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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中的主要宗教思想內涵之一，也出現於基督宗教「與主合
一」、印度教「梵我同一」等全球各大宗教的思想教義中。它在「宗教哲學」、「史學」、
「玄學」及「宗教學」不同學門引起討論。
宗教學家則把全球主要宗教教主、先知、神職人員與「神」合一的「神秘經驗」詳
加論述，稱為「與神際遇」或「與神合一」的宗教經驗。這種普遍存在於跨時、空的少
數宗教人員「天人合一」神秘現象，神明「附體」(possession)於神媒(spirit medium)身上
的現象，經常見於歷史文獻及當代社會，成為當代宗教學研究的重點項目之一
在本研究中將採取「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路徑，從文獻及社會調查記錄
解讀神職人員被「神明附體」及「役使神明」神秘經驗。將 2005 年至 2013 年間長期觀
察、收集台灣地區關聖帝君、瑤池金母、保生大帝、媽祖、王爺及清水祖師等主神宮廟
角落的「神媒」資料。他們進入「恍惚」(trance state)或「亢奮」(ecstatic state)的狀態，
主持或參與宗教儀式，筆者想從中嘗試理解下列幾個問題：
1.台灣地區民間宗教中，神媒的類型與其主持或參與儀式？
2.神媒在儀式中如何被神附體、或如何役使神明？
3.神媒在主持、參與儀式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4.神媒扮演的角色，帶來那些宗教影響？這些問題，構成本文的主軸

關鍵字：神媒、角色、功能、恍惚、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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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中的主要宗教思想內涵之一1，也出現於基督宗教「與主合
一」(曾慶豹，1989.1：71-72) 、印度教「梵我同一」等全球各大宗教的思想教義中。(鄺
芷人 1999.7：279-319)
它在「宗教哲學」、「史學」、「玄學」及「宗教學」不同學門引起討論，如儒學(張
倩玉，2012；曾興邦，2011；羅光，2006：1-3 及 0；吳疆，1997.10：26-33)、道學(葉有
仁，1988.12：233-244) 及佛學等漢人三大傳統「宗教哲學」的角度論述天人合一思想；
或是從道學論天帝教的「天人實學」為天人合一思想的傳承2(王宗昱，2010；黃子寧，
2012.3：109-138) 。這些論文用哲學思維反思該宗教思想的意涵、變遷、形成因素及影
響。(曾祥忠，2013；陳振崑，2011.5：89-117；劉述先，1989：340-351)
另外，也可從「史學」尋找歷史材料中，討論類似天人合一現象的「巫」及「巫術」
活動與思想。(林富士，2013.12：1-53； 2005.9：511-555) 或是從「玄學」闡述人可成神、
人與神合一、人代表神「驅神役鬼」的各種神通。
至於「宗教學」對此議題的論辯，除了宗教人類學家受「進化論」的影響，論述「巫」
為宗教的起源外，也將整個人類歷史切割為「巫」
、
「宗教」到「科學」等三個階段，甚
至預言科學取代了宗教3。(金澤，2009：94-99；埃文斯．普里查德，2001：33；弗雷澤，
1987：84、1005-1006)宗教心理學家則把全球主要宗教教主、先知、神職人員與「神」合
4

一的「神秘經驗」詳加論述，稱為「與神際遇」或「與神合一」的宗教經驗 。這種普遍
1

儒、道為兩家中華文化的主要基礎，莊子最早言「人與天一也」
，透過修道，乘物遊心，獲享「天樂」、
「天遊」
。傳承老子的「道生萬物」
，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人與「天、地、道」
關係。至於原始儒家，並未言「天人合一 J，而是談「天人合德」
，行仁盡天命，「君子法天，自強不息，
法地，厚德載物」
，修仁德以達天命。(傳佩榮，2005：60-65)
2
天帝教涵靜老人開始「天人實學」被宗教學者從哲學、道學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涵靜老人的天人實學
與傳統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連結，傳承自「原始道家」
、
「前期道家」
、
「黃老道家」與「丹學道家」與「宋
明道家」
，並非是孤立的系統。天人實學是接續宋明道學的思想脈絡，加以發展而成為天帝教的立教思想
基礎。(李維生，1995)
3
弗雷澤對人類歷史分為巫、宗教、科學的發展論述，已經引起諸多爭議，因為在宗教中本來就存在巫，
不可能將兩者清楚切割，另外，人類在 15 世紀發展現代科學後，巫、宗教依舊和科學同時並存，沒有因
科學的出現，巫或宗教就隨之消失。就當代台灣的科學發展來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但是巫風仍盛。
(弗雷澤，1987：84)
4
根據呂大吉在《宗教學通論新編》的研究指出，跨宗教的教主、神職人員會有「自覺與神際遇或與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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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跨時、空的少數宗教人員「天人合一」神秘現象，神明「附體」(possession)於神
媒(spirit medium)身上的現象，經常見於歷史文獻及當代社會，成為宗教學研究的重點項
目之一。
「神媒」除了被神明附體外，也可以役使鬼神，他在各種儀式展現法術，指揮眾神
到法會現場，防止妖魔鬼怪入侵5。這兩類神媒，運用各種宗教儀式，藉此吸引信徒的跟
隨與認同，甚至開創了該宗教。
在本研究中將採取「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路徑，從文獻及社會調查記錄
解讀神職人員被「神明附體」及「役使神明」神秘經驗。將 2005 年至 2013 年間長期觀
察、收集台灣地區關聖帝君、瑤池金母、保生大帝、媽祖、王爺及清水祖師等主神宮廟
角落的「神媒」資料。他們進入「恍惚」(trance state)或「亢奮」(ecstatic state)的狀態，
主持或參與宗教儀式，筆者想從中嘗試理解下列幾個問題：
1.台灣地區民間宗教中，神媒的類型與其主持或參與儀式？
2.神媒在儀式中如何被神附體、或如何役使神明？
3.神媒主持、參與儀式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6
4.神媒扮演的角色，帶來那些宗教影響？這些問題，構成本文的主軸。

貳、鸞手與扶鸞儀式7
當代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神媒「類型」
（patterns）
，可以分為「神明附體」或「役使
神明」這兩類，前者包含「鸞手」
、
「乩童」
，後者則以「收驚婆」
、
「小法法師」為代表。
他們所主導的「扶鸞」、「辦事」、「收驚」、「安(收)營」等儀式，分別論述其類型、角色
及功能如下。

一、鸞手為扶鸞儀式的發起者
鸞手是扶鸞儀式的主導者8，在台灣民間宗教中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
，以五聖
一的神秘感」，這種神秘主義展現在各宗教的歷史資料中，不只在儒學、道家有此思想，古代印度宗教、
佛教與基督教的教主都出現了與神合為一體的神秘經驗。而此經驗被宗教心理學家詹姆士加以闡述，認
為在神秘狀態中，我們(指神職人員)與絕對(指神)成為一體，這是永存並勝利的神秘傳統，不受地域或宗
教的差別所改變。(呂大吉，2002：27-277)
5
巫的角色有「交通鬼神」
、
「解除災禍」
、
「治療疾病」
、
「參與戰爭」
、
「防禦水旱」
、
「祝詛害人」
、
「左右生
育」及「料理喪葬」等功能。其中，
「交通鬼神」包括神降於巫，藉其口在各種儀式中說出神的旨意，及
使人擁有見鬼之術，或是運用占卜預知未來，透過個種祭祀解除災禍。(林富士，1999：49-86) 就此角度
來看，巫與神媒概念雷同；然而巫的「參與戰爭」
、「防禦水旱」
、「祝詛害人」
、「左右生育」及「料理喪
葬」多元角色，是本文神媒無法涵蓋的角色，因此，用範圍較窄的「神媒」取代「巫」
。
6
本文引用社會學、政治學研究使用的「角色」概念，藉之說明「當代台湾神媒」有那些具體角色，它是
從後天的「社會化」過程而來，在「自我認知」及「他人期許」交互作用下的「固定行為模式」。（蔡文
輝、李紹榮， 1999：106-108）
7
本文鸞手的扶鸞儀式資料，請參閱附表 3.。
8
過去學界對鸞的研究，從日本時代伊能嘉矩(1928)增田福太郎(1935)，即有從事鸞堂的記錄。另外，玉井
圭治郎也有《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降筆會〉的調查。二次戰後，鸞的研究幾乎空白，直到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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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主廟或三聖恩主廟堂裡，常見其縱影。(王志宇，1997)另外，在民間制度化的教派如
一貫道、天道、天帝教、天德教、紅卍字會、中華玉線玄門真宗與真佛心宗，也都由鸞
手維持鸞務。
在這些教派的神殿中，由鸞手負責「常態型」或「不定期型」的扶鸞，參與扶鸞者
稱為「鸞生」
，鸞手經常是眾多鸞生的領袖或「老師」
。扶鸞儀式成為該教派、寺廟的重
要科儀，藉此招攬信眾投入鸞務活動。
信眾投入鸞務一段時間後，神明透過扶鸞賜予其法號，此時信眾「皈依」在神明的
鸞下。神明透過鸞手降鸞，教誨他們，他們也以神明為師，自稱為神的「門下生」；沐
恩在神明的座下，又稱為「沐恩鸞下」；長期為廟宇、神明服務，投入鸞務工作，也稱
為「效勞生」或「效值生」。
在眾多的鸞生中，只有少數會被培養成正鸞手，他是扶鸞的關鍵角色，為神的代言
人，也是整個儀式的靈魂。在啟動扶鸞儀式時，除了正鸞手外，經常有「副鸞手」協助，
正鸞手稱為「左鸞」，副鸞手稱為「右鸞」9，他們倆個拿起ㄚ字型的鸞筆，由讓神明附
體的正鸞手帶動，在鸞台上書寫鸞文。

二、鸞手被神明附體的角色「狀態」
根據受訪問的鸞手指出，他們在鸞務開始前，必需靜坐讓自己進入「放空」境界，
鸞手放空後來到神殿主持鸞務，才容易成為神的媒介。通常正鸞手通靈前，有時藉香爐
焚香「薰身」10、有時先行「誦經請神」11、有時焚燒金紙、符令於鸞台12，有時則捨棄
這些方式，直接以「打隔」
、
「眼睛微閉」
，配合「用手比劍指，指向天空」
、
「右手轉動、
左手靠背靜止」等姿勢13，象徵神明附體，而進入中後「恍惚」
，些微「亢奮」的出神狀
態。
在扶鸞儀式進行過程中，是由神明的意志帶動鸞筆書寫，而非用自己的意志書寫鸞

年李茂祥在《略談拜鸞》
，重新提出鸞的文化觀點研究。此後學界將鸞幾個焦點做討論：
（1）鸞堂的考證
（許地山，1994；王世慶，1986；王見川，1995：54）；（2）鸞堂與善書（王見川，1995a：56；王志宇，
1997：62；宋光宇，1998：1）
；
（3）台灣鸞堂的起源（王見川，1995c：65；王見川，1995b；宋光宇：1998）；
（4）鸞堂系統與分香（李茂祥，1970：38）
；
（5）鸞手的巫術性格（宋文里、李亦園，1978；瞿海源，1993；
余光弘，1999：94-101）
；
（6）鸞堂的社會功能(王世慶，1986；宋光宇，1995：133)。以上引述自(張家麟，
2009：180-181)
9
扶鸞採用雙鸞時，正鸞手就需副鸞手輔助；採用單鸞時，只需正鸞手一人即可操作鸞筆。雙鸞的鸞筆，
長約一米的ㄚ字型鸞筆，正鸞手在左，副鸞手在右扶持鸞筆；單鸞鸞筆則是縮小版的ㄚ字型鸞筆，長約
50 公分，由正鸞手以單手或雙手扶持即可扶鸞。另外，改良式的扶鸞則捨棄鸞筆，直接拿起紅色簽字筆
或硃砂筆，在黃色的疏文紙上書寫，稱為「金指妙法」或「筆錄術」。
10
宜蘭新民堂鸞手扶鸞前必須以香爐焚香「薰身」
，一則淨化身體，二則象徵神明即將附体。
11
台北智仁堂、淡水行忠宮、獅頭山勸化堂鸞手扶鸞前必須「誦經請神」
，神明才會附体。
12
獅頭山勸化堂鸞手扶鸞前必須「誦經請神」
，之後將香插在鸞筆，鸞手敬拜鸞筆役，再於鸞台上焚燒金
紙、符令，神明才會附体。
13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桃園真佛心宗，在上香請神、灑淨，唸<三業神咒>時，正鸞手將手放置鸞台上，
以打「打隔」
、
「眼睛微閉」
，配合「用手比劍指，指向天空」
、
「右手轉動、左手靠背靜止」等姿勢象徵神
明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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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鸞務結束時，鸞手也以「打隔」，身體突然間大幅度的晃動，代表神明已經離開身
體。
在扶鸞儀式開始後，由旁邊的「唱生」說出鸞台上的文字，再由「筆錄生」做記錄。
正鸞手代表「天」
，負責書寫鸞文，唱生代表「人」
，說出神明的話語，筆錄生代表「地」，
詳實的記錄鸞文。扶鸞時，天地人三才缺一不可，再搭配其他的鸞生，當神明來時，負
責「接、送駕」神明，及向神明「敬茶、酒」。
鸞手自述的「放空」、「打隔」、「手指天」、「手臂轉動」 與「身體晃動」的狀態，
在旁人看來形同「恍惚」與「亢奮」的出神狀態。這種情境，鸞手自認為是在不知情的
狀態下進行，彷彿整個扶鸞儀式都是由神明在主導，鸞手只是神明的「中介者」，代理
神傳達旨意。

三、扶鸞「頻率」
鸞手在鸞堂主持扶鸞的活動頻率不一，頻率最高者像宜蘭新民堂、三芝錫板智成
堂，每個月逢農曆的「奇數日」晚上扶鸞，在一個月內有 15 次的扶鸞儀式。其次，如
斗六福興宮道元堂、斗六玉玄宮在每個月逢 2、5、8 日扶鸞，形同一個月內的初二、初
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廾二、廾五、廾八日，共計九次扶鸞。再者為每個月扶
鸞八次，如桃園真佛心宗於週三晚上、週六下午扶鸞，澎湖湖西天后宮則於週二、週四
晚上扶鸞。再其次為每個月扶鸞六次，如西螺廣興宮興德堂每個月逢 6、10 日，苗栗獅
頭山勸化堂則於每個月逢 2、6 日扶鸞。也有每週扶鸞一次的鸞堂，如新莊三聖宮、高
雄文化院每週五，竹東慈惠堂及台中玉旨相德聖壇每週日，中華玉線玄門真宗每週六晚
上扶鸞。
鸞務頻率越高者，代表鸞堂與社會、信眾關連緊密，鸞手代表神明，透過扶鸞儀式，
常態型的解決信眾的各種迷津。形同神明經常出現於鸞堂中，和信眾緊密的親近互動。

四、鸞手角色的「養成」
扶鸞儀式在鸞手凋零的前提，鸞務即可能停止。反之，鸞手持續接棒，鸞務依舊傳
承。過去台北士林聖修堂杜爾瞻、台北智仁堂張其年、台北保霞宮楊新告等鸞手仙逝後，
後繼無人，就停止鸞務。另外，如彰化溪湖福安宮陳賜來、巫有墘等鸞手退休後，也就
不再扶鸞。
鸞手的培育稱為「訓鸞」
。過去清季、日治時代的鸞手，都由讀書人擔任，採取「師
徒制」
，由老鸞手在扶鸞時，帶領副鸞手及鸞生，成為新鸞手。至於，如何培訓新鸞手
始終是個謎，直到最近社會調查資料才逐漸解謎。以中華玉線玄門真宗為例，由其領袖
陳桂興宗主設計一套「閉關」及「金指妙法」書寫的制度。欲成為正鸞手的鸞生，得定
期進入閉關室中 49 天；閉關期間，必須持齋、守戒、靜坐、入定，感應神明；並在靜
坐之餘，閱讀鸞文或儒、釋、道三教經典，從中向神學習。出了閉關室，以一年為期程，
參與扶鸞儀式，當鸞手扶鸞時，他在旁練習「金指妙法」書寫鸞文，直到鸞文能夠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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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得到宗主認可後，才能走上鸞台，正式拿起鸞筆扶鸞。(張家麟，2009：179-234)
從性別觀點來看，傳統的正鸞手由男性擔任。一貫道例外，由年輕女性擔任正鸞手；
直到最近，部分新教派受到「女性主義」(feminism)的影響，培訓女性正鸞手。
保持男性正鸞手的鸞堂，有台北士林慎修堂杜爾瞻、台北保霞宮楊新告、台北智仁
堂張其年，台北縣樹林丹天善堂葉飛宏、新店太上混元道府廖振博、淡水行忠宮葉雲清、
三芝錫板智成堂孫金順、蔡合剛，宜蘭新民堂周明仁、宜蘭草湖玉尊宮李炳南，桃園真
佛心宗陳政淋，苗栗獅頭山勸化堂廖泉榮，台中慈德慈惠堂陳文田、台中聖賢堂楊贊儒，
雲林廣興宮興德堂翁惠豐，彰化中華玉線玄門真宗陳桂興、彰化溪湖福安宮陳賜來、巫
有墘，埔里道光山萬聖宮廖振博，高雄文化院蔡文、高雄霖鳳宮、高雄意誠堂、澎湖湖
西天后宮蔡武瑜等。也有少數正鸞手由女性擔綱，如一貫道與中華玉線玄門真宗培養不
少女性鸞手。

五、鸞手的「角色」
扶鸞又稱「扶乩」，乩者具有占卜、預知未來之意，最早的扶乩是神明附體於鸞手
後，在「畚箕」插上木筆，於鸞台上書寫神的話語。從魏晉南北朝以來，「廁神」-紫姑
降鸞後，在漢人道教與民間宗教中，歷代皆有此記錄。(許地山，1994) 由於「天不言，
地不語」，才有通靈的鸞手書寫神的指示、教誨、醫療、信眾迷津的解答，科舉考試猜
題、人神之間的酬唱等乩文。最早的乩文為陶弘景的《真誥》，之後歷朝歷代皆不斷創
造產生新的鸞文。
當代台灣的鸞手傳承過去的扶乩傳統，從清朝、日據時代到國府時期，鸞手在各大
教派或民間宗教的廟宇中，傳唱鸞音。鸞手代表神明扮演各種角色「代天宣化」，以獅
頭山勸化堂為例，神明降鸞過程中，鸞手書寫神的旨意，用五言、七言絕句或律詩，傳
達以儒為宗，釋道為輔的道德律與修行法門，此時，鸞手為神的代言，成為「教誨」子
民的角色。到現在為止，獅山勸化堂的神明降鸞後，正鸞手旁邊的監鸞生尚得解釋詩文
神諭給信眾聆聽。此時，在鸞堂內、外鴉雀無聲，信眾仔細聆聽神明的教誨。
當信眾有病痛、婚喪喜慶擇日、人際關係、事業發展、年運、學業等各種疑難雜症，
來鸞堂詢問神明時，神明透過鸞手不斷降鸞，快速地以畫符、賜詩、賜畫、賜藥、確認
良辰吉日等作為，解決信眾的困難。此時鸞手又代表神明，成為「宗教醫療者14」、「人
生諮商導師」、「擇日、堪輿先生」等多元的角色。
台灣地區部分廟宇鸞手在扶鸞過程中，尚扮演「經典創作者」的重要角色。這也是
中、外宗教領袖或神職人員常見的宗教活動，以外國宗教來看，天理教教祖中山美伎
（1789-1887）被「父母神」附體通靈後，書寫《神樂歌》、《御旨圖》，她的弟子飯降也
有通靈的能力，書寫《御筆仙》，這三本經典是天理教的「聖經」。摩門教教祖約瑟夫．
14

清季、日据時代鸞手擔任宗教醫療者的角色相當普徧，尤其日据時代，鸞手經常降文，告誡信眾戒食鴉
片，並開處方箋供信眾服用。到了國府時期，頒訂<醫師法>、<藥師法>後，廟宇內的鸞手再也不得「公
開」作宗教醫療，只能「私下」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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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Joseph Smith Jr.，1806-1844）在 24 歲對耶和華直接感應通靈，書寫《摩門經》，
開創「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就華夏民族的宗教來看，道教的天師道派在張道陵創教後，奉太上老君為祖師爺，
他通靈太上老君，書寫《五斗真經》
，至今成為台灣民間宗教、道教，辦理禮斗法會時
最重要課誦的經典。自宋以來，比較著名的鸞書，宋朝的鸞手書寫出《太上感應篇》，
明朝的鸞手書寫出《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陰騭文》，這三本經典變成漢人民
間宗教的善書及長輩教導晚輩的「三聖經」。清朝的鸞手書寫出《太乙金華宗旨》、《孚
佑帝君醒心經》15。清朝及日治時代在台灣的鸞堂不斷地書寫鸞文，也出版「善書」
，部
分的善書有可能成為重要的民間宗教「經典」。現在台灣地區流傳甚廣的《列聖寶經》、
《諸尊寶經》及《文武懺》
，大部分是清朝出現的鸞文；一貫道的鸞手也扶出《百孝經》，
成為其教派的修道指南16。
戰後台灣的鸞手杜爾瞻等人通靈，透過扶鸞儀式扶出《大道真經》
、
《無極瑤池金母
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這兩本經文成為保生大帝廟及瑤池金母廟最重要的課誦經
典。此外，像淡水三芝錫板智成堂鸞手楊明機扶出《清心寶鏡》、《節義寶鑑》；台中聖
賢堂楊贊儒扶出《天堂遊記》與《地獄遊記》
；台北智仁堂張其年扶出五冊《鸞歲精華》；
彰化溪湖福安宮陳賜來、巫有墘扶出《天德鐘聲》；淡水無極天元宮黃阿寬扶出《白陽
真詮》
；桃園真佛心宗陳政淋扶出一系列的《大道》叢書。
可見，神職人員或教主被神明附體，通靈與神合一，他除了傳達神諭服務、教誨信
眾，也可能成為「經典創作者」。至今為止，這項宗教傳統仍在台灣部分教派與民間宗
教的神殿中，由鸞手或乩生代表神明不斷的演繹，論述神的旨意。然而，並非所有的鸞
文可轉化成為經典，只有經過時代淬煉的鸞文，被鸞手教導鸞生或信眾在宗教儀式中吟
誦，才可能成為流行的經典。

參、乩童與辦事、遶境儀式17
一、乩童為辦事或遶境儀式的啟動者、參與者
台灣民間宗教稱呼神明附體的現象為「文鸞武乩」
，文鸞是指「鸞手」
，武乩指「乩
童」。「乩童」又稱「童乩」18，他們被神明附體後，稱為「起童」、「起乩」、「跳乩」或
15

有關呂祖善書的研究，可參閱闕麗美的博士論文。(闕麗美，2012)至宋以來，經歷元、明、清、民國等
階段，用呂祖明義在大陸、香港及台灣扶出諸多的鸞文。其中，
《太乙金華宗旨》尚被西方宗教學者容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翻譯成外文，介紹到歐洲，成為宗教心理學研究漢人修行、養身的
「神秘主義」經典。其中，清初出版的《醒心真經》是台灣地區五聖恩主廟，鸞生必須課誦的主要經典
之一，被收錄在《列聖寶經》中。
16
有關《百孝經》的鸞文，又稱「訓中訓」
，仙佛降筆後，是仙佛的第一次「訓示」
，再用鸞筆在訓文上
書寫文字，鸞筆框起來的文字，自成一首詩文，成為仙佛第二次的訓文。兩次的訓文，前後呼應，變成
信者嘖嘖稱奇的「神諭」
。(林榮澤，2009)
17
本文乩童主持的辦事、遶境儀式，請參閱附表 1.及附表 2.。
18
乩童一詞到 19 世紀下半葉才出現於台灣的文獻中，傳統知識份子大多以「巫」(巫覡)稱呼他們。廣義
的巫，可以涵蓋台灣地區的瞽師、法師、王祿、尪姨(紅姨)等，甚至包涵道士，都專精於「降神」
，用各
744

另類的「天人合一」：論當代台灣「神媒」的角色

「跳童」。
在寺廟裡頭為信眾服務的乩童，所做的宗教儀式稱為「辦事」或「叩問」，他們是
此儀式的主持者。至於，迎神賽會的遶境活動，乩童參與在陣頭中，展演的宗教儀式經
常被稱為「跳乩」
，他們是儀式的發動者或參與者。
二次戰後，乩童蘇烈東花蓮被瑤池金母附體，逐漸開展出台灣地區的母娘信仰系
統，幾乎在母娘廟宇中都可見到通靈的乩童。不僅如此，它也出現在保生大帝、媽祖廟
宇、清水祖師廟宇中。他們在廟宇所做的「辦事」儀式，是指乩生為神的代言，替神服
務信眾；站在信眾的角度來看，他們來到廟宇向神請問各種疑難雜症，乃有「叩問」的
說法。由於這項儀式幾乎都是免費服務信眾，或由信眾自由添香油錢，是神服務信眾，
拯救世人的活動，因此，又可稱之為「濟世」。
另外，以淡水清水祖師廟農曆五月五日、六日的暗訪、遶境為例，儀式的啟動需要
藉由乩童扛起清水祖師、中壇元帥共同乘坐的「攆轎」
。五月五日中午，乩童被神附體，
扛起攆轎在神桌上書寫，桌頭代表信眾叩問乩童，請示當天下午暗訪的出發時間。這種
作為在五月六日又重新出現一次，當天早上桌頭再次詢問乩童遶境的時辰。此時的乩童
與桌頭搭配，他變成遶境儀式的啟動者。啟動儀式之後，各宮廟來的乩童參與遶境，則
又屬參與者角色，壯大遶境的陣容。

二、乩童被神明附體
(一)廟內辦事乩童
根據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乩童，可以發現，在慈德慈惠堂的乩童主持辦事前，必需
先行靜坐，在乩童看來，靜坐有助於神明附體。進入神殿為信眾服務，他會和鸞手類似，
用「打隔」
、
「微閉眼睛」或「推開座椅」等方式，象徵神明附體而進入「恍惚」的情境。
信眾在辦事儀式過程中，以跪在乩童(神明)前，由乩童身邊的「桌頭」帶領信眾，
向神明秉報他的困境。在乩童和桌頭的配合下，乩童以畫符、收驚、賜藥等各種回應，
代表神明給信眾的指示。有時乩童發出的語言，只有桌頭可以理解，並加以詮釋後，告
知信眾應如何配合。辦完事後，乩童身體一陣晃動，象徵神明已經離開而恢復常態。
受訪的乩童認為，他在辦事的過程是處於不知情的狀態，是由神明透過他的身體，
口中說出神明的旨意或是用手書寫符錄，滿足信眾的需求。和鸞手一樣，乩童是神明的
中介者，一邊接受信眾的詢問，神明立即透過他傳達旨意。
(二)廟外遶境乩童
根據在清水祖師廟的現象觀察記錄，乩童扛起雙人攆轎，在攆轎前方的乩童，被神
明附體開始大幅度的開始搖晃攆轎，後方的扛轎者必需配合乩童，輔佐攆轎的平衡與晃
動。當桌頭詢問乩童遶境或暗訪的啟動時間，乩童拿起攆轎在神桌前發出「呼~呼~呼」
種宗教儀式替人祈福解惑。(林富士，2005：514)又有學者將台灣民間社會的神媒分為道士、法師及乩童(含
尪姨)三類，道士與乩童作為是陽神的溝通者，尪姨則是亡靈的神媒。(劉枝萬，199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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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象徵神明已經附體在其身上，此時，他會用簡短的語言說出啟動時間；並用攆
轎書寫「平安符」，在遶境時，發給沿街祭拜的信眾。
至於遶境過程中參與陣頭的乩童，他們起乩後，藉助「雄黃酒」潄口，用鋼條或鋼
棒穿插自己的臉頰或背部，象徵神明附體。附體後的乩童，隨著陣頭遶境，部分乩童沿
途用狼牙棒或鯊魚劍，拍打自己的頭部、胸部、背部，讓鮮血流下，代表神明附體。這
自我「傷害」的動作，祂已經做出常人不可能的舉措，象徵著神明附體的神聖性。
這三類的乩童都自稱，神明附體後而不知自己的行為；他們起乩前的反應，辦事的
乩童不一定藉助雄黃酒，穿插鋼棒的乩童，就得藉助它來讓自己進入既恍惚又亢奮
(ecstatic)的狀態，始能「跳乩」。

三、跳乩「頻率」
乩童在廟內主持辦事科儀，採取常態與不定期的方式服務信眾。至於，啟動或參與
遶境的乩童，則是年度型在神明聖誕或節慶時的宗教活動。
辦事活動出現在台灣地區民間宗教各主神信仰的廟宇中，以保生大帝廟宇為例，台
北保霞宮逢每月的三、六、九皆有辦事，一個月辦事九次；彰化香山美山保安宮每週二、
五晚上辦事，南投草屯龍聖宮每個月逢初一、初六、十一、十六、廾一、廾六晚上辦事，
一個月舉辦八次。以媽祖廟宇為例，高雄大后宮每個月逢三、六、九晚上辦事，一個月
舉行九次辦事；苗栗龍鳳宮每月初二、十六晚上辦事，一個月舉行六次儀式；中和溥濟
宮每週二、五晚上辦事；桃園建國慈惠宮每週一、六晚上辦事；三峽紫微天后宮每週日
下午辦事；桃園慈母宮每週五晚上辦事。以瑤池金母廟宇為例，台中慈德慈惠堂每週三、
六下午辦事。(附表 1.)
不少廟宇的辦事儀式採不定期的方式舉行，配合信眾的要求，聯絡好乩童後，就可
以前來廟宇為其服務。如桃園中壢朝明宮、沙鹿三塊厝保安宮、彰化二林萬興保安宮、
彰化和美保安宮、彰化香山明聖宮、彰化芳苑保順宮、彰化大城咸安宮、南投竹山藤湖
保生宮、二林新庄保聖宮、台南港口慈安宮、高雄寶瀾宮、金門官澳龍鳳宮、金門金城
天后宮、金門料羅順濟宮等。(附表 1.)
和扶鸞儀式雷同，鸞手是儀式的主持者，當廟宇的乩童健在，辦事儀式就可能延續。
兩者本質雷同，表現卻有差異，鸞手需要書寫古文、詩詞，就得尋找「文學造詣」優秀
的人擔任；乩童辦事時直接用「天語」或「白話文」回應信眾，一般通靈者皆可勝任。
因此，台灣地區的鸞手比乩童難尋，也更形容易萎縮；發展至今，鸞手扶鸞的現象與頻
率，就可能比乩童辦事活動來得少與低。

四、乩童角色的「養成」
乩童產生的方式是華人民間宗教神職人員傳承的重要研究課題，根據社會調查及文
獻記錄，培訓乩童得經歷「召喚」、「坐禁」、「出禁」19等過程，形同由一般人發展到乩
19

對於乩童成乩的歷程，尚有另外一種論述，包含抓乩、訓乩、坐禁、出禁、領旨、裝金身、辭祖先等
過程。(王雯鈴，2004：37-59)這些說法只符合少數開立神壇的乩童，無法解釋既有廟宇中的老乩童傳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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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階段分別敘述如：
(一)召喚
由廟方老乩童用神明附體於攆轎、神明指示或自己感應等方式，成為神選的「準乩
童」。
1.由神明欽點
部分廟宇的乩童傳承，是由神明欽點產生。老乩童在神明附體後，會尋找年輕人接
棒，此種現象稱為「抓乩」。年輕的「準乩童」被抓到後，跟隨老乩童辦理各種宗教儀
式，從中培訓而成。例如南投龍聖宮由老乩童蕭啟祥代表神明，找到新乩童林重進在廟
宇辦事。
2.自己感應
第二種類型是由當事者自己感應神明，被神明附體後，直接代表神明開口說話。台
中慈德慈惠堂陳文田自述，年輕時在澤惠慈惠堂服務，參與瑤池金母系統的「練身」，
無意間被神明附體，從此成為神的代言，以「濟公」
、
「中壇元帥」
、
「鴻鈞老祖」
、
「月下
老人」等乩身，為信眾辦事。桃園慈母宮朴婕瑀、高雄寶瀾宮蘇千桃等女性乩童，也和
陳文田一樣自己感應神明，成為乩童。
另一種自己感應的類型是當事者「大病初癒」，被神明附體，而擁有通靈的能力。
不少的乩童自述「成乩經驗」
，都曾經面臨人生重大的病痛，而在無意間被神明療癒後，
被神明附體，從此成為神的代言。例如桃園中壢朝明宮王美是在大病初癒後，被神明拯
救、附體，成為乩童。20
(二)坐禁
準乩童被撿選後，大部分得接受「坐禁」的階段，坐禁是指準乩童在廟宇、神壇中
學習乩童的相關活動。學習的時間，短則幾天，長達 49 天。學習期間，可能整天逐不
步出，也有可能只有幾個時辰在廟裡頭閉關，甚至也有不固定時間的坐禁。
坐禁期間，由神明教導或是由資深的乩童指導，不少乩童是由神明直接附體而學會
各種儀式。(林美容，2013.9：3-34；蔡文玲，2014：50-53)
(三)出禁
並非所有乩童成乩的過程都得經歷「出禁」的階段。出禁是指乩童坐禁完成後的出
關儀式，會由廟宇的資深乩童要求坐禁的準乩童行「過火」或「過七星爐」的儀式。(蔡
文玲，2014：53)出禁後，年輕的乩童尚得接受老乩童指導，或是自行感應神明，及自我
年輕乩童的現象，尤其是「領旨」、
「裝金身」
、「辭祖先」的作為，幾乎未出現於原有廟宇的乩童培訓過
程。
20
一般人在下列幾種狀態成為乩童：1.先天容易被附體的體質。2.生活環境經常接觸宮廟並且對乩童有一
定程度的瞭解。3.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並受到其他人的暗示或慫恿，產生期待感。或因為抗拒，反而容易被
神靈附身。(劉枝萬，1994：152)這種論述是從成為乩童的先天與後天環境兩種角度論述，與乩童的成乩
過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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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煉的過程，才可能成為乩童。
(四)由鸞入乩
在社會調查的資料中顯現，少數乩童前身為鸞手，或同時身兼鸞手與乩童兩種神職
人員。如宜蘭新民堂周明仁鸞手，他在扶鸞儀式結束後，持續到附近的感應宮擔任乩童，
鸞手是以詩文教誨信眾，乩童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回應信眾的提問。類似的情形也出現
在陳文田身上，他成為乩童後，在 1983 年用扶鸞的儀式服務信眾，而在 1991 年後，停
止鸞務，完全採用乩童辦事的儀式服務信眾。

五、乩童的「角色」
乩童在民間廟宇主持辦事、遶境，或在遶境過程中，用跳乩的方式參與陣頭，這三
類的作為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辦事時的乩童，尚維持傳統「宗教靈療」的角色，用收驚、賜符、給艾草等方式
來滿足信眾的身心靈病痛。現代各宮廟的乩童在國家醫藥法的規範下，乩童非常謹慎的
為信眾做宗教醫療。因此，辦事儀式已經跳脫傳統的宗教靈療角色，反而進入到「宗教
教誨」
、
「宗教心理諮詢」
、
「宗教道德規勸」
、
「驅邪」等領域，為信眾在當代社會下的困
境做各種「心靈導師」的角色。
在啟動遶境儀式過程的乩童，乩童代表神明回應桌頭，指示確定的遶境時間，此時
他扮演「啟動儀式」的角色。啟動儀式後，攆轎乩童和傳統辦事的乩童雷同，必需畫符，
送給沿途的信眾，他又擁有「驅邪」的角色。攆轎上面乘坐清水祖師與中壇元帥，在廟
宇管轄下的領域東西南北四個角落，負責安營與收兵，此時乩童扮演著「保境安民」的
角色。
參與跳乩在遶境儀式陣頭中的乩童，象徵神明附體，在穿刺乩童臉頰的鋼棒上面，
此時乩童形同神明附體，信眾乃將給神明的香油錢，掛在祂臉頰上的鋼棒上。對信眾而
言，跳乩者是神明的化身，足以驅魔辟邪；21對觀光客而言，跳乩者形同展現漢人特有
的「巫術」，是中華文化中的神人合一「展演者」。

肆、收驚法師與收驚儀式22
一、收驚法師為收驚儀式的發起者
收驚法師是收驚儀式的主導者，在台灣民間宗教的寺廟中，幾乎都可見為信眾做收
驚服務的各種神職人員。他們的頭銜不一，行天宮是由資深的效勞生擔任「收驚婆」，
蘆洲湧蓮寺則由資深誦經生擔任「法師」，部分廟宇則聘請「廟祝」或「道長」服務，
21

乩童與法器的自殘(self-mutilation)行為是漢人靈媒與其它地區靈媒(中國大陸東北的薩滿、日本朝鮮的巫
女)最大不同。(蔡文玲，2014：58)而乩童這種行為的象徵有：1.表示神明附體 2.辟邪驅魔 3.激起信者佩服
4.展現高明法術等作用。(蔡相煇、吳永猛，2001：178)在這四個作用中，以神明附體、辟邪驅魔最具關鍵
影響力，這是信眾對乩童認同的宗教心理作用。
22
本文收驚法師的資本請參閱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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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數廟宇則由「宗教領袖」承擔此工作。
在華人的宗教心理中，面臨「病痛」
、
「客忤」
、
「犯煞」
、
「卡陰」等情境而導致「失
魂落魄」
，就可能到寺廟尋找法師為其收驚。(陳政宏，2007)在廟宇服務信眾的收驚法師，
異於道壇道長的收驚，前者稱為「小收」
，收驚的時間短，速度快，約 1-3 分鐘，無需填
寫疏文，由法師詢問信眾姓名，即可進行收驚；後者稱為「大收」，收驚的時間稍長，
儀式進行約半小時到 1 小時，信眾得提供姓名、生辰八字，供道長書寫疏文，才能開始
收驚。

二、法師代表神明
收驚法師必需請神下來作主，他乃代表神明為信眾收驚。他異於鸞手、乩童被神明
附體，進入「恍惚」或「亢奮」的狀態；而是「役使神明」為其所用，呈現出「肅穆」
的表情。
收驚時法師可以請眾神明為其作主，替信眾服務。以台北行天宮為例，收驚法師問
清楚信眾的姓名後，用玄天上帝的「太乙指」和「劍指」斬妖除魔，雙手合抱後，將香
插於兩手的手掌心，在信眾胸前畫三下，背後畫七下，來回三次，口中持玄天上帝的咒
語，再從信眾頭頂的囟門灌入，象徵已經引回信眾的「三魂七魄」。
台北松山慈惠堂的收驚法師，則分別請關聖帝君、中壇元帥；中華玉線玄門真宗則
役使三清道祖；蘆洲湧蓮寺的收驚法師請觀音菩薩下來為信眾收驚。

三、收驚「頻率」
台北行天宮是全省頻率最高的宮廟，除了重大法會或節慶外，每天派遣數名「收驚
婆」在神殿前的廟埕為信眾收驚。松山慈惠堂則在每週六下午，派出三名師兄姊服務信
眾。蘆洲湧蓮寺逢農曆三、六、九整個上午，一個月九次，由 25 個法師輪流為信眾服
務。收驚婆、師兄姊與法師，皆是廟裡的志工，以免費的收驚儀式，為神及信眾服務。
竹北天后宮、台中賴厝元保宮、台中樂成宮、彰化西湖福安宮、新港奉天宮、雲林
虎尾順天宮、宜蘭南天宮等宮廟，則由廟祝依信眾的需要，隨時為其收驚。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與台中慈德慈惠堂分別由其宗教領袖在辦事儀式過程中，為信眾
收驚。至於台北關渡宮則聘請道長每天為信眾辦理收驚。

四、收驚法師角色的「養成」
收驚法師的傳承可以分為幾個類型說明如下：
（一）廟宇培訓
台北行天宮與蘆洲湧蓮寺的收驚法師都是由廟方主導，前者代代相傳，法師
的培訓工作，後者則由廟方委請宗教學者指導其資深的誦經生成為收驚法師23。
23

蘆洲湧蓮寺於 2012 年培訓其超過 20 年以上 30 餘名的誦經生為收驚法師，採取類似行天宮的培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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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天宮的作法來看，願意成為收驚法師者，必需符合廟方提出的幾個條件。首先，
長期在行天宮服務，成為資深的「效勞生」
；其次，廟方從服務超過 20 年以上，篩選品
性端正的女性效勞生加以培訓；第三，效勞生在培訓過程，必需對神發誓，不得外傳「收
驚口訣」；第四，培訓期間，學習持誦口訣及收驚手勢；最後，培訓期滿用擲筊方式向
神秉報，得到神明的認可，才能成為行天宮的收驚婆。
(二)資深法師教導
收驚法師的養成工作，尚有由資深法師帶領的類型。像松山慈德慈惠堂、中華玉線
玄門真宗等寺廟，都採取此方式。資深法師從信眾或門徒中篩選，認為他們具有「天命」
，
在培訓一段時間後，就可以請神作主，為信眾做收驚的服務工作。

五、收驚法師的「角色」
收驚法師扮演多種角色，從傳統的宗教醫療轉化到宗教祈福。原本他是役使神明，
替信眾「去除鬼魅」
，帶回三魂七魄，讓信眾由失魂落魄的「非常」情境，轉為「正常」
狀態；這種活動雷同於傳統的「宗教靈療」角色，確保個人身心靈平安。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信眾對收驚法師的期待已有轉化，以行天宮收驚婆為例，
部分信眾身心靈並未受創，他們習慣性來到宮裡，在膜拜恩主之際，順便「享受」神明
的加持，渴望神的「庇護」；此時，收驚婆代表神明，扮演「賜福」的角色。

伍、小法法師、乩童與安收營、犒軍儀式24
一、小法法師、乩童負責安收營、犒軍儀式
台灣地區寺廟依舊保存安營、收營的儀式，而在進行這兩個儀式過程中，會有「犒
軍」的科儀。操作這些科儀的神職人員，大部分由「小法法師」、「乩童」擔任。
小法法師是道教「閭山派」25或「普唵祖師派」26的神職人員，他們頭戴簡單的「頭
鍪」，衣著肚兜或法裙，裸露胳臂，赤腳的裝扮，辦理安營、犒軍或過平安轎、祭煞等
科儀。

二、小法法師役使神明
小法法師和鸞手、乩童不同，在安、收營儀式中，役使眾神為其所用。在神明聖誕

以三個月為期程，每天持齋、靜坐、打拳、課誦經典作為日常功課。在培訓期間，延聘專家學者講授與
收驚有關的宗教基本知識，最後才教授收驚法術與咒語。為了慎重起見，開訓前與結訓都以三獻禮，用
疏文向神秉報廟方培訓收驚法師的緣由，也於結訓當天，由神明判定培訓的成果，每名收驚準法師在神
殿前擲筊，得到聖杯者，始能代表神明為信眾服務。
24
本文小法法師主導的安營、收營儀式，請參閱附表 5.。
25
小法法師的源頭為呂山派與普唵派兩個「法系」
。呂山派與道教的閭山派同源，但各有不同的發展，其
中咒語、符法、步罡、安相公(安祖師牌位)皆有異同。(吳永猛，1998.6：287-310)
26
根據吳永猛的研究指出，台灣本島與澎湖兩地的小法教派淵源為「普唵真人」
，澎湖各廟宇小法法師得
請普唵祖師神位作主，請神咒語、指法(手印)及畫的符令都奉普唵祖師名號行之。(吳永猛，1994.10：16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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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請壇」
、
「犒軍」
、
「遶境」
、
「獻敬」
、
「抄營結界」
、
「造橋過限」等科儀。在這些活
動中，普唵派法師運用法術請普唵祖師作主以三清道祖為名，號召九天雷神，為鄉民消
災解厄，收除絕穢，斬妖除魔，遠離惡煞。
呂山派法師一樣請呂山教祖作主，在教主之上，奉三清道祖之名，召集九天雷神、
勅令中壇元帥、真武大帝、慈濟真君(保生大帝)、五府千歲、翁天君、文衡聖帝及劉府
王爺等，民間宗教或道教眾神率領 33 天都元帥的天兵、天將下凡，確保住宅光輝，四
時無災，八節有慶，保境安民。27

三、安收營及犒軍的「頻率」
台灣各廟宇的安、收營及犒軍活動，並非普遍存在。辦理這些科儀的廟宇，大部分
委請乩童或小法法師負責。
由乩童負責的廟宇，包含台中慈德慈惠堂、香山美山保安宮、沙鹿三塊厝保安宮、
彰化和美保安宮、彰化埔鹽南港保生宮。其中，彰化和美保安宮與慈德慈惠堂，於每個
月初一、十五辦理犒軍活動；香山美山保安宮則於農曆二月二日安營，十二月十六日收
營；沙鹿三塊厝保安宮於農曆二月安營，十二月收營；彰化埔鹽南港保生宮於農曆正月
十六安營，十月收營，並行犒軍。
由小法法師負責的廟宇，包括彰化和美鐵山保生宮、彰化大城咸安宮、澎湖湖西天
后宮、金門營源廟。其中，彰化和美鐵山保生宮於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安營，冬至收營；
彰化大城咸安宮於農曆三月十五安營，十月十五日收營，並於每月初一、十五行犒軍；
澎湖湖西天后宮和金門營源廟皆於作醮期間安營、收營與犒軍。

四、小法法師角色的「養成」
過去農業社會小法法師的傳承，是由在地的廟宇領袖根據他的需要，由資深法師代
表神明欽點 6 至 8 名村裡的兒童，到廟宇學習當「福官」
，也叫「學小法」
。學習的過程，
短則三個月，長達一年，包含「點小法」
、
「出抄」
，之後，在廟宇中「坐禁」
，學得法師
的「法術」
。
現代步入工業社會後，鄉村人口外流都市，庄頭廟宇再也無法召集年輕子弟學習小
法，因此，小法法師的傳承，走上了「專業培訓」的道路。有專門培訓小法法師的課程，
招攬年輕子弟向老法師學習。

五、小法法師的角色
小法法師在安營、收營與犒軍儀式中通神，並且能夠運用法術「役使神明」。在人
神互動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眾神幾乎都為其所用，他變成在眾神之上，操作神明的神職

27

呂山派的咒語請的眾神包括呂山法祖、臨水夫人(陳靖姑)、觀音菩薩、唐宮太乙君、雪山聖者、鐵公將
軍、四海龍王、山神等神祇，涵蓋儒釋道三教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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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角色。
在儀式過程中，他並未向鸞手、乩童進入恍惚或極度亢奮的狀態，他不會讓神附體，
反而用人的意志與法術操作眾神。他口唸咒語，右手拿「法索」或「法尺」
，左手拿「法
雷」，召集眾神或五營兵馬來到法會現場，讓天兵神將衛戌村庄的四個角落，禁止妖魔
鬼怪入侵，驅除魍魎於村庄外。他變成「驅趕鬼魅」、「保境安民」的角色。

陸、神媒與宗教發展
在上述的乩童、鸞手、收驚法師及小法法師等四類的神媒，分為讓神明附體及役使
神明兩個類型，主導各種宗教儀式，扮演不同的角色，帶動了華人民間宗教在廟宇的「宗
教發展」。

一、凝聚信眾對廟宇的認同
乩童在遶境儀式中，扛起攆轎讓神明附體，進入高度的恍惚與亢奮的情境，沒有祂
的指示，無法啟動遶境儀式。在遶境過程中，中壇元帥和清水祖師共乘攆轎，負責驅邪，
保境內領域信眾的平安。從日據以來，每年農曆五月初五、初六，祖師爺的暗訪與遶境，
變成淡水清水祖師廟年度宗教盛事。其中，乩童扛起攆轎被神附體的作為，象徵著儀式
的啟動，整個遶境儀式由淡水區內各宮廟派出陣頭共襄盛舉，既凝聚信徒認同清水祖師
廟，又彰顯祖師廟為淡水區內的龍頭廟宇地位。
當部分乩童出現在遶境儀式中，用鋼棒、鐵針穿刺自己身體，進入高度的恍惚與亢
奮的情境，象徵神明已經附體。此時，乩童是中壇元帥、濟公活佛的化身。他的自我傷
害行為，除了宣告信眾神明已經附體在他身上外，也讓信眾感受到他的法力無邊。因此，
遶境過程中展演自殘身體的乩童，除了引起信眾的驚訝外，也具有宣傳自己宮廟的效果。
負責安營、收營的小法法師或是乩童，他們運用法術役使神明，召集五營兵馬，駐
駕於廟宇、法場或村庄的領域周圍四個角落。這種儀式常見於年度的春耕前或秋收後，
及廟宇主神聖誕，小法法師和乩童在儀式的作為讓信眾對廟宇主神產生景仰，而讓廟宇
成為社區、村落的信仰中心。

二、「儀式魅力」與信眾對「祂」的認同
華人民間宗教的開展，除了信眾以神為師，向神明學習各種道德律、修行法門外；
尚有向「神媒」主導的辦事、扶鸞、收驚等宗教儀式，解決信眾個人病痛、身心靈、人
際關係、升官發財、陽宅陰宅堪輿擇日等疑難雜症，當神媒展現「神蹟」，信眾穫得各
種靈驗效果後，他們就會喜歡神媒的「儀式魅力」，皈依在其座下，成為祂的學生。
廟宇中主導辦事的乩童與扶鸞的鸞手，在儀式過程中被神明附體，乩童進入高度的
惚恍狀態，中度的亢奮情境；鸞手的惚恍與亢奮狀態稍微低於辦事的乩童，進入中度惚
恍與亢奮的狀態。讓各種神明在辦事或扶鸞過程中出現，兩者皆對信眾做「宗教醫療」
或「心理諮詢」的服務，鸞手還要扮演替神明「教誨」信眾的角色，代天宣化儒家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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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律。
另一種宗教儀式魅力的展現是收驚法師對信眾作常態型的收驚服務。收驚法師在儀
式過程中，處於人神分離的低度恍惚與亢奮狀態，他（她）們役使神明，要求神為信眾
祈福、驅鬼、作儀式醫療，進而確保個人身、心、靈平安。當信眾參與收驚活動，滿意
收驚法師對他們的服務後，會隨喜香油錢回饋寺廟。
這三類宗教儀式常態型的出現於台灣各寺廟中，讓台灣地區的信眾進入廟宇，經常
可「與神對話」
，鸞手與乩童成為神的代言人，也經常是信眾的「老師」
，成為廟宇志工，
或奉獻金錢發廟宇，甚至介紹家人、朋友至廟服務。至於收驚法師常駐廟宇的服務，如
得到信眾高度的認同，對廟宇的財務基礎鞏固與擴張，應有相當的助力。

三、經典創造
漢人宗教始終有經典創造的歷史傳統，從扶鸞造經的歷史來看，淵源流長。魏晉南
北朝陶弘景記錄楊羲的鸞文，書名為《真誥》
。到了宋朝，又出現了《太上感應篇》
。扶
鸞變成華人民間宗教創造經典的重要儀式，二次戰後台灣地區，經由扶鸞也開創了《大
道真經》
、
《瑤池金母收圓普度真經》等重要的經典，成為保生大帝廟、瑤池金母廟宇中，
誦經團經常課誦的經典。
經典的創造除了和扶鸞儀式有關以外，也要看創造出來的經典是以那一個主神為
名，才能知道經典的影響力。部分的經典，流傳有限，主要是該經典只能侷限於少數的
廟宇，像《諸葛武侯真經》與《保儀大夫真經》只能流傳於以諸葛亮或張巡、許遠為主
神的廟宇。

四、開宗立廟
當乩童、鸞手經由儀式展現出神蹟，得到信眾認同時，此時他們宛如宗教領袖，得
到信眾人力與物力資源的供養，由小神壇轉型為廟宇，甚至「開宗立派」，成為一代宗
師。
像淡水無極天元宮的鸞手黃阿寬通靈書寫《白陽真詮》教誨信眾外，也用辦事儀式
贏得信眾的認同，穫得信眾大量的捐款，在 20 年內建設龐大的天壇與神殿。
類似的情境尚有台中慈德慈惠堂、三峽紫微天后宮、中和溥濟宮、桃園中壢朝明宮、
桃園慈母宮、新竹仙水鎮安宮、彰化香山明聖宮、二林新庄保聖宮、高雄寶瀾宮、臺北
市保霞宮、樹林丹天善堂、南投埔里天旨堂、虎尾天后宮、嘉義天后宮與桃園真佛心宗、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這些宮廟或宗派都是由乩童、鸞手通靈，讓神明附體，用辦事與扶
鸞儀式服務信眾，逐漸開立廟宇、宗派或道場。
讓神明附體的神媒變成漢人宗教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其中，透過辦事、扶鸞儀式
讓信眾產生靈驗的感受，而願意投入廟宇的活動，甚至皈依在神明座下，或皈依在乩童、
鸞手門下，成為其學生。形同神媒為神的代言，經由儀式經常和學生互動，神媒在儀式
過程中是門生敬重的神，儀式結束後轉身變成現實生活中門生尊重的「老師」。這種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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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又是人的天人合一角色，具有招攬信眾的功能，連帶著創造了開立廟宇與宗派的「宗
教奇蹟」。

柒、討論與結論
本文對台灣地區民間廟宇中的乩童、鸞手、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四類的神媒進行討
論。細分神媒的類型與主導儀式、角色狀態、角色形成、人神互動(神明附體或役使神
明)、角色與功能等幾個基準做比較：

一、討論
（一）比較類型與主導儀式
在本文討論的神媒類型為乩童、鸞手、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等四種，其中，乩童主
導的儀式有攆轎、遶境、辦事、安營與收營；鸞手主導的儀式為採用鸞筆或金指妙法書
寫的扶鸞儀式；收驚法師主導收驚儀式；小法法師則以安營、收營為主。
在這四類神媒裡，乩童在民間宗教廟宇承擔「重責大任」，他需要桌頭配合，乩童
與桌頭形同「孟不離焦」的緊密互動關係。無論是他主導的攆轎、辦事或安營、收營，
桌頭隨侍在側，他倆構成寺廟的儀式專家。
至於鸞手主導的扶鸞儀式，因為搭配副鸞、唱生、記錄生等天地人三才外，尚得有
接駕生、送駕生、敬茶生、敬果生、宣講生、監壇等眾多人手；再加上老鸞手凋零，新
鸞手難尋，形成人才的斷層。因此，鸞手的扶鸞儀式在台灣地區逐漸萎縮，並不常見於
台灣各寺廟宮會堂中。
在民間寺廟經常可見法師運用收驚儀式服務信眾，甚至乩童、鸞手也在其儀式當中
搭配收驚儀式服務信眾。因此，鸞手、乩童、廟祝經過簡單的訓練後，都可以為信眾收
驚。
相較於前三者的神媒，小法法師主導安營、收營，有時他會和乩童搭配辦理此儀式，
有時他自己獨立處理。
(二)神媒與薩滿的角色狀態
1.恍惚
就這四類神媒在主導儀式過程中的角色行為狀態，始終為人類學家好奇的研究焦
點。經常把它與薩滿(shaman)同等看待，認為中國大陸滿族的薩滿，可以隨自己意志進
入恍惚(trance)28狀態，也可以隨自己意志脫離，薩滿只是被動的等候神明附身，甚至薩
滿離開恍惚狀態後，仍然可以清楚記憶恍惚時的所見所聞；而神媒則否。(余光弘，1999：
91-105；Drury,1995；Walsh, 1990；Harner, 1990)
28

本研究將薩滿或神媒進入 trance 的角色狀態，翻譯成「恍惚」取代「轉思」，理由是神媒藉助姿勢或藥
物主導各類型儀式時，他會異於常人而呈現出身體晃動，眼神微閉，手勢轉動等各種樣式，形同「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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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對此論述持相對保留，理由有二：就乩童、鸞手、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
的恍惚狀態，程度有高低不同，像參與遶境的乩童用鋼棒或鋼條穿刺自己臉頰，遊行過
程中，用鯊魚劍或狼牙棒鞭打自己的頭臚或身體，進入「極高度」恍惚。其次為扛抬攆
轎的乩童，大力的搖晃攆轎，甚至運用攆轎在神桌上畫符書寫，發出呼呼作響之聲，進
入「高度」恍惚。
再來為辦事的乩童，他在辦事開始時，打隔、作嘔，發出異於常人的聲音，作出一
般常人不做的姿勢。開始辦事時，運用天語回應信眾的需求，也進入了「中度」恍惚。
當乩童用跳乩的方式主導安營、收營，也形同進入「高度」恍惚。
鸞手主持扶鸞儀式，鸞手在儀式開始前，做出的姿勢與發出的聲音，或儀式結束時，
象徵性的昏厥趴在鸞桌上，象徵神明已經離開身體，形同進入了「中度」恍惚。
這兩類神媒的恍惚狀態類似於薩滿，與薩滿不同的是，他們自稱儀式進行中進入忘
我的情境，只是身體為神明所借用，由神明主導整個儀式，而非神媒具有清楚的意識來
替神明說話。
與前兩者相較，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他們分別主導的收驚或安營、收營儀式，他們
恍惚的程度相對較低，進入「低度」恍惚。他們運用自己的意識，主導整個儀式，神明
只是被其所操作，而非讓神明藉其軀殼執行儀式。
由此來看，台灣地區的神媒並非都是讓神明附體，也有役使神明的神媒，無論是神
明附體或是役使神媒所進入的恍惚狀態，也有高中低不同的情境。
2.亢奮
除了恍惚之外，台灣地區的神媒尚有另外一種「亢奮」( ecstatic)的情境。這是指神
媒被神明附體，或役使神明表現出來的一種「情緒激動」的樣貌。最早由伊利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用它來說中國大陸滿族「薩滿」的「昏迷術」，（伊利亞德，1974）
當薩滿讓神明附體時，呈現「入迷」
、
「痴迷」的狀態，薩滿的靈魂並未脱離肉体，其意
識在「跳神」29儀式過程中，始終非常清楚，只是行動「狀若痴迷」
，
「若痴」
「若狂」
「若
顛」的亢奮狀態。（富育光，2007：325-328）
就本文討論乩童、鸞手與收驚法師、小法法師等四類神媒，與薩滿相較，出現明顯
差異。就神媒被神明附體或役使神明面向來看，乩童與鸞手皆言「不知情」，而薩滿是
「知情」的狀態；而收驚法師、小法法師卻是在役使神明，而非擔任神明的媒介，完全
異於薩滿。
其次，就「亢奮」的狀態來看，扛攆轎遶境、參與遶境的「跳乩」者，處於「高度」
亢奮、入迷、痴迷狀態，類似薩滿「跳神」
；但是，遶境的「乩童」會「高度的」自殘，
薩滿則不會「自殘」
。至於在廟內主持辦事的乩童，其亢奮的狀態，低於「跳乩」
，呈現
「中度」入迷、痴迷狀態。這種情形也出現鸞手、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在其主導的儀
式，表現出來較為「低度」入迷、痴迷的狀態。
29

薩滿「跳神」俗稱「達拉尼」訣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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鸞手俗稱「文鸞」
，異於「跳乩」的「武乩」
，就神明附体的亢奮「本質」雷同，只
是程度不一，前者較「斯文」，後者較「狂顛」。
相較於神媒的恍惚情境，學界比較少論亢奮狀態；事實上，恍惚、亢奮兩者現象皆
同時存在，前者在說明神媒「面部表情」異於常人之處，後者則討論其「行為肢体」表
現方式。另外，仔細觀察，這兩種情境，可賦與程度等級的差異，藉此說明各類神媒的
樣貌。
（三）神媒的角色形成
神媒的角色扮演培訓過程，可以分為神明教導、前輩指導或自己體悟三個類型30。
乩童的養成在不同宮廟中各有其經驗，其中負責辦事的乩童，需要這三種類型同時存
在，至於攆轎的乩童是由神明指導而成，參與遶境穿插鋼棒、鋼條的乩童則由前輩來指
導，安營、收營的乩童則由神明或前輩來指導而成。
在鸞手的養成，基本上幾乎是由神明指導配合前輩資深鸞手的教誨，再加上自己閉
關時的靜坐、閱讀之後的「自悟」而成。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則都需要由前輩指導，其
中小法法師尚有由前輩代表神明來篩選年輕孩童作為培訓未來的準法師之用。
（四）人神互動
台灣地區的乩童、鸞手經常為神明所附體，附體的神明相當多元，根據其寺廟的主
神或配祀神為主，部分廟宇會隨著時代的需求與社會變遷，讓辦事儀式附體的神明與時
俱進，像慈德慈惠堂的乩童最早由鴻鈞老祖附體，之後轉型為中壇元帥、濟公附體，現
在附體的乩童則以月下老人為主。也就是說，乩童主導辦事儀式時，附體的神明相當具
有彈性。
鸞手在用鸞筆或金指妙法書寫鸞文時，附體的神明以儒、釋、道三教為主。另外，
也有五教同源的鸞堂，像桃園真佛心宗，鸞手被神明附體，除了三教眾神外，耶、回兩
教的主神也會附體降筆。
乩童與小法法師辦理安營、收營，收驚法師辦理收驚儀式，此時他們並沒有讓神明
附體，而是役使眾神到儀式現場為其所用，這種役使神明的「法術」，是民間宗教神媒
展現其能力的「巫」手段。從具體的現象觀察來看，台灣地區各民間寺廟，仍然可見役
使神明的神媒。
（五）角色與功能
角色扮演經常可產生因角色行為模式而帶來的各種功能，就台灣地區的四類神媒來
看，各有不同的角色，也就會產生不同的功能。
其中，乩童在台灣各寺廟扮演諸多的角色，在啟動遶境時他運用攆轎，發號司令，
扛起攆轎安營，保境平安，將境內的妖魔鬼怪驅除於境外。就此來看，扛起攆轎的乩童
30

余光弘將台灣地區神媒的養成訓練分為：法師、前輩與神明三種類型。筆者以為，法師與前輩可合併
一類，神明單獨存在外再加上準神媒者的自悟。(余光弘，19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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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導整個遶境，具有凝聚信眾對廟宇認同的重大功能。參與遶境的乩童表現出神明附
體、驅邪的角色，帶來凝聚信眾對廟宇認同及信眾讚嘆其法術的功能。
辦事與扶鸞的乩童、鸞手，具有類似的宗教醫療、心理諮商、擇日堪輿、教誨角色，
但是在角色功能的表現上些微不同，兩者都具有凝聚信眾對神媒、廟宇的認同、開宗立
廟的功能，但是鸞手尚具有創造民間宗教經典的效果。
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他們辦理的各項收驚、安營、收營儀式，他們扮演了保個人平
安、祈福、驅鬼的相似功能，其中，收驚法師尚有宗教醫療的角色，兩者神媒的角色功
能也大同小異，他們常態性的在廟宇服務，運用儀式的角色扮演，凝聚了境內信眾對廟
宇的認同。
簡言之，台灣地區的神媒透過儀式的角色扮演，凝聚了信眾對神職人員的靈驗效果
認同，轉化為對廟宇認同，這雙重認同的效果，搭配鸞手創造經典的能力，互相加乘之
後，進而使華人民間宗教開展出新的廟宇或宗派。

二、結論
本研究雖對台灣地區四類神媒神明附體或役使神明的「天人合一」作討論，但仍然
留下諸多的宗教學術議題，值得在未來逐一剖析。
事實上，台灣地區的神媒，並不僅只於乩童、鸞手、收驚法師與小法法師等四類。
其他如「尫姨」
、
「齋教法師」
、
「道教道士」
、
「佛教法師」
、
「通靈者」等，在民間宗教廟
宇主持「牽亡」
、
「觀落陰」
、
「祭解」
、
「補財庫」
、
「打血湖」
、
「牽狀」
、
「施食」
、
「超度」、
「過七星橋」等陰、陽兩科儀式，或為神明附體，或役使神明，扮演溝通「人、神」角
色，皆得我們廣泛的收集資料，再行討論。
除此之外，應把視野放寬以全球華人地區的民間宗教為範圍，作兩岸四地（含港
澳）、全球（含東北亞、東南亞、美、歐洲）的比較研究；或是跨宗教、跨地區、跨時
間的比較研究，從中理解神媒的樣貌與法則（rule）
。當然，就宗教學術發展來看，未來
更應投入各宗教的神媒的狀態、如何養成、神媒角色、歷史變遷、其與宗教開創與發展
辯證闈係等議題的研究。就此來看，本文只是在過去「神媒」或「巫」研究基礎上的一
篇小文，未來此領域尚有寬廣的研究開展空間。

表 1.台灣地區神媒主導的儀式、狀態、角色及其功能表
神
媒
乩
童

儀
式
攆
轎
遶

狀態
恍
惚

亢
奮

高

高

度

度

養成
神 前 自
明 輩 悟
＊

神明附體
或
役使神明

角色

神明附體

啟動遶境儀式

(中壇元帥

保境平安

清水祖師)

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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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參
與
遶
境

極
高
度

高

＊

度

神明附體

展現神明

(中壇元帥

附體

濟公)

驅邪

神明附體
辦

中

中

事

度

度

＊

＊

＊

(中壇元帥
濟公
月老)

安
營

高

低

收

度

度

＊

＊

營
扶

中

鸞

度

鸞

金

中

手

指

度

妙

中
度

＊

＊

＊

＊

＊

＊

童法術

心理諮商

神媒認同

擇日

(三清道祖

祈福

中壇元帥)

驅鬼

神明附體

(三教眾神)

2.信眾讚嘆乩

1.凝聚信眾對

保境平安

神明附體

廟宇認同

宗教醫療

役使神明

(三教眾神)

1.凝聚信眾對

2.開宗立廟

凝聚信眾
對廟宇認同

1.凝聚信眾對
宗教醫療
心理諮商
教誨

神媒認同
2.凝聚信眾對
廟宇認同
3.開宗立廟
4.創造經典

法
役使神明

收
驚

收

低

低

法

驚

度

度

(玄天上帝
＊

關聖帝君
中壇元帥

師

觀音菩薩)

保個人平安
祈福

凝聚信眾

驅鬼

對廟宇認同

宗教醫療

役使神明

小

安

法

營

低

中

法

收

度

度

師

營

＊

＊

(三清道祖

保境平安

普唵祖師

祈福

呂山祖師

驅鬼

觀音菩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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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辦事乩童
廟宇

姓名

舉行時間

臺北保霞宮

楊新告

逢三六九晚上

石門保生大帝廟

吳信億

不定期

淡水祈福保生宮

蔡春雄

2007 年前停止

淡水無極天元宮

黃阿寬

週末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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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紫微天后宮

許天旭

週末下午

三峽紫微天后宮

曾信男

週日下午 3 時

中和溥濟宮

廖建昌、姜少保

每週二、五晚上

桃園中壢朝明宮

王 美

不定期

桃園建國慈惠宮

蘇輝添

週一、週六晚上

桃園慈母宮

朴婕瑀

週五晚上

苗栗龍鳳宮

陳信義

初二、十六晚上

新竹仙水鎮安宮

黃家禎

2010 年週五、2011 年暫停

新竹香山美山保安宮

陳本松

週二、五晚上

台中慈德慈惠堂

陳文田

鴻鈞老祖、中壇元帥
週六下午月老
週日下午濟公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

陳桂興

不定期

沙鹿三塊厝保安宮

陳清秀

不定期

彰化和美保安宮

姚進發、陳樹枝、林
萬機

不定期

彰化香山明聖宮

許晉榮、許秋鎮
許秋萍、許春郎

不定期

雲林虎尾福安宮

陳 全

1971-2011 年

彰化芳苑保順宮

彰化二林萬興保安宮

南投埔里天旨堂

南投草屯龍聖宮

不定期
乩童 5 人/法師 17 名
（保生大帝組、朱府
千歲組、黎府千歲
組、廣澤尊王組與瑤
池金母組）

每個月 3-4 次

杜老先生、
宇傳丁、林國基

1973 至 2006 年

蕭啟祥、林重進

農曆初一、初六、
十一、十六、二十一、
二十六日晚上

南投竹山藤湖保生宮

不定期

彰化大城咸安宮

林榮發

不定期

彰化埔鹽南港保生宮

林德水、陳勝霖、陳
永城

不定期

二林新庄保聖宮
台南茅港尾天后宮

不定期
柯秉發

31

紫微天后宮的前身是永和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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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港口慈安宮

不定期

高雄寶瀾宮

蘇千桃

不定期

高雄大后宮

曾秀娥

農曆逢三、六、九晚上

旗津天后宮
金門官澳龍鳳宮

約在 1990 年停止
黃邦勝、李朝卯
楊肅成、張光海

不定期

金門金城天后宮

楊中城

不定期

金門料羅順濟宮

陳坤火

不定期

金門營源廟
宜蘭感應宮

每週
周明仁

不定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社會調查資料(2005-2013)
附表 2.攆轎乩童
廟宇

姓名

舉行時間

淡水清水祖師廟

呂清河、洪正宗

農曆五月初五、六暗訪遶境

嘉義市天后宮

週三、六晚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社會調查資料(2005-2013)
附表 3.扶鸞鸞手
廟宇

姓名

舉行時間

士林慎修堂

杜爾瞻

1960 年

台北市保霞宮

楊新告

1963-1980 年代停止

台北智仁堂

張其年

三芝錫板智成堂

孫金順、蔡合綱

農曆每月單日晚上

樹林丹天善堂

正鸞葉飛宏、副鸞許
浩堯、葉阿程、顏正
直、王鶴子

農曆每月第二週週末中午

新莊三聖宮

丁玉樹

週五晚上

新店太上混元道府

廖振博

每週六下午

苗栗獅頭山勸化堂

廖泉榮

逢二、六、十二、
十六、廿二、廿六日

竹東慈惠堂

謝國銀

週日

慈德慈惠堂

陳文田

1983-1991 年

台中聖賢堂

楊贊儒

台中市玉旨相德聖壇

廖振博

週日晚上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

陳桂興

週六晚上

彰化溪湖福安宮

陳賜來、巫有墘

1996 年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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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埔里玉衡通天堂

1958-1998 年

南投埔里天旨堂

1971-1988 年，每月 3 次

西螺廣興宮興德堂

翁惠豐

埔里道光山萬聖宮

陳坤清

每月初六、十六、廿六日三期
晚上

斗六福興宮道元堂

農曆每月逢二、五、八日

斗六玉玄宮

農曆每二、五、八期晚上

高雄市文化院

蔡文

週五下午

澎湖湖西天后宮

正鸞手蔡武瑜，副鸞
手蕭在文、辛天澤、
許淑娟

週二、四晚上

宜蘭新民堂

周明仁

農曆單日晚上

三芝錫板智成堂

楊明機

1945-1970 年

桃園真佛心宗

陳政淋

週三晚上及每週六下午

資料來源：本研究社會調查資料(2005-2013)

附表 4.收驚法師
廟宇

姓名

神職

宜蘭南天宮

廟祝

關渡宮

約聘道士

竹北天后宮

莊盧明

每天

廟祝

台北行天宮
松山慈惠堂

舉行
時間

陳師姐
王師兄
張師姐

大雅永興宮

收驚婆

每天

收驚法師

週六下午

廟祝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

陳桂興

宗教領袖

賴厝元保宮

張伯鈴

廟祝

台中樂成宮

林永鎮

廟祝

彰化溪湖福安宮

廟祝

新港奉天宮

廟祝

嘉義市朝天宮

鸞手

雲林虎尾順天宮
資料來源：本研究社會調查資料(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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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安營、收營(含犒軍)法師
廟宇

姓名

淡水清水祖師廟

郭○○

彰化和美鐵山保生宮

神職

舉行時間

道士

農曆五月初五、初六
遶境安營，初七犒軍
收營

小法法師

農曆三月廿三安
營，冬至收營

台中慈德慈惠堂

陳文田

乩童

農曆每月初一、十五
犒軍

彰化大城咸安宮

張遊明/
王儀發、魏明
勝、王宥勝、
葉土

桌頭/
小法法師

1.農曆三月十五日安
營，十月十五日收營
2.初一、十五犒軍

乩童

農曆二月二日安
營，十二月十六日收
營

香山美山保安宮

陳本松

沙鹿三塊厝保安宮

陳清秀

乩童

農曆二月放兵、安五
營，農曆十二月冬至
收兵

彰化和美保安宮

姚進發、陳樹
枝、林萬機

乩童

農曆每月初一、十五

彰化埔鹽南港保生宮

林德水、陳勝
霖陳永城

乩童

農曆正月十六日放
兵、安五營，十月收
兵

澎湖湖西天后宮

丁國華、鄭順
義、辛登、辛
文、蔡龍就、
陳偉安、辛興
勝、盧清昌等

小法法師

作醮時安營、收營

金門營源廟

陳國祺
林國賀

小法法師

作醮時安營、收營

資料來源：本研究社會調查資料(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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