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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來（2000-2015）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研究的回顧 

齊汝萱∗
 

有清一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於底層社會。清初盛行的教

派，主要是明代後期民間秘密宗教的延展，其後，各地的民間

秘密宗教活動更加頻繁，教派案件層出不窮，新興教派如雨後

春筍，屢禁不絕。至乾隆年間（1736-1795），民間秘密宗教除自

明代延續傳承的教門外，尚有清初所創立的教門，再加以此一

時期出現的新興教門，使得嘉慶年間（1796-1820）至道光年間

（1821-1850）民間秘密宗教的傳習與活動更加活躍，甚至發生數

起規模較大的民間秘密宗教叛亂事件。除此之外，其他規模較

小的教門在傳教及其活動於底層社會中，亦呈現欣欣向榮的樣

貌。到了清朝後期，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仍舊活躍，可以說民

間秘密宗教的發展貫穿整個清代底層社會。因此，民間秘密宗

教的研究即成為研究清代底層社會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此一題

材上，過去十五年來的研究不算少數，有以民間秘密宗教總論、

各教門專述、宗教教義與思想信仰、寶卷研究、官方查禁與教

派起事以及各類專門主題研究等，研究成果豐碩。本文即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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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間秘密宗教的中文論著為對象，分為「研究回顧與專書評

介」、「民間秘密宗教綜述」、「民間秘密宗教教派專述」、「教派

起事與官方查禁」、「經卷、小說與思想信仰」以及「民間秘密

宗教各類專門主題研究」等共六方面進行回顧與討論，期待能

呈現近十五年來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趨勢。 

 

關鍵詞：清代、民間秘密宗教、隱文化、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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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學者對於明清時期的秘密社會研究有著深厚的興

趣，反映在教門以及會黨的相關研究上，呈現出蓬勃發展、欣欣

向榮的狀態，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就民間秘密宗教的議題而言，

中文論著研究的成果隨著時間逐漸成長茁壯，本文擬以2000-2015

年（民89-104）中文論著中關於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相關研究，作一

整體性的回顧，分為「民間秘密宗教綜述」、「民間秘密宗教個別

教派研究」、「教派起事與官方查禁」、「經卷、小說與思想信仰」、

「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醫療活動」以及「民間秘密宗教中的人物研

究」六個部分討論。 

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研究因由來已久，故每隔一段時

間，即有研究回顧性質的專刊論文產生。研究回顧的書寫與整理

介紹，對於新進入此一領域的後繼學人幫助頗多。莊吉發〈清代

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與出版〉1，解釋了秘密社會劃分為秘密會黨和

秘密宗教兩個範疇，並蒐羅自民國初年至 1987年間的相關研究，

進行有系統的介紹，蒐羅範圍也包含美國與日本的相關研究，惟

其內容在篇幅上，介紹會黨篇幅遠多於秘密宗教，且皆為 1990年

以前的研究，仍不失做為參考早期相關研究的價值。邱麗娟〈近

二十年海峽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1979- 

1999）〉2做介紹刊登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刊物《史耘》中，

本文其中之一的目的即是接續該篇研究討論，繼2000年至2015年

                                                 

1
 莊吉發，〈清代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與出版〉，《清史論集》，第十九集（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8），頁185-220。 

2
 邱麗娟，〈近二十年海峽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1979- 

1999）〉，《史耘》，6（臺北：師大歷史學系，2000.9），頁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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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民間秘密宗教在學術界上的中文研究作一介紹與討論；李世偉

〈戰後臺灣有關民間宗教研究的回顧與評介（1950-2000）〉3一文，

討論臺灣學界五十年來的民間宗教研究概況，並提出五大展望，

期許後進研究：1.史料的整理、發掘與刊佈 2.田野調查的強化 3.

工具書的編纂 4.研究議題的擴大 5.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曾雨萍〈近

十年來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1993-2003）〉4，討論

的時間斷限與李、邱兩文略有重疊，但補充了李氏未探討到的中

國研究情況，並將時間往後延伸至 2003年間的研究，介紹了更多

新的研究成果。 

總結上列這些研究回顧性質的討論文章，討論的時間範圍前

後為1950年至2003年間半個世紀中，兩岸學術界在明清時期民間

密宗教研究成果，對於後進的研究者提供了入門的途徑。惟考慮

時至今日，諸如劉子揚、張莉編的《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5共計

四十冊的史料整理出版，以及至今日研究議題更加擴大，且研究

角度更是多元化地展開，因而有再次撰寫明清時期秘密宗教研究

回顧與討論的必要。 

二、民間秘密宗教綜述 

在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綜述類別中，不乏介紹民間秘密宗

教整體與全面性、教派的特殊性與共同性、新史料與檔案介紹與

利用、教派的歷史源流與發展、各教派的活動與現象，及其與地

                                                 

3
 李世偉，〈戰後臺灣有關民間宗教研究的回顧與評介（1950-2000）〉，《臺灣

宗教研究通訊》，5（臺北，2003.6），頁11-71。 

4
 曾雨萍，〈近十年來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1993-2003）〉，《臺

灣師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4.6），頁169-190。 

5
 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v.1-v.40（北京：線裝書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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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會間的關係之研究。 

關於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已有不少作品正進行全盤性整合

的研究成果展現。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6有

系統地將各個民間秘密宗教教派進行溯源；莊吉發亦致力於此一

題材，特別是在新史料與檔案的介紹與利用上，更是不遺餘力，《真

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7研究軸線包含整個清代，應

為目前臺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中最完整詳盡的研究成果，為有

興趣者提供快速入門的捷徑。另外，秦寶琦的《中國地下社會》8及

劉平的《中國秘密宗教史研究》9，皆對秘密社會在宗教、巫術、

民俗等文化現象的研究進行深刻書寫，這些作品提供民間秘密宗

教整體輪廓的參考。 

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教派的歷史源流與發展上，陸勇

的〈晚清秘密教門與近代社會變遷〉10一文中說明晚清教門的演變

狀況，但文中強調民間秘密宗教在本質上仍為「落後性」和「封

建性」，缺乏對於民間秘密宗教在社會功能的觀察，實屬可惜。孟

超的《明清秘密教門滋蔓研究》11一書，從社會史的角度看待歷史

上的秘密教門和歷代政權的治理政策，進而探討秘密教門在歷史

上屢禁不止的原因。在民間秘密宗教與底層社會之間的關係方面

上，梁景之的《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12從新的角度關注清代

                                                 

6
 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7
 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2）。 
8
 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9
 劉平，《中國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0
 陸勇，〈晚清秘密教門與近代社會變遷〉，《雲南社會科學》，4（雲南，

2003），頁83-87。 
11

 孟超，《明清秘密教門滋蔓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12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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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宗教，試圖從信仰體系構成、宗教群體構成、宗教修行和體

驗、民間宗教以及鄉土社會關係等四個面向著手，勾勒出清代民

間宗教與社會間的互動及關係。潮龍起的〈秘密社會研究的理論

視角〉13一文中，克服以往秘密社會研究的局限，在方法上採用視

角的多維性、整體性以及有層次的研究方法，嘗試採用新的研究

方法來提高秘密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並為後續研究提供

了新的理論架構與研究視角。 

此外，莊吉發較早發表的〈故宮檔案與清代社會史研究〉14、

〈從故宮現藏檔案談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的原因〉15，提供史料

運用的典範，王一樵和邱麗娟即是在這個基礎上，分別運用檔案

與口供史料完成〈清朝乾嘉時期庶民社會的邪教恐懼與秩序危

機：以檔案中的民間秘密宗教案件為中心〉16以及〈從口供內容看

清代前中期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1723-1850）〉17，皆利用檔案將

清代的民間秘密宗教深層寫入當時社會。 

至於在各教派活動與文化現象，亦呈現出多元的寫作取向，

莊吉發的〈師巫邪術─清代術士的活動〉18及〈隱文化─清代

                                                 

13
 潮龍起，〈秘密社會研究的理論視角〉，《煙臺大學學報》，3（煙臺，

2004），頁324-327。 

14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社會史研究〉，《檔案利用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

會》（臺北，1997）。 

15
 莊吉發，〈從院藏檔案談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的原因〉，《故宮學術季

刊》，1：1（臺北，1983），頁9-112。 

16
 王一樵，〈清朝乾嘉時期庶民社會的邪教恐懼與秩序危機：以檔案中的民間秘

密宗教案件為中心〉，《政大史粹》，20（臺北，2011），頁95-139。 

17
 邱麗娟，〈從口供內容看清代前中期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1723-1850）〉，

《興大歷史學報》，23（臺中，2011），頁41-74。 

18
 莊吉發，〈師巫邪術─清代術士的活動〉，《清史論集》，第二十集（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10），頁29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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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會通俗文化的特色〉19指出通俗文化扮演重要角色，故探討

清代秘密社會的發展，不能忽視通俗文化在下層社會產生的作

用，全文深入探討民間秘密宗教在社會上的功能及其隱文化的特

殊性；邱麗娟的〈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活動中「男女雜處」現象的

探討〉20探討清代底層社會盛行的民間秘密宗教，在活動上與強調

男女嚴防的傳統禮教有別，及官方面對此現象的應對方式；林伃

芹的〈明代的妖言惑眾─帝制時代異端現象的歷史考察與剖析〉

21關注於民間秘密宗教的妖言惑眾現象，從法制、政治、宗教、社

會、文化等方面，來探究明代妖言惑眾現象的表現。 

三、民間秘密宗教個別教派研究 

在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上，個別教派的探討與論述

亦是研究重點，2000-2015年之間兩岸的研究成果在作品數量上，

比起前一個十年（1990-2000年）有減少的趨勢，22雖然在數量上

呈現減少趨勢，但在內容上則出現多元化且精緻化的現象。 

研究方向除了繼續深耕規模較大的白蓮教與羅教，如徐小躍

的〈論中國民間宗教及其與佛教的關係─以白蓮教、羅教為例〉23

                                                 

19
 莊吉發，〈隱文化：清代秘密社會通俗文化的特色〉，收於《近世中國的社會

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7）。 

20
 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活動中「男女雜處」現象的探討〉，《臺灣師大

歷史學報》，35（臺北，2006），頁141-175。 

21
 林伃芹，〈明代的妖言惑眾─帝制時代異端現象的歷史考察與剖析〉，文化

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臺北，2007）。 

22
 參見曾雨萍，〈近十年來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1993-2003）〉，

頁176-180。以及邱麗娟，〈近二十年海峽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與

展望（1979-1999）〉，頁49-92。 

23
 徐小躍，〈論中國民間宗教及其與佛教的關係─以白蓮教、羅教為例〉，

《新世紀宗教研究》，2：3（臺北，2004），頁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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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大部分民間宗教在社會壓迫和人生苦難的前提下，創建教

義，但因欲擺脫壓迫和苦難的方式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路徑：

一是注重對現實社會的反抗和鬥爭；一則是注重對人的精神及生

命的超越和解脫。文中以白蓮教爲主要代表，其所選擇的方式為

前一條道路；山東人士羅夢鴻創立的羅教，選擇的則是後一。至

於江田祥的〈清乾嘉之際白蓮教「襄陽教團」的地理分布與空間

結構〉24一文中，使用地理空間的概念，為研究民間秘密宗教開啟

新方法，除了白蓮教、羅教之外，亦有不少將研究觸角延伸至較

小教門上，如探討金丹道教的趙志〈試論清後期金丹道教與幫會

組織的融合〉25，討論教門和幫會組織間的融合關係，也指出教門

與會黨間，並非壁壘分明，在一些因素下，兩者會互相融合。 

邱麗娟的〈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道士─以紅陽教與一炷

香教為例〉26以及〈清乾嘉道時期紅陽教的醫療傳教〉27等作品，

主題鮮明且較為精緻；吳昕朔的〈中國明清時期的黃天道：宗教

與政治層面的考察〉28，透過與黃天道相關的歷史文獻與寶卷，討

論黃天道在明清時期的整體發展與表現，並從社群、經濟、文化、

醫療四個面向透析黃天道的宗教性表現實與當時社會密切相關，

並以黃天道是中國大傳統中的地方小傳統為總結。 

                                                 

24
 江田祥，〈清乾嘉之際白蓮教「襄陽教團」的地理分布與空間結構〉，《宗教

學研究》，3（成都，2008），頁106-110。 

25
 趙志，〈試論清後期金丹道教與幫會組織的融合〉，《陰山學刊》，3（包頭，

2003），頁66-70。 

26
 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道士─以紅陽教與一炷香教為例〉，《南

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38：2（臺南，2004），頁1-21。 

27
 邱麗娟，〈清乾嘉道時期紅陽教的醫療傳教〉，《臺南師院學報》37：1（臺

南，2003），頁17-35。 

28
 吳昕朔，〈中國明清時期的黃天道：宗教與政治層面的考察〉，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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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派起事與官方查禁 

探究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必然會觸及教派起事與官方查

禁，由此又可衍生律例對民間秘密宗教的規範與制裁。在此一議

題上，兩岸在近十年來皆有研究成果展現，又因探討取向的歧異，

擬分為教派起事、官方查禁與社會控制，以及教派起事與官方查

禁三部分，進行討論。 

（一）教派起事 

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教案層出不窮，萬晴川的〈《三遂平妖

傳》與歷史上的王則彌勒教起義〉29，剖析《三遂平妖傳》是以歷

史上的王則彌勒教起事為原型而創作的，時間點雖為北宋慶歷年

間，但其為中國古代第一部長篇的神魔小說，對明清時期的小說

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江田祥的〈爪牙與叛逆：胥吏與清中期白

蓮教起義─以乾嘉之際白蓮教「當陽教團」為中心〉30，指出清

乾嘉之際白蓮教「當陽教團」中，胥吏成為起事首領，而胥吏與

城鄉各階層廣泛的社會關係網絡，亦為其傳播與擴散白蓮教的宗

教網絡，對分析白蓮教的擴散方式與組織結構有深入分析。 

廖小菁的〈在救世與造反之間：清代天理教反叛事件中的信

仰與詮釋〉31，指出天命觀是中國的治文化在處理天人關係上所分

享的共同典範，由於宗教與政治領域皆有正當性的需求，故當政

                                                 

29
 萬晴川，〈《三遂平妖傳》與歷史上的王則彌勒教起義〉，《明清小說研究》，

2（南京，2005），頁136-145。 

30
 江田祥，〈爪牙與叛逆：胥吏與清中期白蓮教起義─以乾嘉之際白蓮教「當

陽教團」為中心〉，《歷史教學問題》，3（上海，2007），頁45-49。 

31
 廖小菁，〈在救世與造反之間：清代天理教反叛事件中的信仰與詮釋〉，國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臺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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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與宗教領域中的權力須依賴神聖的天啟力量來證明時，即賦予

兩個領域強化的機會，每一次的叛亂事件，都是一場民間異端與

國家正統權威競逐詮釋權的戰爭。黃立儀的〈嘉慶初年川陝楚白

蓮教之役（1796-1804）：以天時、地利、人和為中心的再檢討〉32，

主要探討自然環境對戰爭的影響，以及重新檢視清軍進剿教徒時

的策略運用，文中使用大量的檔案資料，並以清晰的論點重新檢

討川陝楚白蓮教之役的得失利弊。 

（二）官方查禁與社會控制 

統治者對於民間秘密宗教，其態度與應對呈現在律例法典

上，而在此議題的探討亦是相當活絡。鄭永華的《清代秘密教門

治理》33，從社會控制的角度探討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問題，探究秘

密教門的流傳、造反和統治階級的治理與打擊等互動關係。另外，

在柏樺、劉更光合著的〈宗教與邪教─明清時期刑罰政治觀〉34，

亦從律例的層面進行探討統治者與民間秘密宗教之間的互動。董

至善的〈清朝社會控制之研究─以秘密社會判例為中心〉35，透

過判例進行研究，考察秘密社會的演變以及清朝社會控制。 

楊惠宇〈清初順康雍三朝之政教關係─以民間秘密宗教的

策略運用為例（1644-1735）〉36、邱麗娟〈清代官方對民間秘密宗

                                                 

32
 黃立儀，〈嘉慶初年川陝楚白蓮教之役（1796-1804）：以天時、地利、人和

為中心的再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臺北，2005）。 

33
 鄭永華，《清代秘密教門治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4
 柏樺、劉更光，〈宗教與邪教—明清時期刑罰政治觀〉，《西南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1（重慶，2007），頁56-63。 

35
 董至善，〈清朝社會控制之研究─以秘密社會判例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臺北，2003）。 

36
 楊惠宇，〈清初順康雍三朝之政教關係─以民間秘密宗教的策略運用為例

（1644-1735）〉，《研究與動態》，9（彰化，2003），頁17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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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醫療傳教活動的審理─以乾嘉道時期為例〉37等，皆是針對統

治者面對民間秘密宗教的政策以及其活動的審理，透過這些研

究，可釐清明清時期官方面對民間秘密宗教的態度與應對策略。 

（三）教派起事與官方查禁 

在民間秘密宗教起事及其與官方之間的互動，梁景之〈從「邪

教」案看清代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的關系〉38、張佐良的〈從河州

事變看乾隆朝民變的政府對策〉39，以及張益剛、武傳忠〈「叫魂」

背後的思考：精神控制的危機與應對─從《叫魂》看清政府的

社會控制〉40皆從民間秘密宗教教案為切入點，深入探討明清時期

民間秘密宗教與官方之間的互動。 

五、經卷、小說與思想信仰 

寶卷、小說以及思想信仰，亦是探討民間秘密宗教獨特且重

要的一環，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根據探討的取向，以

下分為經卷研究、小說研究以及思想與信仰研究三部分。 

（一）經卷研究 

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寶卷研究，向來是熱門議題，濮文起的〈《如

                                                 

37
 邱麗娟，〈清代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活動的審理─以乾嘉道時期為

例〉，《興大歷史學報》，21（臺中，2009），頁39-69。 

38
 梁景之，〈從「邪教」案看清代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的關系〉，《清史研究》，

3（北京，2003），頁53-61。 

39
 張佐良，〈從河州事變看乾隆朝民變的政府對策〉，《學術研究》，11（廣州，

2007），頁110-115。 

40
 張益剛、武傳忠，〈「叫魂」背后的思考：精神控制的危機與應對─從《叫

魂》看清政府的社會控制〉，《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長春，

2009），頁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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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寶卷》解析─清代天地門教經卷的重要發現〉41在以往由於史

料限制，難以進窺全貌，作者採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取得新

材料，並就對天地門教《如意寶卷》進行解析，該文章對於新材

料的發掘極具貢獻。陳兆南〈後期寶卷呈現的女性困境─以《白

玉樓寶卷》為例〉42從寶卷中探討女性議題。莊吉發的〈傳承與創

新─從民間宗教寶卷的流傳分析通俗文化的社會適應〉43，文中

以寶卷研究分析通俗文化在底層社會上的適應與變遷。 

鄭如卿〈清代寶卷中的婦女修行故事研究〉44、陳桂香的〈婦

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45，皆透過寶卷研究，進行女性議題的探討；

李淑如的〈河陽寶卷研究〉46指出河陽寶卷融合了大量的民間文學

與演唱藝術，透過對河陽寶卷的研究，可從中探究民間文學與文

化。張秀娟的〈寶卷中的四大民間故事研究〉47中指出孟姜女、梁

山伯與祝英台、白蛇傳和牛郎織女是人民熟知的四大民間故事，

進入寶卷的形式後，無論在人物的塑造、故事的佈局或結局的安

                                                 

41
 濮文起，〈《如意寶卷》解析─清代天地門教經卷的重要發現〉，《文史哲》，

1（濟南，2006），頁47-52。 

42
 陳兆南，〈後期寶卷呈現的女性困境─以《白玉樓寶卷》為例〉，《第四屆

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

頁587-603。 

43
  莊吉發，〈傳承與創新─從民間宗教寶卷的流傳分析通俗文化的社會適應〉，

收錄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2009），頁305-340。 

44
 鄭如卿，〈清代寶卷中的婦女修行故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花蓮，2005）。 

45
 陳桂香，〈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嘉

義，2006）。 

46
 李淑如，〈河陽寶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臺南，

2010）。 

47
 張秀娟，〈寶卷中的四大民間故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臺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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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上，都呈現出與傳統民間故事不同的趣味，且因其具備通俗的

文學特質，使故事反映了真實的社會風貌，更接近群眾的心理。 

（二）小說研究 

小說研究也在近年來加入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議題，因而開

闢了新的研究方向。萬晴川有〈明清小說與民間秘密宗教及幫會

之關系論綱〉48、《中國古代小說與民間宗教及幫會之關係研究》49，

及其與趙玫合著〈西遊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讀〉50，這些研

究成果為民間秘密宗教研究增添不少色彩。 

（三）思想與信仰研究 

民間秘密宗教因為其本身所具的宗教性質，因此在思想與信

仰上，相當豐富，而不同教派間，也產生歧異性，反映在研究成

果上，亦呈現出多元樣貌。曹新宇〈傳統中國社會的「災難信仰

制度」與秘密教門的「災難神話」〉51，從民眾的恐懼著手，說明

民眾恐懼災難，因此加入民間秘密宗教以求趨吉避凶的現象。梅

莉〈清代真武大帝信仰之流變〉52、丁希勤〈從地藏信仰的興起看

明清時期傳統文化的發展與變遷〉53，分別從真武大帝和地藏信仰

                                                 

48
 萬晴川，〈明清小說與民間秘密宗教及幫會之關系論綱〉，《江西師範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南昌，2005），頁71-76。 

49
 萬晴川，《中國古代小說與民間宗教及幫會之關係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2010）。 

50
 萬晴川、趙玫，〈西遊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讀〉，《淮陰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3（淮安，2006），頁327-331+398、419。 

51
 曹新宇，〈傳統中國社會的「災難信仰制度」與秘密教門的「災難神話」〉，

《清史研究》，2（北京，2003），頁80-88。 

52
 梅莉，〈清代真武大帝信仰之流變〉，《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5

（武漢，2005），頁607-611。 

53
 丁希勤，〈從地藏信仰的興起看明清時期傳統文化的發展與變遷〉，《池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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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民間秘密宗教。 

莊吉發〈三教應劫：清代彌勒信仰與劫變思想的盛行〉54，探

討彌勒信仰與劫變思想在民間秘密宗教的思想體系中所扮演的角

色。林榮澤〈持齋戒殺：清代民間宗教的齋戒信仰研究〉55、劉耀

仁〈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末劫思想之研究〉56，分別對齋戒信仰和末

劫思想進行研究，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具貢獻。 

六、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醫療活動 

在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各種專門主題研究中，宗教活動

所延衍生出的民俗醫療是其重要特徵。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

教，在傳教活動中所衍生出的醫療行為之相關研究在專書著作

上，有鄭志明《宗教與民俗醫療》57、《宗教的醫療觀與生命教育》

58指出民俗醫療與宗教醫療是古老文明傳承下的文化現象，緊扣著

養生送死而來的生命教養，除了追求強身健體外，更致力於個體

的精神寄託與意義安頓，是人們集體智慧下創造與發明一系列對

抗疾病與衰老的獨特理論與方法。 

邱麗娟《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活動之研究》59

                                                                                                      

專學報》，2（池州，2006），頁55-57。 

54
 莊吉發，〈三教應劫：清代彌勒信仰與劫變思想的盛行〉，《清史論集》，第

十四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頁147-166。 

55
 林榮澤，〈持齋戒殺：清代民間宗教的齋戒信仰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學系博士論文（臺北，2003）。 

56
 劉耀仁，〈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末劫思想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臺北，2005）。 

57
 鄭志明，《宗教與民俗醫療》（臺北：大元出版社，2004）。 

58
 鄭志明，《宗教的醫療觀與生命教育》（臺北：大元出版社，2004）。 

59
 邱麗娟，《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活動之研究》（臺北：新文豐

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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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清代官方檔案、文集、教派寶卷等資料，討論清代民間秘密

宗教盛行於底層社會，與其以治病為傳教手段有密切關連，由於

其醫療活動具療程簡易、費用省簡、尚具療效等益處，故吸引許

多民眾向其求醫、進而拜師習教，對教派擴展頗具影響。邱麗娟

另有多篇文章〈以茶治病─清代中期紅陽教的茶療法〉60、〈清

代民間秘密宗教的誦經療法〉61、〈畫符念咒：清代民間秘密宗教

的符咒療法〉62、〈清乾隆至道光年間民間秘密宗教醫者的研究〉63、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氣功療法與教派傳佈〉64等，研究成果卓

越。陳羿芬〈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之民俗醫療研究〉65，探討下層社

會民眾因受限經濟條件與社會資源缺乏，在遭遇疾病、貧困、年

老、死亡、殘疾時，只好尋求收費低廉的就醫方法，才不至於造

成生計上的額外負擔，遊走鄉里間的民俗醫療者便是他們求助對

象，而成功結合醫療手段的傳教派系，教首以民俗醫療者的身分

遊走四方，使清朝官府的查緝更加困難。 

七、民間秘密宗教中的人物研究 

在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各種專門主題研究中，人物的研

                                                 

60
 邱麗娟，〈以茶治病—清代中期紅陽教的茶療法〉，《南大學報》，39：2

（臺南，2005），頁67-86。 

61
 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誦經療法〉，《人文研究學報》，40：1（臺

南，2006），頁63-83。 

62
 邱麗娟，〈畫符念咒：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符咒療法〉，《人文研究學報》，

40：2（臺南，2006）。 

63
 邱麗娟，〈清乾隆至道光年間民間秘密宗教醫者的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

報》，37（臺北，2007），頁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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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臺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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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雖占少數，但仍可自成一類。在此一方面的相關研究，大多關

注在創教人物或是教首等，這類領導教門的人物身上，進行個案

分析；另一種形式則是傳教家族的研究，但仍不脫離教首這類教

派領導的身分。此外，亦有研究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傳說人物，如

濮文起的〈王森論〉66，一文中探討王森是明末著名的民間宗教家

之一，開創東大乘教，而東大乘教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叛逆思想與

行為活動，亦對當時與后世的民間宗教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

響。他的另一篇著作〈神聖家族：明清時代民間宗教世界的傳教

世家〉67，一文指出在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世界中，出現了許

多以傳教為職業的宗教世家。其中，聲勢較大者在傳教斂財的同

時又自我神化，相繼建立起「神聖家族」，進而策動反抗政權，在

明清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另外，袁燦興的〈論聞香教王氏家

族〉68一文中探討聞香教的傳教上，教首世代傳承的現象，孔慶茂

的〈民間宗教的創世女神—無生老母〉69一文中則是探討民間秘密

宗教中的傳說人物無生老母。 

李媛〈16至18世紀中國社會下層女性宗教活動探析〉70和濮文

起的〈女性價值的張揚─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中的婦女〉71等文章

                                                 

66
 濮文起，〈王森論〉，《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貴州，2006），頁

55-58。 

67
 濮文起，〈神聖家族：明清時代民間宗教世界的傳教世家〉，《求索》，7（長

沙，2006），頁139-141。 

68
 袁燦興，〈論聞香教王氏家族〉，《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3

（秦皇島，2010），頁46-49+59。 

69
 孔慶茂，〈民間宗教的創世女神—無生老母〉，《文史知識》，3（北京，

2008），頁93-98。 

70
 李媛，〈16至18世紀中國社會下層女性宗教活動探析〉，《求是學刊》，2（哈

爾濱，2006），頁132-137。 

71
 濮文起，〈女性價值的張揚—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中的婦女〉，《理論與現代

化》，5（天津，2006），頁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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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深入探討了中國下層社會中的婦女在民間秘密宗教中所扮演

的角色。曾雨萍〈清朝民間秘密宗教女宗教師研究〉72、邱靜惠的

〈論宗教對女性形象的影響─以明末白話短篇小說為例〉73以及

吳旻怡的〈女英雄的旅程：《女仙外史》、《歸蓮夢》主角形象研

究〉74皆從女性議題為視角，探討女性在民間秘密宗教上的功能、

意象與角色。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75指出陳靖姑的傳

說故事蘊含了儒道佛三教的思想，陳靖姑是文武兼備的多功能女

神，其神格的形成，會因應社會需要而有所變動，該篇論文將民

間秘密宗教的傳說人物加以解析，反映出下層社會人民內心的需

求。另外，齊汝萱的《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人物研究》76從人物研究

的視角切入，深入分析探討以人物為研究主軸的清代民間秘密宗

教淵源與發展、清代官方對於民間秘密宗教人物的政策與態度、

清代參與民間秘密宗教的人物在不同時期的面貌，以及其所扮演

的社會角色，進而對整個清代社會的影響與功能，並建構出其所

反映出的整個清代庶民社會與文化。 

 

                                                 

72
 曾雨萍，〈清朝民間秘密宗教女宗教師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臺北，2005）。 

73
 邱靜惠，〈論宗教對女性形象的影響—以明末白話短篇小說為例〉，靜宜大

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臺中，2009）。 

74
 吳旻怡，〈女英雄的旅程：《女仙外史》，《歸蓮夢》主角形象研究〉，國立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新竹，2010）。 

75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臺中，

2007）。 

76
 齊汝萱，〈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人物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桃

園，2013年）。並於隔年修改後出版《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人物研究》，（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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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總結以上，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相關研究已相當成熟，

在近十年來的作品中，可看出所呈現多元化與精緻化。究其所以，

一方面是建立在以往眾多研究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則是可歸功於

史料整理出版，如 2006年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

整理出版，內容包含整個清代的史料檔案，按照類別與時間分類，

提供研究者極大的便利。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已將

宮中檔、軍機處檔等重要史料完成掃描電子化建立資料庫等，在

關鍵字檢索、查閱以及列印上都相當方便。 

由於相對有利的研究環境，使得近十五年來在清代民間秘密

宗教的研究成績斐然。但隨著相關研究的主題不斷地被挖掘書

寫，要能超越先前的研究，研究者更需使用新方法，提出新觀點，

方能突破目前已愈趨飽和的民間秘密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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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Qing Dynasty,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prevailed all over the local society. The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exist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Qing Dynasty were 

mainly the successors of their ancestors in the late stage of Ming 

Dynasty. After that,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spread all over 

China along with more frequent activities and incidents. A huge 

number of new sects appeared, and governmental prohibitions of 

these religious sects had only made insignificant impacts to them. 

Except those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that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religious sects newly founded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time of Qianlong 

Emperor (1736-1795). As a result, by the time between Jiaqing 

Emperor (1796-1820) and Daoguang Emperor (1821-1850),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of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were so active that there 

were even a few massive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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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s. Besides, other small sects preached and became 

prosperous among the grassroots society.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were still active by the time of the late stage of Qing Dynasty. 

It is able to sa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had passed through the whole grassroots society of the entire Qing 

Dynasty. Thus,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parts of the study of Qing Dynasty’s local society.  

At this topic, there were plenty fruitful researche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ncluding general introductions of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elaborations of different sects, studies of doctrines 

and believes of them, studi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s, sect rebellion 

incidents and governmental prohibitions, and the other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on Qing Dynasty’s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in the last 15 years. The discussions are 

distributed into six chapters, namely: Researches and Books 

Review,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Elaborations of Different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Sect 

Rebellion Incidents and Governmental Prohibitions, Classical 

Literatures, Novels and Believes, and Thematic Researches on 

Different Topics of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research trends of Qing Dynasty’s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in the last 1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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