創立之太

平道 (另傳為張脩所創 )。

I.太平道

實際上 ,在太平道未創立之前 .利用.「 神道」的 「妖賊」起義作亂的已連

接不斷 。例如漢順帝時 (147∼ 172),「 妖言小自署」的起義就有 2U多起 ,

幾乎一年一次 。延熹 8年 (l°5)「 渤海妖賊蓋登等稱 『太上皇 』 ,有 玉

印 、珪 、壁 、軼卷 、相署置 、皆伏誅」。
3s到

漢靈帚時 ,動亂更烈 ,熹平元

年 (172)會稽人許生字 , 自稱 『越王』寇郡縣 。」
“

在 《三國志 .孫堅

傳》內 ,稱許生為 『妖賊 』 ,而 自稱 『陽明皇帝』。張角就是在這樣背景之

下 ,而起來的 。
3’

《後漢書 .皇甫嵩傳 》對東漢末年張角在華北創教的全部過程 ,有扼要

的記載 ,其 內云 :「初 ,鉅鹿張角 ,自稱 『大賢良師』 ,奉事黃老道 ,畜養弟

子 ,跪拜首過 ,符水咒說以療病 ,病者頗愈 ,百姓信向之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

於四方 ,以善道教化天下 ;轉相誑惑 。十餘年間 ,眾徒數十萬 ,連接郡國 ,自

青 ‵徐 、幽 、冀 、荊 、揚 、兗 、豫八州之人 ,莫不畢應 。遂至三十六方 ,方猶

將軍號也 。大方萬餘人 ,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師 。訛言 『蒼天已死 ,黃天當

立 ,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外及州郡官府 ,皆作 『甲子』

字 。」
3B中

平元年 (184)因張角弟子濟南唐周向上書密告而失敗 。角等知

事已露 ,日 夜馳告諸方 ,一時興起 。頭綁黃巾為標誌 ,時人稱之為 「黃巾」 ,

也叫 「蛾賊」 ,殺人以祀天 ,角 自稱 「天公將軍」 、角弟寶稱 「地公將軍」、

34 一般都以為五斗米教是張陵所創 ,大陸學者馬西沙與#秉方合著的 《中國民間宗教史》則

謂 :「 張陵及其家族創五斗米教」。參閱 :同 註 l,「序言」,頁 4。

35 《後漢書.孝桓帝紀第七》 ,(台 北 :世界書局出版 ,民 °3年 ),頁 316。 按其註釋二

謂 :「 《盼漢書》時登等有玉印五 ,皆如白石 ,文曰Γ皇帝信重」,Γ 皇帝行重」,其三無

文字 ,壁二十二 ,珪五 ,鐵卷十一。開工廟 ,帶王綬 ,衣鋒衣 ,相署置也 。」。

36 《後淇苦.孝靈帝第八》 ,(台 北 :世界書局出版 ,民 國63年 ),頁 334。 按其註一 :

《東觀紀》 :「 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 ,立父生為越工 ,攻破郡縣。」

37 同言主1,頁 8-9。

38 《後漢書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補列傳第六十一》 ,(台北 :世界書局出版 ,民國63年 ),
頁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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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弟梁稱 「人公將軍」。所在燒官府 ,搶劫聚邑 ,州郡失守 ,長吏大多逃亡 。

旬 日之間 ,天下響應 ,京師為之震動 。
3’

太平道本在北方很興盛 ,但系統上

沒有像五斗米教那樣有系統一直傳下來 。中國漢代時 ,西南地區與中原有隔閡

的味道 。太平道在起事以前偏重宗教活動 ,起事以後偏向軍事活動 ,宗教活動

很少見於史冊 。
的

儘管太平道起事失敗 ,但卻造成東漢末軍閥的興起 。可以

說太平道與漢王朝是同歸於盡 。
41

2.五斗米教

五斗米教有前後期之分 ,前期的性質類似太平道 ,領袖為張脩 。後者的性

質有根本上之不同 ,領袖為張魯 。傳統上以五斗米教創始人是張陵 ,陵傳其子

衡 ,衡傳其子魯 ,號稱 「三張」 ,一般也公認為如此 。但實際上是歷史上的虛

構 。任繼愈認為應該是張脩在漢中創建 ,而後張魯裝殺張脩 ,取得政權 。
φ

五斗米教在張修時 ,除叩頭思過 ,符水治病與太平道相同外 ,又設一處所為病

者思過 ,又為奸令祭酒 ,學 《老子》五千文 ,作三官手書 ,使病者出五斗米

等 °到張魯時 ,活動更加充實 。如 :《典略》云 :「 教使自隱 ,有小過者 ,當

治道百步 ,則罪除 ;又依月令 ,春夏禁殺 ,又禁酒 。流移寄在其他者 ,不敢不

奉 。」 《三國志 .張魯傳》云 :「魯遂據漢中 ,以鬼道教民 ,自 號 「師君。其

來學道者 ,初皆名 「鬼卒」。受本道已信 ,號 「祭酒」。各領部眾 ,多者為治

頭大祭酒。皆教已誠信不許欺 ,有病自首其過 ,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

義舍 ,如今之亭傳 。又置義米肉 ,懸於義舍 ,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過多 ,鬼道

輒病之 。犯法者 ,三原 ,然後乃行刑 。不置長吏 ,皆以祭酒為治 ,民夷便樂

之 。 」 43             
﹉

近年來 ,大陸學者著有 《二十四志》 (類似行政區或宗教區 )裡面記載五

斗米教的重要節日。張魯推崇其祖先張陵。張陵的曾孫張勝在江西龍虎山於西

晉永家年間建廟祀 (江西在文革期間 ,因交通落後地方偏僻 ,較沒有受到破

壞 ,目前江西還有道教的廟 )。 西晉五斗米教遷到江西 .現在台灣的道觀很

少 ,大多是佛 、道混合 ,純粹道教比較少。如三清宮即為純粹的道教。

同上註 ,頁 23UU。

同註 18,頁 3° 。

同上註 。

同註 18.頁 37-38

《三國志.張魯傳》

,有詳細的論述。

。(台北 :世界吉局出版 ,民國°3年 ),頁 2“ 。

眹絇紬眳眽眽眥眥眥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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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來 ,道教叫 「天師道」或 「正一道」。約東漢到南北朝是道教的

重要發展階段 。東漢末到三國時是民間的道教 ,到南北朝就有很大的不同 ,此

時五斗米教開始向北方擴張 。北方的胡人北魏太武帝信任寇謙之 (原為南方

人 )崇信道教 ,佛教因而有三武之禍 。南方的天師道尤其對於道教神仙方面的

理論有大貢獻 。例如陶弘景 。茅山道的起源把道教編成好幾等師 。時南方君主

皆信仰佛教 ,因而靈魂 、輪迴及劫數都被較入道教 ,道教是具有相當融合性

的 。分為天 、地 、人三界 。北方天師道反而比南方較具有純道教色彩 。南北朝

時期是道教與統治者取得較好關係的時期 。宗教皆如此 ,基督教也是 。南北朝

時期道教與統治者相互結合 。

ω發展期 —— 唐至北宋

這段時期是道教之最盛期 ,與統治者取得最密切關係 ,煉丹 、服用仙丹 ,

也是皇帚服食丹藥最盛時期 。一般來講 ,姓李也許是個原因 。亂世時往往群雄

並起 ,常會有文宣出現 ,有一些道士 、術士之流就會宣示預言 ,圖 (圖畫 ):
讖 (簡單的文字 )。 黃巾之亂時有 「蒼天已死 、黃天當令 。」隋末有些道士替

李淵作政治預言 (固讖 ),後來這些道士都受到重用 。

唐代有些皇帚吃丹藥暴斃而死 ,造成道教給人惡劣的印象 ,也就是如此 ,

宮廷的房中術過去是屬於陰暗的 ,灌輸了很多理論 。其中仙丹就是一些礦物

質 ,重金屬如汞 、砷等 。長期服用就會出問題 。對於道教 ,官方的色彩是負面

的印象大於正面 。南北朝時道教分類複雜 ,一派叫丹鼎派 ,就是煉丹服食 ;一

派叫符籙派 ,就是用神秘符號唸咒語 。民間比較流行的是符籙派 。茅山派 ,一

般認為他們很會煉丹 。民間用符籙配合一些儀式來達到宣教的目的 ,皇帝則喜

歡煉丹 ,宋以後就比較少 .一般認為這跟唐代的宗教政策有關 。北宋徽宗時 ,

江西的張天師要由皇帝來冊封 。我們由此看到正一教取得道教的正統地位是在

北宋時比較確立 。

日改革期

—

— 南宋至元

舊有原來正統的道教衰 ,唐末內部開始反省而產生一些理論 。開始比較強

調內心的修養 。而要長生不死即要注意身心的修養 。唐朝佛教興衰也會影響道

教 。全真教即新的道教派別 。它是一種神話 ,創辦人是陝西人王重陽在金大定

7年 (l1●9)於山東寧海全真庵所創立 。道士邱楚機曾見過成吉思汗 ,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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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嗜殺人 ,曾設道場 ,全真道才從民間走向正統地位 。

元末傳入中原以全真教為最重要 。其一 、它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以及佛教的

清規 。其二 、全真教不能結婚 ,五斗米教可結婚 。北方山長除外 。其三 、要注

意長生 ,也要努力練內丹功 ,保健身體 。練氣功的人 ,壽命靠氣的多寡 。任繼

愈認為凡練過功的人 ,則體內氣愈多身體愈健康 。人若死了 ,氣即沒了 。其

四 、不吃葷 、不娶妻 。此與天師道很不同 。金元的新道教與傳統的道教是一個

轉變 。在異族統治之下 ,還保存儒家的根 (轉入全真教 ),金元的文化也得以

保存下來 。元代中葉 ,全真道與佛教爭寵中 ,突然失勢 ,除部分大觀外 ,信仰

下移 、走向民間 ,開啟黃天教等民間宗教的先河 。與全真道同時的混元教 ,因

為不具備取得正統宗教地位的條件 ,流向民間 ,數百年來在社會底層發展 ,直

到明代演化成紅陽教 、混元教等教派 。金元的儒家於兩宋時較弱 。台灣與大陸

的政策不同 。台灣應採取政經分離政策 。台灣的悲情 ,台灣的文化 ,將來往何

處走 ?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新道教一般給予極高的評價 ,就在此 。儒

家傳統藉全真教得以保存下來 。其時也值正統的天師道的衰微時期 。

四 固定期 —— 明清

(l)道教走 向民間化 、通俗化 ,生成 民間秘 密宗教

中國道教展至明清時期 ,已 日益走向民間化 、通俗化 ,而生成形形色色的

民間秘密宗教 。這些眾多的民間宗教與道教關係密切 。甚至可以說民間宗教即

為道教的衍生或異端 。

民間秘密宗教通常被正統宗教視為 「邪教」或 「匪類」。其實 ,兩者乃密

不可分 。世界上各大宗教 ,在其為成為正統宗教之前 ,無不先在民間秘密流行

著 ,等到其成為正統 ,而後起之信仰就被視為正統的衍生或異端 。如此不斷循

環更替 。道教於得到正統地位之前也是先流行於民間 。其源頭即為戰國時代楚

人的崇巫術 、重淫祀 ,與燕趙齊魯的神仙方術 。
姐

l2)明 清時期 的民間秘 密宗教

明清時期 ,由於社會急驟發生轉折 ,封建制度衰落 ,不僅表現在政治 、經

濟 、思想 、文化等各方面 ,更表現在宗教領域上 。清初蓮宗居士周克復謂 :

44任繼愈主編 ,《 中國道教史 .下冊》 ,(計分上 、下兩冊),(台 北 :桂冠出版 ,1991

年),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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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運法弱魔強」 ,不僅表現佛教衰微 ,道教更有甚者 。佛 、道衰落 ,起而代

之的是民間不可遇阻的秘密宗教 。明代自成化 、正德年間的羅祖教起至明末僅

大的教派就有數十種之多 。羅袓教 、黃天教 、三一教 、紅陽教 、混元教 、聞香

教 、西大乘教 、龍天門教 、圓頓教 、收元教等更是其中較有名者 。
仍

民間秘

密宗教運動在明未曾短暫沉寂 ,至 清代則更加蓬勃進展 。 (清朝信薩滿教

【Sharlnan】 ,但薩滿教到民國即沒有那麼風光 )。 有清一代 2百多年間至

少出現過 2百餘種民間宗教與秘密結社 。其活動地區 ,除了西藏地區以外 ,幾

乎無時不在 ,無處不有 ,形成地下秘密宗教王國 ,構成了對抗封建政權的異己

力量 。清代新崛起的大教門有八卦教 、一柱香教 、青蓮教 、金丹教 、黃崖教 、

劉門教 、真空教等等 ,它們的興起對民間宗教活動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
如

許

多大規模的活動 ,都利用宗教與結社 ,如 白蓮教 、天地會 、太平天國 ‵義和團

等皆是 ,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大系統 ,一是白蓮教 ,一是天地會 。由於清朝採嚴

厲鎮壓 ,加上民間宗教組織的分散 、鬆懈 ,各地教首祕密設立支派 ,獨 自發展

力量 。這些如同埋設於地底下的地雷火種 ,一旦時機成熟 ,遂成遼原大火 。清

末社會動盪不安 ,下層失業民眾參入秘密宗教組織 ,革命因素大大增強 、活耀

起來 ,改變這些教派活動的方向及範圍 ,使其從潛伏狀態中脫穎而出 ,以蓬勃

姿態迎接暴風雨的到來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南方各省 ,最有力量的反清組織就

是天地會 。
η

(3)明 清時期 道教的形式

明清時期道教衰落了 ,這指的僅是正統道教的造教之衰落 。道教的影響不

僅沒有消失 ,而且更以新的形式在民間展現 。其中以道教修煉內丹的理論和實

踐最突出 。它被通俗化與普及化 。明清時期 ,道教對民間宗教的影響是首屈一

指的 。其中對黃天教 、三一教 、紅陽教 、混元教 、圓頓教 、八卦教 、一柱香

教 、金丹教等教派的影響尤大 。修煉內丹為這些教派宗教活動的主要內容 。大

批寶卷以講解這些內容為宗旨 ,自 明代中葉以後迄近代 ,數百年不斷 。
粥

同上註 ,頁 738-739。

同上註 ,頁 939。

找逸主編 ,《 簡明清史 .第二冊》 ,(計 分一 、二兩冊 ),(北 京 :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95年 ),頁 48-61。

同註 46,頁 739-94U。

眻；

硈

眥眥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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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豐楙分道教為四期 。即使遊遍全台有很多教派聽都沒有聽說過 。其中有

一 「天地教」作禮拜 ,儀式上以天主教為主幹 ,加上道教 。據 1982年估計全

台灣有 7UU多 個廟 。有些顯像館 ,從外表 、儀式 、內容而言皆不能稱之為

「宗教」。台灣近年來有很多新興的宗教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成長出來 。台南

仁化鄉 ,一貫道的總壇 ,民 64(或 68?)以前是非法的 。所謂正統與異端

之間只是一線之差 。台大有一位林教授 ,研究一貫道頗有心得 。

宗教與政治是互利的 。宗教早期被認為是妖言惑眾 。道教一般以為是張道

陵所創 ,其實是有很多派別 。太平道 、五斗米道 ,皆充滿神密色彩 ,五斗米教

還受到益州刺史的保護 。道教直到南北朝時與官方才保持著良好關係 ,官方性

質比較濃厚 ,官方化 。一直迄唐宋 、北宋末年連張天師的冊封都要由皇帝來

做 。道教於六朝成立後到清末 ,發展出各種不同流派 ,錯綜複雜 ,自有變化 。

有的延續傳授符劍 ,繼承其天師道統 ,如龍虎山的正一教 、茅山的茅山道 。但

也有的則順應潮流 ,更新圖存 ,如金元時期產生新興的道教即為老幹新枝 、生

意蓬勃之改革道教派 。此錯綜複雜情況 ,除歷史條件之改變外 ,又可從道教和

儒家 、佛教的關係加以了解 。大約從南北朝到南宋 ,道教為爭取宗教上正統地

位 ,常有佛道爭衡之事 。至於歷代帝王的宗教政策 ,道佛輕重之分 ,則端視皇

帝個人之好惡而定 ,其中的因素包含教理之爭 、華夷之辨 、忠孝之論 、生產之

議等等問題 ,頗為複雜 。至金元時期 ,由於道教的煉丹失敗 ,與佛教的禪宗對

心性修養理論也確有吸引人之處 ,因而一些有識高僧不滿於煉丹與部分法術 ,

想在修養上提高精神層次 ,就有調節儒 、釋的傾向 。如淨明道 (全名淨明忠孝

道 ),劉玉創 ,極力倡導忠孝教義 ;全真道 、真大道 ,請求修養心性 ,都具有

2教之優點 。職是之故 ,明朝以後 ,三教合一色彩濃厚 ,成為社會上普遍的趨

勢 ,對文士思想與中下層階級具有深刻影響 。
妙

(●9明 清時期道教 的衰落

明清時代 (1368∼ 191l)5百多年 ,是佛教從停滯走向衰落的時期 。

於內部 ,教團腐化 ;於外部 ,受理學強力的排斥 、民間宗教的爭奪地盤 、統治

者的崇奉與扶植等因素 ,使得道教日趨沒落 ,道教的沒落大約與封建社會的衰

落同時 。明清的統治者對道教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 。明代諸帝對道教都相當遵

49 同註 4,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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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並嚴格管理道教教團 。如明太祖保護道教 ,令道士編齋醮儀範 ,突 出宣揚

封建倫理的內容 ,定為玄門統一格式 。明成袓奉真武神 ,利用真武顯聖的神話

為其政治 目的服務 ,大修武當山道教宮殿 ,建齋設醮 ,派人多年找高道張三

豐 ,顯現出對道教信仰的虔誠 。明成祖以後諸帝 ,對道教的信仰都屬於比較低

層次 ,從事齋醮 ,迷信扶乩降仙 ,各種方術 。如明世宗寵任道士邵元節 、陶仲

文等 ,宮中齋醮無虛日 ,文人以青詞為仕進之法 。明崇禎皇帝一度崇道排佛 。

滿清本不信道教 ,入關後利用道士齋醮作法較前代少 。乾隆後對於道教管理 ,

逐漸鬆弛 。
m

元中葉以後 ,道教各派漸形成正一與全真兩大派 。明初正一天師成為全國

道教的統領與代表人 。後兩派由於長期貴盛 ,宮殿經濟發達 ,教團漸趨腐化 。

明清歷代正一天師 ,無一以道法名世 ,有些天師還貪淫暴惡 ,如第 46代天師

張元吉等 ,還成為大惡霸地主 。全真道在明代 2百多年比較不受重視 ,也較沉

寂 。但清初時 ,龍門派的王常月等道士公開傳戒 ,一度中興 。
51

(S)明 清時期道教的教義與著作及其影響

明清兩代時期 ,道教教義 、教制無大的發展。但內丹尚呈發達 ,張三豐 、

陸西星 、伍守楊 、柳華陽 ‵劉一明 、閔小艮等人之作 ,將內丹術更明朗化、通

俗化。其論述也有超越前人之處 ,3教色彩濃厚 ,尤多和會儒學與理學。儘管

明清兩代的道教教義無大發展 ,然道教思想卻更通俗化 ,廣泛地流傳於社會 ,

深入社會各個階層 ,影響甚大 :

I.如內丹術被通俗化為煉養術 ,影響儒生尤深 ,像明儒王守仁 、羅汝芳 ;

清大學者王夫之等 ,對內舟術皆甚知悉。
2.一些道教勸善書像 《太上老君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 ,經官

方宣導 ,作為一種社會倫理的通俗誼物 ,流傳民間。

θ.扶乩降仙風氣於道士 、儒生當中 ,十分流行 。一些假扶竹而形成的道

書 ,如 《太乙金華宗旨》、《呂袓三寶心燈》 、《天仙金丹心法》、

《呂祖東園語錄》等 ,或問述金丹 、或宣導三綱五常 ,都有3教融合的

色彩 。

此段從 「明清時代 ,5百 多年 ,是佛教從停滯走向表落的時期 。」至此處 ,參閱同註44,
頁633。

同上註 ,頁 633︸634。

16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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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小道教神廟林立 ,尤其是城隍廟 、真武廟 、呂祖廟 、關帝廟等 、城鄉

林立 ,作為人們信仰的寄託之所在 。

J.道教的神仙說 ,金丹修煉說 ,滲透於此時期的大量通俗文學作品 。其他

民間宗教 ,也都或多或少吸收一些道教思想 。

ε.儘管至清末 ,道教已經十分衰微 ,可是其宗教思想作為一種傳統信仰 ,

對於中國民間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
s2

m近代與 當代的道教

(l)民初 的受批 判

民初 ,西風東漸 ,傳統的道教 、儒家受民主革命潮流的衝擊 。雖然袁世凱

曾經於其復辟期間 ,曾封第 ω 代正一天師張曉初為 「正一嗣教大真人」。而

五四運動時 ,陳獨秀 、錢玄同 、魯迅等人對舊宗教 、偶像崇拜 ,關帚 、呂袓 、

九天玄女 、瘟將軍等的崇祀 、迷信加以抨擊 。1928年 ,政府頒佈神祠廢存標

準 ,如岳飛 、關帝 、土地神 、灶神 、太上老君等神廟 ,皆遭廢除 ,都屬道教 ,

雖然此辦法並未徹底實行 ,許多寺廟道觀還是被改建為學校 、機關 、軍營 。
s3

l21道教 界的因應

面對社會的變遷 ,道教界人士為維護道教 ,成立過一些道教徒的組織 。如

1912年 ,北京白雲觀成立全真派的全國性教會組織 「中央道教會」 。同年 ,

第 62代正一天師張曉初於上海筆建正一派 「中華民國道教總會」 ,未獲政府

核准 ,僅成立 「中華民國道教學會本部上海總機關部」 ,稍有活動 。有一些省

市如上海成立過地方性的道教組織 「中國道教總會」 、「中華道教會」等 。

1949年後 ,中 國大陸衰落更快 。大陸文革結束後 ,佛道逐步修復
“ ,佛寺 、

道觀多由海外僑民修復 。台灣近十幾年來 ,本土的宗教信仰習俗 、儀式成為廣

告的主題 。臺灣有道又有佛 ,非常熱鬧 。

此段道教的通俗化與道教對明清時期的影響 ,參閱同上註 ,頁 “ 4-“5。

同上註 ,頁 799。

同上註 ,頁 8UU。

眳眽眥眻眻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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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教與民間文化的關係

f-9節 日與 民俗

按理說是教徒才要在節日時慶祝的 ,可是有些是世界性的 ,如聖誕節 。自

從漢末開始 ,即有與道教有關的節慶 。典型的是玉皇大帝 (梁武帝以後 )。 道

教的神是不斷增加的 ,如拜天公 (元月初九 )。 一直到商朝 ,甲骨文最高的神

是天與地 。周朝也是一樣 。不過拜天始終是皇帝的專利 。天子是天的兒子 ,只

有皇帝才可祭天 ,後來因為從漢末至南北朝的發展 ,才演變成為拜天 ,無關乎

是否為天子 。

台灣與大陸還有一種習俗 :天 、地 、水叫作三官大帚 ,另外民間有三節 :

上元 、中元 、下元 (五斗米教的時候即有 ,稱為 「三會日」 )。 同時也是佛道

混合 。按道教說法 :地官大帚是把持生死簿 ,後來吸收佛教的說法 ,指專門掌

管監督人生前的行為 、操行是否該年該終 。因為他掌管人的生死 ,所以叫 「地

官教勾」 。每年中元節的時候 ,作醮建用很大的祭壇 (俗稱 「肉山」 ,殺豬

公 )。 另一方面 ,就佛教來講 ,孟南盆祭 (梵語 )非常痛苦 ,如被倒吊起來

(目 蓮救母 ),每年七月十五日 ,用鮮花水果 (三寶 )祭拜 。後來民間也有拜

葷的 ,即為佛教的法會 ,奉獻三寶 ,後來受影響變成是要祭拜孤魂野鬼的 。民

俗 「中元普渡」普渡即佛 ;又要祭祖先 ,又要祭野鬼 。道教並非如以前認為是

上層統治階級的專利 。如從中國文化來看 ,道教是屬於否定 、怪異 、落伍 、幼

稚的看法 。梁漱溟把中國文化分為十四個特色 ,其 中一個是 「沒有宗教的人

生」 ,尤其知識份子更是這樣認為 ,主要是受到儒家產生宗教功能的關係 。中

國文化具有混合性 ,兼容並包 。另外一個是道教的養生 、成仙 ,希望達到長生

不死的途境 ,如何使身體健康 ,以便延年益壽 。

ω發生與民俗目僚的關係

煉丹術 、房中術 、延年益壽 、永保青春

件可以煉丹的 。民間上 ,比較流行符籙派 ,

台北香火鼎盛的行天宮 ,類似符籙派 。另外

水替人治病 。道教以為 :生病是妖魔附身 ,

代的巫師是非常有效用的 。其一 :心理治療

,其實都是負面的 。
︸般人沒有條

人們重視的是如何保持身體健康 。

,有些少數不法之寺廟用香灰 、符

這也就是為什麼先有巫再有醫 。古

,相信它 。其二 :還是有用藥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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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看來是很不衛生 。符水 、香灰水對疾病的治療有其心理作用。

李豐楙認為 「儒生兼通本草」,傳統藥學叫 「本草學」,即儒生兼通醫

藥 。葛洪的 《抱朴子》其實說的都是煉丹 。其另一重要的 《肘後方》 ,是一本

醫療小冊子。陶弘景建立道教的神仙系統 ,著有 《神農本草經集注》 (《 本

草》疑為漢之前或漢初的作品 ,未知人撰 ),唐孫思邈著有 《備急千金藥方》 。

集大成者是明李時珍的 《本草綱目》 ,李本是儒生 。很多道士對道教有很大的

貢獻 。

日健 身

中國功夫與道士養生有淵源 。中醫對外在環境與內在生理的關係很重視 ,

五臟之間彼此也有關聯 ,平時就要保健 ,吃心補心 、吃肝補肝 、吃腦補腦 ,這

種根深柢固的觀念很難消除 。全真道的氣功可飛簷走壁 ,南北朝的天師道即以

練氣功來養生為主 ,用丹田發長聲來練氣 。這樣身體會充氣 ,生命力是靠氣 ,

氣越足越好 。中國的太極拳外柔內剛 ,已成庶民生活的一部份 。

四戒規與通俗道典

天算 (人的壽命是由天來決定 ),其實一部份是增算 ,一部份是減算 ,監

督則是由天來做的 ,因此產生一些人類的行為規範 。這並不是受到了道士的影

響所致 ,而一般人受道教影響的乃是所謂的世俗道德 。儒家留下來最大的資

產 ,乃是由內而外 ,修身養性 。明清儒家的道德規範已普及民間 ,有時政府還

會特別去宣導 。

道教對道德的影響比較平凡 。道教吸收了儒家的道德規範 ,再用道教方式

表示之 。例如 :善書 、捐款與佛寺一樣 。勸善書可用比較淺顯的方式來表示出

道德綱目。功過格原是宋的儒生所用來反省自己身心行為的一種表格 ,一個月

用一張 ,每天記錄可得多少功 、多少過 。例如 :今天地上撿到一張寫字的紙

條 ,焚化可得一個功 ,「 字紙神」後來就演變為文昌帚信仰 。文昌帚本來是四

川的一個地方神 ,與宋代科舉有關 ,崇拜文昌帚與惜字的習俗一直到清代都十

分發達 。有時或集中把寫字紙一起送到海 ,後來變成出錢埋葬無主的鬼魂 。典

型的功過格 ,袁黃的 「了凡四訓」內有很多功過格 。明以來 ,功過格特別流

行 ,問明聖賢 ,刊刻儒家經典可得一百個功 ,弄髒了灶 、水井要記過 。當然 ,

這不是純道家 。女人如果失節要記五個或十個過 。中國文化裡面注重內省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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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儒家的內省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法律無法管的事情可以靠內省 。如果對正北

方 (北斗神 ,司命之神 )說髒話 、小便 、吐痰是不對的 。不需要長篇大論 ,透

過功過格與善書 ,把通俗道德傳到民間 。

圖讖 :即為政治預言 。例如 「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 。」有點近於今日的政

治文宣 。南北朝末到隋末 ,流行的 「木子弓口 ,應讖為主」對李淵非常有利 。

弓口→弘 (勾 ,句 )李弘解釋為李洪 ,李淵善用之 。淵有水字旁 ,道士預言 ,

未 卜先知 ,得到高人指點 ,參透天人之際 。李先生提到與實際有差距 ,反之文

學作品會誇張用詞 。「劍」與 「鏡子」都有它的意義 。在民間社會中發酵了很

久 ,背後是高度抓住了民眾的心 。

五 、結 論

從以上簡短的討論 ,對於道教 ,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些淺顯的概念 :

第一 :宗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仍需研究 。

司馬遷講 「究天人之際」 (人的世界→非人的世界 )。 我們中國人關懷的

事 ,主要是人的方面 。天是包含鬼神的 ,所謂的 「究天人之際」 ,寫的是人的

世界與非人的世界 。子不語怪 、力 、亂 、神 。先秦的天 ,指的是自自然然的

天 。周初的天 ,指的是有意識的天 。現在的天 ,指 自然或有人指有意識的天 ,

不能把不同時代的天 ,硬說成是完全同一型式的天 。因為宗教在精神上能使人

比較有所依託 。中國人的人神觀念是很奇怪的 ,道教的每一個神 ,都是每一個

樣子 ,下面有官僚系統 。孔子冥冥之中接受天命的關念或宿命論 ,所以不一定

是完全理性的 。也有人把西周的天當作有意識 、有道德的神 ,這是一個很複雜

的現象 。有人也認為中國是個非常理性的社會 ,但太早熟了 ,今垂垂老矣 。宗

教與經濟的發展 ,仍然是需要去研究 :其一 、工業社會 ,人與人之間 ,競爭太

激烈 ,人們終日精神緊繃 ,壓力太大 ,心理方面容易出問題 ,需要宗教的信仰

來疏通其內心 。其二 、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日益加深 ,人所追求的一直是功

利 ,彼此之間 ,不敢信任 ,感情日薄 。人的精神空虛 、徬徨 、焦慮 、沮喪 、無

處傾訴 ,因而更需要宗教的信仰以安頓其心靈 。

第二 :中國的民間宗教是多層次 、多稜面 ,充滿生機 、充滿活力 ,在躍動

著 、在發展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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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圖讖是用來當作政治預言 ,例如 「燒餅歌」 、「推背圖」 ,已經是

很神秘性的結合陰陽五行 、齊學 。易本是儒家 ,南北朝時是玄學 。受易經八卦

的影響 ,宋以後 「三教混合」 ,孔明穿道士服 (太極 ),把孔明玄學化 ,非常

複雜 。另外 ,道教的道觀裡面有很多佛教的神 。佛教本來有地獄觀念 ,被道教

吸收 。端午節掛艾草 ,掛張天師的畫像 ,張天師會抓鬼 。健身的觀念 ,推廣喝

雄黃酒 。中國的民間宗教是柔和的 。

第三 :道教與道家的關係密切 。

道教是反過來依附道家的 ,先秦的道家不等於道教 ,道教是不斷依附道家

的 。五斗米道 、太平道 ,都是如此 。就道教的理論發展而言 ,魏晉增加了 :其

一 、僧侶 ,其二 、玄學 。南北朝時又明顯地合流 。道士只是慢慢吸收 。南北朝

時道教的思想 ,不能避免用一點儒家的東西 、用一點道家的東西 ,所以南北朝

的陶弘景是不排佛的 ,北遼較排佛的 。

第四 :儒 、釋 、道三教合流 。

東漢末佛教傳入 ,佛學是宗教的 ,也是哲學的 。與其將它看成宗教 ,不如

看成哲學 。任何宗教都是要具有宗教儀式的 。大學生親近佛學乃因要學佛理 。

張開雙臂擁佛是隋唐以前的事 。當時信佛是宗教性的 。隋唐的佛教占相當大的

比例偏向哲理 。一直到春秋戰國時代 ,先秦乃是較人文的 ,不是較鬼神的 。隋

唐佛教之傳入 ,補中國宗教之不足 。為何禪宗較易入流行中國 ?主要乃因其沒

有儀式 、不用經典 。慧能謂 :成佛不一定在家 。後來佛教變成與儒家結合 ,信

佛不一定要出家 ,亦可在家信佛當在家居士 ,也可以結婚 。儒學成為佛教教理

的一部分 。

第五 :宗教史上的儒 、釋 、道三教合一 ,自 宋代開始的 。自宗教的修身而

至修道可以修心 。儒家最重要的特色是修身 。修心健身 。

第六 :明清三教合流更明顯 。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且巨 ,尤其道教的通俗

化 、普及化後 ,與民間秘密宗教活動關係密切 。三教合一 ,成為社會上普遍趨

勢後 ,對文士思想與中下層階級具有很深的影響 。

第七 :唐 、宋之際 ,道教偏重學問方面 。宋為新儒家 。明清則用宗教觀念

視道教 ,如李蟄 。理學則周敦頤 ,講太極討論的 。

第八 :儒家的天即天人感應 。天在上面看 ,天子不好 ,處罰他 ,降災 。戰

國的五德終始論 ,即命定論 。天子行為的善惡 ,決定人民的禍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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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北魏 、北周道教占上風 。佛教初傳入中國的時候 ,當時道教很盛 。

南北朝道教被官方保護著 ,志怪小說中多有神鬼的出現 ,人一直對神存著好奇

心 ,而且對神非常崇信 。一方面道教興盛 ,一方面又將神鬼寫入小說 。志怪小

說代表想像的空間 。薩滿教 (Sha一 1llan)謂 :有能力才能除妖 。像 《鬼鏡記》

內記載的多是一些諸如 :行善 、趨吉 、避凶等等之事 。

第十 :中國道教是一個土生土長 ,淵源流長 ,間容並包 ,形成緩慢 ,時間

不一 ,地點不同 ,形成方式也不一樣 ,關係中國人的一般民間宗教信仰非常

深遠的宗教團體 ,值得深入研究 ,尤其對一個高中生而言 ,應該要多了解一點

我們自己本土的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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