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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部「開法場」的儀式結構與 

內容意涵研究— 

以《設城隍》和《設南省》討論為主
∗
 

謝 聰 輝
∗∗

 

摘 要 

本文利用這三年來，在福建中部尤溪、大田與永安三縣等地區道法壇

靖中，所見到的清初以來豐富的抄本資料，以及 2017 年底兩次開法場傳

度儀式的調查記錄為論述核心。首先討論其儀式結構、道法內容與表現形

式是如何建構的？再者，進一步挑選其中代表性的《設城隍》與《設南省》

兩個科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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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結論如

下：開法場傳度的《設城隍》科儀，主要內容即召請當地歷史上所有的城

隍們及相關的官將吏兵，具顯帝制朝廷官僚體制、道教道法與民間信仰複

合的多重特質。其不僅反映閩中地區法教保存了宋代天心正法的傳承規

矩，從相關抄本與文檢中一再出現的縣城隍所轄屬「四鄉八里」神司主者，

其所反映的宋代以來地方的行政區分；「諸路城隍」、「八路城隍」、「福建

道都城隍」與「福州中書省城隍」用詞，也明確具現了元朝時福建的行政
                                                                          

    2019 年8 月 28 日收稿，2020 年4 月 7 日修訂完成，2020 年 10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福建中部「開法場」所具顯的古代朝廷制度析論—以大田、尤溪與永安

三縣所見為主〉，曾於國家圖書館、德國萊比錫大學聯合主辦的「道教與地方宗教—

典範的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總館，2018.11.29-12.1）發表。

然因論文太長，修改後析分為兩篇：第一篇〈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來源與功能

研究〉將收錄於會後論文集，第二篇即此文。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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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另《設南省》科儀，乃闡演傳度意涵中完成任命文書簽押生效的法

定核心程序，其模擬運用了古來朝廷尚書都省官僚組織與體制格局，體現

出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之後改革的行政機制運作情形。又此區法

教開法場傳度所頒給的這些職憑誥據名稱，如「文憑」、「照身」、「護誥」、 

「官憑」、「職帖」與「南曹官誥」等，應是借用道教正一經籙的相關名稱，

但其共同來源應是轉用自古代朝廷體制下相關授官任命的官方文書。 

關鍵詞：福建、道教、法教、城隍、南省、開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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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記，討論「瑜珈教」時所稱「今之瑜珈之為

教」的用法內涵。若按大田、尤溪與永安三縣為主在「法教」方面的表現

區分，道法內容與道長具職署稱中，常出現「三元天心」、「閭 
山天心」與「瑜珈天心」的用法，正是此區域道法與宋元以來天心正法密

切的傳承關係證據之一。
2 
而大體以閭山法教為主的大田和永安兩縣，常

                                                                          

1   按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45〈地理志六〉，頁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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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圖一）本文引用傳統文獻未標出版資訊者皆依《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

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此一版本，不再另註。 
2   前人相關研究中，如韓明士（Robert Hymes）著，皮慶生譯，《道與庶道：宋代以來

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一書，討論宋代天

心正法與道教關係時，著重其如官僚化的神聖領域、鬼神律法、法師與道士同屬一個

社會或一個人可以同時兼具這兩種身分等特質。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一書第 4 章至第 7 章，已用到了他在中國福建省實際

調查的瑜伽教抄本資料，試圖建構宋元以來天心正法在福建地區的傳承發展，確實在

區域道法研究上作出了貢獻。拙文〈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析論〉（《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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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三山」（「閭靈茆」）、「四山」、「閭靈茆嵩」或「五山」（「閭靈

茆嵩虎」），強調「教遵老子，法受閭山（閭、廬二字相通）」；科儀抄

本常用「閭山」為名，文檢司額常出現「閭山」、「王府」、「銀臺」為

名，行文多以「閭靈」為序，並常以太上老君後署頒行。
3 

另以瑜珈法教為主的尤溪縣 1-3 都，與 49、50 都以及相鄰大田縣 
46 都一帶道法，其乃以三壇教主穢跡金剛、龍樹菩薩和真武大帝為主神；

特別突顯有「五院」
4 
功曹的稱呼，以及在奉請「嵩公祖師」和「吳公太

宰」，
5 
這是其他閭山正法區域所幾乎沒有的。運用於瑜珈靈閭文法傳度

和繳化，以及生命禮儀中延生過關、禳災解厄、收煞送瘟等法場闡科， 
抄本常以「瑜珈」為名，

6 
司額或宮闕名稱中常運用「靈山」、「金輪」、 

「靈閭」和「瑜珈」詞彙。而且為了強調瑜珈穢跡金剛作為中尊教主的殊

勝，表現「靈閭」（或「金輪閭山」）構詞「靈山」居前的優越，所以具

顯於傳度或繳法文書中，即將三十三天咒主穢跡金剛寶王尊聖署稱， 

放在皇宮寶殿中的太上老君署名之後，表明在瑜珈靈閭法教最後最高的 

主宰是穢跡金剛寶王。
7 

                                                                          

宗教研究》40(2020.3): 71-98），則更具體以其官將神譜中的主將蓬頭、副將黃頭、

無面目大將與旃檀大將四者為例，考證其與天心正法的傳承關係與職司改變特質。 
3   謝聰輝，〈圖像、抄本與儀式關係研究：以福建三元法教閭山圖為例〉，收入《以法

相會—寶寧寺、毗盧寺：明、清代水陸畫展暨學術研討論文集》（高雄：佛光山文

教基金會，2016），頁 29-57。 
4   此瑜珈法教區域道法顯示，除五院中屬東極者名稱，有「青華院」與「瑜珈院」的不

同外；其餘四院稱謂均為「南極天樞院、西極金輪院、北極驅邪院、中斗五雷院」。 
5   謝聰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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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24）一文考察，嵩公道德和吳公太宰二祖師主要與傳法和繳法職能

有關，應是實際的歷史人物：北宋明教大師契嵩與曾任明嘉靖太宰的吳默泉；他們除

各具條件而較晚被收編外入瑜珈法教神譜外，更在明中晚期逐漸衰落的佛學或另股復

興運動中展現其號召力。 
6   以抄本為例，如廣玄靖，《瑜珈道場下壇科上下》（1758 年）、洞清靖李法元，《瑜珈

教科上下》（1794 年）、祖玄靖王通賜咸豐年間《瑜珈賞軍三獻科》、洞玄靖，《瑜珈

大敕符科》（1984 年）。 
7   謝聰輝，〈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及相關問題〉，《華人宗教研究》

13(2020.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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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筆者所見中國福建道壇道法研究成果來説，相關制度性傳度 
儀式的深入論述仍然很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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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將利用這三年來在閩中 
三縣道法壇靖中，所見到的清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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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核心。首先討論「開法 
場」傳度的儀式結構、道法內容與表現形式是如何建構的？再者，更進一

步挑選其代表性的《設城隍》與《設南省》兩個科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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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體制？

9 
以為道法傳授制度研究累積建構更

多具體成果。 

二、開法場的結構程序與各儀式意涵 

2017 年丁酉科筆者調查記錄了兩場開法場儀式：一是，由大田縣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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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葉明生，〈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民俗曲藝》94/95 

(1995.5): 165-206）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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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17），基本上大同於前列著作。後者最新出版的《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

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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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科層體制（bureaucracy）亦有譯為「官僚體制」，此種制度是指機關內分別負有專責

處理事務的行政體系的一種名稱。其特點在行政機關內容各等級的單位負責人，有固

定的職務，有劃分的權限，有例行公事的一定程序，有對上對下所負責任的範圍。其

觀念是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所創導，其後歐美社會學家，對此觀念加以

修正與補充，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範疇。請參見龍冠海主編，《社會學》，《雲五社

會科學大辭典》第 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123。韋伯著，簡惠美

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第 2 章〈封建國家

與俸祿國家〉有關對中國科層制度特質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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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鎮李上斌道長主辦，卜擇農曆季秋九月，在 39 都建設鎮第 3 保黃坑壠

大崙尾山坡福地，架設靈閭傳度法院、皇宮寶殿；初申為農曆 6 月 24 日，

二申為 7 月 14 日，三申取火入壇 9 月 4 日，接續 5、6 日為儀式的正日、

二日。二是，由尤溪縣新陽鎮林永興（1982-）道長主辦，擇選農曆初秋

十月，在 49 都新陽鎮高士村中心坂村莊平地建立法場（見圖二）；其初申

為農曆 2 月 20 日、二申為 5 月 14 日，三申取火入壇 10 月 16 日，接續

17、18 日為儀式的正日、二日。本想兩者各屬於閭山法教與瑜珈法教的

主要代表區域之一，可同時比較兩地開法場的道法特色；但前者因有些原

因而無法聘請當地屬意的老道長主壇，所以最後擔任混元教主法職主行法

事者，都是屬於尤溪新陽一帶瑜珈法教區域的道長，前者是通真靖余永

明，後者是祖玄靖黃道昌。 
開法場的目的功能，不只是為了過法傳度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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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筆者所整理的 1984 年到 2017 年之間 
（除 2002、2008、2011 因政經因素停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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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位道長記錄表（附表一）。開

科主辦者的年齡介於 23 歲到 54 歲之間，經歷最短者是在過法 3 年之 

後，最長則為 39 年。因為按當地的道法傳度習慣，大多是較年輕的已 

過法者視主客觀需要（如增加資歷威望、經濟擴展、道法服務等等，另文

探究）爭取主辦機會，再聘請當地合作的最資深道長來擔任科儀主壇者 

混元教主的職能；故本文個案所聘請的兩位資深主壇道長，也正是前面兩

位年輕主辦道長以前的傳度混元教主。而且按筆者考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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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科舉式〉中的鄉試開始舉設的「子午卯酉」科年

制度；對照這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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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請參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制度的來源與功能研究〉，收入柯若樸（Philip 

Clart）、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謝世維主編，《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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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田縣建設鎮個案 

在大田縣建設鎮李上斌主辦的這次開法場，實質上複合了尤溪與 

大田兩地道法與習俗，且因當地數十年未曾開過法場，所以當地信徒參 

與非常熱烈。因此在所插入以信徒為主的儀式，如「祭解收赦、做平安」 

與「頒玉皇赦書」就佔去了將近一天的時間；另尤溪所沒有的「參人 

主」也用了半天的時間，以致屬於原先傳法的核心儀式，在兩夜三天之 

中就無法完全照本仔細演行，但其仍具有許多特點，可供另文專論。而後

者林永興主辦者，則依其當地瑜珈法教傳統方式，先做完屬於教內完整 

傳度儀式後，方為信徒濟生度死；所以筆者選為此區域的開法場代表， 

將其開法場儀式實際演行的時間程序、演法人員、儀式內容、法物法器 

與文書運用等等詳細記錄（附表二、三），以方便進行討論。而為了比較 

其重點的儀式結構與意涵，筆者特別選擇保存於李上斌家的洞清靖李法 
元 1784 年《傳法發奏科》中「召符使」儀節〈開法口詞〉（見圖三），以

作為此地閭山法教開法場傳度的結構代表例證： 

擇于先日，在弟子本衙，謹發初申， 

教主師尊，咸知因依。復向○日，具狀次申， 

三清列聖，咸賜知聞。招兵統將，迎至福地，架造 

皇宮寶殿，試場完成，統兵回衙，志誠安奉。謹卜於今月○日，備狀 

三申 

五山列聖，光賁法壇。收師作變，藏家眷于江海之中，祛邪魔于外境 

之地。請給廬山聖火，統領兵將，迎赴試場，依教奉行。直月利 

方，安奉天蓬，肅靜壇所，掃蕩妖氛。迎  三界符使，發列真表 

文，上達玉京金闕，下徹地水冥陽。牒報法院各司官將吏兵、九 

州省府州縣司主城隍、里舍神祠，合屬投進，咸賜遙聞。榜掛招 

賢，約束召兵，加封人主，以為東道主人。召集五營軍兵，守扶 

營寨，請 

三清教主，登殿説法，召陽間使者，速報關津。恭迎 

                                                                          

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萊比錫：萊比錫大學圖書

館總館，2020），頁 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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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列聖，扳迓十極高真，竚望老君，駕青牛而出函關；遙瞻玄帝， 

揚皂纛而離北闕。命五雷天將，斬妖氛于神鋒之下，輔佐法壇； 

召十陣仙兵，除邪鬼于利劍之中，守扶衙門。會集九州府縣之城 

隍，同功保舉；宴慶六部省府之官班，11 依職擢遷，新舊法官， 

親領皇宮旨命官職。向○日，恭就 

老君橋頭，七星斗中，敕給官憑職帖，諸階文法，俱付各弟子收執， 

皈身佩奉，保己延年，除邪輔正，救濟萬民。凡居覆載之間，全 

賴甄陶之下，仰勞符使奏請。 

這一段「召符使」儀節中主要讀誦給符使聽的〈開法口詞〉，儀式程序 

結構與意義內涵已經十分清楚明白：其所提及的主要程序結構，乃由 

初申、二申、三申、取火、建壇、發奏（或稱類奏）、關司城隍（或稱設

城隍）、設南省與通天出法等儀式所組成。也正符合李法元所留下的五本

法場傳度科書與兩本功訣秘本的程序結構：
12 
《廬山傳繳法發奏科》（上

卷）、《廬山傳繳法登殿告報給符法科》（中卷）、《廬山傳繳法設城隍科》 

（下卷）、《廬山傳繳法設省科》（天卷）、《廬山登殿給符説法説戒科》（地

卷）、《傳法天機》上下。 

                                                                          

11  本文所言「六部」皆指唐代定吏、戶、禮、兵、刑、工部等六部，統歸尚書省管轄，

宋沿襲未改，元則歸為中書省管轄，明廢中書省，六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相沿

至清末。而朝廷六部尚書、侍郎的官制配屬，在福建法教的抄本中常見，皆屬於閭山

府主所屬官曹；且其大部分的職司敘述與申狀呈文有關，特別是在開法傳法與歸真繳

法的核心教義制度儀式中。 
12  大田縣建設鎮洞清靖李法元在《廬山傳繳法登殿告報給符法科》（卷 4 中卷）首頁前，

特別標記：「傳法並繳法二科，彙集一副，共六本內。分上中下天地人六卷字號，各

本各立一字號為題目，或用俱查便覽，不可失落，謹記收藏。乾隆甲辰四十九年（1784）

蒲月，隴西清軒李振選，法名法元，依舊抄立。」其中第六卷人卷《保奏奏符法奏魂

諸科》，專屬亡官保奏繳法。 
    主辦者建設鎮建設村三保李上斌道長（1979-，法名道顯）的叔父李加周（1957-，法

名元興，拜五保清元靖鄭元真道長為師），並承接原建設鎮同宗李發涯家所藏洞清靖

道壇抄本與功曹供養，所以能擁有知名道長李法元於乾隆甲辰年（1784）抄寫的一

批重要度法繳法抄本，對此區域道法傳承貢獻良多。而依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可

初步梳理其道法傳承世代如下（完整傳承待追考）：李榮星→李振選（法元）→李道

福、李道昌→李先賢、李先高→李生文→李發涯→李加周→李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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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尤溪縣新陽鎮個案 

若再比較尤溪這次開法場主壇者所根據的宣傳靖所存七本傳度科 

書：
13 
一《關報全科》、二《傳度用閭山彙奏科》、三《傳度閭山關司科》、

四《傳度告盟、敕符、呼邪、奏法科》、五《上殿呼邪、請省、説法、送

省科》、六《啟玄、通天出法、謝玄科》、七《閭山召將、賞將、謝聖》，

會發現兩區域道法在開法場部分也是大同小異，而瑜珈法教有吸納閭山法 
教再轉化運用的跡象。

14 
以鄭鴻澤 1855 年所抄的《傳度疏意》〈傳度弟子

格狀式〉中言：「崇建靈間茆嵩傳度法壇三晝夜」（見圖四），其程序結構

詳述如下： 

茲卜 皇上乙卯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拜命  法廣靖度師鄭鴻澤，就于

○堂崇建 

靈閭茆嵩傳度法壇三晝夜。先伸莊嚴法席，張掛聖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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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召命符

使，賫奏三界之真聦。下午召集 

靈閭之帥將，關府縣之城隍。良宵，謹按 

玄元道德教典，依  瑜珈五部科範，點兵將以共壇，請天王而把界。

恭請  千真作證，虔迎  列聖彰明。中宵，供設省司而註職，敕符勅

                                                                          

13  尤溪縣新陽鎮上地保宣傳靖所保存的這七卷本傳度科書，皆是抄給 1882 壬午年受法

弟子景興靖蕭法興所使用的。其度師新興靖蕭清隆抄寫《傳度閭山關司科》與《啟玄、

通天出法、謝玄科》兩科，其餘五本乃其父親蕭國光（玉齋）所抄。而有關原龍山（今

尤溪縣新陽鎮龍上村）、後移居今尤溪縣館前鎮館前村的新興靖，其道法傳承世代可

考者如下：1 蕭應國（法名清隆，1825-1887）→2 盛蕋（法名法教，1855-1894）、

盛熒（法名法道，1873-1905）→3 正蘭（法名元顯，1904-1961）、正熙（法名元德，

1890-1952）→4 樹熀（法名成昌，1931-2010）→5 世香（法名道真，1970-）→6
自明（法名興法，1990-）。請再參拙著，《追尋道法：從臺灣到福建道壇調查與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第 1 章的相關考證。 
14  此部分傳度道法深究與比較，也牽涉到該區域道法壇靖的傳承、衰落與接續關係等等

複雜問題，將另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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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伏魔。正向○日，乃是老君度法，恭詣通天吉利方所，高架 

皇宮寶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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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臺省前勘立 ○字一号、合同半印，以為憑照。 

再比對同是新陽鎮上地保宣傳靖所保存，反映同一區域道法的德星靖 

陳兆栢 1864 年《傳度請省科》中所書記的三日科儀程序，會發現相當一

致的傳承： 

第一日初時宵：入壇、啟聖、變壇、召將、收雜師、掛諱、發申奏、

建壇、點兵九州、請天王童子、上殿關報、下殿請聖、造軍房馬廠。 

第二日次早：彙奏、召司、告盟醮。 

第二日是宵：敕符法、呼邪、奏法、開朝、請省、上殿説法、送省。 

第三日早：啟玄表、變身召將、到通天法壇點兵九州、開朝、請聖、

秤天蓬、掛諱、上殿説法、出赦（或出關、或亡人繳焚籙法）、弟子

出斗、下殿謝聖、倒壇、召將歸壇、安聖、犒賞、謝玄表、謝聖送師。 

再比較筆者所調查記錄的林永興道長主辦的 2017丁酉科年開法場，從農
曆 10 月 16 日三申取火入壇，到儀式的正日 17 日、二日 18 日，一樣 
是到當地吉龍山頂恭請廣應祖殿張公法主聖君香火，也是傳統的三晝夜 

結構，且其每各儀式順序所演行的時程也相當一致。所不同的是，傳統 

的地點先在新科受法者家中壇靖建設靈閭傳度金輪寶殿，後至通天利方 

高架皇宮寶殿傳法説戒；而今日所看到的皆已將二者合而為一，直接在 

外面通天利方福地舉行。 

三、《設城隍》的結構意涵與反映的宋元地方制度 

城隍信仰起源於中國古時以「城與隍」作為保護城市而後人格化為地

方的守護神，民間多以在地方上「有功烈於民」者擔任之。至中晚唐 

時期，城隍信仰的發展，出現了若干新趨向：如納入地方官府祀典，出 

現行政都邑守護神的形象、神格官僚化特徵，以及和地方官對等而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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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境內山川的神格等等。
15 
而後到了北宋，被納入國家祀典，如《宋史》 

〈禮志八．吉禮〉所記：「諸祠廟，自開寳、皇祐以來，凡天下名在地 

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並加崇餙，增入祀 

典。……其他州縣嶽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

諸小祠，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多，不能盡錄云。」
16 
朝廷通過對城 

隍神的封爵賜額的手段，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與人格化形象更 

深入人心。
17 
到了明清時期，城隍信仰隨著洪武年間的重視與改制，以 

至清代可謂達到鼎盛，其職能不斷擴充與被民眾信賴，更具顯其官僚行 
政化與民間信仰化雙重特性的代表神祇之一。

18 
如清代秦蕙田在《五禮通

考》〈吉禮．社稷．城隍附〉所言：「洪武三年，去封號，二十年，改建 

廟宇。俱如公廨，設座判事，如長史狀。迄于今，牧守縣令，朔望展謁，

文廟外，則唯城隍。偶有水旱，鞠跽拜叩，呼號祈請，實唯城隍。迎神 

賽會，百姓施捨恐後，亦唯城隍。銜冤牒訴，辨誦曲直，疫厲死亡，幽冥

遣謫，麗法輸罪，亦莫不奔走，歸命于城隍。至廟貌之巍峨，章服之鮮 

華，血食品饌之豐繁，歲時伏臘，陰晴朝莫，史巫紛若，殆無虛日。較之

社稷，春祈秋報，割祠繫絲，用牲伐鼓，蓋什百矣。」
19 

（一）設城隍的儀節特質 

在筆者目前所調查的閩中三縣地區，特別在傳法與繳法時機有演行召

請城隍的專門科儀，不像其他區域道法只簡單在請神之後半、當地神祇 

部分簡單幾句提及。在閭山法教中科儀名稱稱為《設城隍科》，在瑜珈 

                                                                          

15  楊俊峰，〈唐代城隍信仰與官府的立祀—兼論其官僚化神格的形成〉，《新史學》

23.3(2012.9): 1-43。 
16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105〈禮志八．吉禮〉，頁 21b。 
17  王頲、宋永志，〈宋代城隍神賜額封爵考釋〉，《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3 

(2006.5): 22-26。 
18  張顯慧、范立舟，〈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的城隍信仰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9.8 

(2009.8): 166-169。 
19  清．秦蕙田著，盧文弨、姚鼐等手校，《五禮通考》（臺北：聖環圖書公司，1994），

卷 45〈吉禮．社稷．城隍附〉，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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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則名為《關司科》，且其主要內容即召請當地歷史上所有的城隍們 

及相關的官將吏兵，非常具顯帝制朝廷官僚體制與民間信仰複合的雙重 

特質。其主要科儀結構程序，閭山法教中以大田建設洞清靖李上斌家 
李法元 1784 年《傳法繳法設城隍科》為例：在破穢淨壇後，法官即先變

身為楊（揚）州李伯陽，強調「天下城隍是吾所管」，要其「就于五府衙 

前，會合城隍兵馬，同功保舉，傳度新恩」。再發五龍蓋身，變宅、變 

所有參與者，在銀臺、通引兩法職出外壇，配合壇場外所設「左兵馬司、 

右城隍司」方位；先正式開壇後，隨即進行變席淨席、點兵鎮營與犒賞、

唱賜儀式。其所召來仙兵，除平時召請的五山（「閭靈茆嵩虎」）諸 

神府、法主功曹與所屬的法靖官將吏兵外；另即所有城隍和所轄屬四鄉 

八里都分神司主者，以及所屬的兵將。如其抄本所請：「召到福州中書 

省城隍司主者，岳府大王神（此應指所屬境內山岳諸神）。福州省管下八

府：福州本府、延平、建寧、汀州、紹武、興化、泉州、漳州。永春州城

隍司主者，岳府大王神：永春管下二縣：大田縣、德化縣。大田縣城隍司

主者、德化縣城隍司主者。延平府城隍司主者：延平府管下七縣：南平 

縣、永安縣、尤溪縣、沙縣、順昌縣、將樂縣。大田縣管下二司：花橋 

司、桃源司。
20 
……大田管下四鄉八里城隍司主者、三十九都城隍司、五

十都分城隍。」（見圖五）接著在一連串的犒賞、唱賞與賜軍糧後，即説 
明此次「關請省府縣九州城隍司同降法壇，證明保舉，傳度教法」的儀 

式功能目的；然後在三奠酒禮中，配合奉誦〈玉皇號〉、〈北斗咒〉與〈土 

地咒〉完周後，宣讀〈發回城隍牒〉，發回所有召來將帥吏兵，斷怪收 

壇後完成儀式。 

另瑜珈法教在《傳度閭山關司科》實際演行部分，如附表所詳記，其

演法時間大約兩個半鐘頭，在法場前露天廣場舉行（見圖六）：分設兩桌

案，其上擺設豐富供品，法場中間還供奉一全豬，兩旁並以竹簍盛裝 

穀物，分別內插兵頭旗與關司旗，代表首日以安設的兵馬司與城隍司； 

                                                                          

20  花橋魚尾宮城隍主者，在大田縣豐城鄉萬足里 47 都（今文江鄉花橋村）。 



94 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 

並特別掛出〈軍馬趙元帥圖〉，以具顯其統帥的地位與鈐束的職能。其儀

式結構程序，大體取法於閭山法教，但又突顯其瑜珈法教的道法特色， 

如特別多掛出〈約束榜〉，多宣〈鈐束牒〉，變身、淨壇多以瑜珈法表現；

搖旗點兵除可用閭山召司旗共 21 支外，另可選擇瑜珈關司旗共 16 支，

代表其不僅可吸納閭山法，亦可靈活展現其瑜珈法的特質。其所關請之城 
隍司，除有如尤溪宣傳靖鄭法真 1688 年《預修長生繳法籙辦字道人用》 

中〈牒七縣城隍〉：「關尤溪本縣榮惠城隍司：南平、順昌、將樂、沙、 
尤溪、永安、大田，移文本縣四鄉八里都分神司、南平縣鄉都合屬兵郎 
所屬。」又特別突顯〈牒趙余盧公縣主〉，即請用了明代封號的「宋武 
節郎趙公太尉、西津顯跡余公之神、閩大將軍盧公府君。」

21 
又有〈牒八 

府〉後附：「公文通上福州本省布政使司城隍貴司」（按在福州的福建省城

隍），或如 1737 年通玄靖《廬山玄省類奏科》中所呈「福建布政使司 

都總大城隍案下」，表明是在福州的福建省城隍，總統福建八府之職 

能位階。 

（二）設城隍體制的道教與官方來源意義 

道教儀式文書出現牒城隍的記載，至少在北宋末天心正法的經典上已

被提及：如元妙宗編《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祕要》〈上清北極天心正法序并

驅邪院請治行用格〉中〈祈求禳請〉與〈癲邪鬼祟〉狀況，都得「牒本屬

城隍」、「牒所屬州縣城隍」；其中〈癲邪鬼祟〉中還特別強調：「凡申發文

字，及差兵將，先用賞設訖，方給帖、牒、關、引等付之，案令奉行 

次。」
22 
此天心正法牒城隍的創舉，得到南宋王契真纂《上清靈寳大法》 

等支持繼續採用，如卷 29 就有以靈寶大法司為司額，分列〈牒（天下） 
                                                                          

21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 60〈祠廟．延平府．尤溪縣〉，頁 1079。記載：「忠愍

廟在縣治西寶城門內，祀宋武節郎趙師。……國朝洪武六年，命有司題其主曰「宋武

節郎趙公之神」，歲春秋致祭。盧府君廟在縣治西北隅，神姓盧名珖，世為閩人。……

忠顯廟（嘉靖《延平府志》〈祠祀〉作「宋烈士餘公墓，在寶城外」）宋端平中建。祀

宋烈士余望。……國朝洪武六年，命有司題其主曰「宋烈士余公之神」，歲春秋致祭。」 
22  宋．元妙宗，《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祕要》（明．張宇初等編纂，《正統道藏》第 32 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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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隍〉、〈牒府城隍〉、〈牒縣城隍〉文檢範例。
23 
而且南宋金允中編《上 

清靈寳大法》〈中界下界申狀式〉還個別強調：「中界下界之神，位次稍 

輕，及酆宮泉曲諸府、九州社令、城隍、祀典、太歲官君、神虎將吏，皆

用牒。法官端楷僉名，細謹押字，不可輕慢無禮。且如州縣城隍，自來天

心諸法，並行公牒。蓋法官濟人利物，事皆公行。」
24 
又〈上清北極天心 

正法序并驅邪院請治行用格．癲邪鬼祟〉中「先用賞設」程序，與前段 

文所論關司設城隍結構是互相契合的，也反映閩中地區法教保存了宋代 

天心正法的傳承規矩。 

而在此三縣地區傳度文檢中與城隍相關者，出現的「諸路城隍」、「八

路城隍」、「福州中書省城隍」、「福建道都城隍」、「天下都城隍」、「福建 

都總城隍」等名稱，頗值得探討其所反映的時空背景與官方行政體制來 

源。如清元靖清乾隆時《廬山開科疏意》〈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陽呈 

子〉：「具奏天廷帝闕，申詳三界列真，牒劄帥將社司，諸路城隍，咸祈 

照應，依教頒行照騐。」〈公憑生案〉言新恩弟子：「充為廬山敕授○○○ 

（按江南東）道○○○（十二至四十八）軍州福建管內諸路軍州統兵斬鬼

○官一員。」另如清元靖清乾隆時《度法行移》中〈關城隍聽候關〉，以

銀臺三省司為司額，除更清楚具現關司設城隍的儀式功能外：「具關仰諸

處城隍社令主者，各各祇應聽候，定○日○時傳度。周完，準依皇宮敕旨，

指揮發回諸處，八路城隍、社令，各回元役所止，不得久住，騷擾鄉閭， 

如違，依律斷罪不恕。日後，新恩出入，經由地分，應有行符救苦，濟度

存亡，修齋設醮，祈禱驅禳之時，移交別處，乞賜照驗施行，毋得阻滯， 

用心聽令施行，立同昭報。」也與〈發回城隍關〉，以及清乾隆時《廬 

山開科疏意》中牒福建道都城隍司主者，和大田縣均溪鎮金山村鄭永通 

（1850-1890）1885 年所抄《閭山開科授法疏意》的〈八路城隍牒〉中內

容用詞一樣，都同樣出現「八路城隍」。（見圖七） 

此「諸路城隍」、「八路城隍」、「福建道都城隍」與「福州中書省城隍」 

                                                                          
23  宋．王契真編纂，《上清靈寳大法》（《正統道藏》第 30 冊），頁 920-921。 
24  宋．金允中編纂，《上清靈寳大法》（《正統道藏》第 31 冊），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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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明確反映了元朝時福建的行政建置。如元代宋褧撰《燕石集》 

〈故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公行狀〉：「福建八路，瘴 

癘少，地富庶」。
25 
元代王惲撰《秋澗集》〈特選行省官事狀〉：「竊見福建

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譎無常。」
26 
此兩則元人

記載，不論是對福建地區讚美或貶抑，皆清楚指出「八路」的行 

政體制。另明代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建置沿革．福建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也言：「元至元十五年，置福建行中書省。十六年，改置（福建

道）宣慰使司，省罷，俱治福州；二十年，復置行中屬省；大德三年， 

改置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仍徙治福州；至正十六年，復改置行中書省。 

按《元史》〈百官志〉：「是年復置福建行中書省，此後不復廢。」而「八

府」清楚具現的是明洪武元年（1368）福建八府的體制，「福建都（總）

城隍」則為清雍正年間改府城隍為都城隍、神牌題匾為「福建都城隍」的

見證，其神廟位於福州，建置始於晉時，
27 
「永春州城隍」則為雍正十二

年割大田縣、德化縣屬永春直隸州的歷史背景。
28 
至於抄本中一再出現的

縣城隍所轄屬「四鄉八里」神司主者，其所反映的宋代以來地方的行政 
區分，都分則為明清以來所使用。

29 

                                                                          

25  元．宋褧撰，《燕石集》，卷 15〈故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公行狀〉，

頁 6b。 
26  元．王惲撰，《秋澗集》，卷 92〈特選行省官事狀〉，頁 5b。 
27  福建城隍廟，據清．林楓著，福州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榕城考古略》（福州：海

風出版社，2001），卷中〈坊巷第二〉，頁 60。記載：「城隍廟：枕治山之麓，晉太康

中遷城後建。」 
28  清．郝玉麟等撰，《福建通志》，卷 2〈建置沿革〉，頁 6a。記載：「元至元十五年置

福建行中書省，十六年改置宣慰使司俱治福州。……國朝因之府八，曰：福州、興化、

泉州、漳州、延平、建寧、邵武、汀州。康熙二十三年增置臺灣府，雍正十二年陞福

寧州為福寧府，領府十、州二：永春、龍巖，俱福建省布政使司。」  
29  如盧興邦修、洪清芳纂，《尤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 2 章〈行政區

劃〉，頁 137-156：宋代全縣劃分為四個縣、八個里：分別是常平鄉（進溪里、和順

里）、興文鄉（安福里、長安里）、進賢鄉（寶山里、大田里）、豐城鄉（萬足里、逕

田里）。元代：八個里劃為五十個團。明洪武年間（1368-1398），廢鄉團，全縣劃分

為五十個都，清代，沿用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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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南省》的結構意涵與具顯的道教及官方體制 

設南省即供設南省，簡稱設省或請省，乃闡演開法場傳度意涵中完成

任命文書簽押生效法定程序的核心儀式。其宗旨除了在「入意」節次重點

提及，如宣傳靖蕭國光 1882 年抄寫的《請省科》言：「文武官僚，同赴 
花筵，檢點法籙，考較（校）花字，簽押法籙，眾真監度副度，同垂作 

證。」另李法元 1784 年《廬山傳繳法設省科》中〈傳法祝祈〉儀節，更

以主要七言句式闡述地非常清楚：「謝蒙注賜好官身，再告省官求文憑。

五府六部同簽押，三省案頭給照身。護誥官憑並職帖，給付師男出遊 

行。請作現生延壽籙，永為後世護身符。此世福基壽年永固，乃子乃 

孫；他日齎詣省司比對，特簡特陞。全賴省官同僉押，敕賜官誥付新 

恩。」（見圖八）其主要儀式結構程序，以李法元本為例，乃在掛出〈省

官圖〉、〈東王公與六部之左三曹圖〉、〈西王母與六部之右三曹圖〉，並貼

出〈招賢黃榜〉、設三壇：中南省教書堂、左壇泰玄省、右壇秘書院後，

隨即開壇：開封四門、作變、變殿、淨壇、拈香、啟白、召三界五方直符、

入意、直符通報、請神、諷誦神咒、安奉就席、三獻酒：初獻酒後念呈〈南

省疏〉、總云啟白、傳法祝祈、主壇奏赦，頒降〈玉皇赦書〉、宣赦、焚赦、

眾諷〈魔王章〉、給呈官名、請舉子親自拈鬮、僉押：主壇先簽，並請東 

王公、西王母證盟，齎奏皇宮教主判行、排紙送省官、化財、洒淨。 

（一）設南省在道教認知即設泰玄都省 

儀式名稱的「南省」二字，在此區瑜珈法教的抄本即認定為「泰玄都

省」。如宣傳靖所存陳兆栢 1864 年《傳度疏意》中〈傳度表意〉書： 
「入夜呼邪伏崇，敕符奏法，普濟生靈。中宵設立泰玄都省，篆符押法，

僉書給誥，付度延生。」蕭國光 1882 年抄寫的《請省科》中「入意」節

次也言：「設立泰玄都省，篆符押法，逐一恭請三元輔教正一顯祐張 

真人、泰玄都省、高上元輝府、元和遷校府、璇璣玉衡府、神霄都督府、

銀臺三省、六部侍郎、法院真官、文武官僚，同赴花筵。」此「泰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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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篆符押法，僉書給誥，付度延生」的儀式宗旨，更具現於廣平鎮廣 
通靖樂法正（1734-?）嘉慶九年（1804）所傳度的《南曹撥兵官誥科》中： 

「即日，恭向老君法橋，諸員生官同壇，唱度文法，僉押〈南曹官誥〉

一本，給付受法信生」；而且所留下的〈太玄御省敕降南曹官誥〉，特別以 

「太玄御省」冠前，其實指即為「泰玄都省」。 
早期天師派經典曾出現「泰玄都」一語，如《赤松子章曆》〈封章 

法〉所具法位，即為：「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治左平炁門下版署 

三品大都功兼左廉察祭酒赤天三五步綱元命真人」，「泰玄都」三字似指 

天師官署名稱。而明確指出「泰玄都省」之主司者，據成書於北宋徽宗 

前的《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即指明為張道陵祖天師。

其言：「（大帝）詣三天門下：首謁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翁（葛玄）於天機

省，次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遜）於天樞省，後謁三天扶教輔元大 

法師於泰玄都省，復謁玉清元始法師玉堂大教主於鳳凰閣。」
30 
而「泰玄 

都省」這機構在科儀文檢出現的主要性質與職能，南宋呂元素集成的 

《道門定制》〈議文牒〉有扼要的解釋：「漢天師主教，並領天樞都省進奏

事。凡所章奏上九皇者，必陳乞天樞院；凡所文移，必稱泰玄都省。行壇

後必尊天師銜次，列高功銜施行。蓋天師遺教貽諸後人，必使遵行以達幽 

顯，實古法也。」其主要功能即擔任仙界公文收發、勾檢、傳奏與行遣。

用於科儀如今日臺南陳氏文檢所見，仍傳承於其前書「泰玄都省」，其後 

尊天師銜次為「省主三天大法師正一靖應顯佑真君張」的格式規矩。而道

書中所見「泰玄都省」主司公文書傳發勾校，應是淵源傳承自古代「尚書 

都省」的實際功能。
31 

（二）設南省具顯古時尚書都省職能 

另「南省」一詞，在古時帝制官僚體制中，因唐代尚書省出居宮禁 

之外，時號「南省」，自此即以作為尚書省的別稱；另有時又特指隸屬 
                                                                          

30 《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正統道藏》第 1 冊），頁 7a。 
31  請參謝聰輝，《追尋道法：從臺灣到福建道壇調查與研究》，第 7 章〈臺南地區《無

上九幽放赦告下真科》文檢研究〉，頁 41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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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省的禮部代稱。在此區域抄本資料中，此兩種指涉都曾運用，要以 

其出現的文脈來判定；但此「設南省」儀式，則是指稱設立「尚書省」，

特別是作為聯合總辦公室的「尚書都省」。唐尚書「都省」繼承古制，意

即尚書省衙署（直屬辦公廳），又稱都尚、都司、都臺，位於禁外皇城中

央縱橫南北的承天門大街東側；在中書、門下兩省之南，故又稱南省、南 

宮，乃作為全國行政總樞紐。
32 

據《舊唐書》〈尚書省〉職能所敘，唐 

尚書省有左司、右司與尚書都省，下轄六部二十四司，並不是都要躬親 

具體行政事務；而是將門下詔敕用黃紙草成政令，蓋上部、司的印章， 

由「都省」發遣，交下級單位曹掾公司具體執行。所以「尚書都省」是京

師諸司間，及中央下達地方州府官文書分發管理中心，唐玄宗敕撰官修 

的《唐六典》即言：「凡都省掌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僚之程式。……凡制

敕施行，京師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者，必由都省以遣之。」
33 

北宋神宗元豐改制，推原《周禮》，參考《唐六典》來修訂官制，變 

二府
34 
制衡為三省與樞密院體制。新的體制以中書省、樞密院為取旨機 

關，以門下省為審覆機構，以尚書省為執行機構；加上御史臺、秘書省、

殿中省、入內內侍省、內侍省等職能部門，共同構成元豐新制的基本制度

框架。其中，尚書省包括都省和六曹，負責國家主要政務的下行與上達，

正是國家行政的主要樞紐。而在此一行政系統中，都省與六曹（此處 

即六部）的關係尤為緊密，如《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神宗元豐五年十月 

記事：「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之。」
35 
尚書都省總領

覈治省事，乃是尚書省的首腦部門，都司為其屬司，所出政令，由六曹奉 

行；但因尚書都省長官的身分及樞密院的存在，使新制下的尚書都省與 
                                                                          

32  唐．杜佑，《通典》，卷 22，頁 4。記載：「尚書省（註：亦謂之南省）都堂居中，

左右分司（註：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凡二十四司，分曹

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又袁剛，《中國古代政府機構設置沿革》（哈爾濱：黑龍江人

民出版社，2003），頁 269。 
33  唐．唐玄宗敕撰，《唐六典》，卷 1〈三師三公尚書都省〉，頁 12a。 
3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162〈職官志二〉，頁 2a。記載：「宋初，循唐五代之制，

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 
3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30，神宗元豐五年十月，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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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存在著重要的區別。其尚書省長官左、右僕射，分別由門下相與中書

相兼，
36 
促成了決策和執行的溝通，同時也由於部分原樞密院政事的處 

理須交付尚書省完成，更加促進了三省與樞密院的緊密聯繫程度。37 

（三）設南省儀式官稱、空間模擬尚書都省組織格局 

此地區《傳度設南省》儀式內容，模擬運用了古來朝廷尚書都省官 

僚組織與體制格局，如〈請神〉中所見的官名稱謂與空間描述，即具體 

呈現出來： 

腳踏祥雲步步起，銀臺三省請高真。拜請諸位老宰相（拜請朝中諸宰

相），左右丞相眾（諸）官僚。左殿拜請樞密相，右殿拜請參政官。

左請左殿都功典，右請右殿秘監神。左殿引進秘書院（拜請左殿秘書 

省），右司引進（請）校書郎。左班拜請誥院使，右班（司）奏請察

院官。文書召請進奏院，御前左右二庫官。拜請銀臺諸宰相，五府六

部眾尊官。（主文為李法元抄本，括號異校文為永安槐南廣通靖鄭法

顯 1763 年《廬山設省科》，見圖九） 

拜請銀臺門下左丞相，左臺朝中眾尊神。左臺拜請樞密相，右司拜請

參政官。左臺迎請都教主，右臺召請秘書官。召請左臺秘書首，右臺

引進校進官。左廂拜請諸院使，右班拜請察院官。請六部尚書省、侍

郎神，南曹南省諸官典。……拜請左相監察官，再請右相考試官。 

（宣傳靖蕭國光 1882 年抄寫的《請省科》） 

此區域不同地區各閭山或瑜珈法教偏重的抄本，請神部分總是以「五山」

神聖為主，但前引兩種《請省科》中的請神名單，卻增加了許多古代朝 

廷體制的官名，具顯了此一科儀借用轉化了相關行政官僚制度，值得深究 

其內在意涵。首先，其中所出現的行政機構、職官名稱，應放在宋代的 

情境，特別是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之後理解；因為這些抄本一再 

                                                                          

36  宋．李心傳撰，《建炎雜記甲集》，卷 10〈官制一．丞相〉，頁 1b。記載：「神宗新官

制，于三省置侍中、中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

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 
37  古麗巍，〈北宋元豐改制「重塑」尚書省的過程〉，《中國史研究》2015.2(2015.6): 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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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左右丞相」稱呼，正反映乾道八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遂

為定制的史實。
38 
初步可對應如下：左相（尚書左樸射）、右相（尚書右

樸射）、樞密相（樞密使）、參政官（參知政事）、都功典（疑為都公，即

都司）、
39 
秘監神（秘書監）、秘書院（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省校書郎）、

誥院使（官告院吏部郎中）、察院官（監察御史）、進奏院（進奏院）。 

其次，此請神儀節所展現的次序空間，一再出現左右為一組。除了 

呼應此儀式的壇場空間建構之外：以〈省官圖〉（畫一人，代表省主）居

中，〈東王公與六部之左三官曹合畫一張〉與〈西王母與六部之右三官曹

合畫一張〉，分別放置於左右東西兩邊。（見圖十、圖十一）或如廣平鎮蘇 

橋村廣通靖樂法鳩（法正）（1734-?）《傳度文檢》中的〈六部牌式〉的設

置，也呼應此一銀臺三省府、左右二臺、五府、六部與東王公、西王母 

的職能關係：「左：泰玄都省府、元輝遷校府、璇璣玉衡府、東王公作 

證、吏部尚書府、戶部尚書府、禮部尚書府、左臺考試官。右：高上元 

輝府、神霄都督府、銀臺三省府、西王母保明、兵部尚書府、刑部尚書 

府、工部尚書府、右臺指揮使。」更可具現唐宋尚書省的實際建築空間與

左右分置的背景：如唐代杜佑《通典》所記載的東西分司：「尚書省（註： 

亦謂之南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註：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

今謂之都堂。）……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

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 
                                                                          

38  宋．李心傳撰，《建炎雜記甲集》，卷 10〈官制一．丞相〉，頁 1b。記載：「乾道八年，

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按包偉民、鄭嘉

勵編，《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5 所載〈錄白告身〉

第 1 卷圖 11，南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十二月，由尚書吏部所發出的徐謂禮改差

充浙江兩淮發運副使司主管文字的新告身，所簽押相關職稱即有左丞相、右丞相、知

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參知政事、尚書、刑部尚書等。 
39  尚書都省左右司，簡稱「都司」，又因「掌都省之職」，被二十四司呼為「都公」。      

唐．杜佑，《通典》，卷 22，頁 3a。記載：「左右司郎中，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

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宋．宋敏求，《長安志》，卷

7，頁 3a。記載：「（尚書）省内當中有都堂，本尚書令廳事。……二十四曹呼左右司

為都公。」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 8〈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頁 278。記載：「國

朝元祐令：尚書左右司郎中正六品，員外從六品。……二十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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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40 
或是尚書都省總辦公室的實際

位置呈現，如《通典》記載中的「八座」比擬。
41 

北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的國家行政體制改革，對於尚書省結構、

職能與運行的行政機制都有了更全面性的規範，其中藉由尚書都省新建築

的完成，更具顯了其組織規模與道書運用取用根據的來源。
42 
據當時任主

客郎中的龎元英所撰《文昌雜錄》詳細記載了尚書都省完成後格局：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在大内

之西，廢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興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

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間。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

次左丞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

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丞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

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毎曹四百二十間。43 

新的尚書都省利用原殿前司廨舍之地，以元豐五年五月癸巳開始動工，到

了六年十月庚子完成；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自制旨裁定，而由宋用

臣承詔督工，居功厥偉。此創作新省，為屋四千三十一間，李燾 
（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讚其「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

44 
可

讓尚書令、僕射、丞、左右司，六曹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廳事，下

至吏舍，皆得聚會一處，提高行政效率。尚書都省落成，神宗特別舉行遷

                                                                          

40  唐．杜佑，《通典》，卷 22〈職官四．尚書上〉，頁 4b。 
41  同上註，頁 250。記載：「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

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晉、梁、陳不言八座之數。隋以六尚書、

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大唐與隋同。」 
42 《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頁 6a。記載：「上有雷霆泰省、玄省、都省

三省、六部、八寺、四司，諸司館閣，各有官僚，東西華臺，咸隸其所。」 
43  宋．龎元英，《文昌雜錄》，卷 3，頁 11a。 
4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1，頁 21b。記載：「尚書省即殿前司廨舍地為

之，自令、僕射、丞、左右司，六曹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廳事，下至吏舍，為

屋四千三十一間，以（元豐）五年五月癸巳即工，六年十月庚子乃成。後用臣乞以一

子遷官恩贈祖思恭，捨宅為多慶尼院，歲度僧尼一人，從之。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

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創作新省，其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制旨裁定，用臣承詔督

工，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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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慶功宴，遣入內供奉官排辦御筵，於令廳賜賞群臣：「差教坊第四部一

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內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

各傳宣勸酒，至暮方罷。群臣慶親逢之幸，莫不感恩霑醉焉。」45 

宋神宗的這場御宴中，不僅勸酒九行，果肴非常，更有教坊戲曲演出

助興，這君臣共樂遊宴的歡樂場面與節目，自也是儀式抄本中取材鋪陳的

來源。所以在儀式過程中，除了常用的三獻酒之外，在蕭國光 1882 年 

抄寫的《請省科》中，迎請眾省官蒞臨入席花筵時，特別有一段類似的召 

來戲樂子弟，作伎樂歌舞表演的經文描述：「龍角一聲似雷霆，召請戲樂

子弟人。召請陳公諸子弟，衹請五府侍郎神。男人便作男裝束，女人粧作

女人身。末生正旦為首出，丑淨處外從前迎。鼓樂鼕鼕報聲響，笛中吹出

金字經。日間花文到天晚，夜間花文到天明。喜怒哀樂千樣種，風花雪月

萬般新。陳平子弟分左右，迎接省官赴花筵。」（見圖十二）讓蒞臨的 

眾省官們，除了執行「嚴肅」的簽押證明工作之外，也能享受歡樂「遊 

戲」情境。46 

（四）銀臺三省具顯政事堂、三省都堂的體制 

在前面唸誦請神尊謂時，出現了「銀臺三省」此一仙府機構名稱， 

蘊含了豐富意涵。若先分開來論述，「三省」一詞乃是法教吸納道教的 

用法，在道書系統下常見的複合詞，會因其上所加的限定詞彙而有不同 

的指涉；但最核心的意涵是總稱為「泰玄都省」，包含都省、樞省與機 

省，或泰省、玄省與都省。
47 
而此道書的三省體制，自是模仿魏晉以來 

                                                                          

45  宋．龎元英，《文昌雜錄》，卷 3，頁 17。 
46  此運用李豐楙「嚴肅與遊戲」理論概念，請參見氏著，〈緒論〉，《東港迎王—東港

東隆宮丁丑年正科平安祭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頁 8-24。 
47  如《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中言：「上有雷霆泰省、玄省、都省三省」 

（頁 6a），又言：「詣三天門下：首謁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翁於天機省，次謁九州都仙

太史高明大使於天樞省，後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於泰玄都省，復謁玉清元始法師玉

堂大教主於鳳凰閣。」（頁 6b-7a）再言：「在昔元始天尊敕太清無上元君令九州都仙

太史高明大使判雷霆泰省事，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翁判雷霆玄省事，三天扶教輔元大

法師判雷霆都省事，復以浮丘大仙僉書雷霆三省事。」（頁 12a）而《道法會元》（《正

統道藏》第 28 冊），卷 3〈清微帝師宫分品〉，頁 685-686。又列有多種三省條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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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官制的中書、門下與尚書三省。另此「銀臺」二字，雖在宋代指的是

掌管內外奏覆文字的「通進、銀臺二司」，其長官通進銀臺使，常由六部

官長兼任而實掌封駁之權；
48 
但將銀臺加在三省之上作為冒頭的用法，應

該就不是指涉一個下級的行政單位名稱。此法教抄本使用的「銀臺三省」 
應來自於道教「金闕三省」（或金闕玉宸三省）用例的轉化，如元代《玄

天上帝啓聖錄》〈玉京較功〉所三次出現的例證，
49 
因此「銀臺」的意涵

是神仙宮殿，類似「金闕」或「金闕玉宸」的概念。銀臺三省連用且轉化

成為一個法教機構，其所具顯的內涵意義是「三省官員可在同一處至高仙 
宮所討論簽署公文」，因此請神文字才説「銀臺三省請高真」；《傳度疏意》 
中也以〈總申銀臺五府六部〉或單開〈奏省府〉入名（皮書「銀臺省府」）

標明，以乞請泰玄都三相和兩位大帝。
50  

這種要找一個人間「銀臺」，讓三省宰相或同具宰相資格可聚會議 

事的辦公處所，反映的即是古來朝廷作為實質宰相治事之地的「政事堂」 

或「都堂」。按此「都堂」在宋朝曾有兩處：一中書省之內，一在尚書省 
                                                                          

〈三省總名泰玄都省〉、〈玉帝三省總稱泰玄都省〉、〈太微三省〉、〈紫微三省〉、〈后土

三省〉、〈神霄三省總稱神霄樞機三省〉、〈東極三省總稱東極青華三省〉、〈雷祖三省總

稱雷霆樞機都省〉、〈碧玉三省總稱碧玉紫極三省〉。 
4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頁 10a。記載：「太宗淳化四年八月丙辰，通

進銀臺使舊𨽻樞宻院使，凡内外奏覆文字，必闗二司，然後進御。」卷 48，頁 24b。

記載：「真宗咸平四年五月辛卯，以吏部侍郎陳恕知通進銀臺封駁司。恕言封駁之任，

實給事中之職，𨽻於左曹，雖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為門下封駁司隸銀臺司從

之。」 
49 《玄天上帝啓聖錄》（《正統道藏》第 19 冊），卷 1〈玉京較功〉，頁 17a。記載：「由

是諸天推舉，三界所尊，元始頒降玉曆，下示金闕三省，推考聖功，果與三十二天帝

君功德並隆。是以昊天至尊，將三官四聖並拜帝真之號。於上天真化四年正月初一日，

金闕三省降詔中天高上玄都紫微宫，宣詔三官四聖並赴三天門下，館于玉閣。乃命金

闕左侍翰林淸玄學士司文真君，金闕右侍翰林寳章學士司經真君，鎖玉華院，譔製玉

册。至是月十五日上元節，進封三官四聖帝號，册以玉板，刻之金書，以雲錦寳囊盛

之，瓊玉匣之金龍鑰之。《玄帝玉冊》曰：『維無上大羅天真化四年正月十五日上元節，

金闕玉宸三省謹言……』。」 

50  三天輔教輔元太（大）法天師正一顯祐真君泰玄上相淨老天尊、九天高明大使神功妙

濟真君天機內相、玉清三元法師總仙葛靈仙師、上清醫靈慈濟妙道大聖忠顯英惠真君

保命大帝、九天遊奕大使三元都總管玉虛師相妙現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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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即都省）。前者如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神宗元豐五、 

六年間：「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為門下、中書省，都堂為三省都堂，徙 

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新 

矣。」
51 
後者如南宋初曾做過吏部上書的徐度《卻掃編》言：「唐之政令

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 

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 

故當時以為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尋有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 

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已被㫖事， 

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
52 
此這正是宋朝官制歷經多次改

革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提昇行政效率，如司馬光所主張的「三省同進 

主外」，
53 
沿用唐代設置政事堂的作法，成為三省長官聯合報公、同進論

議的處所。而隨著尚書都省行政權力的提昇與集中，這種以尚書都省為 

政事堂，並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的體制，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遂為定制。

54 
南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所言：「乾道七年詔：丞相總齊百

揆，贊襄治道，事無不統；而僕射之官，名實未稱，宜倣周漢之制。 
明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其侍中中書、尚書二令，官制雖存，

皆設而不除，可並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55 
從此，左右丞相成為最

高長官，三省都匯集於尚書都省辦公議事，尚書六部奉命執行政務；而 

徐謂禮文書中告身形成所經吏部門的流程及官員簽押所使用的結銜，也 

                                                                          

5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1，頁 21b。 
52  包偉民、鄭嘉勵編，《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中，〈錄白印紙〉第 11 卷圖 3，兩次提 

「尚書省劄」，頁 169-170。宋．徐度，《卻掃編》，卷 1，頁 28a-29b。 
53  明．楊士奇等撰，《歷代名臣奏議》，卷 161〈建官〉，頁 4a。記載宋哲宗元祐元年門

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今眾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

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䑓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主外，其餘並令中書門

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㫖，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 
54  宋．李心傳撰，《建炎雜記甲集》，卷 10〈官制一．丞相〉，頁 1b。記載：「慶元初，

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

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55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卷 71，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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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映這次宰輔制度改革背景下所出現的史實。
56 

法教龍象取法道教與朝廷體制，在此歷史朝廷體制背景之下，其在 

相關科本與文檢中所出現的構詞意涵也具現此一職能：如清元靖清初《廬

山開科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中〈公憑生案〉言：「三清銀臺院敕給〈公

憑生案〉一道……，省司得此，除已具奏天廷，及牒三界真司去訖，咸祈

證度。已蒙皇宮教主道德老君敕旨，御筆判送銀臺省司，六部尚書、侍郎 

同降參詳，共裁保舉，都同僉押外；給出〈公憑生案〉一道，給付弟子○

○○皈身佩奉」；「御筆判送銀臺省司」，表示公文在中書、門下二省簽署

已完成，所以要送到執行單位銀臺省司，即是尚書都省，方能依其性質 

下分至六部，而由尚書、侍郎承辦簽押後發出執行。另德化清初《官憑、

角狀、品給、職位同科》中所給出〈新恩文帖一階〉，以「三清銀臺都省

院」為司額，比前「三清銀臺院」更明白表示尚書都省的意涵，所以具 

奏的主神也即是泰玄都省主祖師正一靜應顯祐真君。又陳兆栢 1864 年 

《傳度請省科》中〈入意〉：「架造金輪寶殿，閭山聖府，銀臺南省，司院

衙門」；〈請銀臺三省尊〉：「三省堦前通名旨，銀臺戶部請尊神。南省朝中

諸官典，六朝部內侍郎神。」此處「銀臺南省」指稱尚書省所屬禮部所 

設置之貢院，而「銀臺戶部」清楚指明是尚書省戶部。再者，當《設南 

省》儀節進行到呈奏〈夾狀〉時，言：「奏入省堂聖前安」，此「省堂」 

即「尚書都堂」；乞簽押時云：「啟告銀臺三省官，南省六司同保明。」 

此「銀臺三省」對應「南省六司」，此銀臺亦是尚書都省的內涵，同蕭 

國光 1882 年抄寫的《請省科》中〈請六部尚書〉所言：「拜請銀臺尚書

省六部」。 

（五）設南省提及的文檢具現官方職憑誥據內涵 

                                                                          

56  馬德才，〈試析南宋政府公文處理效率：從徐謂禮告身説起〉，收入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主編，《珞珈史苑》2013 年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91-107。張東光， 
〈宋代告身書寫人考〉，《中國書法》314(2017.9): 94-100。其中如前面論及的請神文

中的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等，在其頁 99 分析南宋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行著作

佐郎告身〉結銜、列署情況中，也有直接的反映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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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法場傳度所涉及的疏意文檢非常多，得專章處理方能深入析論其 

豐富內涵。而探究《設省科》儀式中文檢意義內涵與重要程序，會發現 

即闡發南宋乾道八年後，作為任命或勛獎文武官員正式文憑的「告身」、「敕

牒」等公文簽署與頒發的行政法律流程。
57 
其相關的運用文檢，如李法元

抄本在初獻酒後，念呈〈南省疏〉文所提及的「照身」：「今蒙三省官僚等

眾，給立文憑案券，已經告報；合請銀臺省主保舉，照身給付新恩，歸身

佩受，一應行持，為民請禱。」〈傳法祝祈〉文句中也點出的「文 

憑」、「照身」、「護誥」、「官憑」與「職帖」；蕭國光抄本宣〈省疏〉也 

申明：「新恩弟子拜受諸階正法、南曹官誥、諸項法帖、金牌玉印」。再以

清元靖清初《廬山開科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中〈公憑生案〉為例（見圖

十三），強調「傳授五山文法，兼行靈寶洞玄、諸帥大法、伏鬼玄章、 

諸階文法。……出給諸階文法，給奉俸祿衣資，撥隸兵將，侍衛相隨。」

其所逐一開具於後的「諸階符法」，即有「合給〈五山總壇文法〉（其他抄

本一般拆成廬靈茆嵩虎五山文法各一卷）、〈護身文法〉、〈五龍藏身文法〉、 

〈九牛振地文法〉、〈九鳳破穢文法〉、〈三天銅馬文法〉、〈祖本二師文法〉、 

〈五營仙兵文法〉等各一卷。」另合給護身文憑、職帖，所開具的目錄名

稱，則有「〈公憑生案〉、〈南曹官誥〉、〈雷霆職帖〉、〈照會文憑〉、
58
〈照

身公據〉、〈撥將公牒〉、〈路由水引〉、〈護身誥命〉、〈劄付公牒〉等各一道。」

這些都需要三清上帝（或太上老君）敕令，演法生官中殿監試主考正教、

左殿監試主教、右殿考試主教、保舉生官、保明生官、銀臺司官、殿前通

引、院前使者等花押，以及閭山法衙主管公文的三官（典吏官裴子騫，錄

事官劉案柬，主簿官江陵王）、推官許庭靖（即許法主）簽署；在完成法

定程序後，並銀臺省司給立字號、合同半印與填標太歲時間後，方能頒付

給行新恩或陞職弟子（亡官繳法程序亦同）。 

此區法教開法場傳度所頒給的這些職憑誥據名稱，應是借用道教正 

                                                                          

57  此部分有待另文仔細比對研究。 
58  明．張吉撰，《古城集》，卷 1〈辨釋誣枉疏〉，頁 24a。記載：「正德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接到吏部〈照會文憑〉一道，除臣廣西左布政使，將山東俸糧截日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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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籙的相關名稱，如據筆者研究過的《三五都功經籙》中，有〈上帝 

敕旨照身文憑〉、〈先天無極照會通關〉、〈太上三天玄都總誥〉、〈職帖（執 

照）〉；《正一盟威經籙》中也有〈上帝敕賜五花官誥〉、〈上帝敕賜隨身公

據〉、〈天地水陽四府文憑（四件）〉；
59 
但其共同來源應是轉用自古代朝廷

體制下相關授官任命的官方文書。若以〈南曹官誥〉為例，其命名乃複合 

「南曹」與「官誥」二者，指涉由南曹所發出的官誥。而南曹一詞是專 

有詞彙，最早由唐高宗總章二年（669）設置，因在選曹之南，故謂 
此名；

60 
乃指唐朝尚書省吏部、兵部下屬機構，是唐、五代銓選考試的 

資格審查部門和尚書省的人事檔案管理部門。
61 
其組織與職責，如南宋 

孫逢吉《職官分紀》〈員外郎〉言：「唐職官志，吏部員外郎二員，一人 

掌判南曹，一人掌判曹務。
62 
……每歲選人，有解狀籍、書資、考課， 

必由之以覈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焉。一人掌判曹務，凡當曹之

事，無鉅細，皆與郎中分掌焉，應簡試，如貢舉之制。
63 
國朝，令尚書 

諸司員外郎正七品，鈐制姦吏。」宋朝繼承唐制，尚書省吏部南曹主選人

才受官，相關任命封贈告身、任官經歷記錄的印紙歷子與相關供憑，皆 

由此主管部門核定頒發。如南宋王栐《燕翼詒謀錄》記：「太平興國二年 

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歷子，

                                                                          

59  請參謝聰輝，〈正一經籙初探：以臺灣與福建南安所見為主〉，《道教研究學報》5 

(2013.12): 143-189。 
60  宋．程大昌撰，《雍錄》，卷 8〈吏部選院〉，頁 3b 引《長安志》曰：「以在尚書省之

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牓之所也。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云：『其

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 
61  張東光，〈唐代尚書省的人事檔案管理機構—南曹〉，《檔案學通訊》2012.5(2012.9): 

97-100；〈唐、五代銓選考試的資格審查機構—南曹〉，《晉陽學刊》2012.6(2012.11): 
95-100。 

62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卷 46〈尚書省．吏部〉，頁 1186。言：「吏部郎中，掌

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其告身、假使，一人，掌選補流外官；員外郎二人，從六

品上，一人判南曹。皆為尚書、侍郎之貳。」 
63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108〈落劉瑩等進士敕〉，頁 1107-1。也言：「貢院擢

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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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給公憑者。」
64 
《宋會要輯稿》〈職官八．吏部〉：「南曹主選人，投

下文字及過院判成、過銓、選人受官，出給曆子。」
65 

法教轉化這種古時朝廷體制，清元靖清乾隆時期《廬山開科度法 

敕給文憑官誥式》中就有〈南曹官誥〉一道，乃由欽依皇宮教主御筆批 

准，經由三清銀臺院敕給受法弟子，作為任命：「充為廬山殿內○○正 

職，陞補上清三洞五雷經籙清微○○使，掌判雷霆都司院府事」的公據官

誥，以「掌握諸陣毛王兵將，遊行天下，治鬼救民。」而其〈廬山護身 

官誥〉也言：「六曹同行保明，天曹衙內，牒呈省司庫子，金紫良當衙所

據，天曹眾官，保到陽道新恩弟子○○，充廬山行法弟子，合用身中衣 

粧、儀物、兵馬、糧料盡行，並合支給糧俸，行持法器等件，開具於 

後。」此「金紫」指的是「金紫大夫吏部尚書」，
66 
如同廣平鎮廣通靖樂

法正嘉慶九年（1804）〈太玄御省敕降南曹官誥〉，使用了「金紫大夫門

下」一詞；其後簽押署名處，也出現「吏部敕鍊官吳君廷押」的相關負責

官員押簽的轉用痕跡。另清代永春直隸州德化縣蘇彬興所抄錄的《唱度帖

式》，
67 
其中〈新恩舉子帖式〉記言：「三清銀臺都省院敕給南曹文武第給

總官誥一階」，有「文第舉子第○○名○○為上清三洞五雷經籙九天金 

闕○○科文第儒林郎之職真官一員」；「武第舉子第○○名○○管江南東 

道四十八軍州○○科武第○營指揮使之職真官一員」。又〈有位之人初授

帖式〉亦言：「三清銀臺院敕給〈南曹官誥〉一階」，而其發給的部門據 

〈又有位之人高陞帖式〉所敘，乃「三清御旨准奏，高陞○○為○職真 

官一員，頒降銀臺院吏部文選司給（南曹）官誥一階。」（見圖十四） 

此一「銀臺院吏部文選司」指涉的朝廷行政體制，除「銀臺院」據 

                                                                          

64  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 1，頁 9b。  

65  清．徐松纂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職官八．吏部〉，

頁 2544。 

66 （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第 3 章〈告身〉第

9 節「大曆十二年（777）顏真卿刑部尚書告身」，頁 262 中，即題署「金紫大夫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晏」。 
67  後署：「庚午科（1810）菊月吉日書，傳授師男陳世芳，仔細詳看曉悟。係李道靈 

（1733-?）傳，其登臺説法、保奏，共四十四次也，年七十四歲，其餘歲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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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考應相當於尚書省外，「吏部文選司」則是來自「吏部文選清吏司」 
的簡稱，乃明清管理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的單位。

68 

五、結 語 

開法場傳度儀禮中的許多儀式內容、文檢格式與特定詞彙的運用 

來源，都具體反映了宋元以來道教道法的傳承與朝廷、地方的官僚體制 

組織，並應有向合法化與正當化靠攏的目的。
69 

以本文討論的開法場 
傳度《設城隍》科儀，其主要內容即召請當地歷史上所有的城隍們及相關

的官將吏兵，非常具顯帝制朝廷官僚體制、道教道法與民間信仰複合的 
雙重特質。而〈上清北極天心正法序并驅邪院請治行用格．癲邪鬼祟〉中 
「先用賞設」程序，與關司設城隍結構是互相契合的，也反映閩中地區法

教保存了宋代天心正法的傳承規矩。另相關抄本與文檢中一再出現的縣城

隍所轄屬「四鄉八里」神司主者，其所反映的宋代以來地方的行政區分； 

「諸路城隍」、「八路城隍」、「福建道都城隍」與「福州中書省城隍」用 

詞，也明確具現了元朝時福建的行政建置。另瑜珈法教特別突顯的〈牒趙

余盧公縣主〉，即請用了明代封號的「宋武節郎趙公太尉、西津顯跡余公

之神、閩大將軍盧公府君。」「八府」清楚是明洪武元年（1368）福建八

府的建制，「永春州城隍」則為雍正十二年割大田縣、德化縣改隸永春 

直隸州的歷史背景。 

另傳度功能的《設南省》科儀簡稱設省或請省，乃闡演開法場傳度意

涵中完成任命文書簽押生效法定程序的核心儀式。其模擬運用了古來朝廷

尚書都省官僚組織與體制格局，在〈請神〉中所見的官名稱謂與次序空間

                                                                          

68  明．徐溥撰，《明會典》，卷 2〈吏部．文選清吏司〉，頁 2b。記載：「（洪武）二十九

年，又改選部為文選司，封為驗封司，勲為稽勲，考功仍舊，俱稱清吏司。……郎中、

員外郎，主事掌天下文吏班秩品命。」卷 15〈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頁 27a。記

載：「凡南京各衙門，新除、復任官員，吏部咨開職名到部，各取到任日期，並各衙

門繳到各官文憑，收候年終類繳。」 
69  此點經審查委員指出應再發揮，本人認同此一觀點，然因篇幅所限，另題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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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除了呼應其壇場實際空間布置的建構之外，也具顯唐宋尚書省的實 

際建築空間與左右分置的歷史背景，更體現出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之後改革的行政機制運作情形。其中此區法教抄本使用的「銀臺三省」，

應來自於道教「金闕三省」（或金闕玉宸三省）用例的轉化，如元代《玄 

天上帝啓聖錄》〈玉京較功〉所三次出現的例證，其意涵是神仙宮殿，類 

似「金闕」或「金闕玉宸」的概念。而「銀臺三省」連用且轉化成為一 

個法教機構，其所內涵意義是「三省官員可在同一處至高仙宮所討論簽 

署公文」，反映的即是古來朝廷作為實質宰相治事之地的「政事堂」或 

「都堂」。另此區法教開法場傳度所頒給的這些職憑誥據名稱，如「文 

憑」、「照身」、「護誥」、「官憑」、「職帖」與「南曹官誥」等，應是借用道

教正一經籙的相關名稱。但其共同來源應是轉用自古代朝廷體制下相關 

授官任命的官方文書，以及如南宋乾道八年以後，作為任命或勛獎文武 

官員正式文憑的「告身」、「敕牒」等公文簽署與頒發的行政法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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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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溪縣新陽鎮 2017 年按傳統用茅草搭建的「靈閭法院傳度司法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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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的儀式結構與內容意涵研究 117 

 
 

 

圖三  洞清靖李法元 1784 年《傳法發奏科》中〈開法口詞〉部分內容 

 

圖四  鄭鴻澤 1855 年所抄的《傳度疏意．傳度弟子格狀式》中言：「崇建靈間 

茆嵩傳度法壇三晝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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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李法元 1784 年《傳法繳法設城隍科》部分內容 

 

圖六  瑜珈法教《傳度閭山關司科》在法場前露天廣場舉行，特別掛出〈軍馬趙 

元帥圖〉，以具顯其統帥的地位與鈐束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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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大田縣均溪鎮鄭永通 1885 年所抄《閭山開科授法疏意》中的〈八路城隍牒〉 

 

 

圖八  李法元 1784 年《廬山傳繳法設省科》中〈傳法祝祈〉儀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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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永安縣槐南廣通靖鄭法顯 1763 年《廬山設省科》中〈請神〉儀節文字 

 

圖十  尤溪演行《設省科》時掛出省官圖，代表南省官員蒞臨執行職能。 



謝聰輝∕福建中部「開法場」的儀式結構與內容意涵研究 121 

 
 

         

圖十一  尤溪演行《設省科》時掛出東王公、西王母與六部圖以為證盟 

 

圖十二  蕭國光 1882 年抄寫的《請省科》中，迎請眾省官蒞臨入席花筵時，特 

別有一段召來戲樂子弟作伎樂歌舞表演的經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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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清元靖清初《廬山開科度法敕給文憑官誥式》中〈公憑生案〉文字 

 

圖十四  清代德化縣蘇彬興所抄錄的《唱度帖式》出現「吏部文選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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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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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7 農曆 10.16-18 日尤溪 49 都新陽鎮高士村福興靖林永興開科法職 
法職 相關資料 

混元教主 黃道昌（1959-，49 都尤溪縣新陽鎮下橋村祖玄靖，1987 年過法） 
皇宮正度師 林永興（1982-，49 都新陽鎮高士村福興靖，1990 年過法） 
皇宮副度師 王法進（1966-，49 都新陽鎮坎里村通玄靖，1987 年過法） 
監度師 黃傳顯（1970-，49 都新陽鎮下橋村祖玄靖，1990 年過法） 
同知師 蕭道真（1970-，3 都尤溪縣館前鎮館前村新興靖，1984 年過法） 
保舉師 鄭正興（1966-，46 都大田縣奇韜鎮奇韜村廣玄靖，1987 年過法） 
銀臺司 鄭道興（1977-，1 都尤溪縣八字橋鄉洪田村玄峰靖，1996 年過法） 
通引官 詹明義（1970，3 都尤溪縣館前鎮東上村玄真靖，1987 年過法） 
奏事官 鄭永興（1971-，3 都尤溪縣新陽鎮上地村宣傳靖，1999 年過法） 

 
表三  2017 年農曆 10.16-18 日尤溪 49 都新陽鎮林永興開科程序記錄表 

時間 儀式 法職 文檢 位置 法器法物 備註 

2/20 初申 
林永興

王法進

黃傳顯

申狀四道：申諸

聖、申銀臺省、

申聖君、申功曹

功曹衙   

5/14 二申 
林永興

王法進

黃傳顯

申狀四道（同

上） 
功曹衙   

三申 
06:20-07:00

林永興

王法進

黃清翁

申狀四道（同

上）、本靖起馬

申狀 
取火申狀 

功曹衙   
10/16 
初日 
上午 

取火 
09:00-10:30

鄭道興 取火疏 廣應祖

殿 
 07:10

出發，

12:35
進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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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壇 
10:30-11:00

林永興 疏意、申諸聖

狀、申功曹狀、

安奉疏 
、六張傳度制煞

符、70 約束榜 

皇宮寶

殿內案

桌前 

廬山總聖

圖、功曹

銅馬合

圖、法場

對聯 

 

開壇 
13:10-14:58

鄭新堯 疏意 內案桌

前 
 其他讚

唱 

初宵發奏 
14:00-15:20

王法進

鄭正興

黃傳顯

鄭新堯

疏意、申諸聖、

申功曹、牒官

將、牒民主大

王、牒魯班 

法場向

外案桌

前 

星辰牌  

點兵 
15:30-16:00

鄭日生

陳傳昌

 內案桌

前 
 新恩弟

子 

把界 
16:10-16:35

王道顯

蕭法昌

黃弘玄

吳春生

 內案桌

前 
 直符吳

春生 

10/16 
初日 
下午 

關報頭 
16:48-17:13

詹明義

鄭永通

詹道顯

鄭新堯

 內案桌

前 
  

上殿關報 
18:35-20:20

黃傳顯

鄭正興

詹正興

吳春生

 皇宮寶

殿內案

桌前 

  10/16 
初日 

晚上 

外出關報、
黃傳顯  法場外   

                                                                          

70  傳度制煞符 6：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三壇尊聖、真武大帝、張蕭連。 

初宵發奏 
14:00-15:20

外出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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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兵 
20:35-21:50

鄭正興

詹正興

鄭新堯

烽火前

皇宮寶

殿內案

桌前 
下殿請聖 

21:52-22:03
黃傳顯

鄭新堯

 內案桌

前 
  

架軍房 
22:10-23:05

鄭道興  內案桌

前 
  

送聖 
23:10-23:25

張玄文 謝聖疏 內案桌

前 
  

10/17 
正日 

上午 

彙奏發文書

09:30-11:50

王法進

蕭道真

黃傳顯

鄭新堯

疏意、新恩投

狀、申改換、18

奏文、71 18 申

狀、72 22 牒

文、73  6 通

法場向

外案桌

前 

投狀安在

皇宮寶殿

上張公香

爐前 

 

                                                                          

71  奏 18：1 三清，2 玉皇，3 三官，4 紫微、四極，5 天地、日月，6 靈山教主釋迦文

佛，7 三寶，8 普化、救苦，9 玉帝父母、東王公、西王母，10 水府，11 地府，12
寶王、龍樹、真武，13 天師，14 五嶽，15 孔夫子、七十二賢人，16 銀臺三省、五

府、六部，17 天倉庫司，18 黃籙院。 
72  申 18：1 張、蕭、連，2 董、盧、楊、池，3 馬仙、黃公，4 五穀仙、懶牛、5 觀音、

泗州、清水，6 廬山老君，7 南朝大帝、閭山聖祖、吳真君，8 三宮王母，9 茆山、

玄女，10 普庵、伏虎、蘇、凌，11 嵩、吳祖師，12 楊州李文王，13 龍王，14 地藏、

目連，15 十王，16 香山、雪山、龔、劉、楊，17 五院、功曹，18 三代、圓應、洪、

吳、嚴。 
73  牒 22：1 關、趙元帥，2 朱、馬、陳、康、溫、蛇、地祇十元帥，3 天蓬、天猷、天

罡、太乙，4 八臂盤陀頂聖明王、九鳳破穢，5 瑜珈兵頭主將，6 漳州三洞府主，7
蛇元帥、王二舍人，8 閭山兵頭，9 虎、馬元帥，10 雄威、華光、豬頭、象鼻元帥，

11 閭山府主手下兵，12 嵩山王母手下兵、五虎、五猖，13 三界招兵大使，14 旃壇

神王，15 魯班，16 鄧、辛、張元帥、蓬萊都水司，17 唐、葛、周將軍，18 苟、畢、

三界破廟，19 三天銅馬、哪咭啒吒三元帥，20 天王童子、八猖八煞，21 本部原承將

吏、走馬走丞、三界符使，22 本部所統官將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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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74    
4 劄文、75   陽
關、陰關、大

榜、龍虎榜、捨

財榜、保運榜 

10/17 
正日 
下午 

關司科 
13:30-15:55

詹正興

鄭道興

詹明義

鄭新堯

約束榜、城隍

榜、鈐束牒（城

隍面前燒）、發

回城隍牒（送城

隍時與城隍榜

同燒）、 

法場前

露天廣

場 

軍馬趙元

帥圖、兵

頭旗、76 
關司旗、77 
關司聯 

 

點九州 
15:00-15:30

鄭日生

陳傳昌

 內案桌

前 
  

 

報朝 
15:40-16:10

王法進

鄭新堯

 內案桌

前 

  

                                                                          

74  通呈 6：1 福建省總統城隍，2 福州府暨、建寧、邵武、漳州、興化、汀州、泉州府

城隍，3 延平府城隍，4 南平、順昌、永安、沙、將樂、大田縣城隍，5 趙、余、盧

府君，6 尤溪縣崇惠城隍。 
75  劄 4：1 當境民主感應尊王，2 本家司命、六神、土地，3 四鄉、八里神司，4 外坊外

界里社神司。 
76  閭山式：左廂兵頭盧太保、右廂兵頭盧保儀。瑜珈式：主將蓬頭提點使，副帥黃頭監

察官。 
77  此次用閭山召司旗共 21 支：1 東方九夷兵、2 南方八蠻兵、3 西方六戎兵、4 北方五

狄兵、5 中央三秦兵、6 三天銅馬大將、7 左右兵頭太保、8 十代地祇元帥、9 瑜珈諸

聖手下兵將、10 廬山府君手下兵將、11 嵩山王母手下兵將、12 招兵大使（二支，一

支插在壇中門口）、13 本境大王里社之神、14 外坊外界大王之神、15 趙公太尉之神、

16 閩將軍盧公之神、17 宋烈士余公之神、18 延平府城隍主者、19 尤溪縣城隍主者、

20 大田縣城隍主者、21 四鄉八里之神。另若用瑜珈法，其瑜珈關司旗共 16 支：1
金輪總管都督指揮趙元帥、2 十代地祇元帥、3 哪咭啒吒三大元帥、4 雷霆都司元帥、

5 溫康二大元帥、6 璇璣大元帥、7 虎馬大將、8 六丁六甲大將、9 豁落王元帥、10
天蓬天猷二大元帥、11 本家祀奉六神土地、12 本坊民主感應大神、13 外坊外界里社

神祠、14 尤溪本縣城隍司主者、15 尤溪縣趙余盧三位府君、16 延平府城隍貴司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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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盟供 
16:15-16:45

張玄文 告盟供疏、求嗣

表 

內案桌

前 

  

請省 
19:10-20:05

蕭道真

鄭新堯

法帕（安在皇宮

寶殿）、招賢黃

榜、省疏 

法場內

右前方

省官圖

前 

東王公

圖、西王

母圖、省

官圖、事

前簽押法

籙 

 

啟玄 
20:05-20:25

鄭正興 啟玄表 內案桌

前 

  

下殿敕符 
20:50-21:20

黃道昌

蕭道真

王法進

黃傳顯

鄭新堯

鄭道興

詹明義

鄭新堯

 內案桌

前 

  

10/17 
正日 
晚上 

呼邪引鬼祖

21:25-22:25

詹明義

鄭新堯

 法場向

外案桌

前 

 新恩二

人背法

袋坐在

案桌

上，十

二鬼祖

78 藏匿

處 

                                                                          

78  十二鬼祖：邪家、木下、五廟、小胡、和尚、百姓、官符、五瘟、木殃、冤家、土公、

猖亡之鬼。 

啟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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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吒打金鎗

22:30-23:30
詹明義

 
 內案桌

前 

  

奏法、上殿

説法、造金

橋、傳度文

法、下殿謝

聖 
23:45-00:25

黃道昌

蕭道真

王法進

黃傳顯

諸階正法、南曹

官誥、諸項法

帖、金牌玉印 

皇宮寶

殿內案

桌前 

  

押法 
06:20-06:40

新恩原

本師父

 內案桌

前 

  

請聖、通天

出法、玉皇

赦書、賜

酒、説戒、

割火、給兵

06:50-08:00

黃道昌 開壇疏、開戒

疏、新恩弟子家

狀、玉皇赦書、

背法帕（內有：

職帖、職位旗、

心印、撥兵牒、

文法、法器、法

物）、收橋奏夾

狀（爐中燒） 

皇宮寶

殿內案

桌前 

給法物、

法器、罡

訣 

出法

科、宣

赦書者

為仕

紳；現

在沒另

搭通天

皇宮寶

殿，直

接在法

場做 

跳龍門回衙

08:10-08:20

新恩弟

子與師

父 

 龍門   

送省  謝玄表    

10/18
二日

上午 

謝師謝聖、

犒賞謝壇 
 謝聖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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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眾延生

度死 
     

倒壇化茅場      

召將請兵迎

歸功曹衙 

 發回法靖官將

牒（或稱發回賞

兵牒） 

   

10/18
二日

下午 

安衙禮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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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Kai Fa Chang” Ritual in Fujian Province:  

Disussions on She Cheng Huang and She Nan Sheng 

Hsieh Tsung-hui*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on manuscripts and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composed 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were discover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at Daoist altars in three counties—Youxi 尤溪, Datian 大田, and 
Yong’an 永安—in central Fujian province, as well as discussing recent 
fieldwork records of two ritual performances of “kai fa chang” 開法場 at 
these locations at the end of 2017. To begin, we discuss how the ritual 
structure, Daoist exorcism, and performance of “kai fa chang” is constructed. 
Secondly, we analyze the ritual procedure, connotations found within, specific 
terms, and representative Daoist ritual documents such as She Cheng Huang 
設城隍 and She nan sheng 設南省, as well as to what degree they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Daoism an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City Gods 城隍 and officials and generals 
summoned by the ritual of She Cheng Huang reflect a combination of the 
bureaucracy of the imperial court, Daoist exorcism, folk belief, and the Song 
notion of “Tianxin zhengfa” 天心正法 (“The Rectifying Rites of the Heart of 
Heaven”). Furthermore, the repeated use of “si xiang ba li” 四鄉八里 denotes 
a loc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from the Song dynasty, whereas other key 
phrases such as “zhu lu Cheng Huang” 諸路城隍, “ba lu Cheng Huang” 八路

城隍, “Fujian dao du Cheng Huang” 福建道都城隍, and “Fuzhou zhongshu 
sheng Cheng Huang” 福州中書省城隍  from the texts also further 
demonstrate Fujian administrative systems from the Yuan dynasty. In addition, 
a shift in the legal procedure for appointing the secretariat, namely imitating 
                                                                          

*   Hsieh Tsung-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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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尚書省 and court bureaucracy of ancient times,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1172) led to 
another transformation in the ritual of She nan sheng. Finally,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that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appointment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ritual, including “wenping” 文憑, “zhao shen” 照身, “hu gao” 護誥, “guan 
ping” 官憑, “zhi tie” 職帖, and “nan cao guan gao” 南曹官誥, were made to 
imitate “Zhengyi scriptures and registers” 正一經籙 but also originated from 
imperial court appointment documents. 

Keywords： Fujian, Daoism, Daoist exorcism, City Gods, Cheng Huang, nan  
sheng, “kai fa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