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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就本文的研究動機而言，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信仰，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個

層次：上層文化是傳統社會的主導文化，其文化骨幹是士大夫階層；而下層文化

亦即民間文化，構成傳統社會的文化潛流，為廣大的下層民眾所傳承1。佛教、

道教等傳統正信宗教，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社會整合，

使佛教和道教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份，相對於傳統正信宗教而

言，許多較晚出現，並具有某些新型態和特點的新興教派，則屬於下層社會的民

間宗教信仰2。就過去的傳統史學論述主體而言，多屬於上層社會之政治史或文

化史，有其特殊性和侷限性；相對於下層社會的廣大黎民百姓來說，有關於他們

的歷史論述，可謂名不見經傳，而在今日對小傳統研究重視的潮流趨勢之下，過

去被忽略的下層社會的文化史、宗教史，已經成為史學研究的新天地，透過各種

歷史研究分析，實有助於對清代下層社會的了解。本文就是在小傳統研究的潮流

驅使之下，觸發了研究的動機。 

儒釋道三教合一為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的本質，其思想信仰核心有二，一是末

劫思想（劫變觀），一是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信仰。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係雜糅儒

釋道三教思想並結合民間信仰所形成的各色教派，儒、釋、道各具治世、治心、

治身的長處，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教各有所長，但亦有不足之處，

民間秘密宗教卻可截長補短，滿足下層社會群眾的需要
3。本文的研究動機，即

在於探討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除了其本身所具有宗教的社會功能之外，他們是

如何利用末劫思想來達到其宣教目的，以及末劫思想在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中有

何重要性。 

研究目的方面，試圖透過對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深入瞭解有關民間秘密宗

教各種末劫思想之內涵。研究面向包括： 

一、末劫思想的淵源與類型。 

                                                 
1 金澤，《中國民間信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 232。 
2 希文，〈傳統宗教‧新興宗教‧邪教〉，《世界宗教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1999年，第 4期，頁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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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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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教派如何利用末劫思想吸引信眾入教。 

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信仰如何成為民間秘密宗教的共同信仰核心。 

四、清朝政府對民間秘密宗教的政策為何。 

五、各教派寶卷中的末劫思想內涵為何。 

六、政治性教派如何利用末劫思想，作為反對世俗統治者的指導思想。 

七、教案中的末劫思想如何呈現。 

八、末劫思想在民間秘密宗教中的意義。 

職是之故，本文欲從以上幾個面向，從國家與社會的對話視角，深入分析探

討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末劫思想的淵源、末劫理論的建構、末劫思想實際應用的情

形希冀透過末劫思想的探究，藉以了解末劫思想在民間秘密宗教的意義以及鄉村

社會對現世生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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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與研究回顧 

 

研究資料方面，可分三類。第一類是官方的檔案資料和官書典籍。此類資料，

品類繁多，大部分珍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平

故宮博物院原藏明清檔案，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後，分存海峽兩岸。北平故

宮博物院文獻館南遷的明清檔案，共計三七七三箱，其中遷運來臺，現由國立故

宮博物院典藏者，計二 O四箱，共約四十萬件冊，按照清宮當年存放的地點，

大致可以分為《宮中檔》、《軍機處檔》、《內閣部院檔》、《國史館暨清史館檔》等

四大類，此外還有各項雜檔。 

《宮中檔》的內容，主要是歷朝君主親手御批奏摺、軍機大臣奉旨代批的奏

摺及其附件。從時間上看，主要包括康熙朝中葉至宣統末年。按照書寫文字的不

同，可以分為漢文奏摺、滿文奏摺及滿漢合璧奏摺4。清代歷朝皇帝親手御批的

硃批滿漢文奏摺，原存於宮中懋勤殿等處，習稱《宮中檔》5。  

《軍機處檔》主要分為月摺包和檔冊兩大類6。月摺包主要為《宮中檔》奏

摺錄副及原摺的附件如清單、圖冊等，其未奉硃批的部院衙門或監察御史奏摺，

則以原摺歸包，此外，還有咨文或呈文等等，文書種類，名目繁多，俱按月分包

儲存。現藏月摺包，主要始自乾隆十一年(1746)，迄宣統二年(1910)。除了月摺

包外，各種檔冊的數量，亦相當可觀。依其性質，大致可以分為目錄、諭旨、專

案、奏事、記事、電報等六大類，俱為軍機處分類彙抄經辦文移的檔冊7。例如

《外紀簿》是內閣漢票籤處抄錄摺奏事件的重要檔冊，因其所抄的摺件多為外省

臣工即外任官員的奏摺，所以稱為《外紀簿》，亦即《外紀檔》。《月摺檔》是一

種簿冊，其已奉硃批或未奉硃批的臣工奏摺，逐日抄錄，按月分裝成冊，原存東

華門內國史館。《奏摺檔》是抄錄奏摺後裝訂成冊的簿冊。除了少數部院廷臣的

摺件外，直省文武直外任大員的奏摺及其附件，含有極為豐富的民間秘密宗教資

料。至於軍機處及內閣的《上諭檔》，以及剿辦秘密宗教的專案檔冊，如《剿捕

檔》、《東案檔》、《東案口供檔》、《林案供詞檔》等，也錄有重要教犯供詞及廷臣

議覆奏稿。 

                                                 
4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頁 90。 
5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72年），頁 5。 
6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頁 5。 
7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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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部院檔》大致可以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內閣承宣的文書，如詔書、

敕書、詔命等；第二類是帝王言動國家庶政的當時記載，如起居注冊、六科史書

等；第三類是官修書籍及其文件，如滿漢文實錄等；第四類是內閣日行公事的檔

冊，如上諭簿，絲綸簿、外紀簿等；第五類是盛京移至北京的舊檔，如滿文原檔

等，各類檔案都可以說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8。 

《國史館暨清史館檔》包括清朝國史館檔及民國初年清史館的檔案資料。清

朝國史館，設在東華門內，成為常設修史機構，附屬於翰林院。民國三年(1914)，

國務院呈請設立清史館，以修清史。史館檔的內容，主要為清朝國史館及民初清

史館紀、志、表、傳的各種稿本及其相關資料9。 

以上所提的檔案資料與官書典籍，海峽兩岸已經陸續的整理出版之中，目前

已出版的有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印的《史料旬刊》、《文獻叢編》；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的《宮中檔》；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明清史料》、《明清檔案》；北京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印的《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光

緒朝硃批奏摺》、《乾隆朝上諭檔》、《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

究所編印的《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等等。這些出版的資料，對研究清代

民間秘密宗教，提供了珍貴的直接史料10。 

第二類是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的寶卷。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為寶卷整理編目，

始自鄭振鐸〈佛曲敘錄〉。一九四０年代，惲楚材陸續發表〈寶卷續錄〉、〈寶卷

續志〉
11等文；一九五０年代以後，出版的寶卷編目有傅惜華《寶卷續錄》12、胡

士瑩《談詞寶卷目》13、李世瑜《寶卷綜錄》14、張頷〈山西民間流傳的寶卷〉介

紹作者所見的民間抄本寶卷三十一種15。  
進入一九八０年代以後，寶卷的研究日益受到學者的重視，許多公私收藏

者，編著了收藏寶卷的書目，如謝忠岳〈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一文，

                                                 
8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頁 91。 
9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頁 91。 
10 各類檔案的性質說明係參考《故宮檔案述要》第二章至第四章，頁 9-290；《真空家鄉：清代
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頁 8-9。 

11 此兩篇文章連載於《大晚報》中的「通俗文學」副刊第九期（1946.10.29）、第十期（1946.11.5）、
第十二期（1946.11.19）、第十三期（1946.11.26）及《中央日報》中的「俗文學」副刊第二十
三期（1947.4.6）。 

12 傅惜華，《寶卷續錄》（北京：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年）。 
13 胡士瑩，《談詞寶卷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14 李世瑜，《寶卷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 
15 張頷，〈山西民間流傳的寶卷〉，《火花》（山西：太原），195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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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館珍藏之《古佛天真龍華寶經》、《銷釋木人開山寶卷》、《銷釋接續蓮宗寶

卷》、《普渡新聲救苦寶卷》、《銷釋圓覺寶卷》、《銷釋圓通寶卷》、《下生嘆世寶卷》、

《欽頒護道榜文》、《佛說弘陽慈悲明心救苦寶懺》、《佛說梁皇寶卷》、《地藏王菩

薩執掌幽冥寶卷》、《銷釋歸依弘陽覺愿中華妙道玄懊真經》、《佛說達摩直指正宗

行覺寶卷》、《佛說西祖單傳明真顯性寶卷》、《銷釋大乘寶卷》、《銷釋顯性寶卷》、

《弘陽至理歸宗思鄉寶卷》、《嘆世無為卷句解》、《苦功悟道無為卷句解》、《正信

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句解》、《破邪顯證鑰匙卷句解》、《混元寶燈起止規範》、《銷

釋般若心經寶卷》、《大藏般若通明寶經》、《佛說皇極收圓寶卷》等二十五種寶卷

各作敘錄16。 

喻松青《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一書對《轉天圖經》、《普明如來無為了義

寶卷》、《無為正宗了義寶卷》、《佛說利生了義寶卷》、《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

鄉寶卷》、《觀音濟度本願真經》、《眾喜寶卷》、《法船經》等八種寶卷對其作者、

各寶卷刊刻年代、思想信仰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均作詳細的介紹17。 

段平纂集《河西寶卷續選》分上中下三冊，共收錄二十二種寶卷。上冊收錄

四種：《湘子度林英寶卷》、《劉香寶卷》、《武松殺嫂寶卷》、《康熙訪山東寶卷》；

中冊收錄七種：《金龍寶卷》、《刺心寶卷》、《二度梅寶卷》、《楊金花奪印寶卷》、

《白玉樓寶卷》、《丁郎尋父寶卷》、《紅燈計寶卷》；下冊收錄十一種：《烙碗計寶

卷》、《紅江記寶卷》、《小兒祭財神寶卷》、《張浩求子寶卷》、《白長生逃難》、《合

家寶卷》、《黃馬寶卷》、《顏查散寶卷》、《灶君寶卷》、《土地寶卷》、《秀女寶卷》。

這二十二種寶卷是河西民間所珍藏和喜聞樂見的卷本，是當地民眾對明清寶卷的

熱愛和創造。段平所纂集的這套寶卷，其最具特色部分，係在下冊收錄蘇聯東方

學者送給段平一本影印的明刻本《普明寶卷》，該寶卷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

重刻本，中國目前能看到的只有該卷的清刻本，段平並加以評述，有助於了解明

清時期黃天道的教義及其發展情形18。 

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共收錄了一百五十三種寶卷19。另外，周紹良

〈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20；李鼎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

簡目〉
21
；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

22
等，則有寶卷收藏情形

之簡介。 

王見川、林萬傳合編的《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這套書稱得上是教內、

                                                 
16 謝忠岳，〈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世界宗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第3期。 
17 喻松青，《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3年9月）。 
18 段平纂集，《河西寶卷續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 83年）。 
19 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月）。 
20 周紹良，〈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中國文化》（北京），1990年12月號。 
21 李鼎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簡目〉，《文教資料》（南京），1992年第2期。 
22 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中國文化》（南京），199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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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民間與學界人士通力合作的結果，收錄含刻本、抄本等寶卷共一八三種23。

這套叢書中收錄的經卷，大都標有刊刻時間與抄寫年代，此種題記是經卷印行時

間的表徵，而非其成書年代。本叢書的缺憾，則是收錄較多的抄本經卷以及部分

經卷字跡不清或殘缺。大致說來，本叢書有三項特色：一是搜羅資料廣泛且集中；

二是收錄重要經卷的不同版本；三是書中包含不少海內外罕見的珍本。這套書所

蒐集資料性質有三大類：一是民間秘密宗教經卷文獻；二是有關民間信仰的各種

善書；三是具有預言與讖言的救劫經。茲將本套叢書所收錄各種經卷整理如下： 

 

表1-2-1：《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所收錄有關各教派寶卷一覽表 

教派名稱 經卷名稱 數量 

無為教(羅教)系

統 

《五部六冊》、《苦功悟道卷》、《巍巍不動太山

深根結果寶卷》、《嘆世無為卷》、《破邪顯證鑰

匙經》上下卷、《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無

為正宗了義寶卷》(明版)、《清淨輪解金剛經》

(明版)、《清淨輪解大藏經》(明版)、《無為清

解無字經》(明版) 

10 

黃天道系統 《鑰匙經》、《普靜如來鑰匙通天寶卷》、《護國

祐民伏魔寶卷》(清刊本)、《佛說利生義寶卷》、

《普明如來無為了義寶卷》(明版)、《彌勒佛說

地藏十王寶卷》(清初著)、《清淨寶卷》(清代)、

《大乘法寶生蓮寶卷》(清中葉著)、《西林寶卷》

(清中葉著)、《大乘彌勒化度寶卷》(清初著清

版)、《古佛當來下生彌勒出西寶卷》 

11 

三一教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林子本行寶錄》、《儒

道釋夏四尼寶經》 

3 

龍華教 《五部六冊》、《明宗孝義達本寶卷》、《三祖行

腳因由寶卷》、《天緣結經註解》、《大乘意講還

源寶卷》、《大乘正教科儀寶卷》、《科儀寶卷》、

《皈依科儀》、《龍華科儀》、《大乘正教明宗寶

15 

                                                 
23 王見川、林萬傳合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 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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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枝因果》、《羅祖派下八支因果經》、《採

門科教妙典》、《源流法脈》、《佛祖妙意直指尋

源家譜》、《霄公寶鑑》 

西大乘教 《泰山東嶽十王寶卷》(明末著)、《東嶽天齊仁

聖大地寶卷》(明末著) 

2 

弘陽教 《混元弘陽苦功悟道》、《弘陽臨凡飄高經》、《弘

陽嘆世經》、《弘陽後續燃燈天華寶卷》、《混元

弘陽大法祖明經》、《混元弘陽大法祖明經午

科》、《銷釋混元無上大道玄妙真經》、《混元無

上普化慈悲真經》、《混元無上拔罪救苦真經》、

《混元弘陽明心中華寶懺》、《混元弘陽救苦生

天寶懺》、《混元弘陽燈光華藏經科》、《混元弘

陽拔罪地獄寶懺》、《銷釋混元弘陽明心寶懺》、

《清淨窮理盡性定光寶卷》、《弘陽祖明經》(四) 

16 

悟明教 《銷釋悟明祖貫行覺寶卷》(清版) 1 

還源教 《銷釋悟性還源寶卷》(明版) 1 

金幢教 《佛說皇極金丹九蓮證性皈真寶卷》、《多羅妙

法經》、《慈悲懸華寶懺》、《本明指明來蹤去路

性命了達寶卷》、《勸茶真經》、《佛說開天地度

化金經》、《佛說上天梯經》、《皈依註解提聖根

基》、《金幢教文獻》、《機理真言》、《修身要訣

覽心鏡》、《金堂教文件三種》、《佛教修殯經》、

《目蓮解偈集》、《禮佛雜經》 

15 

圓頓教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龍華寶經》(明末著)、

《龍華寶懺》(明末著)、《銷釋木人開山寶卷》 

4 

先天道 《金不換》、《無欺老祖全書》、《歸原寶筏》、《八

字覺源》、《太和堂書帖》、《十六條規註解》、《破

迷宗旨》、《慶祝表文》、《應用呈表》、《科儀雜

表》、《慶祝應用表》、《開示經》、《皈依進道科

儀》、《十誥靈文》、《觀音濟度本願真經》、《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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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述原》、《醒世要言》、《金石要言》、《規矩準

繩》、《認道指南》 

不明教派 《彌陀科儀寶卷》、《銷釋明淨天華寶經》、《皇

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太上伭宗科

儀》、《佛說如如居士度王文生天寶卷》、《如如

老祖化度眾生指往西方寶卷》、《福國鎮宅靈應

竈王寶卷》、《銷釋金剛科儀》、《大乘金剛科儀》 

9 

資料來源：王見川、林萬傳合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臺北：新文豐出版

社，民國88年）。 

 

此外，該套叢書亦收錄有關民間信仰和救劫有關的寶卷，茲整理如下： 

 

表1-2-2：《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所收錄有關民間信仰與救劫經一覽表 

信仰類型 寶卷名稱 數量 

灶君信仰 《東廚司命定福寶經》、《九天司命竈王經》、《敬竈章》 3 

關帝信仰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聖帝君丹鳳朝陽寶懺》、《武帝

經懺》、《關聖帝君靈寶真經》 

4 

達摩信仰 《達摩寶卷》、《達摩寶傳》、《達摩祖師度人戒牒》、《達摩

祖卷》 

4 

地獄信仰 《十王卷》、《玉歷鈔傳警世》、《輪迴寶傳》、《幽冥寶傳》、

《消災延閻王經》、《因果寶經全本》 

6 

呂祖信仰 《孚佑帝君真經》、《呂祖本願經》 2 

扶乩信仰 《乾坤寶鏡》、《覺世正宗》、《醒夢編》、《覺世新新》、《喝

醒文》、《三教真傳》、《奉聖回劫顯化錄》、《南屏佛祖救生

度化寶懺》、《指路寶筏》 

9 

惜字信仰 《青雲梯》、《桂宮梯》 2 

其他 《瑤池金母金丹懺》、《龐公寶卷》、《昔時賢文》、《陰騭文

圖證》、《真人尊經》、《元宰必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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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劫經 《五公末劫經》、《天臺山五公菩薩靈經》、《大乘五公轉天

圖救劫真經》、《五公末劫經》（光緒年間版）、《五公天閣

妙經經》、《佛祖靈籤應驗》、《彌勒尊經》、《觀音救劫勸善

文》、《天賜救劫經》 

9 

資料來源：王見川、林萬傳合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 

 

海外學者所編中國寶卷目錄方面，首推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24，共

收作者及日本公私收藏寶卷209種。相田洋〈有關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寶卷〉，介

紹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寶卷34種25。 

綜合國內外公私收藏的寶卷，據車錫輪《中國寶卷總目》所載，約計1500

餘種，版本5000餘種，其中大部分為手抄本。 

以上是國內外學者所編重要的中國寶卷目錄，它們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敘錄，

如鄭振鐸《佛曲敘錄》、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等，對收入寶卷的版本和

內容均作較詳細的介紹；澤田瑞穗所做的敘錄除對版本介紹及其詳備外，並對每

種寶卷內容有關的文獻附作介紹。另一類是編目，上述目錄多屬此類。各家編目

對寶卷的版本介紹詳略不一，個別僅羅列卷名。其中李世瑜編《寶卷綜錄》是最

為詳備的一部綜合寶卷編目，該書著錄中國國內公私19家收藏寶卷618種，版

本1487種，另收文獻著錄而未見傳本之寶卷35種。 

本文所採用的寶卷資料，主要是依據清代官方查獲教案中的寶卷，以及張希

舜等主編《寶卷》初集與王見川、林萬傳合編的《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 

第三類是時人的文集。如昭槤的《嘯亭雜錄》與蘭簃外史的《靖逆記》記載

嘉慶年間天理教之起事；俞蛟的《臨清寇略》記載乾隆年間山東清水教之起事等。 

本文希冀能從原始的檔案資料之中，蒐羅資料，加以排比、歸納、分析論述

之，並輔以相關之中外研究作品，以充實本論文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研究回顧方面，中外研究明清時期中國秘密社會史的學者甚眾，近十餘年

來，有許多傑出的研究成果問世。關於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可分內緣與外緣兩

方面的研究。在內緣方面：包括綜合論述、教派源流、教義思想、宗教家族、成

員性別、修持儀式、群體意識、社會侵蝕等；在外緣方面：包括國家文化政策、

宗教政策、法制層面、社會控制等。其研究方法、研究資料與研究方向，提供後

                                                 
24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 
25 相田洋，〈有關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寶卷〉，《東洋學報》，第64卷，第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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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者許多新的啟發與思考的面向。 

在臺灣學者方面，戴玄之先生《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一書26，雖然是

早期的著作，不過，該書對於中國歷代秘密社會廣泛地加以介紹，尤其是對白蓮

教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分析相當深入。至於目前對清代秘密社會之研究較為透徹

的學者，首推莊吉發教授，莊吉發教授利用故宮的檔案資料，彌補了戴玄之先生

的著作，在文獻資料上的不足，而《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一書

27，即利用臺北故宮各式清代檔案資料，對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有系統地深入研究

分析，從國家統治層面探討清代歷朝的文化政策、宗教政策與禁止師巫邪術律例

之修訂；從民間社會層面分析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的發展、各教派寶卷的思想內

涵、真空家鄉無生老母信仰之溯源、彌勒信仰與末劫思想盛行的因素、民間秘密

宗教經費的來源與應用情形以及民間宗教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在莊吉發教授的指

導之下，對於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的研究，十餘年來，已孕育出許多傑出的研究

成果28。 

洪美華〈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碩士論文，開啟了臺灣學界在民間秘

密宗教婦女史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女性的地位的討論，在民間秘密宗教中呈現出

與傳統社會不同的價值體系，即「女尊男卑」的現象，惟在各教派女性教首的探

討方面，只分析了三十六位，稍嫌不足。曾雨萍〈清朝民間秘密宗教女宗教師研

究〉碩士論文，在洪美華的基礎之上，彌補了洪美華論文之不足，進一步分析了

六十六位女性教首，在教派中的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功能等角色的扮演，深

化了民間秘密宗教婦女史方面的研究。 

王嗣芬〈清代中期川陝楚流動人口與社會案件分析（1736-1820）〉碩士論文

與李昭賓〈清代中期川陝楚流動人口與川陝楚教亂（1736-1820）〉碩士論文，利

用社會學與人口學的方法，探討川陝楚教亂與人口流動之間的地緣與組織關係，

                                                 
26 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9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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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 
28 例如洪美華，〈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81年）；王嗣芬，〈清代中期川陝楚流動人口與社會案件分析（1736-1820）〉（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王信貴，〈清代後期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之

政策（1821-191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李昭賓，〈清

代中期川陝楚流動人口與川陝楚教亂（1736-182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民國88年）；邱麗娟，〈設教興財：清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9年）；董至善，〈清朝社會控制之研究：以秘密

社會判例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6月）；林榮澤，

〈持齋戒殺：清代民間宗教的齋戒信仰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93年6月）；曾雨萍，〈清朝民間秘密宗教女宗教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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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賓並進一步檢視地方官吏並未落實保甲制度與教化百姓，除了導致人口流動

的因素以外，地方吏治的不彰亦是川陝楚教亂發生的重要原因。 

王信貴〈清代後期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之政策（1821-1911）〉碩士論文與董

至善〈清朝社會控制之研究：以秘密社會判例為中心〉碩士論文，分別從清廷的

政策面與法制面來探討清朝對秘密宗教的態度，由於清廷對社會控制不斷地加廣

與加深，在政策面與法制面雙管齊下之下，清代歷朝始終貫徹重儒重道、黜邪崇

正之文化與宗教政策。 

邱麗娟〈設教興財：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博士論文，利

用海峽兩岸的檔案資料，分析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教首設教的動機，大部分均是

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入教之信徒亦可藉傳徒收錢。對於處於下層貧窮困苦

社會的民眾而言，傳教與入教能夠興財取利是很大的誘因。 

林榮澤〈持齋戒殺：清代民間宗教的齋戒信仰研究〉一文，從內緣理路分析

民間秘密宗教透過齋供聚會成為一種宗教戒律，藉以吸引信眾入教，但易形成宗

教群體意識而成為官方嚴禁的活動。 

寶卷是最能凸顯民間秘密宗教的教義思想的資料。由寶卷的研究脈絡觀之，

以往的研究貢獻是著重於寶卷的蒐集與整理兩方面，可包括敘錄以及編目的整理

兩方面，中外學者在這方面的成果可謂相當豐碩。近十餘年來，寶卷的研究方向，

已逐漸從編目擴展至各個層面，研究成果甚多。茲舉數例，莊吉發〈清代民間秘

密宗教的寶卷與無生老母的信仰〉一文，從官方檔案資料著手，探討無生老母如

何成為民間秘密宗教的最高女神
29；另〈清代三陽教的起源及其思想信仰〉，一文

結合檔案與寶卷，對三陽教的思想教義與發展作深入的探討30。觀音信仰亦是寶

卷中所常見的教義，方鄒怡〈明清寶卷中的觀音故事研究〉一文，探討明清寶卷

中常以「觀音老母」的名義與母性形象化身助人31。  

    西方宗教文化也有類似末劫思想的信仰。蔡彥仁〈天啟與救贖：西洋上古的

末世思想〉一書，是由六篇論文所組成，作者認為形塑西方文明至鉅的基督教，

究其實是脫胎自猶太教的天啟末世運動，以後自成一獨立傳統。長久以來主流基

督教認為此種宗教思想具有強烈的顛覆性，容易驅使信仰者走向極端，每逢世紀

                                                 
29 莊吉發，〈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寶卷與無生老母的信仰〉，《清史論集》（四）（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2000年)。 

30 莊吉發，〈清代三陽教的起源及其思想信仰〉，《清史論集》（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31 方鄒怡，〈明清寶卷中的觀音故事研究〉（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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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或因遭逢天災人禍而導致社會浮動時，天啟末世思潮或末世運動便應運而

生，「千禧年王國運動」即屬天啟末世觀的一部份，此為基督教或所有宗教的「母

題」之一，當不為過，而此一宗教潮流也因時地之異持續演變，因而具有不同的

末世觀。不過，西方的天啟末世思想是在一神論的信仰之下產生，相較於中國多

神論的信仰，兩造是否殊途同歸，仍有待商榷32。 

大陸學者方面，在研究資料的運用方面，包括清代的官方檔案資料、官書典

籍、寶卷、當代民間文藝作品等。近幾年的研究趨向區域性的田野調查方法，已

經發掘出許多珍貴的寶卷和地方文史資料。研究成果方面，秦寶琦《中國地下社

會》、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蔡少卿《中國秘密社會》、濮文起《中國民間

秘密宗教》等人的論著，對於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的教派源流、教義思想、

信仰活動、教案分析等方面，有縱向與橫向的介紹。馬西沙、韓秉方合著《中國

民間宗教史》，則對漢代至明清以來的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作通論性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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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是從群體意識方面，將國家對災異現象解釋的壟斷權與基層社會所流傳的災

難神話作對照，試圖建立一套理論模式，檢視民間秘密宗教在傳統社會中，得以

生存活動的原因。該文在秘密宗教神話般的災難情節模式，基本上包括四個部

分：災難的發生→國家職能的不足和失敗→教派的神蹟和成功拯救→國家暴力的

出場。這種災難神話的模式解釋了為何秘密宗教總是受到國家的壓制，亦即民間

信仰遭受國家信仰的打壓，同時也暗示民間秘密宗教的生存空間就是國家權力在

社會職能方面失敗之處，更重要的是，這種神災難話強調了秘密宗教存在的合理

性和正當性33。惟本文過於強調政治，忽略教派的社會功能，而災荒的發生是提

供教派起事的契機而非存在的原因34。並且，許多教派之所以起事，並非因災荒

才乘機起事，大部分的原因是教首野心使然或是官逼民反。 

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一文，除了對弘陽教的起源、教義、活動等作深入

的分析之外35，宋軍並從社會學「越軌」的概念來解釋民間秘密宗教的亞文化群

體，其認為民間秘密宗教雖然是雜糅儒釋道三教信仰，但卻經下層社會民眾加以

改造，形成與三教思想似是而非的、獨具特色的思想體系。民間秘密宗教的世界

                                                 
32 蔡彥仁，〈天啟與救贖：西洋上古的末世思想〉（臺北：立緒文化，民國90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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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5月，第 2期，頁 80-87。 

34 曾雨萍，〈近十年來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1993-2003）〉，《師大歷史學報》，第三
十二期，頁 187。 

35 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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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和救世思想，與龐大民眾相結合所形成的社會勢力，常令中國歷代統治階層深

感不安與威脅，此便註定了其在社會上的越軌地位及必遭迫害的命運36。就本文

而言，若從正統與異端的角度切入，國家統治者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對立面，便是

統治者以文化霸權的心態，迫害其所不認可的民間社會活動。 

劉平《文化與叛亂》與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從文化自相根源

的角度，深化探討秘密社會和民間信仰以及鄉土社會的關聯性。劉平《文化與叛

亂》一書以「文化與叛亂」命題，加上在本書導論中提及秘密結社有三大特徵：

一是非法性；二是神秘性；三是反社會性37。容易被誤解為秘密社會就是等於叛

亂團體，事實上，就民間秘密宗教來說，屬於福利性的教派所在多有；就秘密會

黨來說，屬於互助性質的組織亦不在少數，如父母會，兄弟會等。故若依作者上

述所言秘密結社具有的特徵，秘密社會的文化不就等於叛亂文化？等於是從官方

的宗教、文化政策為出發點來看待秘密社會，這與作者試圖從小傳統、下層文化

來看三教合一世俗化的秘密社會，豈不自相矛盾？另外，劉平認為青幫的屬性是

為秘密會黨38。針對青幫在秘密社會的屬性，就劉平所見，值得商榷。從過去學

者對青幫的研究，許多學者認為青幫不是出於洪門就是出自天地會，如常聖照《安

親系統錄》、南懷謹〈青幫興起的淵源與內幕〉、蕭一山〈天地會起源考〉、陶成

章〈教會源流考〉等。事實上，不管是青幫或是紅幫均是信奉羅祖教的漕運糧船

水手的秘密組織，而且往往就是械鬥組織，其名稱的由來與洪門或天地會無關，

而是因糧船幫而得名。青幫和紅幫的形成是清代漕運積弊下的產物39。鈴木中正

認為羅教的活動與組成份子，可以分為農村都市的羅教與漕運船水手的羅教40。

道光年間，羅教的基本群眾，主要就是漕運水手，青幫與紅幫的由來，就是因糧

船幫而得名41。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一書42，從創世、治世、救世、度世等

四個面向，分析民間秘密宗教信仰體系，並分析民間秘密宗教與鄉村群體結構的

關係，梁景之的切入點，確實有別於秦寶琦、馬西沙、蔡少卿等師長輩之研究。

                                                 
36 曾雨萍，〈近十年來兩岸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之回顧（1993-2003）〉，《師大歷史學報》，第三
十二期，頁 179。 

37 劉平，《文化與叛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9。 
38 劉平，《文化與叛亂》頁 246-247。 
39 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頁 333-337。 
40 鈴木中正，《千年王國的民眾運動の研究》（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頁 169。 
41 莊吉發，〈清代道光年間的秘密宗教〉，《清史論集》（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91年 ），
頁 17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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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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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劫變分析方面，雖云及干支劫變之末劫思想，但並未論及彌勒降生、星宿

信仰與特殊月份的劫變思想，亦即在民間信仰與教派關係方面，仍有深入分析的

必要。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一書43，是大陸學者在民間秘密宗教區域史研究

方面，頗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該書從歷史學與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田野調查等方

法，重點考察七十多個縣，累積了大量的史料，包括族譜、圖譜、寶卷、口述材

料等，對於有清一代活躍於山東等地的一炷香、八卦教、離卦教、聖賢道、九宮

道、皈一道、一貫道、一心道龍華聖教會、紅槍會等民間秘密宗教，論述相當深

入。不過，就有清一代秘密宗教的發展過程而言，並非單一區域縱向直線式的發

展，各教派教義之間往往互相雜糅，教派枝幹互生衍化情形亦相當普遍，有時是

同教異名，或異名同教。因此，作者若能對照其他區域或省分的民間秘密宗教檔

案資料，將有助於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橫向研究的擴大。 

外國學者方面，美國學者韓書瑞（Naquin Susan）對於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之

個別教案有深入的研究分析，特別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王倫清水教案以

及嘉慶十八年（1813）年林清天理教案，主要是利用台北故宮的各項檔案資料。

韓書瑞針對兩起事件之教義思想、修持儀式、師徒關係、起事經過等有深入的分

析，尤其是歷史與地理的結合，將地緣與血緣的關係與起事的過程以及時空立體

化，使整個事件的脈絡更加清晰透徹44。日本學者澤田瑞穗《校注破邪詳辯》、酒

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等著作，在寶卷方面的研究頗有貢獻。鈴木中正《千

年王國的民眾運動の研究》則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發展有通論性的介紹
45。 

    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人類學、社會學和宗教理論廣泛地被運用在民間秘

密宗教的研究上，而大陸學者大規模的宗教田野調查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有

利於擴展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範疇。 

綜合上述研究成果觀之，就本論文所著重之民間秘密宗教的末劫思想部分而

言，大部分的民間秘密宗教史的著作，均會涉及此一課題，惟大部分的論述，在

廣度和深度方面仍不夠深入，亦即點到為止而已。比較明確指出末劫思想內涵的

                                                 
43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44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e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e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45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60年）；澤田瑞穗，《校注破邪詳辯》（日本：

道教刊行會，昭和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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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是莊吉發〈三教應劫：清代彌勒信仰與劫變思想的盛行〉一文46，該文明

確地指出劫的概念由來，以及劫變觀的形成與各種類型，充分利用官方檔案資料

是該文的特色。本論文即受此啟迪，在此文的基礎之上繼續深入探討。 

就臺灣、大陸與國外研究的現況而言，就台灣學者而言，若能多加利用大陸

方面的檔案資料，應能彌補台北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在資料上的不足，特別

是位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資料，甚具研究價值。就大陸學者

部分而言，因意識型態與唯物史觀之成見，導致在問題意識的提出和發展上有其

侷限性，因而有「以論代史」的現象，對於國家（統治者）與民間秘密社會（領

導者）之關係，往往以階級鬥爭的觀念來看待當時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因而忽

略了清代官方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以及如何透過律例的修訂等

來強化社會控制的措施；在案件分析方面，則過於支離分散，若能透過量化的方

式排比案件，分析民間秘密宗教的成員、地緣關係、時間脈絡、主要經典與教義

思想等，應可對民間秘密宗教的文化內涵有更深入的瞭解，而並非只是教派源流

的考究、思想信仰、儀式戒律、民間文藝與民間信仰等點或線的探討而已。此外，

台灣地區所珍藏的清代檔案資料，大陸學者引用甚少，在資料來源上，實不應該

被忽略。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大陸學者在寶卷的發掘以及文獻資料的整理上，

因地利之便，確實有其卓越的貢獻，且隨著海峽兩岸檔案陸續的整理出版，相信

有裨於民間秘密宗教新的研究成果出現。就國外學者而言，因在檔案資料的掌握

和寶卷的蒐集研究，確實有其地域上的侷限，因此不管在案件分析方面或寶卷的

探討，研究成果不如大陸與台灣，但質的方面仍具學術價值，值得參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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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民國94年。） 



 1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方向 

 

民間祕密宗教然是建立在小傳統的一種地域化社會共同體，但它具備宗教的

本質，有其超越的意義。各教派的發展，源遠流長，有它長期性、群眾性、複雜

性的特點。本文的研究取向，一分面進行縱向研究，一方面從事橫向研究。所謂

宗教的縱向研究，是以編年體的方法來分析各教派的階段性和歷史的發展變遷，

以重視過去宗教的面目，進而綜合說明民間秘密宗教史發展的規律。所謂宗教學

的橫向研究，是屬於各教派之間的比較研究。橫向研究注意到各教派在空間地域

上的差異和形式種類的多樣性，從不同教派的比較來尋找民間秘密宗教的共同本

質及其意義，並歸納民間秘密宗教的典型形式與特徵47。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欲從從四個面向著手：一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探

討民間秘密宗教的思想信仰與文化，如何雜揉儒釋道、外來宗教的思想，以及民

間信仰中的神靈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巫術信仰等；二是利用史學編年體

的方式列出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之末劫教案，並進行縱向的說明與橫向的比較；三

是分析各教派寶卷中的末劫思想；四是透過量化的方式加以排比分析，以釐清各

種末劫思想在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利用之情形。本文試圖透過上述四個面向，說

明清代國家與社會的文化權力架構關係，在官方所認可的大傳統潮流之下，小傳

統如何在統治者的權威之下生存。 

研究方向方面，除了第一章緒論以及第六章結論以外，第二章至第五章，著

重在末劫思想的形成與各教派如何製造恐慌以吸引民眾入教避劫？清朝政府對

民間秘密宗教的態度為何？寶卷中的末劫思想為何？教案中的末劫思想如何應

用？這些課題，將是本論文深入研究與希冀破之處，以期對民間秘密宗教末劫思

想的研究，有較深入的瞭解。當然，本文之研究，除了持續發掘檔案資料以外，

較為缺憾之處，是在文獻上並未直接親至大陸參閱當地檔案資料，況且現在大陸

有關清史方面的檔案資料，因為大規模纂修清史僅提供修史者使用的緣故，許多

檔案均已封存，非參與修史工作者無從參閱。因此，本論文必有不足之處與不成

熟之見解，尚祈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47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清史論集》（九）（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國 91年），頁 87-88。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研究資料與研究回顧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