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中曾提到：「正如所有的救世論宗
教信仰(soteriologischen Religiosität)裡所發生的情形一樣，此處，婦女顯然也是有
力的構成分子。這點並不難了解，因為在中國，也和西方一樣，異端的，也就是
非政治的教派，對於她們在宗教上的評價，多半要高於儒教所給予她們的評價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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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的確，在儒家眼中，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經常可以用「男女雜處，夜聚
曉散」一語概括，嚴重危害禮教大防，黃育楩在《破邪詳辯》中說：
「男女混雜，
即為奸淫所由起。」2
顏元在《存人編》中也有類似的說教：「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女是『二
道』，只管入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
不出中門，叔嫂尚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尚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
肉，亦必避嫌。哪有婦女往異性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哪有異性無干的男人入
3

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 由此可見其對民
間秘密宗教的負面評價，同時也凸顯了一種客觀現實，就是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婦
女參加宗教性活動的現象，以致於地方官員及儒家分子不得不重視此事，甚至三
申五誡。
民間秘密宗教是由佛道等正信宗教衍化而來的世俗化新興教門，雜糅儒釋道
思想而流布於下層社會，但「民間秘密宗教」這個詞目前在學界裡仍存在著爭議，
兩岸學者在此研究議題上所使用的詞彙不盡相同，也各有不同的指涉意涵，台灣
學者稱為「民間宗教」或「民間秘密宗教」；大陸學者則以「秘密結社」、
「秘密
社會」
、
「地下社會」
、
「民間秘密教門」或「會道門」稱之。但「民間宗教」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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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著，簡惠美譯，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頁 290。
黃育楩，
《破邪詳辯》
，收於《清史資料》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5-16。
顏元，
《顏元集》上，
《存人編》
，卷二，
《喚迷途‧第五喚》(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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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過廣，舉凡佛教、道教皆包含在內；而譚松林認為「秘密社會」
、
「地下社
會」或「會道門」乃指民間秘密結社而言，是民眾為了某些政治、經濟或其他目
的在秘密狀態下而結成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與當時正統思想和主流社會秩序相
對立，並在民間形成龐大的勢力，構成「地下王國」，因而被歷代統治階級視為
異端或叛逆，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而遭到嚴厲鎮壓。4「秘密結社」一詞雖久
為中外史家所習用，但結社的範圍包括民間秘密宗教與秘密會黨，含義甚廣，使
5

用結社字樣時，易與文人集會結社相提並論，產生誤解。

以往大陸學者把歷史上秘密社會及其領導的造反活動，納入農民起義的範疇
加以研究。學者們對農民起義的同情，往往給予秘密社會及其造反活動過高的評
價，大力宣揚其光明面，而忽視、掩蓋其消極面。有的學者甚至把秘密會黨稱為
「農民革命團體」，把秘密教門稱為「勞動人民的宗教」。如今，大陸歷史學界
已較能對秘密社會的社會功能與歷史作用給予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不過使用
「秘密社會」指稱過於籠統，秘密宗教與秘密會黨至近代雖有出現合流的情況，
但並非一開始即為如此，不可混為一談。喻松青認為不如稱為民間秘密宗教，既
可和幾個大宗教中的秘密教派相區別，又可縮小廣泛意義的民間宗教的研究範
圍，比較確切的反映民間秘密宗教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雖然民間秘密宗教各大
教派有時並非「秘密」，但後來它們都逐漸的排入「邪教」之列，隨著朝廷的查
禁，各教派自公開潛入地下，於是進行秘密的串聯傳教活動，遂成為它們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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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兩岸學者都同意它是在秘密狀態下結合而成的宗教團體，故以「民間秘密

宗教」或「民間秘密教門」較為妥當，本研究以下行文皆以「民間秘密宗教」稱
之。
明代中葉以後，民間秘密宗教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萬曆四十三年(1615)，
4

譚松林主編，
《中國秘密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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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吉發，
《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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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松青，
〈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
《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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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請禁邪教奏文，即提出「涅盤教、紅封教、老子教、羅祖教、南無教、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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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悟明教、大成無為教」，「皆諱言白蓮之名，實白蓮教也」 ，當然教派名目
實際上絕不止於此，而清代的民間秘密宗教是在明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許多
教派大部分直接與明代各教一脈相承，所念經懺也多為舊有之物，而教義教規、
組織形式、社會功能等方面，都在明代已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臻於
成熟，達到其全盛期。然而，教門林立，支派叢生的民間秘密宗教直到近代也沒
有發展成為一元性的宗教，但卻又都從儒家和道家哲學、佛教等更深奧微妙的體
系，吸收了許多要素，將其改造，使劫變、彌勒下凡、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等通
俗淺顯的教義能廣為普通民眾所接受，並透過治病消災、避禍致福等平易近人的
方式招引信眾，以利自身的發展壯大。民間社會為秘密宗教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
舞台與信徒，因此從明朝到近代，數以百計的教派廣布於民間，此起彼伏，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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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變化，從未中斷過，一些教派消失沉寂，新的教派又會應運而生。

在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研究方面，近十年來海峽兩岸研究成果豐碩，不論在史
料刊布、整體性的發展、議題的深化或個別教派的研究皆有所突破，舉凡經濟、
性別、族群衝突與社會福利皆在研究之列，可惜直接述及民間秘密宗教婦女的專
文較少，而婦女史研究近年來蔚為風潮，相關論著頗多，隨著女性議題的興起，
宗教與女性的關係成為一個新穎的研究課題，而廣大的婦女參加民間宗教活動，
成為宗教發展的龐大信眾基礎，其重要性不言可知。9然而，儘管宗教史研究已
相當蓬勃，婦女史研究也已崛起，關於宗教女性或女性信仰生活的歷史研究，在
台灣卻不多見，10目前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女性神祇和女性信徒兩方面的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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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實錄》
，卷五百三十三，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
侯杰、范麗珠，《世俗與神聖──中國民眾宗教意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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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偉，〈戰後台灣有關民間宗教研究的回顧與評介(1950-2000)〉
，
《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 5
期，2003 年 6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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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收於李玉珍、林美玫主編《婦女與宗教：跨
領域的視野》(里仁書局，2003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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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神祇的研究又以觀音和媽祖為盛； 至於女性信徒的研究則以佛教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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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民間秘密宗教婦女史的研究成果仍屬相當有限，目前僅見歐大年、韓書瑞、

喻松青及洪美華四位。
歐大年發現在明清宗教經卷的內容中，富含強烈的兩性平等及烏托邦思想，
此對女性極具吸引力，而且許多寶卷由女性宣讀，聽卷的對象也是女性，加上民
間秘密宗教對入教婦女一視同仁，有的婦女甚至成為教師和宗教師，因此，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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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多女性領袖，足以證明庶民宗教比佛道賦予女性較高的宗教地位。 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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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著名的學者有古正美、于君方、李獻璋等。古正美從佛教的女人觀談起，說明轉身思想的
演變，並討論了女相觀音在八世紀中國出現的背景。(古正美，
〈從佛教思想史上轉身論的發展
看觀世音菩薩在中國造像史上轉男成女像的由來〉
，
《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
，第 15 期，1987
年，頁 157-225。) 于君方在觀音研究議題上投注心力頗多，她以觀音的女性化與本土化為切
入點，發表一系列文章。(Yü,Chün-fang,1990,“Feminine Images of Kuan-yin in Post-T'ang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18,pp.61-89.Yü,Chün-fang,1990, “ Images of Kuan-yin in
Chinese Folk Literature”,《漢學研究》8：1,pp.221-285.Yü,Chün-fang,1992,“P'u-t'o Shan：
Pilgrimag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otalaka”,Susan Naquin & Chün-fang Yü ed.,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91-245.) 至於媽祖信仰，則以李獻璋
的研究較為完整，涉及媽祖信仰傳說的鋪陳發展、歷代朝廷的累加封號、媽祖地位的提升、媽
祖信仰圈的擴大。(李獻璋，
《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 年。)
佛教婦女研究概況，大致傾向研究佛教的女性觀與女性宗教生活兩方面，相關研究成果有：
古正美，〈彌沙塞部的女人觀對中國女性教團的影響〉，《國立臺灣大學創校十周年國際中國
哲學研討會論文集》，1986 年，頁 339-356；古正美，〈佛教與女性歧視〉，《當代》，第 11
期，1987 年，頁 27-35；王翠貞，〈佛教的女性觀〉，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釋恆清，《菩提
道上的善女人》，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江燦騰，〈從齋姑到比丘尼－－臺灣佛教女性出
家的百年滄桑〉，《臺灣佛教百年史，1895-1995》，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49-60；丁敏，
〈臺灣社會變遷中的新興尼僧團：香山尼僧團的崛起〉，《當代臺灣的社會與宗教》，佛光書
局，1996 年，頁 19-72；王平宇，〈宋代婦女的佛教信仰──兼論士大夫觀點的詮釋與批評〉，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吳玲君，〈北朝婦女佛教信仰活動──以佛
教造像銘刻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年；陳美華，〈解讀「比丘尼」
在西方人眼中的隱含〉，《中華佛學學報》，11 期，1998 年 7 月，頁 311-328；陳美華，〈另
類典範：當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發表於 1999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宗教傳統
與社會實踐中型研討會」；李玉珍，
〈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臺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
修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7 期，1999 年，頁 97-128；李玉珍，〈寺院廚房
裡的姊妹情：戰後台灣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87 期，
1999 年，頁 97-128；釋慧嚴，〈從臺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臺灣的發展〉，《中華佛學學
報》，12 期，1999 年 7 月，頁 249-274；釋見曄，《走過臺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
《中天出版社》，1999 年；李玉珍，
〈出家入世－－戰後臺灣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變遷〉
，
《回
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省文獻會，2000 年，頁
409-441；盧蕙馨，
〈現代佛教女性的身體語言與性別重建：以慈濟功德會為例〉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00 年，頁 275-311；林雯雯，〈臺灣佛教女性出家眾資訊尋
求行為之探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歷屆碩士論文，2001 年；楊千惠，〈神聖空間中的
女性宗教活動研究──家、精舍、禪寺的連結〉，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李玉珍，
〈比丘尼研究－－佛教與性別研究的交涉〉
，
《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
，62 期，2002
年 3 月，頁 11-16；李玉珍，
〈臺灣比丘尼與二部授戒〉
，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18 期，2002 年
3 月，頁 23-29；李玉珍，
〈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來中英文的佛教婦女研究〉
，
《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0 期，2002 年 12 月，頁 147-176。。
Daniel Overmyer,Women in Chinese Religions：Submission,Struggle,Transcendence Department of
4

瑞對於明清民間祕密宗教中的婦女地位評價則持相反意見，她認為祕密宗教多女
性領袖是因為當時法律視女性為盲從之流，處罰較男性輕，故多由女性掛名頂替
14

導致。

大陸研究學者喻松青也注意到明清兩代民間秘密宗教教派中，由婦女創教或
由婦女成為教派首領的，為數不少，她初步探討教派婦女的活動情況，並指出較
著名的女教首有創立西大乘教的尼姑呂牛(呂菩薩)、圓頓教中的張翠花、號稱「收
圓老母」的龍門教創教教主米奶奶、領導川陝楚教亂的首領王聰兒、自稱「開創
聖母」的圓教首領李玉蓮等。15
臺灣學者洪美華在此基礎上寫成《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
，認為婦女
在民間秘密宗教中能獲得較高的地位與成就感，教派也透過寶卷各種女性形象及
女神的塑造來吸引女信徒，為婦女提供其在教派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論依據。16唯
該碩士論文屬綜論性的介紹，偏重山東、直隸弘陽教、川陝楚教亂中婦女地位及
角色扮演的探討，對權力與性別、教派地理分布、教派的地域性、教派發展的研
17

18

究明顯較為缺乏，故於此仍有發揮空間，值得深入研究。如宋軍 和邱麗娟 皆曾
注意到紅(弘)陽教中，有不少寡婦透過醫療從事傳教活動，因為寡婦藉由宗教不
僅可以得到精神的寄託與心靈的慰藉，也能透過醫療、誦經作會，獲得經濟上的
資助。
且就傳承方式而言，弘陽教是衣鉢相承，異姓相繼，具有最傑出宗教才幹而
又富有感召力的人，自然會被指定為祖師衣鉢的繼承人。因其特意爭取女信徒，
因此各個教派中，弘陽教的女信徒尤多，亦有為數不少的女「教首」。對於「教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Not yet ready to cite.
Susan Naq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41-42, 151, 219, 299-300.
15
喻松青，
〈明清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女性〉
，
《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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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美華，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婦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17

宋軍，
《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邱麗娟，〈清乾嘉道時期紅陽教的醫療傳教〉
，《臺南師院學報：人文與社會類》
，第 37 卷第 1
期，2003 年，頁 17-3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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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認定，多為拜師後輾轉傳徒者；亦有傳徒歛錢者；或為自立或另立教會名
19

目，轉傳經卷者， 唯「教首」一詞雖頻繁出現於清朝檔案中，但亦見「教主」、
「教祖」
、
「道首」
、
「齋頭」
、
「會首」等稱呼，為避免負面指涉意涵及定義過於狹
隘，本文代以較中性之「女宗教師」一詞，凡有傳教授徒之實，皆在研究之列。
其實，不僅限於弘陽教，其他教派如龍門教即以女性為宗教師，女宗教師出現的
頻率與比例雖低於男宗教師，但有其特殊性，故研究民間秘密宗教女宗教師在宗
教場域中的行為與活動，當可成為婦女史中相當有趣的議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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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4 年，頁 83。
6

＊ 資料來源：
〈明清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女性
，
《明清白蓮教研究
資料來源：喻松青，
喻松青，
〈明清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女性〉
明清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女性〉
《明清白蓮教研究》
明清白蓮教研究》，
頁 295。
295。

7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就研究資料而言，有檔案、實錄、方志、文集、筆記小說、寶卷、田野調查
報告可供利用，藉由官方、民間及教派本身留存的資料，相信應可建立一較客觀、
具體的論述。
歷史檔案是一種直接史料，其可信度較高，發掘歷史檔案，掌握直接史料，
就是探討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的重要途徑，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本著資料共享
的理念，積極整理檔案，公布歷史檔案，提供豐富的第一手原始資料，不僅有助
於理論架構的建立，還可以帶動研究風氣，也能擴大研究領域。20
但是，在歷史文獻裡，反映民間文化的材料很少被保留下來，因而較難瞭解
鄉土百姓的文化意識。明代中葉以來，與信仰有關的宗教寶卷，來自於基層社會
屬於一般民眾的宗教讀物，撰寫者大多是新興宗教的宣教人才，其作品的對象是
教育程度較低或未受教育的人，因此文字趨向於俚俗化與口語化，經過簡單的閱
讀或口語傳誦，表達其宗教與文化的內涵。21
所謂的「寶卷」是在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中演唱的一種說唱文本，產生於宋
元時期，其起源主要是由唐、五代變文以及講經文而發展出來的通俗作品。22「寶
卷」是一般的稱呼，有的稱「經」或「寶經」﹔也稱「卷」﹔又稱「科儀」
、
「寶
懺」
。民間秘密宗教的寶卷屬於變文的形式，敷衍故事，雜糅儒釋道經典及思想，
通俗生動，易為下層社會識字不多的民眾所接受，尤其下層社會的善男信女們普
遍相信唸誦經咒可以療治疾病，世人的三災八難也只能藉唸誦經咒來消除，因
此，寶卷既能消災治病、求神脫離生死，又可祈福護身，兼有教化人心的功能，
故各種寶卷常被抄寫翻刻，流傳甚廣，成為下層社會裡常見的宗教讀物。23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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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頁 8。
鄭志明，
《無生老母信仰溯源──明代羅祖五部六冊宗教寶卷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5 年)，頁 3。
車錫倫，
〈中國寶卷研究的世紀回顧〉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11 卷，第 4 期，頁 65。
莊吉發，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寶卷與無生老母信仰〉
，
《清史論集》(四)(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0 年)，頁 78。
8

透過寶卷的內容可得知民間秘密宗教的信仰人口中，女性人口佔相當大的比
例。明清觀音信仰所形成的寶卷與民間傳奇，成為下層社會裏常見的宗教書籍，
形成具有特色的民間宗教思想體系，透過這些寶卷資料，可以推知當時基層社會
的共同理想與願望，及其內在的心靈意識。在寶卷中常有一脈相傳陰性神格的延
續與崇拜，尤其藉由觀音形象的塑造，傳達了庶民實際生活的文化意識，民間祕
密教派為了吸引更多女信徒，常在寶卷中宣揚「女人成佛論」，以求得生存與發
24

展，然此種說法增加了女性信仰觀音的主要原因。 在寶卷中對女性價值及信仰
問題，強調了個人的自我意識與覺醒，出現了獨立思考傾向的新思潮，影響所及
卻導致與傳統道德倫常互相牴觸的異端思想的出現。因此宗教思想瀰漫於明代社
會階層中，在宗教儀式的實踐過程中，女性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女性在接受宗教
信仰的層面是廣泛的，無論是正統佛教或民俗信仰，都可讓女性藉由信仰去實踐
25

填補生活精神層面的空虛。

但因各教派未經立法，對朝廷而言，其組織與活動都是不合法的，清廷為貫
徹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穩固清朝統治基礎，乃嚴厲查禁民間宗教，而寶卷是民
間秘密宗教傳教的媒介，
「每有一經，必有一教」
，在地方官吏嚴厲查禁民間秘密
宗教的情況下，對於銷毀各種寶卷書籍更是不遺餘力，乾隆年間即查禁為數眾多
的寶卷，其禁燬的原因不外乎假託神明偈語，妖妄悖逆、內容荒誕不經，惑人心
志、藉傳經卷，圖騙錢財，以及宣傳政治、宗教預言，聚眾為亂四項，由於各種
寶卷書籍被大量禁燬，以致後世所見寶卷，品類既少，數量亦有限。
幸而，在兩岸學者的努力下，先是有喻松青《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26對
收錄各寶卷的作者、出版年代、思想信仰及其對後世的影響進行了較深入的探
討；接著又有大陸出版的《寶卷》初集，27共計四十冊，收錄一百五十三種寶卷；

24

洪美華，
〈明清秘密宗教寶卷中的女神崇拜〉
，
《歷史月刊》
，第 86 期，1995 年，頁 68；莊吉發，
〈民間秘密宗教的寶卷及其教義〉
，
《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
，頁 428-430。
25
劉世龍，
〈明代女性之觀音畫研究〉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62-64。
26
喻松青，
《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27
張希舜、濮文起編，
《寶卷》初集 v.1-v.40，(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28

另外還有臺灣出版的《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
， 共計十二冊，收錄一百五十餘
種寶卷，其中有不少海內外孤本、珍本，甚至部份未見著錄者，對於經卷與思想
信仰的研究助益頗大。
在專書論文方面，臺灣學者莊吉發所著《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
29

究》 則從清朝的文化政策、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與活動、寶卷、經費及社會功
能等不同面向研究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使用的史料以清宮檔案資料為主，屬於開
創性的著作，也提供有志者持續研究的空間。王見川在 1995 年創辦的《民間宗
教》雜誌，為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第一本民間宗教的專業學術刊物，其刊載之論
文、重要史料、名著翻譯等均有一定的水準，亦頗受各方好評與重視。
尤其，大陸學者在各個教派產生與傳播的編年史上投注的精力相當多，30不
僅發掘整理出大量的新材料，31也拓寬研究領域。其中，濮文起主編《中國民間
秘密宗教辭典》32一書，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中國民間秘密宗教的專門辭典，參
考中日學者的研究成果，收列民間秘密宗教的神靈、教派、教義、儀規、修持、
術語、組織、經卷、人物、事件等方面的條目約 1500 條，並選收珍貴資料圖片
20 餘幅，是研究民間秘密宗教相當實用的工具書。
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版《中國宗教研究年鑑(1997-1998)》
33

一書，則對近百年來中國於各大宗教的研究情形、教學研究機構、期刊雜誌等

面向，進行全面的回顧與反思，不僅有助於學術動態的掌握，更可提供有志者的
入門參考，但該書較忽略港澳地區與臺灣的宗教研究介紹，為美中不足處。
《山
東民間秘密教門》34則從歷史學與社會學角度，對山東民間秘密教門歷史與概況
28
29
30

31

32
33
34

王見川、林萬傳主編，
《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v.1-v.1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 年)。
莊吉發，
《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
。
王大為著，曹新宇譯，〈一個西方學者關於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的看法〉，《清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7。
秦寶琦，
〈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新史料──浙閩黔實地考察的創獲〉
，
《清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黎青主編，
《清代秘密結社檔案輯印》v.1~v.10(北京，言實出版社，1999 年)。
濮文起主編，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
曹中建主編，
《中國宗教研究年鑑(1997-1998)》(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
路遙，
《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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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一個輪廓，探討清代以來山東地區民間秘密教門的歷史、組織、教理、儀
規與活動。由於該書是作者透過多次田野調查，蒐集、積累了大量口述歷史材料、
族譜、教門圖譜、經卷，搶救了瀕於毀滅的珍貴資料，擴展了研究視野，故該書
的問世有其堅實的基礎。不過，原書各章所論述的秘密教門，有的是山東獨自產
生的，有的是傳播而來的，雖然民間秘密宗教各教派之間相互滲透與影響本屬常
事，不僅教派派生現象複雜，就是教派之間也會輾轉傳習，因而衍生出更多教派，
但各教門之間，並非都是一脈相承的直線發展，原書將性質相近的教門劃上等
號，實有待商榷。35
可惜民間秘密宗教教派人物的研究明顯不足，主要受限於能掌握的史料較為
缺乏，在檔案資料幾付之闕如的情況下，研究者多只能從教派本身的記載著手，
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36可信度既受質疑，亦多為流水帳式的交代，成就不高。
因為民間秘密宗教研究長期以來都是史學領域的一個難題，其困難在於它所依據
的史料主要多是自身的文獻(民間秘密宗教經卷)和官方檔案，兩者皆具有明顯的
不確定性。因為明清民間秘密宗教經卷充滿神秘色彩，夾雜許多隱語暗謎，錯別
字、代用字和文理不通的現象頗多，難以理解；而檔案則常見官員的虛捏，也存
在罪犯的規避。因此，使用這樣的史料，需要嚴謹細緻的分析眼光，方能有所突
破。
巫仁恕卻突破資料的侷限，以明初山東唐賽兒之變作為研究核心，結合有關
唐賽兒的各類文本，包括官私史書的記載、文集筆記的評述及通俗小說的杜撰描

35

莊吉發，
〈評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
〉
，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
，第 26 輯(台北，國史館，
2001 年)。

36

相關論文有王見川輯，〈一貫道十三祖楊守一資料〉
，《民間宗教》
，第 1 輯(台北，南天書局有
限公司，1995 年)，頁 211-215；宋軍，
〈論紅陽教教祖“飄高”〉
，《史學月刊》
，1996 年，第
5 期；孔思孟，
〈論八卦教歷史神話──李廷玉故事〉
，《民間宗教》
，第 3 輯(台北，南天書局
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01-225；謝宜蓉，
〈明清秘密宗教研究初探──彌勒佛與無生老母〉，
《道教學探索》
，第 10 號，1997 年，頁 363-378；奚原，
〈王聰兒起義考敘〉
，
《清史研究》
，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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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等等，從「形象」的塑造與變化的嶄新角度來作觀察，並深入探討不同時空下
唐賽兒形象變化的原因及其背後所反映的觀念變遷，驗證了對於民變的領導人
37

物，民眾、士大夫與官府三者之間的看法往往存在很大的歧異性。 作者從各類
文本的記載切入，探討其形象的演變，旣解決了人物描述的難題，也不涉及史料
真偽的問題。歷史本身是一個重組過程，儘管使用同樣材料，卻因詮釋的立場、
觀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結果，因此，雖然使用的是二手史料，卻無損於其文章價值，
反而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明活潑，殊屬難得，也帶給筆者相當大的啟發。

＊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莊吉發，
莊吉發，《真空家鄉：
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台北，
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
史哲出版社，2002 年；濮文起主編，
濮文起主編，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
，成都，
成都，
四川辭書出版社，
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

37

巫仁恕，〈「妖婦」乎？「女仙」乎？：論唐賽兒在明清時期的形象轉變〉，《無聲之聲(I)：近
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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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的重點擬以清朝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女宗教師為主，以洪美華述及的
36 位女宗教師為基礎，結合檔案、田野調查報告所出現的女宗教師，目前掌握
的資料共有 66 位。
在章節安排上，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大章，第二章〈一字流出，
萬物的母：無生老母信仰的擴大〉共分三小節，第一節〈雜糅三教，苦功悟道：
羅祖與無為教的創立〉，先介紹羅祖的生平事蹟，以及苦功悟道到創立羅教的過
程，並說明《五部六冊》思想體系的漸趨成熟，最高女神「無生老母」及「真空
家鄉」的出現。第二節〈佛祖滿天，惟母是依：宗教經卷的母神信仰〉介紹寶卷
裡除最高的神祇無生老母外，還有眾多母神名號的出現，其或為無生老母的別
稱，或為隸屬其底下的神祇，母神的信仰不僅勾勒出真空家鄉的神仙體系，也反
映出母神信仰對信眾的吸引力，因而頻繁出現在寶卷的字裡行間。第三節〈女人
成佛，慈悲感召：女神崇拜的影響〉說明女性觀音信仰的興起，重新帶動了中國
的女神信仰的傳統，因其象徵堅意修真，排除萬難的女性，最後可以終成正果，
修行成佛。故女宗教師經常對外表示自己是某神明或某天星的轉世，儘管名號不
一，卻都反映了母神信仰的延伸與轉變，也為女宗教師的掌權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第三章〈出凡入聖，靈山收源：培育女宗教師的搖籃〉共分三小節，第一節
〈神聖家族？因貧設教？女宗教師的誕生〉
，從女宗教師的背景資料進行分析，
說明其出身背景、入（創）教原因，可以發現繼承家族宗教事業的婦女所占比例
最高，而藉由血緣紐帶的世襲制除可強化其權威地位外，也能加強教徒對女宗教
師的信任。第二節〈教權世襲，衣缽授受：女宗教師活躍的教派〉探討某些教派
出現女宗教師的比例特別高的原因，分析其是否與該教派的教義、組織或傳教方
式有關，並說明其產生女宗教師的有利條件。第三節〈素崇釋道，篤信鬼神：滋
養女宗教師的沃土〉將女宗教師作量化分析，說明其活躍的地區；並比較不同地
區女宗教師的產生和形象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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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權力與性別──男女宗教師的比較〉共分三小節，第一節〈形象的
塑造與權威的確立〉，宗教師在教派中既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扮演的角色是
否會因性別而產生差異，並在傳教過程中對信眾產生不同的號召力，從而增強其
權威性，是本節欲解決的重點。第二節〈水、火、香、符──醫療方式的差異〉，
各教派常藉醫療傳教，透過茶葉、按摩、符咒、針灸等進行醫治，但若進一步分
析，可以發現男女宗教師擅用的醫療「元素」不盡相同，本節試圖從醫療「元素」
出發，探究男女宗教師在醫療方式的差異及其背後象徵的意義。第三節〈孰輕？
孰重？──以清朝案例為中心〉，清朝取締「邪教」不遺餘力，宗教師在案件中
常依「師巫邪術」
、
「左道異端惑眾」
、
「傳習邪教」等律例斷罪，本節從所掌握的
宗教師案例進行分析，探討男女宗教師在刑罰方面是否有所不同。
第五章〈慈航普度？妖妄悖逆？──信眾與非信眾眼中的女宗教師〉透過個
案檢視在不同社群中女宗教師形象的差異，探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女性身體
污名化等議題，共分三小節，第一節〈神力治療？方術惑人？－－民俗醫療的再
探討〉說明女宗教師進行民俗醫療的方式及特色，以及容易遭受誤解之因，並從
多元視角探討民俗醫療在民間秘密宗教所扮演的重要性。第二節〈出民水火？妖
婦叛亂？－－女宗教師的起事〉從官方檔案及教派寶卷進行比對，說明女宗教師
的起事有更深層的意涵，並非單純的妖婦叛亂而已，且一別於平日傳教的形象，
女宗教師在戰場上往往也有傑出的表現，不能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掩飾其
軍事才能。第三節〈驚懼與被驚懼的一方〉藉由檔案、文集、筆記小說的描述，
來看女宗教師在宗教場域與非宗教場域的處境與遭遇，並說明女宗教師在傳教方
面是否較佔優勢或有其侷限性。
既然在男女共同參加的宗教性活動中，也存在以女性為主的群體活動，而女
性又有自己獨特的世俗或宗教目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婦女的亞文化。38本

38

趙世瑜，
〈明清以來婦女的宗教活動、閒暇生活與女性亞文化〉
，收於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
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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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圖將重心集中在女神崇拜與女宗教師的參與上，並嘗試解決李貞德在婦女與
宗教這個研究範疇內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經典與教義對女性的態度，亦即
性別是否影響信徒的救贖與成聖。第二、女性在宗教組織中的地位問題。第三、
宗教對女信徒生活的影響。39
由於女神的崇拜者大多是婦女，而與女宗教師來往的也多是女性，探討她們
之間的關係與女宗教師扮演的角色或許可以更清楚的反映宗教活動中的女性亞
文化。當然，把宗教當作宗教來研究，我不企圖複製或還原，既然它已成為過去，
任誰也無法將它重演一番，也不可能像現存的宗教可以去作田野調查，我只能尋
找一個適當的切入角度，來呈現女宗教師的多元風貌，讓其有平反發聲的機會，
不至於被污名化的浪潮給全數淹沒。

39

李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收於李玉珍、林美玫主編《婦女與宗教：跨
領域的視野》(里仁書局，2003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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