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 
來源與功能研究

謝 聰 輝*

摘　要

本文利用這幾年來在閩中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道壇中所見到的明末以

來豐富的傳度抄本資料，以及 2017 年底兩次開法場儀式的調查記錄為討論

依據，探討其傳度制度的時間地點、內涵來源與功能目的。所得到的初步結

論為：閩中地區閭山或瑜珈法教三年一科開法場傳度時間，其來源依據正是

比照明洪武十七年（按 1384 甲子年）頒行〈科舉式〉中的鄉試開始舉設的

制度；而開法場的地點所在即擬同古代朝廷科舉的貢院試場，有兩種不同的

呈現情況：一是，卜選大利方之福地，將閭山（或金輪）傳度法院與上老君

皇宮寶殿合為一地一所；二是，先在受法弟子家中壇靖開建傳度法院，再至

公眾大利方之所架設皇宮寶殿以說法傳度。另開法場的目的功能，不再是只

為了過法傳度弟子，更擴大為內外同度、生死共濟：即對內為新恩弟子唱度

祈子、舊官陞職與亡師繳法；對外為信眾解厄、救病、赦罪與拔度。此研究

希望具顯閩中區域道法的宗教社會情境與闡法情形，為道法傳授制度研究累

積更豐富多元的具體成果。     

 關鍵詞﹕�福建、道教、法教、瑜珈、閭山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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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本題目「福建中部」的時空義界，限以道法壇靖內部明清抄本所見的

「延平府」轄屬的七縣為範圍；
1  而「開法場」就是此區法教傳度儀式的通

稱，不論是道法壇靖內部或是外部一般信徒，都共同使用此一名詞。其中的

「法教」即是「以法為教」的意義，如本文提及的「瑜珈法教」即「以瑜珈

法為教」，「閭山法教」即「以閭山法為教」；乃延續白玉蟾（1134–1229）在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一所記，討論「瑜珈教」時所稱「今之瑜珈之為教」

（11a）的用法內涵。以目前筆者所見中國福建道壇道法研究成果來說，相

關制度性傳度儀式的深入論述仍然很少，
2 而進一步涉及多山、多方言且較保

守封閉的閩中地區開法場的專門研究則未見。筆者三年來執行臺灣科技部計

畫，至今初步調查的閩中 22 個壇靖法衙
3 所見的道法概況，就看到了明末以

來數量不少的第一手珍貴資料，非常值得長期分階段投入調查與研究，目前

筆者也陸續整理發表此區域道法的相關論文。
4 

 1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志六〉所記，

明洪武元年（1368）所設置的「延平府」，其下轄領：南平、將樂、沙、尤溪、順昌、永

安、大田七縣。（圖一）本文傳統文獻未標出版資訊者皆依此一版本。

 2　 在福建閭山法教傳度的專門調查研究，就筆者所讀到的就只有葉明生與黃建興的著作：

前者如《福建省龍巖市東肖鎮閭山教廣濟壇科儀本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頁 19-44 討論傳度儀式的概況，並提供「十二道度牒文書及帖皮式」的珍貴資

料。〈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一文，《民俗曲藝》94/95 (1995.5): 165-

206，進一步析論閭山教傳度中心的形成，以及傳度儀式的結構與文檢內涵意義。而後者

最新出版的《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统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12）
一書，共分七章分別討論了師教的教派形態、儀式特徵、傳承體系、法師崇拜、巫覡傳

統族群社會、歷史源流與現代轉型等問題；其中第二章特別論述了〈師教的傳度儀式〉、

〈畲瑤的傳度儀式〉與〈師教的喪葬儀式〉，可供研究度法與繳法相關比對。

 3　 以目前筆者親自拜訪過的 22 個閩中壇靖法衙統計，多數稱靖（或書道靖），少數稱衙或

壇：（一）稱靖或道靖者 16 個：大田縣廣平鎮廣通靖、永通靖、元通靖，建設鎮清元靖、

洞清靖，奇韜鎮廣玄靖；尤溪縣新陽鎮祖玄靖、宣傳靖、通玄靖、洞玄靖；管前鎮新興

靖、玄峰靖；永安縣槐南鎮通德靖、崇元靖、長興靖；沙縣湖源鄉梅軒靖。（二）稱衙者

3 個：永安縣貢川鎮慈安衙、慈應衙，三明市三元區中村鄉顯靈衙。（三）稱壇者 3 個：

大田縣均溪鎮顯興壇，尤溪縣台溪鄉積靈靖救濟壇，南平市西芹鎮顯應壇。

 4　 目前筆者已發表此區域道法壇靖相關研究如：〈閩中瑜珈法教功曹神譜研究―以嵩公道

德與吳公太宰為主〉，《國文學報》65 (2019.6): 1-30。〈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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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域的宗教服務儀式專家，只有在家壇靖
5 道士法師（以下為方便行

文，以廣義的「道士」作為通稱。）而沒有釋教的和尚尼師；再加上在祈安

慶成醮典或功德拔度齋儀中，專門負責轉誦佛道二教經典的民間「善士」
6 

（道士亦可擔任此一職能）而已。閩中道士乃配合齋醮功能場合的不同，

而運用相對的道法儀式與轉換身分。如廟會慶典、神明醮典與取火祈安等

等，則依其所奉祀的主神而有區別：主神屬道教者，以清微、靈寶與閭

山道法闡行；
7 主神屬佛教者，則依釋教或瑜珈教法施用。

8 另外一般度亡

功德拔度，則主要複合釋教金山科
9 與閭山法教儀式，保奏繳法則運用閭

山或瑜珈法教科範；
10 若又有焚繳天師經籙，再加上正一派天師填籙、繳

譜的形成及相關問題〉，將於《華人宗教研究》13 (2019.12) 刊登。〈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

來源與特質析論〉，《輔仁宗教研究》將於近期刊登。

 5　 本文以道士法師廣義統稱其相關職能：大田、永安一帶，內部與信徒常稱演行道場或閭

山法者為「師父公」（接近閩南、臺灣用法的「師公」），一般抄本行法者常自稱「師男」

或「弟子」，具職稱「臣」；傳繳法抄本則常用「法官」或「生官」稱謂演法者，受法者

稱「弟子」。而擔任拔度金山科法職時，則通稱「法師」，演法者自稱「遺教弟子」，以區

別出家用的「釋教弟子」，較少用道長、道士稱呼。尤溪一帶，常稱自己是道士或法師，

不稱師公；在壇靖法場演行儀式時，則互稱擔任之法職名稱。尤溪道士向別人介紹同道，

已開過法場者稱道長，未開過法場者則稱道士，信徒稱呼他們則最常用「師父」一詞。

 6　 如閩中尤溪 1879 年陳兆栢《傳度疏意》：「善士抄寫與天長，度師創置勝如田。此本字

式要存留，自有科書免得求。」後記「德興壇皇宮正度師陳兆栢置立，龍華善士陳樹墫敬

書」。此處「善士」，應即是明洪武二十四年頒佈〈申明佛教榜冊〉所言的「善友」：「曩

者民間世俗，多有倣僧瑜伽教者，呼為善友。」（頁 165）
 7　 如祖玄靖林祖法 1597 年《清微醮科上中下三部》、洞清靖李榮興 1744 年《清微發奏、

關燈、發赦科》、廣通靖樂法正 1799 年《清微保苗、發表、獻供、賞軍、上醮科》。祖

玄靖陳法銘 1785 年《靈寶暘天科》、廣通靖樂法正 1799 年《靈寶清醮科儀》、清元靖鄭

道興 1807 年《靈寶十一曜七星科範》。祖玄靖陳積盛 1833 年《閭山獻供科儀》、黃玄明

1898 年《閭山請火秘旨》，洞玄靖余永明 1998《閭山醮科》。

 8　 如廣玄靖 1758 年《瑜珈道場下壇科上下》、洞清靖李法元 1794 年《瑜珈教科上下》、祖

玄靖黃□ 1892 年《釋教保苗疏意》、廣通靖樂進寶 1902 年《禪宗發奏、告白、發長生

赦科、解結散花、關燈、送佛全科》。

 9　 如祖玄靖陳森嚴 1713 年《水陸金山科》，通德靖鄭法珠 1749 年《金山科上卷中卷》、鄭

法賜 1775 年《金山科下卷》，祖玄靖陳法銘 1801 年《金山科發奏、告白、啟經頭、豎

幡》，洞清靖李道昌 1833 年《金山道場》。此部分全為度亡，以奉請佛教三寶為主神，筆

者暫稱之為的「瑜珈佛教」，以相對區分「瑜珈法教」。

10　 如祖玄靖林玄盛 1737 年《廬山玄省繳法類奏科》、洞清靖李法元於 1784 年整理抄錄的



70 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重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籙道法儀式。
11
從筆者所看到與整理的道壇抄本名稱、道法功能性質、掛

軸文法與法器法物等所得到的整體印象，
12
此區域的道壇道士至少「複合兼

習」了道、法、密與釋等數教的道法傳承內涵，是一個道法傳承相當特別且

豐富的區域。

掌握了以上閩中區域的道法概況後，對於本文要討論的「開法場」傳

度制度的內涵來源、功能目的，以及儀式架構背後的歷史與區域意義，
13
就

比較容易瞭解其相關情境。接下來，本文將利用這三年來在閩中三縣道法壇

靖中，所見到的明末以來豐富的傳度抄本資料，以及 2017 年底兩次現今開

法場儀式實踐的調查記錄為討論依據。先集中探討此一開法場傳度儀式的時

間、程序為何？又為什麼是定期且稱為「大比之歲」、「科年」？按傳承他們

是如何、在哪裡來建立法壇的？為什麼常稱之為「貢院」？不同地點舉行的

意義又有何差別？以論證其與明代科舉鄉試的關係，以及此套制度建構成立

的可能時間。接著，進一步闡述開法場傳度儀式架構，在對內與對外不同的

目的功能、內涵特質，又是如何被接受、參與與認知的？以具顯閩中區域道

法中的宗教社會情境與闡法情形，為道法傳授制度研究累積更豐富多元的具

體成果。

《繳法上卷發奏科》、《繳法中卷登殿、給法科》、《繳法下卷設城隍科》、《繳法天卷設省

科》、《繳法地卷廬山給法科》。繳法文檢如廣通靖樂法高 1762 年《表奏申狀牒繳法文檢

上下卷》、宣傳靖蕭法旺 1793 年《繳法設省辦字科》、宣傳靖陳兆樹 1844 年《繳法文

檢》。

11　 如宣傳靖蕭廷依 1754 年《56 代天師時填籙科皮式》、宣傳靖蕭廷依《56 代天師時填籙

本》、宣傳靖蕭元略 1762 年《56 代天師時填籙本》。

12　 依目前筆者所掌握的抄本名稱與功用性質，可大分為十三類：（1）以「清微」為名者；

（2）以「靈寶」為名者；（3）以「閭山」為名者；（4）以「釋教」（或釋門、釋宗、禪

宗）為名者；（5）以「瑜珈」為名者；（6）以「金山」為名者；（7）用於天師經籙中的

「填籙」抄本；（8）用於法教傳度科本、文檢、功訣、文憑與史料；（9）用於保奏繳法繳

籙傳度科本、文檢與史料；（10）用於延生過關、禳災解厄、收煞送瘟；（11）家族宗譜；

（12）儀式掛軸；（13）法器法物。

13　 原先發表會長文後半，乃析論開法場的儀式結構、道法內容與表現形式是如何建構的？

並挑選其代表性的儀式：《設城隍》與《設南省》兩科儀，深入分析其儀式程序、意義內

涵、特定用語與文檢內容，所具顯的、轉化了哪些宋元以來道教內部與朝廷官方的體制

部分？將修改後另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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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法場傳承自明代科舉的鄉試制度

夫法場之開，何以考改傳聞？太上老君唱法於橋頭，以度諸弟子入斯門

也，亦莫不如此相傳而闡其教焉！茲值本年，是迺大比之歲，固擇利方之

所，創建皇宮寶殿，以為新恩弟子唱度。三清教主，例有監試，考試之規

模，似與儒門科舉之試相近矣。……或給〈扶身〉，老者綿延壽算，少者

長大成人，嗣者則有玉燕投懷，蕃衍夫奕葉。或身羊刃三煞者，則凶星脫

度，庶免惡疾臨身。若有請赦度亡，必有往生淨土，免致六道輪迴。種種

靈應，亙古如斯矣。（永春州德化縣〈開法場題緣敘〉）

清雍正十二年（1734）設立永春州，轄屬大田、永春與德化三縣。
14
這份在

永春州德化縣所發現的清初〈開法場題緣敘〉，與筆者在今大田縣建設鎮洞清

靖所見到清咸豐間李聖授所抄的《教法雜疏意》，以及永安縣槐南鎮通德靖

鄭法光《傳度文檢》之中所保存的版本是完全相同的，其所反映的至少是清

初所傳承開法場的實際狀況。其內容已經點出了「開法場」的幾個特點：一

是，時間在「大比之歲」；二是，壇場地點擇選「利方之所」，並創建「皇宮

寶殿」；三是，目的功能對內為「新恩弟子唱度」，以闡傳其教法；四是，同

時可對外為信徒作濟生度死服務；五是，開法場的制度規模，「似與儒門科舉

之試相近」。以上這五點的意義功能與道法內涵，涉及古時朝廷的科舉體制模

擬和道法壇靖的傳承制度，以及區域性信眾的認知與參與諸多問題，以下深

入討論其相關淵源與現況。

（一）開法場按明鄉試以子午卯酉為開科之年

2017 年（歲次丁酉）底，筆者實際調查了兩場開法場傳度儀式，這是筆

者已經等了兩年半的機緣。而為什麼要在丁酉年開法場，訪談了當地的道士

與信眾報導，特別是在尤溪一帶、皆異口同聲地說：「以前每三年就開科。」

再深入訪問實際參與與保存資料的道長（以尤溪縣新陽鎮上地村宣傳靖鄭新

堯為主），
15
筆者歸納了 1984 年到 2017 年之間（除 2002、2008、2011 因政

14　 《大清一統志》卷 162：「本朝初因之，雍正十二年升為永春州。直隸福建布政使司，轄現

二。」（37b）
15　 又如大田縣奇韜鎮奇韜村鄭朝坤道長（1936–，法名法通）家，保存了他 1987 丁卯年開

法時的《傳度陳詞》，是一份重要的道壇道法關係史料，其中詳列了受度者的姓名八字、

法名、法職與區域地址。按其所傳度授法的四十八個新恩弟子，來自的區域廣達尤溪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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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因素停開外），尤溪新陽鎮、管前鎮與同一道法區域相鄰的大田奇韜鎮，

開法場的十一位道長記錄表（表一）；開法場之科年皆是適值「子午卯酉」

年，且從 1944 年到 1999 年期間，確實也都遵守「三年一科」的傳統規

矩。這一現今仍堅韌地承傳的開法科年，在道法壇靖所保存清初以來的抄本

資料中也一再被記載：如清初永春州德化縣《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

弁言》：「茲歲壬子，又際大比之年。」大田縣廣平鎮蘇橋廣通靖樂法旺乾隆

二十七年（壬午年，1762）所書〈為人傳度疏意〉：「今逢大比之年，龍門大

闡。」〈開法陳詞〉也言：「大比之年，理合傳度，龍門三年一開，舉子三年

一來。」同鎮銘溪元通靖蘇家蘇法隆乾隆時《過法申奏牒式》中〈傳度金殿

題名關式〉亦言：「龍門三年一度開，舉子三年一度來。今當大比之年，傳揚

道法，輔國救民。」

為什麼會運用每「子午卯酉」年、三年一次來開法場傳度呢？由大田縣

建設鎮洞清靖所傳承的 1784 年李法元抄寫的《傳繳法設省科》後，所附的

〈文官類〉中相關詞目可看出其來源根據（圖五）： 

大比：科舉年也。洪武十七年（按 1384 甲子年）頒行《科舉式》，每三

年 一大比，子午卯酉為鄉試，辰戌丑未為會試。

三場：頭場考《四書》三篇、啟四篇；二場考判論；三場策五道。鄉試八

月初九頭場，十二二場，十五三場。會試二月初九頭場，十二日次場，

十五三場。

總裁：主考試官。

經房：《詩》五房、《易經》五房、《尚書》四房、《春秋》二房、《禮記》

二房，共十八房。
16
監試官、入（內）簾官、刷卷官、受卷官、彌封官、

謄錄官。

1-6 都、49-50 都，大田縣 46-47 都，與沙縣、三明市部分地區。而其中筆者曾拜訪過的

祖傳著名壇靖道長：如編號 4 號的 49 都黃砂保（今新陽鎮下橋村）祖玄靖黃道昌（1959 
–）、5 號的 49 都黃砂保（今新陽鎮坎里村）通玄靖王法進（1966–）、11 號的 2 都柳塘

（今管前鎮柳塘村）玄峰靖許元峰（1967–）、36 號的（三民市三元區中村鄉）顯靈衙陳

道通（1968–）與 15 號的 50 都儒褒保的（今新陽鎮林尾村）洞玄靖余永明（1969–）。
16　 《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初制，會試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職。景泰五

年，從禮部尚書胡濙請，俱用翰林、部曹。其後房考漸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

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詩經》房五，《易經》、《書經》各四，《春秋》、《禮記》

各二。……萬曆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於《易》。十四年，《書》卷

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書》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給事中餘懋孳奏，《詩》、《易》

各增一房，共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變。」（頁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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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被保存在此一區域道法壇靖清初以來的抄本珍貴文獻，正提供三年一

科開法場的解說依據。其來源正是比照明洪武十七年（按 1384 甲子年）頒

行〈科舉式〉中的鄉試而舉設，所以前引〈開法場題緣敘〉才說：「例有監

試，考試之規模，似與儒門科舉之試相近矣。」《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

弁言》又言：「惟道教與儒，相為表裏。故每逢三年大比，儒者設棘院，選拔

賢良；道家亦建道場，採收英俊。儒有正副主考，舉錯□之權；道家亦有左

右三教，操陞遷之柄。儒有監臨、房考、謄錄諸官（疑漏「長」字），道家

亦有主山、銀臺、通引諸法司。」（圖六）若再進一步索引相關的確實歷史文

獻，更可以證實李法元所抄寫的完全是官方文獻，不僅所提及的鄉試科舉派

任的官員非常一致，
17
閩中開法場的時間依據，也完全是來自明洪武十七年開

始的規定。如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七十一〈科試備考．試法．初行

科舉成式〉的記載：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

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

九日第一�，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

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

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

《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十二

日第二�，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

日第三�，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

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所考文學與鄉試同。（頁

196-2）

此一開法場的來源根據，不僅被優秀的神職人員如李法元道長特別傳抄於

17　 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七十一〈科試備考．試法．初行科舉成式〉：「考試官：皆

訪明經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

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內官

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給官：在內

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

人，受卷官二人，皆選居官之清慎者為之。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

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頁 197-1）另按《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在外

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頁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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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繳法設省科》後，
18
所附的明代〈文官類〉的相關詞目，從其五經所設考

試官員十八人的「經房」數目，也確實反映乃在明萬曆十四年（1586）至

四十三年（1605）間，已實施了三十年的科舉禮制。另在宣傳靖所保存的法

廣靖鄭鴻澤（1783– ？）1855 年所抄的《傳度疏意》中〈靈閭傳法陳詞意

式〉，也完全反映此區法教開法場的方式與內涵，乃來自於明代鄉試科舉的

背景：「天下太平，當偃武修文之際；人間盛治，乃濟人利物之初。大闡法

門，通行仕路，黃槐催舉子之心，紫封選英賢之輩。於是，廣布科條於四

海，大圖考試於三場。」這一段文字寫作的方式，乃用對舉的方式凸顯兩者

的密切關係，將法教開法場傳度新進初真弟子，等同於國家官方舉行鄉試、

會試科舉取士一樣看待，所以才說：「大闡法門，通行仕路，黃槐催舉子之

心，紫封選英賢之輩。」「黃槐」二字，指的是黃槐樹花開的秋天時節，
19
正

合乎鄉試八月初九日開始的第一�科舉時間；而「大圖考試於三場」，也就是

八月初九日、十二日與十五日三天。

（二）開法場地點擬同貢院在弟子壇靖與福地利方

貢院或稱試院，乃是古來朝廷科舉鄉試或會試開科取士的考場。《明史》

卷七十〈選舉志二〉言：「試士之所，謂之貢院。諸生席舍，謂之號房。人一

軍守之，謂之號軍。」為了防止攀爬與弊端，除派兵護衛之外，又於四周高

牆上施以荊棘阻隔，故又稱「棘圍」，如北宋．王欽若（962–1025）等撰《�

府元龜》卷六百四十〈貢舉部．條制第二〉所記：「禮部關試之日，皆嚴設

兵衛，薦棘圍之，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4a）且因為棘木所

阻圍的是考試闈場，所以又寫作「棘闈」，因此「鏖戰棘闈」一詞也成為辛

苦進入貢院應試的描述代稱。而按北宋．姚鉉（967–1020）所纂《重校正唐

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政事三〉、中唐．舒元輿（791–835）的〈上論貢士

書〉：「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様，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

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

18　 康豹，〈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社區宗教傳統的主要動態〉，《文史哲》310 (2009.1): 58-74。
此文論述了地方崇拜的權力，主要是由官員、菁英與神職人員構成。

19　 周明儀，〈古典文學中具功名仕宦意象的植物及其文化意涵探討―以槐、紫薇、柏、桂

為例〉，《臺南科大學報》26 (2007.9): 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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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

其名氏，試者突入。荊棘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更是

鉅細靡遺描述貢生進入禮部貢院的情形，其中「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

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正是貢生吃喝考睡都在荊棘之中的實況特寫，

到了《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所載仍是相同的情形：「諸生席舍，謂之號

房。」　

以今日筆者調查閩中地區開法場所見，開法場的地點所在即擬同古代

朝廷科舉的貢院試場，不論是閭山或是瑜珈傳度法院，度法科本與文書中，

一再出現相同的用詞。如廣平鎮銘溪元通靖蘇家所存蘇法隆乾隆時抄寫的

《過法申奏牒式》中，要用黃紙書寫的〈傳度金殿榜式〉，即書「南省禮部貢

院」一詞：「本殿會驗傳法新恩弟子，……除已另行覈本人事實，批送南省

禮部貢院，日下遷除擢拔。」宣傳靖 1855 年法廣靖鄭鴻澤（1783– ？）所

抄的《傳度疏意．南省科場榜》也用了「棘闈開試」：「茲當小昊司時，金

神應節。黃槐催舉子，紫詔召賢才，虎榜書名，棘闈開試。時頒鳳詔，廣

招（俟）士賢人；身跳龍門，一任英雄才子，許登甲第，果獲功名。」廣平

鎮銘溪永通靖鄭玄隆《度法文檢》中，也屢見「棘圍、試院、南省試院」等

模擬帝制朝廷科舉考場的用詞：如以紅紙書寫公告的〈招舉子榜式〉：「開闢

三清朝門，靜給棘圍；召集天下英賢，前來就試。」〈安法申式〉：「今逢皇星

大利，恭就南省試院，高架皇宮寶殿，請師登壇唱度。」〈奏太清式〉：「仍

乞道旨，部領天蓬天猷，扶衙試院。」另進入茅草所搭建於戶外法場的花圈

前門，也模仿明清時期的貢院大門，直書為「龍門」，其上並寫上「鏖戰棘

闈」（圖七）；過法的初真弟子與其師父，也是攜帶飯器衣物與草席，度法其

間也席臥於道場試院之內。

依目前筆者調查福建中部三縣開法場的位置記載與實際擇選地點，並

沒有如勞格文、葉明生等學者所調查的漳平地區，有所謂的「特定傳度中

心」；
20
而是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卜選大利方之福地，將閭山（或金輪）

傳度法院與上老君皇宮寶殿合為一地一所；二是，先在受法弟子家中壇靖開

建傳度法院，再至公眾大利方之所架設皇宮寶殿以說法傳度。兩者共同之

20　 如前引〈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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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即在皆須在見天的公眾利方福所高架皇宮寶殿，而多數的記載都屬於前

者，後者則見於尤溪一帶瑜珈法教傳度文檢抄本；除有請人神公開見證目的

外，也以方便讓所有道眾法員和眾多信徒參與祭拜為主要考量。

第一種合併為一地一所的情形，如清初德化縣〈開法場題緣敘〉言：「固

擇利方之所，創建皇宮寶殿。」《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弁言》：「諸道

眾欲於孟冬念日，就于二十都外蔣鄉，建設道場，遵行唱度。……即於此而

設醮會，祈福祉者，即瑞淵藪，凝祥之要地也。」這永春州二十都外的「蔣

鄉」，按《永春縣志》第二章〈行政區分〉所記，應屬民康鄉鳴琴里所轄二十

都中的「外蔣、內蔣」地區，林泉（勝利）文章考其「今屬永春縣五里街

镇」。
21
大田縣建設鎮清元靖清乾隆時《廬山開科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陽呈

子》亦言：「茲逢大比，地卜吉方，龍門開闡，虎榜招賢。」廣平鎮樂法旺乾

隆二十七年（壬午年，1762）所寫的為人〈傳度疏意〉，則言自己在「福建

道永春州大田縣豐城鄉逕田四十五都蘇陽保後榮坊廣通靖居住」，而「就于蘇

陽保坵頭巷口大吉利方，創立閭茆法院，皇宮寶殿，刻至○○日，恭就老君

橋頭，代天說法，傳度師男，法教疏通。」

第二種分開式設立法場的例證，如前引宣傳靖 1855 年法廣靖鄭鴻澤

所抄的《傳度疏意．大榜》言：「今據福建道延平府尤溪縣常平鄉進溪理三

都上地保林兜坊法廣靖居住，……預取本年月○日穀旦，就本家開闡傳度

道場。」這「本家」二字，即點明在奉道弟子自家的壇靖之中，搭設傳度道

場。再按《傳度疏意．傳法弟子格狀式》記載，更明確指明地點在「三都

上地保林�坊昌盛堂法廣靖」，其正是流庚十四歲、「奉聖傳法新恩弟子鄭榮

興」的家宅。亦是後文言：「先請吉龍山頂，搖請廣應祖殿張公法主聖君香

火，迎歸本靖。入夜，啟建瑜珈道場，架造  金輪寶殿，招集軍兵，脩整衛

院。」文中「本靖」即法廣靖，乃「啟建瑜珈道場、架造金輪寶殿」的「靈

閭茆嵩傳度法壇」所在。然而，並不是從清咸豐乙卯五年十月十九日開始的

連續三晝夜科事都在此處舉行，接下的內容即進一步說明：「正向○日（應

是最後一日、二十一日），乃是老君度法，恭詣通天吉利方所，高架皇宮寶

21　 林泉，〈德化閭山派道士的手抄科儀書〉，泉州道教協會主編的《仙道》創刊號 (2011.6): 
27-30。



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來源與功能研究 77

殿。涓領受法弟子，鵠立七星斗中，恭對老君真人門下，請受　靈閭茆嵩符

法，恭傳鈔秘訣玄文。」此段特別指出，要另在通天吉利方所，高架太上老

君皇宮寶殿以度法交兵。

三、開法場的目的功能為內外同度、生死共濟

古人以「社」會民，即指藉著傳統的地方社火祠廟信仰活動來會聚民

眾。而在閩中三縣地區，三年一科開法場的舉行，也是另一種讓四方信眾雲

集皈依，提供度生濟死儀式的重要活動；其目的功能，遠超過鄉試的貢舉人

才和道法壇靖內部的傳度授法。因此，每將至開法科年，準備要開法場的道

士，就會事先一一拜訪同一道法區域的道法壇靖，詢問有無要過法的弟子；

並發出〈道訊〉貼於相關壇靖與公眾地方，以公告周知宣傳。如《官憑角

狀、品給職位全科》中，以三清銀臺都省院為司額給出的〈新恩文帖一階〉，

其所言的「通知赴會」：「竊惟道德崇陰，歷亙古而常貞；法教洋溢，濟利物

於斯人。天開文運，比設科選，忠良賢達之人，繼承道法。因才變職，通知

赴會，稽查賢否優劣，明白合宜給箚。」

而開法場主辦者，不論是主要透過與之合作的道壇網絡，從各自原本的

信徒服務圈中招致過法弟子、受帖善士與須要度生濟死服務的善信；或是開

法道長平時服務的地區、看過〈道訊〉信眾的直接參與。這是大家都會期待

的地方最大型道法闡行的時機，持續有傳統開法的地區，三年一科不只是被

動地被通知，往往是會主動的關心期待。所以《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

弁言》記：「茲歲壬子，又際大比之年。諸道眾欲於孟冬念日，就于二十都外

蔣鄉，建設道場，遵行唱度，四方善信，雲集皈依。」其中信眾的參與遠比

內部傳度過法受職者多很多，因此，藉由成功的組織運作與合作互動，開法

場傳度的道士不僅自己可陞職，建立道法威望地位，增強道壇網絡的聯繫；

更是一項頗具規模的信仰經濟活動，以及擴充信徒服務的良機。
22

22　 以 2017 年農曆 9 月 4 日至 6 日，大田縣建設鎮李上斌道長開法場為例，由於採用與相關

友好壇靖合作方式，所以信眾人數相當可觀：除新恩弟子二人，奏職三人屬於壇靖內部

傳度進職功能；其餘外部求嗣九十多人，退煞二百多人，保運與請赦者共有六百多人，

還有受〈善士帖〉、〈鑿紙帖〉、〈土地帖〉與〈人主帖〉四十幾人，〈童子誥〉、〈護身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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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內為新恩弟子唱度祈子、舊官陞職與亡師繳法

開法場最核心的宗旨，當然是以道法壇靖內部對新恩的傳法補職，交印

撥兵，使得初真能擁有代天行法，度己度人的職能為主；若無弟子向欲開科

的度師（法職皇宮教主或正教）投狀表達受法的意願，也就無法舉行開法場

了。如大田縣建設鎮清元靖清乾隆時期〈廬山開科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所

言：「言念（弟子）生居人世，志慕真風，常懷利濟萬民，未獲參傳正教。

誓願立疏，拜參長生度師○○○場中，傳授五山文法，兼行靈寶洞玄、諸帥

大法、伏鬼玄章、諸階文法。誓在保己寧家，外則濟人利物，救護萬民，除

邪輔正，殺鬼破洞，祈晴禱雨，禳災散訟，安墳立宅，行喪押煞，催生嫁

娶，起土蕩凶，修齋設醮，撩河過關，一應等事。」這也正是元通靖蘇家蘇

法隆乾隆時《過法申奏牒式》中〈傳度金殿題名關式〉所標舉的道法傳承意

義：「蓋聞天地人三才合體，儒釋道三教並立。且夫老君書符說法，敕鎮閭靈

茆嵩虎五顯名山，奠安龍虎福地，伊始奕世傳度，後裔續焰。」廣平鎮銘溪

永通靖鄭玄隆《度法文檢》中〈度法入場文書式〉也清楚點明：「就於某某

大利方，創立皇宮寶殿，正向某某日命師同壇唱度文法，交印說戒，賜補法

職。所將花名，仍俱格狀進呈。」而開法場傳度儀式中《告盟供》，除了建醮

設供，呈上〈告盟供疏文〉，以敬獻神聖之外；還特別為新恩弟子上〈求嗣

表〉，以祈求受法弟子後嗣興旺，壇靖後繼有人，道法長存。

開法場不只特拔新恩，已受法的舊任之官，也可以獲得文憑，轉陞新

職。如《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弁言》所說：「每逢唱度，登臺說法，

一時赴舉之人，分班入彀。或特拔新恩，或轉陞其舊職，各給文憑，望闕

謝恩，殆儼然國朝賓興一鉅典也。……且不數日間，新進之徒，身膺顯職；

舊任之官，品級超陞。莫不人人稱旨，各遂所求，披紅掛彩，鐘鼓導迎以

歸。」如廣平鎮廣通靖樂法高 1762 年抄寫的《表奏申狀牒》中〈省疏式〉就

列有「加陞品級信士」；清元靖所存槐南鎮西華通德靖鄭玄生 1784 年〈度法

赦文〉中，其對象也列出：「傳法新恩、授法、進職弟子；授陰法亡過、授經

誥、祈嗣者」等等。
23
此一類「進職弟子」，如廣玄靖鄭道傳 1899 年《傳度

〈禮生誥〉、〈監齋誥〉等四百多人，以及房子驅煞一厝、赦拔亡官二人等等。

23　 按大田縣奇韜鎮廣玄靖鄭朝坤（法名法通，1936–）道長 1987 丁卯年開法場，留下的



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來源與功能研究 79

文檢》中〈奏籙職帖式〉，
24
乃在舊有受得天師經籙的基礎上，再利用開法場

時機請銀臺省府進職。

另曾受法而逝世未及繳法的亡師，也可以由其子孫代為投狀，利用開

法場的機會為其繳法，奏補仙官文憑。如廣通靖樂法高 1762 年抄寫的《表

奏申狀牒》中〈死後加陞憑據樣式〉，就是一件珍貴的文獻史證：「本司據福

建……奉聖奏職亡官……於乾隆年月日幸逢靖度，請授護身文法一宗，職受

閭山衙內職官為任。今逢壬午歲（1762）九月日，幸逢樂度師法門大開，仍

就（地名）啟建靈閭法院，告聞聖哲，依科傳度。但亡故某某，代名（子孫

投狀）入案，仍就老君橋頭，皇宮殿下，奏補文憑一道。壇司得此，合行具

奏天庭聖哲訖，照詳施行，理合注職。右奉上帝敕命，南省選議，補充某某

為職。又恐冥凡二路，名姓多同，無憑查對，仍就南省案頭，給立富字第一

號，合同半印為記。」 

（二）對外為信眾解厄、救病、赦罪與拔度

開法場對外部信徒度生濟死的意義功能，雖不是開法場傳度最優先的

考量，但卻是充分而重要條件；因為一次開法場二晝夜到三晝夜所費不貲，

如果沒有眾多信徒的共襄盛舉，在福建中部山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

以，如〈開法場題緣敘〉就言：「伏願四方善男信女，廣種福田，或布錢文，

或捐粒米，將有禱而必從，無求而不遂矣。」《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弁

言》也期望善信：「惟冀各施願力，勿吝錙銖，俾得結張綵繡，奏舞霓裳，

廣施符力，大展神通。則於此而酧夙願者，即人間之福府也；於此而身歸法

者，即帝籍之龍門也。」而能捐奉財物者，上呈文書中會特別提及，如廣通

《傳度陳詞簿》中實際記載：新恩 48 人（最小 12 歲，最大 53 歲，未滿 30 歲者有 40
人）、奏職 13 人（最小 16 歲，最大 69 歲）、奏事 7 人、請帖 28 人、請誥 1 人、誦經

奏職 1 人、誦經善士 39 人、打造大夫 11 人、延壽護命仙童 19 人（最小 1 歲，最大 15
歲，10 歲以上僅 2 人）、求嗣 2 人。

24　 靈廬法教院

　　爰于上年托化士○○○代叩  福地龍虎山

　　天師大真人府下，請受

　　太上○○經籙一宗……恭詣

　　銀臺省府擬給進補職，實授　　　九天金闕○○之職，差撥……恭詣

　　銀臺三省府，勘立天字　　　號，半印存照，所有文帖，須至出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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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開法陳詞〉言：「今逢大比之年科，老君演法于世間，惟見善信，向道心

虔，男女眾等，抽己錢財，喜捨樂助，開列前一，喜架皇宮寶殿；求嗣信士

○○○等，共助勝事，果滿功圓。」並在法場之外公告放榜，以求昭信與神

聖庇佑，如奇韜鎮廣玄靖鄭道傳 1899 年抄寫的《傳度文檢》中就有以靈廬

法教院公告的〈捨財榜式〉：「一據某坊保安信生信士喜奉法猪成隻，祈求麟

兒早賜，後裔蕃昌。一據某坊保安信生信女喜奉法銀，依緣多少開具。」

另新科受法弟子日後行法所須之行儀法物法器，也可以向信徒勸募，
25

善信們如能抽捨家財、畫聖像供養壇靖者，除列名於〈捨神榜〉中，也可獲

得傳授〈捨神文法〉。如宣傳靖中留有鄭鴻澤 1855 年抄寫的《傳度疏意》

中〈捨神加補帖〉（男女用）所言：「自情願謹發誠心，抽捨己財，命工彩

畫神真，擔入于○○靖○○人，供養佐助行持。」並所有捐款者姓名、金額

數目、時間與使用的壇靖道長名稱，都詳細書寫於神圖之供養題記之中。

實例如永安縣槐南鎮小龍逢長興靖黃立群道長家所藏掛軸〈元始天尊圖〉、

〈靈寶天尊圖〉、〈老君圖〉、〈三界圖〉與〈四府圖〉等神圖，都有詳細捨神

供養題記：〈靈寶天尊圖〉中記：「信童張有傳喜奉錢壹千文，祈求根基永

固，長大成人者。信士李順弟喜奉□□文，祈求麟兒早賜者。道光辛丑卄一

年（1841）五月吉旦，弟子黃元顯立。」〈老君圖〉：「方周八公眾喜奉錢四百

文，信士張有若喜奉錢五百文，信士張邦琦喜奉錢四百文。各祈星辰光彩，

合家男女平安，子孫昌盛者。道光辛丑卄一年五月吉旦，弟子黃元顯立。」

（圖八）而長興靖《清微科》中請功曹即有「元顯黃先生」，其抄有《清微道

場科》（自署「上清三洞五雷經籙清微使」）、《清微禳度祈安文檢》、《三界醮

科》、《祈安發赦科》、《禳度北斗醮、關十一曜燈科》、《廬山登殿發告報科》

等等。

為什麼眾多信徒要來參與度生濟死儀式，或主動捐獻財物？除了平時

25　 例證如宣傳靖中留有蕭道興於清乾隆抄寫的《文檢》中〈募緣 題化畫神式〉：「請夫天地

之間，陰陽之中，上下神祇，人有祈禱，神有庇佑，惟有　聖像。

　　老君以來，由久而矣，公卿庶士，則不敢廢也。今學　雙林正法，謹題三界、十王諸聖

像，募勸十方男女。諸位各發善心，喜奉花銀，描成　聖像，萬古流（留）名，子孫昌

盛，榮華富貴，所有感應福有，攸歸題名。

　　乾隆　年　月　日　法子蕭道興拜題」



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來源與功能研究 81

與壇靖負責道長的良好互動之外，基本上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文化背景，認定

這傳承久遠的三年一次開法場儀式，是當地最大型的道法演行良機；其功德

不可思議，無所不度，其符法靈通有效，感應最速。如〈開法場題緣敘〉所

言：「嘗聞藏世界於一粟，道法何其玄！倘有頑徒，或以為虛文？然而，此等

之人不知法衙之上，符法靈通，感應最速；即如佛語所云：『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求福壽得福壽，求富饒得富饒者也。』……或給〈扶身〉，老

者綿延壽算，少者長大成人，嗣者則有玉燕投懷，蕃衍夫奕葉。或身羊刃三

煞者，則凶星脫度，庶免惡疾臨身。若有請赦度亡，必有往生淨土，免致六

道輪迴。種種靈應，亙古如斯矣。」因此，廣通靖樂法高〈省疏式〉之中，

所列參與者除了「初真傳法弟子、授法信士、加陞品級信士、加補亡法官」

外，還有「給誥信士女，給帖男女，禳災脫函信士女、禳關諸坊男童女童」

一大串名單。（圖九）

另清元靖所存槐南鎮西華通德靖鄭玄生 1784 年〈度法赦文〉，載明時

間地點傳承自明代福建等處丞宣布政使司，其除對授法者有 27 條赦文外；

對信眾〈祈安赦〉強調：「切恐星辰不順，運限乖危，流星拱照，歲煞併

衝，致成病患。今逢  皇恩赦到，悉皆開宥，現病脫體，身中平安，壽命延

長者」。〈亡人赦〉則開列因水漂、分娩、自吊、虎咬等非常死亡者；而其中

亦有不得赦免者：「子弒父、妻殺夫、弟欺兄、奴反主、謀反大逆、蠱毒魘

穢，有此等罪，逢赦不願，永逢不赦。」又廣平鎮銘溪永通靖鄭玄隆《度法

文檢》中〈赦文〉，也見有如下拔度非常死亡赦條：〈兒子未曾落地〉、〈外

亡〉、〈雷公打死〉、〈溺亡〉、〈產亡〉、〈虎咬死亡〉、〈自吊〉。另其《度法文

檢》中，所抄錄用於男女善信者：則有童子的〈童子帖式〉、奉道授誥延齡

善士的〈經誥式〉、信士脫病的〈脫限表〉、〈求嗣表〉、〈發赦追亡牒〉與

〈羊刃扶身文帖〉等。

四、結　語

據筆者最新所看到的福建南平市西芹鎮顯應壇袁存汶道長（法名法文，

1945-）家中（弟弟袁存楮、堂姪袁希養亦承傳老壇），其所祖傳運用於亡師

繳回法籙科儀的《閭山大衙疏意》，於附文中特別記載此珍貴抄本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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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師公大衙疏意》，係是法勝師公於大明國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

吉旦抄置。後於清朝順治年間（1638–1661）被鼠咬破，輕慢前人之意，難

以捨得。今是龍坪袁法揚年登六十三歲，誠心補寫，連俵共六日修完，清主

嘉慶丁丑卄二年（1817）五月吉旦整。」其後又補記兩行小字：「于公元貳

仟零二年下元壬午三月，係是袁法文整修補。天命加八歲，大外躍村村尾新

厝整。」此一原文抄本中〈奏狀上界〉有袁法勝道長的親筆具職簽名與交代

行法地區：「上清大洞經籙弟子奉閭山攻行正法掌三界不正鬼神公事臣袁法

勝奏，據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大外里○坊居住，奉閭山法任……」（圖十）。又

其〈糧料牒〉中內文言，經「六部尚書、三省、樞密院，申奏推官九使，乞

判公據」，而由閭山玉（王）府大法司  給出的〈糧料文憑一卷〉中，更指出

亡者師公「自於小年，傳寫閭山老君諸階大法，救治皇民，仍憑化士拜授太

上三五都功、盟威、五雷經籙，並環券法帖，恭就度師○真官手下，請受罡

決、護身法，皈身佩奉，保命延年。」

此表明在延平府區域，至少在明嘉靖十二年以前，已經傳承閭山法教的

傳度與繳法儀式，以及敦請化士利用代香遠叩龍虎山正一祖廷的方式傳授經

籙。此一重要的正一經籙與閭山文憑傳授的時間證據不是孤證，在大田縣廣

平鎮廣通靖所保存的樂法高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抄錄運用的〈請糧

牒式〉，也同樣指出：「請授閭山通天大法，出入助國救式；又據（亡師）先

年就于龍虎山四十几代天師門下，請授太上○籙，皈身佩帶，遊行天下。」

（圖十一）

這「四十几代天師」一詞，具體反映此一老道壇，曾傳承於四十代天師

張嗣德（1305–1352）在位（1344–1352，1344 年為元順帝至正四年）至

四十九代天師張永緒（1539–1565）在位（1559–1565，1559 年為明嘉靖

三十八年）傳授與繳回正一經籙與閭山文憑。

本文考證閩中地區閭山或瑜珈法教開法場傳度的儀式時間，其來源依據

正是比照明洪武十七年（按 1384 甲子年）頒行〈科舉式〉中的鄉試開始舉

設的制度；另傳度文法《官誥》中填具的〈官俸誥支俸祿〉資料，也運用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後「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的官品秩階給付

規定。（圖十二）所以說，福建中部延平府道法區域，較完整的閭山法教開

法場傳度儀式建構，以及相關官憑法籙文書的授予，以目前筆者所掌握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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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研究，應該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嘉靖十二年（1533）這段期間；

而瑜珈法教傳度抄本與文法中完整建構的神譜時間，則應稍將晚至明萬曆前

後。
26

以此區法教內部的認知，開法場即擬同明代朝廷科舉的貢院試場。今

日筆者調查閩中地區開法場的地點所見，不論是先在受法弟子家中壇靖開建

閭山（或金輪）傳度法院，再至公眾大利方之所架設太上老君皇宮寶殿以說

法傳度；或是多數已將傳度法院與皇宮寶殿合為見天的一地一所。除有請人

神公開見證目的外，也以方便讓所有道眾法員和眾多信徒參與祭拜為主要考

量；一般是在主辦道長的壇靖附近卜選福地，並沒有如勞格文、葉明生等學

者研究的漳平地區有所謂的「特定傳度中心」。而開法場的目的功能，不再是

只為了過法傳度弟子，更擴大為內外同度、生死共濟：即對內為新恩弟子唱

度祈子、舊官陞職與亡師繳法；對外為信眾解厄、救病、赦罪與拔度。基本

上大家具有共同的信仰文化背景，認定這傳承久遠的三年一次開法場傳度儀

式，是當地最大型的道法演行與參與良機；其功德不可思議，無所不度，其

符法不僅靈通有效，感應也最快速。

26　 請參前引拙文〈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及相關問題〉與〈閩中瑜珈法

教功曹神譜研究―以嵩公道德與吳公太宰為主〉。其初步結論以目前閩中三縣抄本中

所見的三壇教主稱謂為證，則應以真武大帝最晚，其神譜中三壇教主結合出現的時間

至少應到明初了。而且，若進一步考察該區域瑜珈傳度文法《官誥》中，填具了明洪武

二十五年（1392）以後「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的〈官俸誥支俸祿〉資料，以及所授

如引蕭廷依 1758 年《瑜珈傳度科文法》中〈上清瑜珈院玄帝正法一卷〉中，差撥官將與

玄天上帝結合不見《正統道藏》相關記載；還有所授文法〈嵩吳祖師本祖仙師功曹師父

文法一卷〉中的「吳公太宰」晚至明嘉靖時人，則今日所見閩中在抄本與文法中完整建

構的神譜時間將晚至明萬曆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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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84-2017 年尤溪新陽鎮一帶開法場記錄表

科年 開科者 地點 新恩人數

1984 甲子 蕭樹熀（1931-2010，法名成

昌，新興靖，1945 年過法）

50 都尤溪縣新陽鎮龍

上村下坑尾

24

1987 丁卯 鄭朝坤（1936-，法名法通，

廣玄靖，1948 年過法）

46 都大田縣奇韜鎮奇

韜村菜坑

47

1990 庚午 黃必敏（1959-，法名道昌，

祖玄靖，1987 年過法）

49 都尤溪縣新陽鎮下

橋村

39

1990 庚午 黃得榜（1968-，法名亨顯，

1984 年過法）

50 都尤溪縣新陽鎮葛

竹村

20

1993 癸酉 王其盛（1966-，法名法進，

通玄靖，1987 年過法）

49 都尤溪縣新陽鎮坎

里村

11

1996 丙子 蕭世香（1970-，法名道真，

新興靖，1984 年過法）

50 都尤溪縣新陽鎮龍

上村

17

1999 己卯 許賜坤（1967-，法名元峰，

玄峰靖，1987 年過法）

2 都尤溪縣館前鎮烏山

頭村

9

1999 己卯 余天松（1969-，法名永明，

洞玄靖，1987 年過法）

50 都尤溪縣新陽鎮林

尾村

20

2005 乙酉 鄭際仕（1966-，法名正興，

廣玄靖，1987 年過法）

46 都大田縣奇韜鎮奇

韜村

7

2014 甲午 黃清翁（1970-，法名傳顯，

祖玄靖，1990 年過法）

49 都尤溪縣新陽鎮下

橋村

9

2017 丁酉 林旺裕（1982-，法名永進，

福興靖，1990 年過法）

49 都尤溪縣新陽鎮高

士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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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明清延平府轄屬區域圖（來源 http://www.maphub.cn 在線歷史地圖）

圖二　 大田建設鎮清元靖鄭家《萬聖統宗宮闕聖位》所載五山教主與宮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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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祖玄靖黃道昌道長家所昂林祖法 1597 年抄寫的《清微醮科中部》

中，所附夾的這一份乾隆年間〈中壇聖位〉中奉請的五院與部分功

曹師父名單。

圖四　 宣傳靖蕭廷依 1758 年〈上清瑜珈金輪都省司大總持正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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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784 年李法元《傳繳法設省科》後所附的〈文官類〉中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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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清初永春州德化縣《官憑角狀、品給職位全科．弁言》載開法場資料

圖七　 尤溪一帶的傳度法場，模仿明清時期的貢院大門直書為「龍門」，其

上並寫上「鏖戰棘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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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永安縣長興靖黃立群道長家所藏〈老君圖〉掛軸中詳細捨神供養題記

圖九　大田縣廣平鎮廣通靖樂法高〈省疏式〉可填寫開法場內外同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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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南平市西芹鎮顯應壇《閭山大衙疏意》特別記載此珍貴抄本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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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大田縣廣平鎮廣通靖所保存的〈請糧牒式〉中「四十几代天師」

一詞，具體反映此壇曾傳承於明朝這段時間傳授與繳回正一經籙

與閭山文憑。

圖十二　 宣傳靖鄭法真 1688 年《預修長生繳法籙辦字道人用下》運用了

1392 年以後「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的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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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Functions of the “Kai Fa Chang”  
開法場 Transmission Ritual in 

Central Fujian Province

Hsieh Tsung-hui*

Abstract

By drawing on late Ming dynasty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which have 
just been discover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at Daoist altars from three counties—
Youxi 尤溪, Datian 大田, and Yong’an 永安—in central Fujian Province, this 
thesis aims to research the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s of the“Kai fa chang”

開法場 transmission, or ordination, 傳度 ritual, with an added emphasis on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addition, the basis for this investigation also includes 
field research on two“Kai fa chang”ritual performances that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2017. Fro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above,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Kai fa chang”ritual of yoga or Lushan fajiao 法教 originates in the Hongwu 
emperor’s 洪武 (r. 1368–1398) edict to revive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1384. Concerning the ritual venue which is set in forme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rooms, one can note two developments: firstly, for the selection of a 
divine place to form the site, Lushan ordination or“Lushan chuandu fayuan”

閭山傳度法院 is merged with the Taishang Laojun imperial throne 老君皇宮寶

殿 (Laojun huanggong baodian). Secondly, the chuandu fayuan is first established 
on the altar in the disciple’s residence, and afterwards, the huanggong baodian is 
constructed in a divine public space for the transmission. Aside from ordination, 
the“Kai fa chang”ritual also includes the saving, or liberating, 度 of living 
beings and from death, of which includ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For 

 *　Hsieh Tsung-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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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internally, the“Kai fa chang”ritual incorporates funerary rituals for 
deceased masters or teachers, whereas externally for the public, the ritual prays for 
the well-being of worshipper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religious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Daoism and Buddhism 
in central Fujian, and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Daoist transmission, or 
ordin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Fujian, Daoism, fajiao 法教, Tantric yoga, Lushan 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