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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常民文化談人與神佛

金清海

壹、緒言

　　華人世界的民間信仰淵源流長，考古學家在山頂洞人骨身上發現撒有

赤鐵礦粉末，確認為血液的象徵（認為用它可以補充死者已枯竭的血液，

使其在另外的世界裡復活。）舊石器時代晚期形成的血液崇拜及尚赤觀念

（重視紅色）以及與之相關的巫術活動，在新石器時代的喪葬習俗中更有

明顯遺証。其後改用朱砂塗抹人骨或隨葬朱砂都是巫術行為。後來道教徒

尤其強調須用朱砂書寫靈符，都是繼承此一觀念而來。新石器時代常見二

次葬法，也帶有巫術行為。二次葬法是在埋葬死者後經過一段時間掘出屍

骨重新埋葬的葬法。迷信二次葬法的人認為，血肉只屬於人間而不屬於鬼

魂世界，為使死者真正進入陰間，必須使死者的血肉真正的枯竭腐朽之後

再做正式埋葬。幾千年後的今天，土葬的習俗仍保留著葬後撿骨再葬的習

俗。又紋身習俗也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當時的紋身是從宗教觀念和巫術意

識緣起的，稍後的拔牙風俗有向南方和西南方傳播。《楚辭．招魂》描寫

南方有「雕題黑齒」的習俗，「雕題」即雕畫額頭，「黑齒」是染黑牙

齒，台灣的原住民，幾十年前仍有些族群保有紋身(雕題)及拔牙黑齒的習

俗。幾千年前的巫術信仰，至今仍見遺跡。本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簡

介華人世界民間信仰之源流及演變情形。第二部分談民間信仰的現況。第

三部分從常民文化談人與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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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人世界民間信仰之源流及演變

（一）秦漢以前的民間信仰及社會概況

　　華人世界，從遠古的新石器時代，最原始的巫術信想就開始了。當時

的巫師地位崇高，是巫師，也是祭師，更是身兼醫生。巫醫同源的現象在

中國文化史上表現得十分突出，醫術的醫字在古代又寫作（　）就是因為

巫師和醫生、巫術和醫術本無嚴格的界限。在《呂氏春秋》及《山海經》

中，對巫醫描述極詳。在原始社會和文明社會早期這段相當長的歷史期

內，醫術一直是巫術的附庸，治病救人的工作一直被巫師把持。早期的巫

師為人治病，既用巫術又用藥物。到了漢代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醫

學逐漸從巫術的束縛下獨立出來。中醫又稱漢醫，由此可知。如有名的<<

傷寒論>>是漢末張仲景所著。但向來中國醫學的進步，跟方士和道教徒的

關係很大。東漢道教的創立，重養生、煉丹，從而對疾病的治療、藥物的

採集，皆貢獻良多。

　　道教也接收了先秦以前的巫醫及巫術(如靈符、咒語等)。和巫、醫同

源一樣，巫、史也具有同源關係，秦漢時期的史官一般兼掌觀測星象的天

文事物和製定曆法。在社會還不可能養活太多的文化人（知識分子）之

前，巫師理所當然地成為掌管宗教、巫術、醫藥、天文、曆法和歷史文獻

紀錄的綜合人才。

　　原始社會後期和夏商西周時代，巫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很高，巫

師經常參與政治軍事決策，在國家和宗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進入戰國時

代，傳統的宗族組織全面崩潰，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巫師地位也一

落千丈。但是處在偏避南方的楚國是以淫祀為著名的國家，因此屈原年輕

時曾享有國家的決策權，當時屈原及其父姐皆為巫師。處在巫師地位從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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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位，急速往下降的關鍵時刻，是東周春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時，真

理及科學知識愈明，巫術及巫師愈沒有發展的空間，當時最重要的人物，

中國最偉大的聖人至聖先師孔子誕生了，孔子他是一位博學多聞，理性而

切實的人，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喪失了他成為宗教主的機會。因為

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才會不語「怪、力、亂、神」。對鬼神的

態度，除了崇敬自己的祖先外，是「敬鬼神而遠之」及「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其祭祖亦著眼於感恩惜福的態度「慎重追遠，民德歸厚矣」。另

外，影響中國民間信仰至鉅的因素即為陰陽五行之說。陰陽五行學說對中

國巫術及道教影響至為深遠。陰陽五行觀念，夏末商初可能已出現，現存

最早使用陰陽概念的文獻是成書於商周之際的《易 經》中的乾坤二卦即陰

爻和陽爻等概念。而五行觀念起源也相當古老，最早見於《尚書．洪範》

原始的五行觀念是把金、木、水、火、土當成世界上最重要的五種物質。

《尚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土，木曰曲直，金日從革，土爰稼穡。潤下做鹹，炎上

作苦，曲直做酸，從格作辛，稼穡作甘」。

　　其意即說，水總是向下浸潤和流動，它會生出鹹味；火總是向上燃

燒，會產生苦味；木可曲直，會產生酸味；金可以隨著器範之形而變化，

會產生辛辣味道；土可以種植作物，會產生甘甜之味。這些論述都以日常

生活經驗為基礎，沒有挾雜先驗、幻想、怪誕、神秘的成分。但從戰國時

代開始，原本的陰陽五行觀念與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學說結合起來，成

為一種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五行觀的變化尤其顯著。

《洪範》將五行作為治理國家的九項大政方針之ㄧ，只是要統治的君王注

意控制這五種重要的資源，沒有談五行之間的關係，也沒有把五行看成無

所不包的宇宙圖式。但是到了戰國時代，一些術士特別是燕齊一帶的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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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五行之間建立起相生相剋的關係，同時又按五行劃分所有事物，構築

起一套秩序井然的世界體系。這時的五行已與《洪範》中的五行有了本質

上的不同了。

　　戰國時代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對陰陽五行觀的神祕大力提倡，影響

後世至鉅。鄒衍認為歷史上每個朝代都分屬五德即五行的另一種名稱，朝

代的更替是按五行相剋的順序依次進行的。他並認為五德依次更替以及出

現相應的符瑞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天命，為了順應天命，新朝代的開

創者必須認明本朝所屬的德並在曆法、服飾、數目等方面採取相應的措

施。鄒衍的這套學說號稱「五德終始說」，它對秦漢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發

生了深刻的影響，無疑的加速了五行觀的神秘化過程。

　　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罷絀百家」，其實所行的，只是披

著儒家的外衣，而行陰陽家之實。漢代用的陰陽五行公式解釋自然現象和

社會現象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習慣。漢代的五行學說包括五行配物和五

行相生相剋。五行配物是事物及其屬性分成五類，一概配屬於水、火、

金、木、土名下，特別是將時間、方位、色彩、數目也全部都納入五行體

系之內。在古籍《管子．幼官》、《墨子．迎敵祠》、《呂氏春秋．十二

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等文獻中都有詳盡的記載。

舉凡方位、季節、色彩、臭味、音調、天干、地支、數字、帝王、方神、

家神、星辰、牺牲、祭物、食品、木材、五臟、五官、形體、情緒…等一切

日常生活無所不包，都納入五行配物說。五行相生相剋是指五行之間，具

有固定的相互生成和相互剋制的關係。相生的公式是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由此組成一個促進性的循環。相剋的公式是水剋

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由此組成一個抑制性的循環。然

而五行模式本身卻基本是一個臆造的體系，古人對事物五行屬性的理解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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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牽強難通，除了比附還是比附。但是它的影響，至今能有許多人深信不

疑。君不見今天電視論政節目，對於選舉領袖人物時，一些命理家都從五

行說來解析品評，雖沒什麼科學依據，風水之說、陰宅陽宅堪輿，命理推

背之說等等，仍充斥於專著及電視節目。陰陽五行學說的配物原理對中國

古代巫術的影響也很明顯，古代巫術常用的符　咒語也明顯受到五行學說

的影響。從戰國到秦漢，陰陽五行學說逐漸被中國術士普遍承認和接受。

從此巫師們有了共同的巫術概念和巫術語言。到了漢代，在陰陽五行學說

日益盛行，各地巫術不斷融合的同時，一些重要的巫術技術也日趨規範，

從沒有章法縱情而舞的巫術舞到發展到循規蹈矩的禹步。(至今神壇乩童仍

保留這一套，可謂活化石)從比較簡單和隨意性很大的咒語發展到較為複

雜而又有一定格式的咒語，從比較形象的壓勝圖像發展到抽象符號組成的

符　。所有這些變化，都標誌著一個以陰陽五行學說為骨架，帶有鮮明民

族特色的巫術體系已經形成。漢代以後，沒有一個巫師能擺脫陰陽五行學

說的影響。陰陽五行學說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包括巫術在內的民間

信仰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陰陽五行學說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

匙，更是了解中國古代巫術的一把鑰匙。

(二)魏晉玄佛相通後，儒釋道融合的民間信仰

　　漢代佛教傳入中國，被中國人改造成合乎中國人需要的型態，出入中

土的佛教，如黃老之術一樣，都被看作祭祀的方術。到了魏晉時期，受到

知識分子的清談玄風的影響，「棄道術而談玄理」，並「雅尚老莊」，成

為玄學化的格義佛教。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代，都有排佛運動，甚至有以

政治力量的「三武一宗」的毀佛事件。主要原因在於佛教之原始教義，

不合於中國的倫理觀念與君臣問題，因此佛教積極地譯出或造出許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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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有關的經典，諸如《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佛說父母恩重難

報經》、《佛說孝子經》、《佛說睒子經》，依道端良秀以為這些經中所

說的「孝」，都是建立在「報恩」的思想上，與儒家的孝道奠基於上下

綱常上不同。其次，道端良秀還指出，部分孝經是在中國成立，而非印度

原有，例如，《父母恩重經》，是參照《孝子經》、《盂蘭盆經》而組成

的；《盂蘭盆經》也很可能是中國所造成的。這些孝經，很多成了俗文學

的材料，例如：《母恩重經變文》、《目連救母變文》等等，甚至演變成

目連戲，對中國民間信仰影響至廣至鉅。

　　魏承思在《中國佛教論稿》中提到：印度佛教道德主張平等利他，崇

尚與王者抗禮，追求個人解脫，視家庭為牢籠，不願承擔任何社會責任，

它顯然是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有著極大差別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

傳統文化最尖銳的衝突就表現在倫理道德方面。儒家從一開始起，就激烈

的抨擊佛教倫理道德，指責其為「無父無君」、「背理傷情」。經過長期

的抗爭、辯解、妥協和改造，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其倫理道德也逐步

儒家化了。儒家的忠孝觀和宗法思想為佛教所認同和攝取，由此成為中國

佛教道德的主要特徵。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為了生存，必須不斷的向儒家思想調和妥協、修

正。唐朝以後，禪宗的道教化及淨土宗的儒家化，已至為明顯。甚至明末

的四大高僧：雲棲袾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以及蕅益智旭，無不極力

提倡「三教調和論」或「三教同源論」。

　　源於中國本土的道教對中國佛教也有深刻的影響。佛教初傳入中土，

被視為神仙方術之一種。天台宗的慧思，更是將佛教的成佛與道教的成仙

合而為一。加上佛道在精神上的思想有些相似之處。除了佛道融合外，道

教的許多教義也融入佛教的教義。管萍《淺論佛儒道三教之融合》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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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道教在它開創時期，就融合了不少儒家忠君孝親的倫理觀念，到隋唐

時，它便充實了儒家名教的內容，並在佛道之爭中以「不仁不孝」、「無

禮無恭」來攻擊佛教。道教的理論一向比較粗俗，戒條教規也不完善，缺

乏系統性，在佛教的影響下，隋唐時道教開始注重創立理論體系，完善戒

條教規。在這個時期內道教學說體系中，無論是成玄英的「雙譴」體道，

還是王玄覽的「三世皆空」或司馬承禎的「淨除心垢」、「與道冥合」，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道教對佛教思想理論的吸收和融合。道教的五戒、八戒

和十戒等也都基本上是模仿了佛教。

　　由此可看出儒釋道三者是相互融合且互補的，因為不只是佛教將儒道

二者的觀念思想與教義歸納入佛教，其實儒道二者後來也有許多觀念與教

規是深受佛教的影響。

　　而另外在民間信仰中最獨特，而且流行最廣，影響至鉅的是藉著宗教

戲劇目連戲的發展，宏揚了地藏菩薩的信仰。目連救母情節的描述最早見

於由西晉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盂蘭盆經》，目連戲是以佛經故事為底本發

展出來的戲劇，由經文說唱文學的變文再發展到演戲的戲文。經過長時期

的流傳與演變，戲劇內容及其所要宣揚的思想內容也愈來愈多，除了包含

佛教所主張的因果報應觀之外，更融入了儒家的忠孝節義觀與道教清靜無

為的思想。使得佛教文化逐漸的世俗化，逐漸的中國化，目連戲遂成了

儒、釋、道三家思想相契合、相融合的集合體。明代鄭之珍所編著的《目

連救母勸善戲文》是第一個付諸印刷最完整的連臺戲劇本。甚至到了清代

乾隆年間，張照還奉旨重編目連戲為《勸善金科》戲文演出。有水井處就

有目連戲的演出，可見其普遍性。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中元鬼節，從《東京

夢華錄》等宋代雜記書籍可找到諸多中元節演目連戲的記載，而且還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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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節民間的祭祀禮儀和民俗活動緊密結合。後來演變為民間酬神祈福的

宗教戲，舉凡各種慶祝活動、酬神還願、豐收、消災、祈福、驅邪、…等

打社戲、平安戲皆演目連。王秋桂先生說：中元的盂蘭盆會仍是目連戲演

出的重要場合，但目連也可以是「酬神戲」、「平安戲」、「還願戲」、

「香火戲」、「會戲」、「堂戲」，以及春祈秋報時的「社戲」。另外在

水災、旱災或瘟疫等天災過後，也演目連戲來除煞及超度亡魂。定期的羅

天大醮，也是目連戲演出的場合。

　　目連戲的核心思想是「孝道」，是「報恩」，它也反映了儒釋道融合

的民間信仰。

三、民間信仰的現況

　　民間信仰在大陸，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與壓抑，停滯了一段時

間，但是民間信仰是最有韌性的，就像千年的草籽，春風吹又生。筆者去

年（2007）前往大陸（福建）做「法主公信仰文化」的田調研究，不管是

當地的學者專家或是廟宇管理人員，或者是信眾，皆積極地參與，已經恢

復正常，也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台灣的民間信仰，從明鄭來台後已

經歷了三、四百年，是中國南方閩南與粵東民間信仰之延伸。台灣社會雖

然是個各種宗教（含國際性的宗教天主、基督、佛、回等教）薈集之所

在，然而深入民心的還是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佛教」，及

融合上列三教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以文化性而論，

它是台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民間信仰」在性質上與一般具有經典、

教義及教團組織的「制度化宗教」不同，但它擴散於民間，又其宗教儀式

及地方性活動，都和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可以說是一種「普化

宗教」。且受其生命禮俗及歲時禮俗的行事所左右，在台灣，它就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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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的宗教意識形態，而且還保有許多濃厚的古代巫術與薩滿信仰的

遺跡。

　　台灣民間信仰的普遍概述，可從祭祀崇拜及生命與歲時禮俗來談。祭

祀崇拜的宗類型可分成三型。

（一）為「原始宗教類型」--從殷商時期一直流傳下來的原始宗教信仰。

1、原始巫術薩滿信仰如「觀乩童」、「八家將」、「輦轎仔」、「宋江陣   

　 」、「召五營」、「觀尪姨」、「收魂」、「祭解」、「求雨」、

　 「安八卦」、「開眼」、「超亡」、「改運」、「破土」、「卜卦」

　 、「擇日」、「堪輿」（看風水）、「算命」等等。

2、圖騰崇拜：如十二生肖的相關習俗。

3、植物崇拜：如拜樹頭等。

4、亡靈崇拜：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主流，有祖先崇拜（拜公媽）、有英雄崇

　 拜、厲鬼崇拜等。

（二）為古典宗教類型

　　有天神、地祇、人鬼及物魅崇拜等等。

（三）為現代宗教類型

　　以「儒教」、「道教」與「佛教」等三種宗教融合於台灣民間信仰

中。

1、儒教之影響—以「祭祀」（拜祖先）為孝道之重要部分。

2、道教之影響—提供「道士」、「法師」為人祈安求福於民俗節慶做醮及

　 喪葬儀式做服務。

3、佛教之影響—「輪迴」與「果報」之來世審判觀念以「觀音崇拜」、　

　 「地藏崇拜」、「彌陀崇拜」影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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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歲時禮俗部分：

（一）生命禮俗：

　　乃是人一生中必須經過的「誕生」、「成年」、「婚姻」、「祝壽」

以及「喪葬」等過程的禮俗。

（二）歲時禮俗：

　　以農曆四季節氣的節令習俗，有元旦春節、天公生、元宵節、清明

節、端午節、七夕、中元鬼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尾牙、送神、除

夕等等。

　　台灣民間信仰是一種與台灣人的生活不可分割之宗教文化，也是文化

宗教。「台灣民間信仰」雖沒有創教者，沒有經典、沒有基本宗旨，沒有

信教的入會禮，沒有宣教行為，然而卻具有強烈的鄉土性與民族（族群）

性。

四、從常民文化談人與神佛

　　中國民間信仰沒有宗教教會組織，沒有特定至高無上的崇拜對象（如

基督耶蘇、佛教釋迦牟尼佛）、沒有任何宗派、沒有完整的經典理論、沒

有專司的神職人員、沒有規約戒律、沒有教堂等等。唯世世代代傳承著

「萬物有靈，萬靈有神」的信仰觀念。即使傳遞到台灣來，仍是如此狀

況。它的特點有三，一是多樣性的崇拜，對自然、動植物、祖先、亡靈、

精靈、神仙、超自然力等萬靈多神崇拜。二是信仰動機與行為目的是功利

性的，有燒香有保佑。三是充滿神秘性的如各種門類的相術、扶乩、求

籤、堪輿、星象、算命、卜卦，五花八門，充斥於生活的各個角落。

　　欲徹底瞭解常民文化的民間信仰，必須對古代巫術與民族心理有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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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才能窺出其端倪。胡新生在其《中國古代巫術》一書云：巫術是一種

低級鄙俗的文化現象。談到巫術，總會使人聯想起愚昧、怪誕、污穢、醜

惡等灰色的詞彙。巫術史研究不可能喚起自豪感、崇高感以及其他一切美

好的情感，也不可能直接有助於提高人的智慧，提高人的思維能力。然而

需要正視的現實是，灰色的巫術並非只是某個偏僻村落或落後群體內孤立

存在的現象，中國古代巫術更是憑藉著深厚的民間信仰基礎參與了對中國

傳統文化品格的塑造並一直影響著它的發展。在中國文化長河的底層，始

終湧動著一股巨大的巫術暗流。這股暗流平時只是潛在地下發揮著它的滲

透力，一旦遇到適當的時機，它便褒挾著各種沉渣泛上文化長河的表面，

掀起數術熱、氣禁熱等諸如此類的大大小小的波瀾。

　　巫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主要是巫術意識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或

中國民族心理的影響。胡新生認為這種影響在以下兩方面表現得尤為突

出。第一，巫術的興盛導致了與巫術密切關聯的低級迷信觀念的發達，從

而抑制了中國古代宗教的發展。其次，巫術的興盛使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

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思維殘餘，由此形成了一種貶低概念分析、崇尚神秘直

覺的風氣。

　　巫術和宗教的區別，有兩方面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宗教經常著眼

於未來，經常關注如何拯救靈魂、如何擺脫世俗的困擾、如何理解生命的

意義等未來的問題。宗教所描繪的理想世界是超現實的彼岸世界。而巫術

總是著眼於當前具體問題的解決、總是直接謀取眼前的利益、總是追求一

種立竿見影式的效果，也就是急功近利的態度與行為。其次，宗教神學以

崇拜神靈為基礎，宗教對神靈的態度偏於敬畏和懇求，而巫術對神靈和其

他各種超自然力量的態度是駕馭與利用的。巫術本質上是不敬神靈的，它

是神鬼與人之間的媒介，它是企圖操縱和利用神民的。從古至今皆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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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流行「大家樂」及「六合彩」等賭博彩券時，民眾就熱衷於「土地

公」、「大眾爺」、「萬善同歸」、「有應公」、「十八王公」…等鬼神

求「明牌」，目的不外祈求祂們協助賭博贏錢。如果信眾有求而不應，及

連續摃龜，結果這些神鬼的神偶會被剁手斬腳，甚至劈成兩半或被丟棄。

可證明信眾只是在利用神明。如果信眾是虔心信仰，即使求而不中，他們

焉敢破壞或銷毀神像。這也是古代巫術遺留在華人世界信眾的功利的心

理。古代巫術的興盛直接影響到信眾對神靈的態度，在中國民間宗教信仰

中，原始的多神崇拜一直占主導地位。中國古代宗教裡也有元始天尊、玉

皇大帝等至上神，但在信眾看來，這類至上神距離人世比較遙遠，甚至不

直接與個人、家庭、鄉村、城邑發生關係。他們最關注的神靈是土地、城

隍、門神、灶君、龍王、關帝、財神等行行色色的有具體職能的神，人們

相信這些神靈能直接給人帶來利益或災禍，他們對神靈的態度，與其說是

崇敬，不如說是利用。筆者1990年8月遊長江三峽時，到鬼城酆都一遊，看

到鬼城內的眾神明，包括玉皇大帝，除了閻羅王的神像是原始所造的，其

它都經過修補的，大部分都被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斬首砍腳剁手等破壞。即

便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不怕眾神也會怕閻王。

五、結語：

　　華人世界的民間信仰，源自上古時代，深受原始薩滿及巫術信仰的影

響，已透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文化中，由於中國古代宗教意識的薄弱和巫術

迷信的盛行，加上陰陽五行說的滲入，已經根深蒂固的融入百姓的底層生

活文化中。雖經歷了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影響，巫術迷信的興盛抑制了宗教

的發展，宗教的停滯又進一步助長了巫術迷信的猖獗。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仍然有人生了重症之病，不信科學的醫學而信鬼神。日前有位女孩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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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紅斑性狼瘡，在現代醫學治療未癒時，放棄了現代醫學，而求救於廟中

道士所開的偏方，最後藥到命除，產生了醫療與信仰間的法律糾紛。即便

科學昌明的今天，巫醫的行為仍然存在，即使在都市化的城市，巷中仍常

會看到「收驚斬飛蛇」的廣告，「收驚」屬民俗療法，也許還會收到心理

安慰的療效。但「斬飛蛇」就是對帶狀疱疹用民俗咒語等療法，你還相信

嗎？國人的正信教育似乎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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