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導論 
 

一、關於本書的書名  

 本書書名「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社會學序論」，顯示本書是以「重訪

保安村」之田野材料為經驗性基礎，而以建構民間信仰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意

識或基礎性命題為主要理論性任務。這種雙重性，也顯示本書是將人類學研究方

法與社會學理論關懷視野相互結合後的產物。 

 首先，就主標題「再訪保安村」而言，更具體來講，保安村是人類學家 David 

Jordan（1972〔中譯本，丁仁傑 2012〕）1960 年代末期在台灣南部西港鄉一個

村落進行過漢人民間信仰民族誌紀錄的地方，本書經驗性的材料主要即是來自於

筆者2008-2011年間對David Jordan田野地點的重訪（詳後）。在追縱性考察中，

具有貫時性的資料累積，更能具有問題意識的來回辯證性，在這些基礎上，本書

可以更完整而全面的分析民間信仰的個體性與集體性邏輯，也得以進入民間信仰

不同歷史時空發展背景中的綜合與比較。因為是經由人類學田野重訪而揭開本研

究的序幕，在這一方面，我可以說是大致遵循了人類學聚落研究的傳統，透過對

一個聚落的密集性田野考察，而理解在地的世界觀與政治經濟文化環節。然而，

這只是本研究原初的構想，在研究過程中，單一聚落宗教活動的觀察，很快的放

大到由這個聚落所延伸出去的各種宗教實踐與動員，而開始包含了各個不同的層

次，不僅材料上大大有所增加與擴充，理論層次上也包含了更多具有較強針對性

與引導性的研究取向。 

 其次，就副標題「漢人民間信仰社會學序論」而言，表示本書有一個基礎性

與整合性的理論關懷。由一個素樸的角度來說，本書寫作的初衷，是希望能綜合

現有的漢人民間信仰理論，以落實在具體經驗性材料上，來對民間信仰得出一個

邏輯上無隙縫的社會學考察。所謂的無隙縫，是指邏輯上能夠環環相扣沒有遺漏，

以將民間信仰各種活動背後的行動邏輯與社會影響，鑲嵌在行動者的社界觀與集

體性運作邏輯上，予以較周詳完整的說明清楚，同時，也希望能對象徵世界、個

人能動者、集體能動者之間多邊相互扣連的形式能夠有所說明與解釋。當然、無

隙縫只能是相對的，而且無隙縫的程度，一方面仍然取決於既有可使用分析工具

（前人研究的成果）的水平；一方面仍然取決於我的研究材料的性質，很多和漢

人民間信仰有關的理論性議題，是並不可能在我現有的材料上完全加以處理的。 

而「民間信仰」，這是一個很難加以嚴格劃定範圍的名詞，此處暫時不予限

定，後面會一一討論各種定義的方式，並回顧現有相關研究的文獻，由其中雖然

還沒有能夠明確定義出我們的研究對象，但至少根據我們暫時性的透過「經驗層

次」的角度來看，它可以是指︰一種地方性的、同質性的、義務參與性的，而且

是與日常生活相當高度疊和在一起的宗教實踐與活動，背後則有長久傳遞的傳統



在強化既有的生活與人群互動方式。至於「漢人民間信仰」，則是以漢人的社會

文化傳統為考察焦點，也就是本書將會專注於討論在漢人地方性傳統中屬於前述

「民間信仰」這類經驗性範疇裡的宗教活動。而出於本書材料上的性質（保安村

的田野地點重訪），本書所處理的主要面向有︰靈驗、香火、進香與巡狩、集體

通過儀式、災難治理、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神明信仰與扶鸞間的疊合等，這些

面向，則又會被放在︰象徵、實踐、階序性中地、和意識型態等這四個──可以

是相互說明卻也可能產生某種解釋上的衝突的──詮釋框架裡來被分析和理解，

相關討論到了後面後更清楚。 

「社會學序論」是另一個很難清楚交代的詞句。「序論」，表示相關概念的討

論在社會學內還處於相對不完整，和還有待探索性的開發與建構，但這當然只是

屬於筆者個人比較主觀性的認定，這涉及學科範圍與議題重要性的認定，正是因

為筆者把許多過去常為人類學家所注意的民間信仰面向，拿到了社會學的問題意

識下來處理，才顯得許多民間信仰議題還有待社會學角度的分析，不然的話，其

實這些議題多少已得到了某些宗教學或人類學方面的討論。而我會將這些已被人

類學或宗教學處理過的問題又重新加以處理，顯然的是出於我認為，社會學的理

解方式，仍有助於增加我們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的理解與認識。 

而「社會學」，在目前的脈絡裡又是什麼呢？筆者在各章的討論，力求一個

邏輯上能前後貫穿，與能跨越由個人到集體層次的解釋，分析中往往同時涵蓋人

類學、社會學、宗教學與歷史學，那麼，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我還仍然要說這是

一個有關於社會學的研究呢？本書的社會學特色到底是立足在哪一點上呢？ 

在表面的社會現象之下，社會學關注於行動邏輯內在理路的建立，相信事物

的發生背後有某種通則性的因果性，行動的發生可以是出自於個人也可以是出自

於集體，行動邏輯的內在理路則是文化性的、集體性的。為了理解這些理路，必

須借重類型學的建構，以說明行動的發生以及各種預期或非預期性的結果。在沒

有蒐集到足夠的資料之前就進行類型學上的建構，當然會有著錯誤推論和過度推

論的危險，然而除了樣本代表性之外，更重要的，是類型學是否能符合於行動者

內在意義框架的問題，譬如說經濟學也重視類型建構，但可能往往僅停留在假設

存在的「追求最大利潤的個體」的基礎上去進行後續推論，並沒有（社會學家會

這麼認為）真正進入行動者內在意義的脈絡中來對行動加以理解。 

簡言之，社會學重視行動類型的建構與一般性說明，以來解釋事件的發生與

社會運作的模式，這些類型學不是完全貼緊資料的瑣碎的歸納，而是必須兼顧符

合行動者內在意義框架，和有著能夠進行跨文化比較的抽象層次。譬如說本書第

二章中對於靈驗現象的討論，需要由各種本土靈驗現象中歸納出人們所認知到的

超自然象徵背後的結構，並說明此結構如何影響人們來與超自然界互動，我一方

面需要符合於在地人的觀點，一方面也需要把各種觀點抽離出來，找出觀點背後

的元素，再建立元素之間的關係，角度與重點若有不同，可能所建構出來的類型

學也就有所不同，這個抽離與再統合的過程（建立模型），是每一個學科都有的，

但社會學使用的特別頻繁，即使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也仍會先局部性的找出相



對具有解釋力的解釋模型，以來盡可能全觀性的照顧到各方面可能具有歧異性的

資料，其宗旨則是在於「結合多方行動者的意義框架，經由行動類型建構的再現

工具，而賦予歷史現實與集體生活可以更清楚辨識與可預測的面貌」，這個再現

工具的特殊性，是本書所要強調的第一個社會學的特色。 

類型學建構之外，還必須注意到各種行動類型之間的複雜辯證關係、以及行

動邏輯與外在社會現實之間的複雜辯證關係，這是本書所要強調的第二個社會學

的特色。社會學關心集體現象背後的各種辯證性，這個辯證性指的是，在一個集

體層次所發生的︰「動機與結果的差異、個體與集體的差異、集體與全面總體的

差異等，也就是現實社會條件是由不同集體所構成，集體團塊的聚合，當然和原

來個體或集體所主觀期望的發展方向不盡相同，甚至於可能是相反，但又決不能

說聚合狀態和個體或局部性的集體無關。」譬如說本書在第六章中討論了「大型

地方性」時空感建構的內在邏輯，但是接著又把「大型地方性」放入了「全球－

國家－地方」連結脈絡中來說明它的協商空間與適應性，形同於更為辯證性的來

討論集體行動邏輯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交互影響性，充分呈現出社會學的另一個特

色。 

以上的社會學特色，在進行宗教研究時有它的優點（更為整體性的掌握研究

對象、對研究材料之間的關係有較好的定位、具有更好的跨學科整合的視野、兼

顧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辯證性關係等），但當然也有它的缺陷（過度推論、錯誤或

過度呈現行動者的行動合理性、脫離脈絡的比較性研究、急於呈現集體性環境對

於個體的影響等），這些缺陷也是宗教社會學常常遭受批評之處。但是筆者認為，

在現階段漢人民間信仰研究還缺少能夠更具有統合性的研究觀點（能將民間信仰

實踐各層面之間的關係說明清楚）之前，在各學科已有之豐富的研究文獻襯托中，

社會學研究的成果，即使說在帶有著各種難以避免的內在性缺點的情況下，它所

能夠產生的啟發性與整合性都是難以預期與不可限量的，在這種高相對報酬率的

前提下，本書希望能夠在學術場域中的，當這個漢人民間信仰社會學還正處在一

個「序論性的研究階段」裡時，本書能夠起到某種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關於民間信仰的定義問題 

民間信仰的定義方式 

 民間信仰是一個不容易加以定義的名詞，由幾種不同的對比關係裡，我們大

致上可以得到幾種不同的理解民間信仰的方式： 

 一、藉由官方與非官方（official vs. nonofficial）的對比中，來理解民間信仰

（Roberts 2004：91），於是前者是正式神職人員所構成的正式宗教組織，並有系

統性的教義與正式經典，後者則是與地方民俗與傳統相融合在一起的宗教實踐，

沒有固定而延續性的專門組織，宗教實踐也往往是有違正統教義所規範。 

 不過，當然，要以這種官方與非官方面向的對比中來界定出民間信仰，這往



往較適用於一神論宗教傳統，並不適用於華人社會。因為和大部分「非一神論」

文化區域類似的，出於較難發展出單一且高度組織化的教會來長期壟斷真理和壟

斷宗教專職人員，所以各種宗教結社本來也就較難發展出與外界明確的界線，在

這種情況下，官方宗教與非官方宗教間的界線可能並不容易明確劃分出來，甚至

於這個界線也常是浮動而有變化的。在這種情形下，當我們要以官方與否的標準

來定義民間信仰，我們將會發現，即使在官方宗教場域裡，也還會夾帶大量非官

方性的的宗教實踐於其中。 

 二、更常見的，將民間看成是與都市對立（folk vs. urban）（如 Robert Redfield 

1956），其中鄉村社會就是小型面對面互動情境下的聚落或社區，於是民間信仰

也就是發生在小型聚落或社區裡的宗教經驗或活動。在這個定義下，更具體而言，

民間信仰也就是指在一個範圍大不的地域裡，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域上的一群人，

所具有一套共同的信仰和實踐模式。這些信仰和實踐模式，直接相應於日常的生

存活動和重要事件（出生、成年、婚姻、生育、死亡等)。在這個脈絡裡，幾乎

每一個人都參與在群體的儀式中。這些儀式幫助個人度過了生命的循環，賦予了

個人具體的社會角色，也強化了個人和社區的關係。而在同一個社區或團體內，

個人不需要去選擇宗教信仰，群體內通常也沒有太多可做選擇的其它宗教型態。

就這些敘述來說，民間信仰就是在一塊特定區域裡，掌控了每一個人生活的每一

部分細節的一種傳統生活方式。 
 不過，這種以聚落生活方式來定義民間信仰界線的方法，在很多時候並不適

用。例如說，民間信仰雖然起源自小型聚落裡面對面的人群，但當各聚落間的交

流趨於頻繁，聚落與聚落間的宗教教義與實踐經常相互交流，這時，即使說各社

區間的生活經驗有著類似性，但將會在彼此相互影響與交流中，形成一些既深植

於地方社區，又能跨越不同區域而有共通性的宗教實踐，如類似的神明崇拜方式

與慶典型態等，當這些活動，既根植地域卻又能跨越地域（跨地域間出現相互感

染的共通性活動方式），它也會開始和單一聚落裡的民間信仰有所差別，但它不

但仍然屬於民間信仰，甚至於還是民間信仰傳統中 重要的一部分（參考本書第

六章中「大型地方性」的概念）。 

 更普遍的，在不同社會裡，都會存在有某些制度性發展良好的宗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佛教等），這些制度性宗教團體組織內和組織外，則又可能容納各種

由各聚落生活經驗中長期衍生出來的地方傳統與宗教實踐模式，這是複雜社會裡

的常態。不過在不同社會，制度性宗教與地方傳統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有些社

會裡，民間信仰和制度性宗教組織間的界線會特別鮮明，或甚至是有相互排斥的

現象；有些社會裡則二者會傾向於相互共存或甚至相互融合在一起，而在這種社

會裡，研究者要去明確定義出民間信仰的範圍與界線，難度會更高一些。 

 簡言之，民間信仰的定義和範圍劃定，不只是牽涉到相關宗教實踐內涵的性

質，也牽涉到每一個社會內部宗教分化與區隔的狀態、官方宗教壟斷與系統化的

程度、和官方宗教對待非官方宗教的態度等等，並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C.K.Yang 的類型學與漢人民間信仰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就宗教社會學家 Yang（〔楊慶堃〕1961）對

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定位與理解，提出某種程度的檢討與批判，因為這是目前社會

學界 常用的對於漢人民間信仰之定位與描述方式的根源，但是其中卻存在著一

些很嚴重卻又是很難被明顯發現的錯誤。 

 我的批判的焦點在於，雖然 Yang 的有關概念有助於說明漢人民間信仰的宗

教型態，但當他不適當的把原本屬於整體社會層次的概念應用到了較低的層次

（宗教教組織型態的層次），於是在沒有自覺的情況下，這一方面有可能會模糊

化了我們對漢人社會宗教整體狀態的理解；一方面在這種錯誤對焦中，將又會放

大性的說明漢人社會裡所存在的宗教組織與周邊各類宗教實踐（尤其是民間信仰）

間的差異。 

 Yang 的出發點，是要對漢人民間信仰找出一個更適當的位置，以避免錯誤

的以西方宗教模型來理解漢人社會裡佔據主流位置的民間信仰。於是 Yang 提出

了這一組概念「『混合宗教1』（diffused religion）vs.『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並且要用「『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概念來標示漢人宗教的

主體，以來區別西方以基督宗教為主體的生活型態。在「混合宗教」裡，宗教實

踐與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而這一種宗教實踐，近乎於民間信仰（不管是採取那

一種定義方式來加以定義），它們是屬於分散性、地方性、無組織和無固定宗旨

的信仰活動。 

 我們注意到，楊慶堃「混合性宗教 vs.制度性宗教」概念的源頭，其實是來

自於西方宗教社會學家 Joachim Wach（1944）的「宗教組織類型學」，在這個類

型學裡，Wach 曾區別出兩種範疇，「自然團體」（natural groups）與「專門宗教

組織」（specifically religious organization）。「自然團體」是一種社會的狀態，其中

社會組織與宗教組織合一，成員的身分就決定了宗教信仰，這是一種社會尚未分

化而高度同質化的情況。討論中，Wach 列舉了三種「自然團體」（這是一種社會

狀態）：親屬團體、地方性團體、和自然關係團體（包括年齡團體和性別團體），

在這些團體中，宗教團體領導者和世俗團體領導者往往是同一個人，或至少經常

是高度重疊的。隨著社會的分化，以及個人或群體之宗教經驗的加深或專門化，

「自然團體」開始產生了分化，這時，宗教組織不再與社會組織同一，也就是會

有「專門宗教組織」開始出現。 

 而當楊慶堃直接就將「自然團體」中的宗教稱做是「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這不是 Wach 所使用過的名稱），又把另一個處於已分化社會狀態中的

「專門宗教組織」，稱做為「制度性宗教」。接著，又把「混合宗教」和「制度性

宗教」不恰當的並列在一起，而說在傳統中國，同時有著「混合宗教」和「制度

性宗教」，並且是以「混合宗教」為主流的宗教形式。這種拼湊式的做法有很高

                                                 
1 Diffused religion 翻譯為「混合宗教」，此處依據楊慶堃在自己的中文著作中所使用的譯名，參

考劉創楚、楊慶堃(1992: 65)。不過我覺得或許用「瀰漫性宗教」一詞更能表達出相關意涵。 



的創意，而且也不能說是錯，但並不能幫助我們更為整體性的理解一個社會裡各

種宗教實踐間的相互關係，而且當把兩個不同社會狀態底下的宗教組織型態，硬

生生的並列在同一個社會裡面，並分別給予本不應並列在一起的名稱，又沒有更

清楚的交代這些名稱背後隱藏性的意涵，這些做法，即使有它種種的便利性，但

其實是很容易引起混淆的，而且混淆一旦形成和繼續加以累積性的誤用，也繼續

融入在各種新的概念推論中，只能將錯就錯（或是錯上加錯），不但更難修正，

甚至於也不再令人覺得有必要去回歸原來是較為明朗而單純化的概念上的源

頭。 

 其實，如果要運用 Wach 的類型學，那麼當我們要去討論宗教組織時，就應

該先區別某個地區是不是屬於自然團體，如果不是的話，便表示這一個地區是一

個相對高度分化的社會，於是便有進一步討論專門宗教組織的可能性。這種宗教

組織類型學的基本類別應是「自然團體 vs. 專門宗教組織」，而且這應是以「一

個社會裡的主流性宗教組織型態」來和「另一個社會裡的主流性宗教組織型態」

來做對比，甚至於是拿兩個社會社會分化程度上的差異來討論不同社會間內部宗

教生態或宗教市場競爭狀態的差異，而不是拿同一個社會裡的兩種宗教組織來做

對比或做分類。 

 而如果應用 Wach 的模型來看傳統中國，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說：整個傳統

中國都還是屬於一種接近於「自然團體」的情況，宗教團體與社會團體間分化的

不完全，而還沒有充分達成「專門宗教組織」出現的社會條件，即使有一些分化

的宗教組織，也還是是高度籠罩在「自然團體」的氛圍當中（參考丁仁傑 2004︰

236-237）。這樣子的講法，雖然聽起來過於平泛，但卻會是比較接近於對於 Wach

類型學的應用，也不致於在討論上產生太大的混淆與誤置。 

而進一步的，在這樣的觀點之下，我們還可以說，在傳統中國這個「自然團

體」情境高度籠罩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了，在整個帝國的層次，天子就是家父長，

全體社會關係已被一種擬親族連帶的關係所籠罩，國家就形同家族，帶有濃厚的

倫理關係上的同質化，於是，即使在這個「大型自然團體」中有專門化的宗教團

體，這些團體也要妥協或融合於世俗性的制度或社會環境，因為傳統中國並未真

正進入現代性的分化社會。的確，我們這裡對於 Wach 類型學的應用，只能得出

這種比較籠統的推論（因為將整個社會當成一體來講，而很難去細看內部的差異

性），也不如 Yang 的說法表面上所讓人感覺到的來得是更具體一些，但它至少不

會讓我們在不同層次的議題上隨意跳躍，而對中國宗教不知不覺中產生了誤導性

的印象，並且甚至於還是以看起來有建設性的方式，卻是在錯誤的基礎上，產生

了大量的知識生產與傳播。 

 

本書要採取的兩種分析性定義民間信仰的方式 

 端看研究者的角度，研究者本來就可以採取任何一種定義方式來限定其研究

主題與範圍，不過，出於本書的目的（初探性的對於漢人地方社會宗教活動予以



做類型學式的分析與討論），需要盡可能將地方聚落中的宗教實踐含括在內，在

目前的這一個階段，我並不希望將「民間信仰」的範圍定的太為確定。以下，我

想提出兩種可能的「社會學式的」理解和劃定民間信仰範圍與界限的方式，以作

為本書田野考察與資料分析的判準，而只要是符合於這兩種判準，基本上都是本

書主要的討論與研究對象： 

第一、 根據前述 Wach 定義「自然團體」的方式，我們延伸此「自然團體」 

的性質，來定義所謂「民間信仰」的性質。於是，民間信仰具有一種社會構成上

的基礎，也就是，當所謂的「自然團體」，這是一種社會尚未分化而高度同質化 

的情況，身為構成成員已決定了其宗教信仰，於是，我們可以借用「自然團體」

的這種性質，來輔助性的說明民間信仰的性質。這種做法和 Yang 的做法看起來

類似，但因為在運用時會自覺性的注意到概念使用背後的背景與社會狀態，所以

不但不致於產生進一步應用上的誤導，而且還能夠引導讀者注意到相關概念背後

的社會脈絡。 

 我們發現，在自然團體中，並沒有專門化的宗教組織出現，或者說，專門化

的宗教組織還達不到明顯分裂獨立的狀態。而在自然團體裡，宗教身份與社會身

份常常重疊在一起（長老也是公廟中的意見領袖）；或者是宗教身份與政治身份

常結合在一起（通靈者就是長老），或二者間身份可以互換。即使說有時在台灣

的地方社區裡，某些特殊宗教身份者（如乩童）地位並不太高，這表示他的身分

只有在特定時刻才發生，因此也不會太大影響現實人群裡的較固定的宗教（公廟

主委）與政治（地方政治頭人）身份間的重疊與交替。 

 自然團體中，宗教的目的是以保護特定區域或人群為主，宗教只有傳統習俗

與儀式的層面，教義的層面並不明顯。以這種社會學意義來理解民間信仰，於是

我們可以將民間信仰看成是「自然團體狀態下的宗教活動，其中宗教身分與社會

身份並沒有嚴格而明顯的區分，社會生活為宗教性的世界觀所引導，宗教為一種

傳統生活方式，而不具有教義的形式」。這個定義當然只是一種啟發性的、分析

性的，而不見得在實質上能完全的對應於現實的情況。 

 再次強調，「自然團體中的宗教活動」，當然是以「混合宗教」的形式來出現

的，在這個場合裡使用「混合宗教」這個名詞也還算合適，但是如果我們是要同

時將兩個概念「混合宗教」和「制度性宗教」（這兩個概念都不是 Wach 所使用

過的概念）並列在一起來看，這就很容易發生問題了，因為這兩個概念，每個概

念背後指涉的是一種不同的社會狀態（低分化社會中的宗教活動 vs. 高度分化社

會中的宗教活動），如果我們抽離出兩個不同社會狀態下的宗教形式，而不恰當

的應用在同一個社會中（如漢人社會），這可能是一種會引起高度混淆性的做法，

尤其是我們常會忽略，一個自然團體中的「專門宗教組織」（如佛教或道教），雖

然它們也具有一種組織的形式，不過它們和基督教社會裡的「專門宗教組織」，

在組織型態和社會功能上，都還是會有著很大的不同的。 

第二、 跳脫社會實體而以個人經驗來定義所謂的民間信仰，另外一種定義 

民間信仰的方式，是跳脫具體組織範圍與儀式內容，而直接以經驗內涵來定義所



謂的「民間信仰」，因為既然在現代化社會裡，已經很難找到純粹封閉性的社區，

以自然團體或社區來定義宗教活動，這的確有它的困難性。不過我們倒是可以在

分析性的層次，區別出不同類型的宗教經驗，並且也就可以經由這種方式來定義

或討論所謂的民間信仰。 

這個想法，來自宗教社會學者 Lundskow（2008：368-383），他曾提供了一個

宗教經驗的類型學來討論全球商品化社會裡的宗教經驗的差別。在他的類型學裡，

提出了四類宗教經驗：民間宗教、民眾宗教、大眾宗教、和華麗奇特型宗教（folk 

religion, popular religion, mass religion, spectacle religion），參考表 1-1： 

 

這裡，我們不擬去詳細討論各種類型的細節2，但是至少我們注意到，當純以宗

教經驗作為一種分類上的依據，於是即使說在當代全球化社會裡已很難找到封閉

性的社區，但是某種類似的經驗還是有可能存在的，而它也就可以被放在「民間

信仰」這樣的範疇裡來被加以理解和有所討論。具體來說，這種經驗也就是一種

地方性的、同質性的、義務參與性的，而且是與日常生活相當高度疊合在一起的

宗教實踐與活動，背後則有長久傳遞的傳統在強化既有的生活與人群互動方式。 

 於是，如果以宗教經驗為定義依據，即使說當代社會已很難找到完全封閉性

的社區，宗教參與者也常保持高度流動性的狀態，但是仍然有可能有著與傳統的

傳遞有關、並且是地方性的、同質性的、義務參與性，而且還是與日常生活相當

高度疊合在一起的宗教實踐與活動。而封閉而同質性的環境，在當代全球快速遷

移與媒體化的情境裡，即使說它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是這並不影響人們去建構

和追求某種同質性的經驗與記憶，而這種經驗性導向的分析方式，對於理解當代

社會是極為有用的，例如說在本書第六章關於「地方性」的討論中，當我們討論

到全球化情境裡的「大型地方性」的生產，那正是一種在全球資本流動中，多聚

落聯盟根據既有歷史傳統，而想刻意回歸地方認同和創造地方權威的儀式性展演

過程，而這些過程雖然已超出明確的聚落疆界，但在其宗教經驗的性質與結構來

                                                 
2 Lundskow（2008︰368-373）列出了全球化大眾社會（遷移頻繁與媒體化環境）中四種類似但

是又有著差異性的宗教經驗範疇︰民間宗教（Folk Religion）、民眾宗教（Popular Religion）、大

眾宗教（Mass Religion）、和華麗奇特型宗教（Spectacle Religion），其定義與說明可以參考表 1-1。

民間宗教是指地域相對固定區域內的一群人共享的宗教經驗與實踐；民眾宗教是根據民間宗教而

來，但傳播的範圍比較大，通常是當更多聚落疊合在一起，而產生的相互影響而具有局部跨區域

性質的宗教活動與經驗；大眾宗教出現於當代以媒體為傳播介面的環境中，經由媒體傳布，而創

造出相對大範圍內的某些宗教實踐的流行；華麗奇特型宗教是延續大眾宗教性質，而出現的更為

突出而富有大眾吸引力的特殊宗教實踐流行，人們會去參與，不見得是出於宗教認同或信仰，而

只是因為參與某些大型活動，可以得到獨特的興奮感與滿足感，例如嘉年華會、大型進香這類活

動。以上四種經驗，本來是出現在各自不同的時空脈絡，但是全球化大眾社會裡，卻有可能相互

疊合在一起發生，例如說在某一次進行數天的媽祖進香活動中，某些人是出於代表地方社區而組

團前往進香（民間宗教）；某些人是因為周遭村落每年慣例參加進香陣容，個別家庭成員也想藉

此機會參加以對媽祖進行還願（民眾宗教）；某些外界來的香客則是想要透過參與來尋找同為台

灣人的認同感（大眾宗教）；更有純為興奮而跑來參加廟會活動的人（華麗奇特型宗教）。根據經

驗來定義宗教類型，有可能更為靈活的對於當代宗教儀式與實踐進行分析與討論。 
 



看，卻仍然可以被放在民間信仰的這個範疇內來做討論。隨著本書各章的開展，

這些相關議題將會得到愈來愈清楚的呈現。 

 

 

三、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文獻回顧 

 本書自我定位為「漢人民間信仰社會學導論」，而且自我定位為是「以具體

時空網絡與社會關係下漢人民間信仰的內在運作邏輯」為考察對象。研究材料是

以一個聚落「台南西港保安村」（詳後）所延伸出去的各個層次（由社區、到跨

村落、到兩岸交流）的宗教活動，研究內容則涵蓋能展現漢人民間信仰完整性之

關鍵性環節的幾個連續性的主題（靈驗、香火、儀式、巡狩、地方性與大型地方

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互動），但觀察角度則有我個人獨特的對於「象徵

結構與能動者行動選擇間相互扣連模式」的較為詳盡與細膩的分析，總括為也就

是：對於漢人民間信仰基本運作邏輯之社會學研究取向的分析。 

 雖然我嘗試建立漢人民間信仰社會學的研究框架，但過去社會學對於漢人民

間信仰的研究相當有限，而且還大致上都是以現代社會中的民間信仰變遷與適應

為主要討論主題（林本炫 2000；陳杏枝 2002；瞿海源 1989；Chen〔陳杏枝〕

1995），僅在這個主題下偶而會實質性的討論到民間信仰的內在性質。一個相對

完整而典型的研究，如陳杏枝(2002)在台北縣西南角加蚋地區所做的調查所得到

幾點發現，很具有代表性：一、1950 年代末期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動搖了加蚋

地區原有公廟所賴以生存的地緣基礎；二、在此衝激下其所形成的祭祀圈範圍已

模糊不清，例如收丁錢早已不可行、住民對公廟的指稱亦不很確定；三、當地某

些宮廟的管理者和定期聚會者已不限於當地居民；四、私人宮壇紛紛設立，有些

可能發展成具有整合人群功能的「公」性質的廟，但其整合已經脫離了地緣性的

關係；五、極少數宮壇類似於原鄉居地的分支，所謂分香子廟，但事實上也已脫

離了原來的地緣色彩。簡言之，如她所述：「祭祀圈的概念是適用於人口變動較

小緩慢成長的地區，在人口變動如此大的地區顯然已無法適用。」(p.141)在此，

我們注意到因都市化的影響，地域性的民間信仰受到「去地域化」的作用，而逐

漸與地緣關係有所脫離。 

 如果要深入思考漢人民間信仰的內在性質，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反而主要

是來自於人類學界，尤其是西方人類學者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間在台灣進

行田野考察後，所得到的初步的討論架構，成為了後來有助於理解漢人民間信仰

的重要概念基礎。不過在討論西方人類學家的主要發現之前，我們要先簡略說明

台灣本土人類學界加以發展與應用較為多的民間信仰概念「祭祀圈」。 

 

民間信仰的空間範圍與對應的組織層面：祭祀圈 

 廣被台灣民間信仰研究者所使用的描述性工具當然是「祭祀圈」的概念和

方法，雖然它很難被稱為是一種理論，不過它確實是很好的描述方法與討論起點，



尤其是在配合歷史變遷層次之後，不失為觀照漢人民間信仰空間與組織層面的很

好的研究方法。因為相關回顧已經非常多，這裡將只提出幾個重點來做說明。 

 祭祀圈或祭祀範圍，起先是岡田謙（1960〔1938〕）在 1930 年代調查台灣北

部村落的特殊發現：發現通婚範圍、祖籍地的關係、市場交換關係等，與祭祀相

共一範圍，岡田謙乃進而共同祭祀活動的形式與內容。這裡可以看得出來，漢人

的民間信仰具有明顯的空間性，仍然是屬於自然團體（社會層次與宗教層次緊密

交融在一起）中的一部分，這些性質當然和西方基督教差異很大。 

 祭祀圈的概念後來被台灣人類學者加以精緻化，被以之作為描述漢人地方社

會的工具，簡單的講，根據林美容(1986:105)，祭祀圈是指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

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它與地域性(locality)及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有密切的關係，它有一定的範域(territory)，其範域也就是表示一個

地方社區涵蓋的範圍。相對應這個範圍的，則是範圍內的成員有各種權利與義務，

成員也會組成各類神明會團體，於是不少研究也將焦點放在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內

容，和神明會的性質上。 

 祭祀圈的概念受到不少質疑（參考張珣 2002），一方面同一個「圈」內不同

村落間的關係並不是均質的；一方面神明崇拜背後的信徒構成，也難以單一的圈

來限定；而隨著都市化，村庄人口外移，鄉村本身人口構成產生變化，新的都市

情境要以新的方式組合人群，於是各地廟會活動的模式都歷經了劇烈變遷，而不

能以傳統「圈」的概念來加以理解。 

 但筆者認為，做為一種描述性的工具，「祭祀圈」的性質，其實是內在於漢

人民間信仰的性質當中的，也就是就其基本型態來說：漢人民間信仰，基本上具

有一種「空間屬性」，儀式背後的構成，通常也具有一種集體性，是一群人共同

與一尊（或數尊）神明進行長期結盟，並將之落實在一個固定的地域關係內，而

所發生的各式各樣的宗教活動。於是，當我們說到「祭祀圈」這個名詞，就好像

如同說「地域性信仰崇拜」（territorial cults）這個名詞一樣，二者大致上是一個

同義詞。而「地域性信仰崇拜」這個詞，來自於 Sangren（1987：55），他指出 

「地域性信仰崇拜」背後包含兩個面向，文化的面向：是指在一個神明崇拜的基

礎上凝聚起來的地域性祭拜，這尊神明被認為在一個特定空間上有管轄權。社會

性的面向：是指地域崇拜在公眾性儀式裡有具體的構成，透過這些儀式，社區成

員聚集在一起，以一個法人團體的形式來行動。雖然看起來地域性廟宇是社區持

續性的象徵，但一個壇或廟並不夠成地域性信仰，背後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儀式才

是主要構成體。 

 筆者以為，「祭祀圈」概念本身，應是討論民間信仰的一個出發點，有助於

觀照到民間信仰的地域性屬性、成員構成和祭祀組織的形式，但一方面這些元素

當然還必須要放在歷史時空變遷中來加以討論，一方面祭祀活動中除了地域屬性

的內涵外還有更多象徵性的指涉（例如說儀式中與神明溝通的內容到底是什

麼？），這是祭祀圈概念所無法加以說明的。這些方面，過去西方人類學家的討

論可以說是做了很好的補充。 



除此之外，相當具有空間性格，而和祭祀圈概念可以對照來看的，是 Skinner

的階層性市場和階層性政治中心的有關理論。我把 Skinner 的概念視為是具體應

用所謂的「中地理論」（Christaller 1933；Losch 1940）於中國歷史發展與地理空

間的介於理論與描述之間的「描述性的框架」。透過這個「描述性的框架」，跨時

間序列中中國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發展，以階序性城鄉關係為焦點，而得到了較好，

而且是較能對應於經驗性資料的更為全面性的掌握。 

當然，Skinner 的討論比祭祀圈理論還繁複的多，當祭祀圈理論主要以地方

社區的宗教組織與儀式構成為主（單層次的宗教中地），但是 Skinner 的框架則是

多層次的政治中地與經濟中地，當然前者與後者可以相對應或扣連起來看，這時

我們可以去找出每一個層次政治中地或經濟中地所對應的宗教中地的相關儀式

表現，並可以看出不同層次宗教中地間儀式性關係建立的模式，這正是 Sangren

（1980）早期在他的博士論文裡所嘗試做過的。以上這些方面牽涉的議題比較複

雜，而且和民間信仰研究間並沒有太緊密的關係，我們暫時在此打主，而會留到

討論本書寫作之理論性脈絡的章節裡再來討論有關文獻。 

 

西方人類學家對於台灣民間信仰的討論 

 196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末期大陸開放以前，西方人類學家的漢人研究，

幾乎都是在台灣鄉村的田野工作中來收集資料，這和冷戰時期美國與大陸的隔閡、

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興趣、以及台灣做為美國的戰略性腹地等當然都有關係。

Gallin（1966）在彰化縣埔鹽、Pasternak（1972）對台南與屏東的比較、Jordan

（1972）在台南縣西港、Arhen（1973）、Wolf（1974b）、Harrell（1982）、Weller

（1987）等人的在三峽，Feuchtwang（1974b）在石碇、Baity（1975）在淡水、

Cohen（1976）在美濃、Sangren（1987）在桃園大溪等。這些田野民族誌，相當

決定性的影響了西方人類學界的漢人研究，這些學者大部分至今也都是相關學術

領域裡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較早期時，這些田野民族誌中圍繞著的主題常是關於血緣、家庭與宗法組織

等與漢人社會整合方面的有關議題，而大部分著作所得到的相當一致的結論是：

做為一個移民社會，Freedman（1958）著作中所曾出現的以父系血統，尤其是「宗

族法人團體」作為漢人（中國東南）社會結構原則的主要特點，這並不適用於台

灣，或至少是還需要經過很大的修正，反而是地緣性的民間信仰，和超地域性的

進香活動，在台灣社會裡，是更鮮明的有助於地方社會整合的要素。 

 關於民間信仰研究，西方人類學家根據台灣鄉村聚落而書寫的民族誌，具有

著典範性的引導作用，除了因為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中，民間信仰在整合人群上

扮演的格外重要的角色，而使各民族誌中特別凸顯了民間信仰的社會面向以外，

這更和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有關，因為人類學家到台灣鄉村進行田野研究，看到的

當然不是菁英的儒家思想，或是以經典和教義為依歸的佛教與道教的教派活動，

而通常所接觸更為廣泛的，會是日常地域性脈絡裡的民間信仰活動。 



 在長期資料累積中，大致上有幾個不同的研究焦點，這些部分我們在本書各

章中都會有所討論。不過在本章導論裡，我們將先摘要性的討論其中較具有代表

性的一些成果和觀點。 

 

同一性與差異性，兼及不同詮釋社群間的互動與並存   

 第一個研究主題，雖然其中各學者所關懷的問題其實不太一樣，但我們可以

將它歸納統稱為是關於漢人宗教場域裡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議題，學者們除了討

論漢人宗教場域中不同次場域間宗教內涵是否有同一性與差異性以外，更主要的

關注點，是關於如何去理解這種同一性和差異性？如何解釋造成這些同一性與差

異性的原因？以及進一步的說明漢人宗教場域內文化權力的操作模式和宗教象

徵體系本身所具有的內在性質等。 

 關於漢人宗教場域內的同一或差異的議題，早在 Arthur Wolf（1974a）早期

所編的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文集《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裡，全書

幾乎所有的論文都是在和這個議題對話。書中先以 Freedman 所認為的「漢人社

會可能存在著一個整合性的象徵系統」揭開序幕，而編者 Wolf 本人，他以「神、

鬼、祖先」來呈現漢人世界觀裡的基本範疇，這看起來好像是要找出漢人世界觀

裡的共通元素，但他實際上持著與 Freedman 完全相反的立場，而認為不同階層

之對於「神或鬼」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1974a：9）。Wolf 認為，基本範疇的存

在固然是有意義的問題，但是為什麼人們會對基本範疇的內容產生看法上的差異，

這可能才是人類學真正應該去探討的主題。《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書中 Robert Smith 所寫的結論，也強烈反對 Freedman 的看法，而認為漢人宗教

系統裡的多樣性的問題，遠比整體性或相同性的問題來得還更重要。 

 學者 James Watson（1976：358）則在別處表達了對於 Freedman 觀點的較為

同情性的看法，他認為 Freedman 不是完全反對差異性的存在，而是更想要去強

調，不同階層如何可能以不同方式去轉化同一個象徵體系，而這個體系，又如何

可能在一個抽象的層次上是統一的，其中關鍵性的環節是在於「轉化」，而不是

一致性。 

這個相同與差異性的問題，後來仍以不同方式不斷反覆出現著，譬如說

Weller（1987）以普渡儀式為例，而強調同樣的儀式，背後會有不同的「詮釋社

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存在，而這種「詮釋社群」的差異，有著反抗國家

的潛能。另外，與「詮釋社群」理論之結論有些近似，但出發點不同的來自

Feuchtwang（2001）之「帝國的隱喻」的說法（Feuchtwang 的重點在強調表面相

似背後的劇烈的差異性，而不是在強調多元性）──如同 Feuchtwang 所指出的，

表面上同屬於「帝國的隱喻」，但官方、民間與道士團體的世界觀之間，卻有著

劇烈的差異──這種說法，雖然出發點不同，似乎也可以被放在類似的概念平台

上（漢人社會中有著不同詮釋社群的存在）來被加以檢視。 



至於 James Watson（1985）使用的「標準化」（standarization）的概念，這個

概念和 Weller「詮釋社群」的概念也有相近性，但是理論意涵卻極不相同，Watson

以媽祖信仰為例，強調的是在官方冊封系統運作下，民間原來並非是媽祖崇拜的

系統，有可能被納入在媽祖的系統下，結果是，在表面統一的宗教符號的背後，

容納著各種差異性，這使得漢人宗教能同時維持著統一性與多樣性，不過統一性

所達成的並不是在教義層面，而僅是在儀式層面，「標準化」概念背後所隱含的

權力相對位置與權力協商的議題，其實比 Weller「詮釋社群」的概念還更動態性

的呈現出來了帝國王朝裡的宗教生態，和被這個生態影響之後所產生的民間信仰

的內在性質。 

 後來，對這些類似的說法，Sangren 曾進行了批判（2000：232-234），他說： 

 

和 Weller 相比，我們的不一樣是，我的模型有一種更高的涵蓋性，我的做法是，

我強調不同的詮釋、慾望與利益都是社會生產的「系統性的產物」，我認為它們

並非是出於「鑲嵌在不同情境的行動者」出於實用性的利益，而在一種明顯看得

出來的模式裡所發生出來的結果而已。 

 

簡言之，除了要注意到不同種類參與者帶有著不同的觀點和利益，我們更需要注

意到在更廣的社會與歷史過程裡，鑲嵌著不同社會主體相互連結間的「相互正當

化」的「修辭」，這才能夠讓這個鑲嵌在大部分信仰裡面的想像和詮釋的多重聲

音，可以被更鮮明的呈現出來（如同我在第三章所做的）。的確，這些過程是不

穩定的以及充滿矛盾的，但是在中國文化範圍內，如果我們假定有一種文化生產

的邏輯，以上的這種看法會是有用的。這個邏輯可以說明這些信仰現象的多重聲

音的可能性，這是中國社會（這裡包括了所有的層次，性別、慾望、社區、家庭

等）社會性生產過程的一個反身性的產物。換句話說，這個社會過程產生了（不

管程度有多大的）：一種中國社會的整合性（明顯的這在不同地方和時間裡是不

同的），並且也產生了信仰多重聲音的形式。 

 

Stephan Feuchtwang 和 Weller 一樣對於「中國文化過度整體性」的觀點有所懷

疑......Feuchtwang 提出了一個「比一般所認為的民間宗教的屬性，所來得帶

有更大的惡魔式的、破壞性的、和軍事般的對於天界力量的想像」。這樣的想像，

和官方或菁英份子對於天界力量的有關意識型態並不一致，這可以被理解為是一

種「被壓抑的和被壓制性」的「反文化」。......我認為他所講的事，應該可以

被視為是一個包含性很高的「社會總體性」內之分歧性的產出物。 

 

 簡言之，Sangren 同意 Weller 與 Feuchtwang 所認定的：漢人社會中有各類

有差異性的「詮釋社群」的存在，但是 Sangren 認為，我們不能單純以「出於不

同實用性目的而產生不同詮釋」這樣較為天真的看法來看待這種差異，也不能因

為這種多元社群的存在，就認定漢人社會有著劇烈的分歧性和異質性，而應該更



為深入去檢視漢人社會的「文化生產的邏輯」：是什麼樣的運作邏輯，而讓這個

社會同時產生出了差異性與統合性，而這個運作邏輯，又會具有一種什麼樣的社

會性的與文化性的作用？ 

 事實上，關於民間信仰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問題，還和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

間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當傳統帝國的行政工具不容易直接滲透到地方，中央政府

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借重於地方自理，民間信仰成為帝國權力向下滲透與地方自主

性向上發揮影響力的媒介平台，民間信仰象徵與實踐背後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其

實是更深刻地反映出複雜權力交錯關係裡的協商與控制。這一部分議題我們會放

到後面談國家框架變遷時再來做更詳細的說明。 

 

基本文化範疇與象徵邏輯 

 第二個研究主題：信眾日常生活情境中宗教活動的內在邏輯。研究者為了突

破以官方或制度性宗教為「大傳統」，和以「無固定文本」的民間信仰為「小傳

統」的這種分類上的不切實際，以及為了突破純以「制度性宗教」範疇（儒、釋、

道等）來理解漢人宗教的錯誤，由田野出發的人類學家，於是嘗試在日常社區生

活中找出漢人民間信仰的內在合理性。這種觀點，不一定就是「功能論式」的，

但是，如果將宗教活動放在自然生態或族群關係中來考察，其實很難不帶有功能

論的色彩；還有，若將這種觀點拉高到一個較一般性的層次，尤其是若是要去刻

意探索漢人宗教體系內部的基本元素時，研究角度往往也會開始帶有著結構主義

般的觀點（注意到信仰內部基本元素之間的一種較為持續性的「聯結模式」）。 

David Jordan1972 年以《神、鬼、祖先》為名，出版了博士論文的田野報告。 

他把台灣農村民間信仰活動放在社會體系與宗教體系之間「相互定義」與「相互

再生產」的交互性過程當中，有意識的突顯出來了漢人民間信仰的內在合理性。

「神」與「鬼」是定義「現實社會秩序」與「陰間秩序」的基本二元性構成（一

部分祖先居於中性的模糊位置，一部分祖先被吸納入鬼的範疇中）。而整本書，

也把大部分的力氣放在討論村民遇到鬼時的處理方式，以及村民如何與神明來結

盟以對抗鬼的問題。 

 在書中，先把鬼的概念跟「社會結構的不完整性和不正常狀態」連結在一起，

而完整的狀態，則是以父系原則界定出來的「圓滿」，這是保安村民所追求的理

想。圓滿，表示了一個父系家庭的循環史很完備（男人能結婚、女人能結婚並生

兒子、小孩子不會夭折、老人保持健康並活到高齡），也表示了一個父系家庭沒

有結構上的缺陷（父系繼嗣的那一條線可以一直傳下去）。不圓滿的事情，會被

刻意排斥或忽略，例如小孩夭折，會以不被哀悼的形式來加以埋葬。不過，在自

然狀態下，家庭總是常會發生結構上的缺陷，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這時候，人

們會用人為方法來加以處理，為了世系傳承能夠繼續，或為了那些被排除在這個

世系上的鬼魂還能夠有位置，於是男人（包括死後的男人）可以領養小孩，未婚

而死的女性則可以舉行冥魂。關鍵的要點是，要讓繼嗣的這一條線能夠一直延續



下去，只要每一個人都有後代，就會使所有家庭都達到圓滿。 

 圓滿是「平安」的先決條件，如果家庭不圓滿，就有可能發生「不平安」，

家中成員彼此爭吵、有人生病或死亡、經濟破產等，就是家庭層次的「不平安」。

同樣的，村落或國家，也都有著「平安」或「不平安」，「不平安」是指村落或國

家遇到了各種人事紛亂或天然災難。在家庭層次，暫時的「不平安」也許還可以

忽略不見，但是連續的災難，譬如說家中連續有人死亡、疾病找不出原因、經濟

接連出現問題，這就表示家庭出了問題，而且必然是來自於超自然的因素。換言

之，以疾病做例子，並不是因為家中某人生病而造成了家裡的「不平安」，而是

說，因為家中「不平安」，才會造成了某人生病。而這個「不平安」，原因通常出

在一個家庭的「不圓滿」，也就是「父系繼嗣原則」出了問題。這裡，Jordan 豐

富的民族誌已經初步揭開了漢人民間信仰內在邏輯研究的序幕。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Wolf（1974b）對於台灣民間社會，同樣以「神、鬼、

祖先」為名，而認為這三個範疇反映出來了農民對於外在社會世界（官員、乞丐、

與家人）的投射，我們或許可以稱這是一種「象徵的社會唯實論」。此外，Harrell

（1979）深入於漢人民間的神靈觀，討論祭拜孤魂野鬼的有應公崇拜叢結中，鬼

轉變成神的過程。Feuchtwang（1974b）早期著作，則已經深受結構主義影響，

注意到民間信仰祭祀行為中內在的象徵對比性，譬如拿香的數目上，拜祖先和拜

鬼神會有所不同；燒紙的方式，對神是燒金紙，對鬼與祖先是燒銀紙；祭拜的方

式，對鬼是取悅，對祖先與神則是祭拜等。 後，Feuchtwang 結論道：神和現

世官僚類似，是具有權威的陌生人，祖先是地方上的同盟者，鬼則是缺少正當性

手段的外人，雖然得到的是和 Wolf 同樣的結論，但是 Feuchtwang 所關心的是平

行在人間與超自然界間，共通的認知結構上的元素，而不是在於「超自然界範疇

是否是模仿自人間社會世界」的這個問題上。 

 結構主義式的看待漢人民間信仰內在邏輯的角度，在一本關於台北縣淡水和

關渡地區宗教活動的民族誌裡，有相當完整的呈現。Baity（1975）由一般民眾的

世界觀與宗教需求，尤其是由其中關於處理死亡污染的問題來著手，進而發現，

村民的需求，是經由不同廟宇與教派等不同管道中所共同提供出來的服務而得以

達成，包括：神壇解決私人問題，公廟保護地方，佛教處理了死亡的污染等等，

在其分析中，公與私，潔淨與污染等，是村民宗教內涵中對稱性象徵圖像裡的基

本構成元素。 

 這種內在基本象徵邏輯的看法，到了 Sangren（1987），有了相當大的發揮，

他明白表達出來就是要以「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處理漢人民間信仰，他認為

「陰與陽」（失序與秩序）元素間的關係，以及其間的媒介物「靈」等，加起來，

可以說明整套漢人世界的社會組織模式和宇宙構圖。而陰與陽，是一種相對關係

性的元素，所以當說「人是陽」的時候，鬼和神就都是陰的；但是當拿神與鬼來

做比較時，神就是陽而鬼就是陰；而神明之間若互相比較，我們又可以說觀音是

陰，媽祖是陽。接著，在 Sangren 的架構裡，認為在漢人民間信仰體系中，那種

可以跨越陰陽間的東西，會以所謂的「靈」來做表徵，我們說神明或一個東西很



靈，是因為他有能溝通陰陽，或是有能在陰陽間做轉介的能力。進而，Sangren

把這一套結構主義的觀點，和馬克斯主義的分析角度又連結了在一起，而認為：

那種被賦予在神明上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靈），它可以被理解為是關於「象

徵符號之關係」的文化邏輯的展現，和關於「社會關係之物質性運作邏輯」的一

個外顯的形式（2001：4）。Sangren 的觀點的確幫助我們由某個側面（陰與陽），

看到了漢人世界社會關係的基本組成模式和象徵符號世界的內在邏輯，和兩者之

間更密切的內在聯結性，但是這種以結構主義出發而形成的極為抽象性的討論，

也留下來了太多模稜兩可和未加解釋之處。 

 至於 Sangren（2000）後來所做的關於進香理論的分析，以及他的用「個人

主體生產」和「社會生產」的角度，以理解出來的「父系模式下的神話與宗教實

踐」，則更繁複的將社會邏輯和文化邏輯扣連在了一起，他將自己標識為是一種

實踐理論的綜合與應用（2000：188），也將其標示為這是一種「操控學式」

（cybernetic）的處理（2000：224-238），也就是將漢人「相互套疊起來的階序性」

（nested hierarchy）社會空間中，不同城鄉層次間的相互交迴性影響（如國家與

地方社會的互動），甚至和時間上循環性的歷史交迴（如朝代興衰），以及時間與

空間兩方面在交迴中的互動（如朝代興衰中的城市發展）等層面，都予以系統性

考量的那種研究取向（也參考 Sangren 2010），簡言之，這已是一種能注意到不

同社會層次間如何相互來回作用而呈現出系統性之影響模式的一種綜合性的觀

點：實踐理論的觀點。我們留到下一節中再加以說明 

 

整合性的觀點之一：實踐理論的角度  

 和前述基本文化範疇與象徵邏輯有些類似，但更強調行動者的主動性與選擇

性的看法，我們或許可以稱此為是一種實踐理論的研究角度，這種理論角度帶有

較高的整合性的色彩，強調的是在既有的文化象徵邏輯上，個人或集體既受限於

這些背景，又以這些環境或背景為基礎，而試圖積極主動的創造自身利益，並再

生產出自身和自身所屬群體的過程。一個實踐理論角度的分析取向，必須結合基

本文化範疇、不同社會集體關係、自然環境生態等多面向來加以討論，才可能完

全其分析工作。 

 要開展實踐理論的分析取向，可以先借鏡 Bourdieu（1991）所提出的一些基

本概念。Bourdieu 說，社會是一個多面向的空間，而其中每一個面向，就是一個

「場域」，在其中，個人和機構的代理人，彼此之間會對於特定場域中的特定資

本形式的生產、管理和消費等，進行著爭奪與競爭（Bourdieu & Wacquant 1992：

97）。在「宗教場域」中所爭奪的就是對於「宗教資本」的生產的掌控與管理。 

 「宗教場域」是什麼？Bourdieu 認為，宗教的主要社會功能，在於正當化社

會秩序，以及提供人們關於他們在社會秩序中位置的一個正當化（1991a：22）。

歷史上，出於社會上的分工的增加，而讓宗教場域成為一個與其他社會場域間相

互區別開來的自主性的場域（Rey 2007：78）。而個人為什麼會對各類不同社會



形式的資本會去追求，則可以透過「慣習」（habitus）這個概念來加以說明，「慣

習」是社會結構內化在個別行動者的部分，它同時是行動者「知覺的組織」（matrix 

of perception），和行動者的性情傾向之所在（seat of positions）。「慣習」，因此是

人格和行動決策背後的決定性因素，它並產生了一個人對於社會世界的身體上的、

認知上的、和實際操作上的感受（Bourdieu 1990：56）。 

 出於「慣習」，會將人教養或內化成，會想要去追求各種形式的資本，而一

旦追求得到，這種物質上的或是象徵性的資本（作為一種權力或資源的形式），

將會進一步決定了一個人在多重權力場域裡面的某一個特定場域裡的「位置」

（Rey 2007：56）。對於社會不平等，透過「慣習」，人們會產生一種知覺，認為

這種社會區別，是自然存在的，而不是社會所強制產生的，於是這乃將「社會區

別」，完全具體化了在「慣習」裡的認知模式上，這時，也就產生了「象徵性的

暴力」（symbolic violence）。社會中的任何手勢，動作、或者宣稱，都會增加了

這個構成了「象徵性暴力」的某種「錯誤性的認知」（misrecognition）， 後，會

讓人類社會裡面的宰制性的關係繼續持續下去（Rey 2007：56）。 

 以上實踐理論的看法，提供了我們很好的一面鏡子，去觀察漢人社會裡的宗

教場域到底界線與範圍在哪裡？其中行動者的「慣習」如何形成？這些「慣習」

如何引導行動者去追求「宗教資本」？官僚神明體系裡的階序概念，在這個「宗

教場域」中，如何被轉換成「宗教資本」的操作？又如何繼續影響宗教資源的分

配？漢人民間信仰中的「錯誤性認知」是什麼？這如何有助於社會達成生產與再

生產？雖然目前我們還沒有能夠以「實踐理論」去全面的分析漢人民間信仰中的

宗教場域的運作，但至少出於「實踐理論」的某些基本前提與觀念，是有助於我

們更為深刻與貼切的去，由行動者本身的角度，瞭解到各類宗教象徵符號，在民

眾真實生活脈絡裡的意義與作用方式的。 

 漢人民間信仰研究中，僅有 Sangren 曾自覺性的自我標示為是採用著實踐理

論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因為他清楚的將自己專書（2001）中的分析，標示為是能

同時注意到個體能動者如何生產出集體性社會結果，和這個集體結果又如何將行

動者的慾望與主體生產出來的一種辯證性的所謂「實踐理論取向方析」。但事實

上，在 Sangren 如此明確表露之外，不少其它研究已經隱隱約約在使用著實踐理

論的觀點（注意到行動者的能動性，和這種能動性所累積的集體性結果，有可能

反過來對行動者產生影響）。 

 例如說，Lagerwey（2010）將民間信仰放在傳統「姓氏村落」（單姓或多姓

村）間彼此高度競爭自然資源的生態環境中來做理解，其中，風水和儀式，正是

處在這種高度競爭中，一個或多個姓氏團體，對於自己的族群如何能夠成功的嵌

入於一個特定時間與空間裡的「傳說故事式的再現」。故事中，威脅性的環境就

是鬼，利於生存的機會便是神，因此，宗教時空中密集性的神明與鬼，正是反映

出社會性時空中密集性的困境與機會。結論性的來說，Lagerwey 生動的說道： 

 

 如果一個關於生存的策略性的、機會主義式的手段，會被當作是關於漢人宗



教與社會生活的主要特質，那麼，秘密性的方法、專門執事者、神話故事、神明

啟示以及投機式的冒險，便成為了關係密切的衍生性的特質。在激烈競爭稀少性

資源的脈絡裡，如何能獲得最好的專家──也就是那些少數知道怎麼樣來閱讀地

景與曆法中的隱密性文本，並能採取適當行動的人──這一件事情至為關鍵。傳

說故事裡解釋了是哪些人？和他們以什麼方式得到了成功或失敗？誇張的傳說

故事則強化了這個競爭性的意象。 

 .......訴諸神明啟示與投機式的冒險，或許是發生在競爭性脈絡裡最真實

顯露的態度與策略，在漢人儀式生活裡，求助於神明啟示，幾乎已達到強迫性執

著的頻率。在一個層次上，這表達了類似於前述所講的對於合適的行動的焦慮；

另一方面，在一個更基本的層次上，這是在一個特定情境中避免衝突的方法，這

個情境，根據定義來說，是一個複雜劇烈的情境：神明所代表的，不只是每個人

都想要的物品，也是公共性的利益，而人們非常注意著，獲得這些利益的管道是

否是有著公平性。 

 ......透過神明啟示，讓事情由機運來決定，告訴了我們關於神明的一些基

本性質：祂們代表著機運。在一個充滿競爭和充滿策略性運作的世界裡，機運是

能超越在這兩者之上的事物，而它，也正是典型的漢人們之想像著超越性的方

式。 

 
 簡言之，神明崇拜，其實是自然村落中姓氏團體憑藉以競爭資源和自我理解

的一個結晶化的產物，它其實就是等同於「機運」（chance）之稀少性資源的「再

現」，神明的支持，正是一場「機運」競爭中的想像，在此想像中，「神明式的再

現」，幫助了特定姓氏團體或數個特定姓氏團體，使其得以落戶並繁衍在一個特

地地區中，並以風水和儀式傳說化了其存在的歷史。 

 注意到自然與社會生態中民間信仰的合理性，其實一直是漢人民間信仰研究

中的重要傳統。人類學家田野研究的研究取向，很自然的和這種研究傳統有著一

定的親合性。Lagerwey（2010）的把風水和地方宗教儀式，看做是漢人農村聚落

裡，不同人群在激烈資源競爭過程中，所產生的生存策略與文化再現模式，這個

結論，一方面注意到「漢人民間信仰內在邏輯合理性」，一方面也注意到在場域

中不同行動者如何能競相爭取象徵資源，以達到個人或集體利益的極大化，這種

觀點，其實和實踐理論的出發現相當接近。 

 Lagerwey 並沒有使用到實踐理論這個名稱，倒是 Sangren（2000：4）在整

合漢人社會的象徵邏輯與社會生產等面向時，更清楚的標識出其理論取向是一種

「實踐理論」的，不過，Sangren 並不是對於實踐理論的全面運用，而是特別著

重個人能動性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性關係。引伸 Bourdieu（1990）的立場，

Sangren 指出，「實踐導向」的社會分析，聲稱要回復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中的個人

或「能動者」的角色，Sangren 指出，實踐理論「立基於認定文化是一個將人類

轉化世界的潛力予以具體化的過程，並且也認定了這個過程會反過來塑造其生產

者」（2000：188）。而實踐理論則是要以某種方式來解釋社會行動，這個方式是



（2000：189）：  

 

我們想要同時說明「個人們，如何是他們自己的社會化、他們具體的文化情境、

他們不同位置所產生的經驗（經由階級、性別、社會地會等的差異）等這些因素

的一個結果」；另一方面，「人們又如何是這些同樣情況裡面的真正的能動者和生

產者」。 

 

 而 Sangren（2000：234）也說，他在《中國的社會邏輯》一書中，主要的討

論方向，即是要去說明：存在於「異化形式」裡的「生產性力量之再現」（也就

是神明），如何被納入到社會生產過程裡的運作邏輯；Sangren 也強調，這些異化

性的形式中，已體現出來了中國文化裡的整合性與分離性的動態性原理。 

 Sangren 具體的分析與討論，不是我們這裡能夠詳細呈現的，大致上，Sangren

（2000）的討論中顯示：透過將宗教象徵看成是個人生產力的「異化性的重新包

裝」，我們可以理解個人為何會如此熱衷於宗教活動，也可以理解社會如何透過

宗教這個過程，將個人力量集中起來，既維護了既有階層與性別的分工，也源源

不斷創造出了傳統社會的延續與再生產。Sangren 比較精緻的分析了香火的歷程、

地方廟宇正當性的競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香客在進香活動中的自我認知、父

系生產模式中某些神話裡所傳達出來的女性與男性慾望的結構等等。 

 實踐理論的分析，應該可以適用於任何社會，但更重要的是，透過有關分析，

除了能夠有助於我們去說明各個社會集體相聯結起來的基本模式以外，更能夠幫

助我們去注意到在不同地區或文化脈絡裡，不同社會行動場域間聯結關係方式上

所具有的獨特性。譬如說傳統漢人社會中的「平安」的概念，可能聯結了個人、

村落與帝國，也創造了個人對於集體的付出，但是在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

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宗教概念（如救贖的概念）來聯結個人、莊園與國家，並且其

不同集體間也會有不同於漢人社會的競爭與聯結的方式。使用實踐理論的分析取

向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場域中進行分析，或許有助於更深刻的幫助我們注意到意

識型態在個人與集體再生產層面上的作用與結果。 

 

整合性觀點之二：權力的「文化交結銜接叢」與漢人地方社會的性質 

 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研究，除了以上這些主題（社會整合的組織原則、一致性

與多樣性、民間信仰的內在邏輯）以及這些主題的引伸議題（祭祀圈信仰圈、地

方與中央的差異與整合、地方性的反抗、超自然界不同範疇間的內在關係）以外，

還有一個在基本前提假設上與實踐理論有些類似（強調行動者在宗教場域中的利

益擴展與文化操作），但觀照點頗為不同的研究角度，我稱之為是「權力的『文

化交結銜接叢』」（cultural nexus of power）與地方公眾社會的研究領域。 

 相關概念主要是由歷史學家 Duara（1988）所引發，其所涉及的，是地方性

公眾場域與地方性文化權力生產的問題。Duara 的研究，出於實際歷史問題上的



關懷：當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歷程。 

 首先，根據西方歷史經驗，Charles Tilly（1975）曾建議，我們 好視歐洲

近代國家的形成，為十八世紀的「國家形成」（包括科層體制建立、中央政治機

構深入地方、權力的整合與集中），和後來的「民族建立」（創造民眾對國家的認

同和增加市民對國家的參與和忠誠度）兩個接續性的歷程（轉述自 Duara 1988：

2）。Duara 則指出，出於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與現代化的急迫性，發生在歐洲國

家的兩個歷程，在中國卻是同時壓縮在一起，也造成近代中國中央與地方的劇烈

的衝擊。  

更具體來說，根據日本南滿鐵道會社 1940-42 年間在中國華北六個村落的調

查資料，Duara 在分析中指出，在傳統中華帝國，有一個權力的「文化交結銜接

叢」（以下簡稱「銜接叢」）這樣的「共同的參考架構」存在著，它連接著國家、

士紳、和其他階級（1998：15)。這個「銜接叢」，包括宗教、宗族、市場、灌溉、

和其他社會網絡，它提供了「共同分享的象徵性價值」(p.24)以來正當化鄉村的

秩序。但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政府刻意和地方既有的宗族組織分離，並以激

烈的「反迷信」運動來打擊地方宗教。在此同一時間，國家雖擴張了功能和規模，

但卻沒有提高它的效率。Duara 借用 Geertz 的概念，而稱之為「滯化」（involution）：

加倍的用舊的手段來提高生產力，卻無法將系統的效率真正有所提昇。 
 而當國民黨建立了各種新的稅收（「攤款制」）以配合擴張中的國家，也創造

了新的地方徵稅者（Duara 稱之為「專業掮客」〔entrepreneurial brokers〕，類似於

地方流氓），但也導致大量傳統地方型頭人的流失與分離，結果是「治政領導階

層與傳統「文化交結銜接叢」之間脫節（p.243）， 後是地方菁英與國家都喪失

了正當性，地方真空與國家正當性喪失下，這正是後來共產黨革命得以快速成功

發展的背景。 

 Duara 的歷史觀點很有爭議（參考 Esherick 1989，Keating1992 等人的書評），

他的資料僅僅出自六個華北農村，還有，如果國民黨反地方宗教而招致失敗，共

產黨不是更反宗教？不過，他所使用的方法和概念，卻相當值得參考，尤其是他

所給予漢人民間信仰的一個政治歷程上的理論性位置，更是值得漢人民間信仰社

會學研究拿來作為一個基本前提與考察框架。 

 在方法論上，作為歷史學家，Duara（1988：261）想要找出一個介於和能超

越於「中央過程與地方過程、上層文化與通俗文化、行動與結構、歷時性與同時

性、敘事與分析」等這種種「二元性」之間的中間位置。因此，以這種個人、社

會網絡、組織、文化觀念等交織成的「社會認知框架與行動叢結」為分析性的整

體，或許能創造出「能達成前述方法論上的目的，以更合適的來理解漢人民間信

仰與政治文化過程的視野」。 

 在概念的創新上，即使我們不同意於 Duara 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詮釋與理解

（筆者以為，反迷信與追求進步，已是當代中國追求民族國家形成的必然歷程，

這不能被當做能解釋國民黨失敗的「內在性歷史原因」），不過他所提出的「權力

的『文化交結銜接叢』」的概念──也就是「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



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所構成的體系」，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有助描述地方社會權

力運作性質與民間信仰的政治社會作用的概念。透過這個概念，也可以給漢人民

間信仰一個較佳的理論性位置，也就是：漢人地方社會的權力運作，是包裹在文

化認知下的社會關係與宗教修辭裡的，在關係與組織形式上，這包括了宗教、宗

族、市場、灌溉、和周邊社會網絡，在內容上，則又是經由社區中的集體性儀式

實踐中，既聯結又限定了社會關係與組織。 

 「權力的『文化交結銜接叢』」是傳統地方社會運作 基本的媒介平台，平

台中創造了正當性、公眾性與秩序，產生了地方菁英階層，也構成了中央政府介

入地方的通路（一方面藉由冊封制度進入地方信仰系統，一方面透過地方菁英的

中介來徵稅和吸納地方人士的忠誠）。政治權力如果不經過這種文化認知與地方

社會關係的包裝，是不可能發生深入作用的。「銜接叢」這個概念，注意到漢人

民間社會的信仰形式與社會關係，凸顯了民間信仰體系的自主性，也賦予了民間

信仰一個較佳的理論性位置，顯然超越了過去的「仕紳社會」或「儒家意識型態」

這類理解漢人地方社會的概念（Duara 1988：15）。 

 1990 年代以後，台灣學界在 Paul Katz（1999）實際應用 Duara 有關概念來

進行分析的影響下，以「文化權力網絡」為名來分析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民間

社會的形成與民間信仰的操作，一時蔚為風潮（參考王志宇 2008：266）。王志

宇（2008：256-278）評估後，認為這種角度過多注意到民間信仰的政治功能與象

徵資本上的交換價值，但沒有注意到漢人「社會文化空間」背後更深層的「天人

玄理思維模式」，以及「天、地、人」關係連動平衡下的「超穩定結構」（王志宇

2008︰273 中引用金觀濤、劉青峰 1992 的說法）。 

 作為本書導論，我們這裡將僅只是提出過去學界有助於理解漢人民間信仰的

視野與角度，而不去實質介入王志宇所提到的更深層的漢人「天人玄理思維模式」

方面的議題。但我們注意到，雖然「權力的『文化交結銜接叢』」的觀點，的確

還不足以涵蓋漢人民間信仰的深層思維模式，但能夠透過這種觀點來正視民間信

仰在漢人地方社會中銜接地方與國家的關鍵性機制，以及正視漢人政治與權威歷

程中，民間信仰所構成的象徵性與社會關係性操作場域的運作模式，這的確是

Duara 的著作所帶給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析性的角度。而本書將會等

到在結論的章節中，在全書實質性的分析已經完成後，再回過頭來討論和這個概

念有關的某些議題。 

 

 

四、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幾個歷史社會文化向度的說明 

 民間信仰常被看做是「非官方的」地方性宗教實踐，有幾個字常常會被人將

之與民間信仰連想在一起，如萬物有靈論（Animism）、巫術（Magic）、多神信

仰（Polytheism）、超自然崇拜、靈驗、農民的宗教信仰等等。 

 在學術發展史上，這些名詞，或是由此衍伸而來的詞句背後，多半曾經帶有



著濃厚的演化論上的意味，也就是以西方一神論的制度性宗教基督教構想為歷史

演化上的高級或後期階段，而以萬物有靈論、巫術使用、多神信仰等，視為演化

上的低級或早期階段（如 Bellah 1964；Tylor 1871）。 

 以上這些個別名詞的字義與學術史上的位置，我們會留到相關章節中再來有

所討論，對於出自西方文化中心論而所做出的高低性的價值論斷，本書當然持反

對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本書卻也會認為，在一個比較宗教的角度上，萬物

有靈論、巫術、多神信仰、超自然崇拜、靈驗、農民的宗教信仰等，這些概念的

確是在某些向度上捕捉到了漢人民間信仰的性質，只是，這些性質不應被放在宗

教演化的尺規上來被看待，而應被放在人類宗教經驗背後的一些基本結構與性質

裡來被理解。更且，在理解這些性質的同時，我們若還想要更深入的來討論與分

析漢人民間信仰，我們反而是要在這些面向在漢人社會裡所展現出來的各種特殊

性上再來有所考察，才可能幫助我們更近距離的對焦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實際，而

不致於只是在一個相當一般性的層次上來理解漢人民間信仰的象徵體系與實踐

操作。而以上這些議題，在經過了本書各章實證材料的檢驗後，我們將會得到一

些相對周延性的說明與分析。不過，此處，在本書導論性的這個章節裡，我們可

以先就幾個重點做一些引導性的說明： 

 

以保護型相互關係為主的萬物有靈論 

 我們不會將整個漢人民間信仰系統直接標識為就僅是「萬物有靈論」，也就

是：相信週遭事物都具有生命特質、神聖特質或神秘特質的這種教義與實踐系統，

但是無可否認，正如法國人類學家 Descola3（1992, 1996）所指出，「萬物有靈論」

是人類思維與行動的基本形式，它將自然物件賦予人類的氣質和社會特性；相對

的是另一種形式︰「圖騰信仰」（totemism），其中將社會單位賦予自然對象般的

象徵化。簡言之，我們要說，在人類思維上，對於人類與外界的關係，背後往往

假設了超自然世界的存在，並假設了人類與超自然界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漢

人民間信仰世界與這種人類基本思維模式間，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不過，我要強調，更關鍵的是，雖然說「萬物有靈論」是人類與自然界關係

模式的一個抽象性的類型建構，但是在不同文化區域，它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這種反映在超自然與自然、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互動模式的認定上的差異，才是人

類學上 有意義的課題。而這一方面，根據前述 Descola（1992, 1996），他依據

其在中南美洲各地原住民區域田野採集的資料，而區別出來了三種「萬物有靈論」：

掠奪型、互惠型和保護型（predation, reciprocity, protection），三者分別出於不同

的自然生態，而影響了其中對於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認定，這種分類是相當具有參

考價值的。 

細節部分我們不在這裡仔細追究，Dsecola 小社區的田野考察當然也和大型

社會不能一概能論，不過有趣的是，我們由 Descola 所描述的第三種類型──「保

                                                 
3 感謝林雨璇教授提醒筆者注意到法國人類學家 Descola 對於「萬物有靈論」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護型」裡，發現某一類型「萬物有靈論」的許多特徵，也確實是漢人民間信仰裡

常可以見到的一些特徵，而這給了我們一些，有可能憑藉此而能來對於漢人民間

信仰進行初步觀察的可依據的參照標準。 

Descola（1996：90-91）對於「保護型」（protection）「萬物有靈論」的說明，

並沒有直接對應於特定部落，而是附著在有著「互惠型」「萬物有靈論」部落中

所常可能會進一步出現的某種新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模式。這個「保護型」的「萬

物有靈論」，又可以被稱之為是「階序性的涵攝型」（hierarchical inclusion），它

是在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長期互惠之後，而彼此產生的一種更為密切的相互保護與

階序性包含關係。簡言之，它是建築在「保護型」而得以進一步演化與發展的某

種人與自然界的關係。 

Descola 指出，在某些情況下，當大量自然界（植物或動物）的存在，都要

依賴人類來創造出它們的再生產（人類自己這樣認知），或是說當這些自然界的

存在與人類的關係已密切到成為了人類社會組織裡的一部分，這時，自然與人類

長期的互惠與共生關係便已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二者間乃會產生更深的情感連

帶，甚至於彼此間一種階序性的情感關係也會開始被孳生出來。於是，人類在這

個情感關係中的投入，將會使人們逐漸出現關於「人與自然間有著互惠性關係」

的認知，也將會創造出來了一種「較為溫和的父權式的自然與人間的關係模式」

的理解，原先「較為嚴酷的自然與人間掠奪式的關係」之認知模式會逐漸改變，

宇宙萬物於是會被人們理解為是一種「有階序的、不對稱性的相互保護與依賴式

的關係組合」。 

 Descola 本人並沒有有關於東方宗教「萬物有靈論」的研究實例，不過，他

所提出的這種「保護型」，或是「階序性的涵攝型」（hierarchical inclusion）「萬物

有靈論」的意象，和漢人社區農業生態裡滋生蔓長的地方性民間信仰，有著某種

類似性，這一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對於這個類型學的理解，也有助於我們

在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現象進行任何實質分析之前，先能有一些前提性的心理準備

與知識背景。以保護型相互關係為主的「萬物有靈論」，其內部各種相關元素的

組合模式（人與自然、精靈、祖先和神明等之間的關係），很值得作為我們觀察

與分析漢人民間信仰時的一些可加以參照的理論性框架，這也提醒了我們，在跨

文化比較的基礎上，漢人民間信仰有可能被放在一個什麼樣的相對位置與座標

上。 

 

超自然世界已被濃厚的人文化 

 除了這個「保護」與「階序性涵攝」的意象以外，漢人民間信仰背後象徵世

界所具有的濃厚的人文化的特質，則是漢人民間信仰另一個前提性的歷史與文化

向度。 

 正如在本書在第二章裡將會詳細論述的，出於各種歷史與政治上的原因，漢

人世界已經出現了相信「人可能轉變成神」的文化認知與實踐操作，也經常把「正



神」想像成是具有慈悲心腸和具有服務公眾精神的已達成理想儒家或佛教境界的

靈魂（Jordan 1972：35-37），這已賦予超自然世界一種濃厚的「人文化」的色彩。

在這種情況下，漢人的靈驗觀，已不單純是一種個別性的巫術操弄，也涉及到人

與「人文理想薰陶下的神」的特殊的互動模式，甚至於有可能成為能促進信眾修

練與轉化的媒介，在這裡，漢人世界的靈驗觀，已是一個以巫術為基礎，但卻提

昇到修行層次的複雜宗教系統了。而且，它背後的帶有儒家和佛教色彩，滿足了

地方對於公眾性的期待，也讓它（靈驗的觀念與操作）有可能成為不同場域間相

互轉換的一個操作平台。當然，這一種對於神明內在道德屬性的認定，更促進了

超自然象徵系統內各範疇的由「排他」到「開放」方向的移動（見第二章）。 

 而且，當建築在「人文化」的基礎之上，漢人世界的巫術使用，又繼續被加

以高度的「理性化」和「系統化」，這指的是出於官僚系統的概念，而對於神明

位階與功能產生了更為清楚與系統化的定義，天上官僚體系對於人間行為的管理

也成為了無隙縫的監視。於是，這種對於超自然體系全盤化的加以整編與定義的

方式，已將單純個別的與某個超自然界存在的交涉，改變為是與「整個超自然官

僚體系」的互動與交涉了。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漢人世界裡，經過了轉化與系

統化以後的巫術，已經成為一套嚴密的意識型態與實作操作系統，開始全面影響

著這個文化系統底下的民眾。於是，也正是在前面這些條件下，社會群體有可能

和某些神明形成較為長期的結盟關係，因為某些超自然存在被認為是更穩定與更

可期待，具有特殊權力的職掌，並且也需要與人間的某些人發展出「被供奉祭拜」

的關係。長期性的結盟取代了原本可能只是短暫的求助與交換關係，這也成為了

漢人靈驗操作中相當獨特的面向。 

 簡言之，出於以上這些人文化的面向，乃使得漢人民間信仰在充滿著靈驗色

彩的同時，卻也同時有著極為獨特的關於社會與歷史文化的沈澱與累積。 

 

兩種象徵類比下的重疊性 

漢人民間信仰中，「靈驗」，那種認為「超自然實體在現實世界裡所展現出來

的某種效驗」的想法，在俗民宗教觀念中極為普遍，這一部份我們會在第二章中

進行較為密集性的探討。不過在目前導論的章節裡，我們要強調，漢人民間信仰

的靈驗觀，奠基於一套有機體式的象徵類比，將世界看成是各種生命體之間的相

互關係，然而漢人的世界觀並不僅僅只有一套象徵類比性的模型，事實上它還存

在著另外一套機械式的宇宙論，這一點到了第五章在我們討論完集體性通過儀式

之後會說明得更清楚，這裡僅先略作前提性的說明。 

雖然歷史形成的原因極為複雜，內容也不是我們在這裡所能夠進行完整探討

的，不過，在現在的脈絡裡，我們至少需要知道，漢人的民間信仰世界，確實有

兩套「根本象徵類比」在運作（詳後），而宗教執事者會交錯運用與認知這兩套

系統，一般民眾則是通常會在認知與實踐層次上將這兩套模式相混淆在一起而不

做太仔細的區別。而這兩者間雖然不見得會產生劇烈的矛盾，其內在也有可以相



貫通之處（參考第五章），但是其推論邏輯卻有各自的系統，兩者間也常有不能

完全相互對應之處。 

細節我們將會在第五章中再來詳細討論，這裡僅是先做一個概略性的導言。

首先，依據 Hiebert、Shaw、Tienou （1999：45-72）等人對於信仰體系的分析，

他們曾提出了所謂「根本象徵類比」（root metaphors）的分類原則。「根本象徵類

比」，是人們對事物發生原因的基本看待方式，而 Hiebert 等學者提出，在宗教象

徵的世界裡，出於跨文化比較的觀點，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種普遍存在的「根本

象徵類比」，一種是「有機體式的模型」（organic）、一種是「機械原理式的模型」

（mechanic）：在「有機體式的模型」裡，會將世界內部看成是諸多發生相互關係

的生命體，世界各元素都是有生命的，都會經歷和人類生命（生老病死等）一樣

的類似過程，各種事物發展的背後也都具有倫理上的性質；在「機械原理式的模

式」中，卻是把宇宙萬物看成機械性原則的運作，零件組成了整體，事物決定性

的原則是「非人身性」的自然律，而不會帶有倫理上的性質。 

 「有機體式的模型」是一種很單純的推論方式，相信充斥在自然界或超自然

界間，有各種外力作用，這些外力還是具有生命力的各類個體，有可能影響人類

的活動，人類為了要獲得平安，也就要和這些外力打交道。這樣的一種操作的方

式，我們在蒲慕州（2004：24-25）對於古代中國宗教研究裡看得很明顯，蒲慕

州根據大量史料探討中國漢以及漢以前民間的宗教活動，而提出了適用於中國古

代宗教（尤其是民間宗教）的定義，也就是：「對於人之外力量的信仰」，而這種

力量： 

 

可以主動或被動的作用於人和社會，從而改變其命運。在此信仰中，總是會牽涉

到一些人之外的力量的媒介體，來將這力量作用於人生之上，而這些媒介體可能

是有生命或無生命的，也可能是自然或超自然的。這些媒介體可能是祖先、神靈、

鬼魂等具有某些力量的個體，也可能是力量本身，如風雨雷電等自然現象，雖然

自然現象也有可能有特定的媒介體，如擬人化的自然神等。......在感受到人外

的力量之後，人通常就會設法與此力量取得協調。取得協調的方法，也就是所謂

的宗教活動，則包括各種崇拜儀式、祈禱，和法術等公開或私下的活動。這些活

動的目的基本上不外乎求個人或親友的福祉，這也是維持一種信仰形式的主要動

力。......... 

 

在感受到人外的力量之後，人通常就會設法與此力量取得協調。取得協調的方法，

也就是所謂的宗教活動，則包括各種崇拜儀式、祈禱，和法術等公開或私下的活

動。這些活動的目的基本上不外乎求個人或親友的福祉，這也是維持一種信仰形

式的主要動力。在這定義範圍中，不論是有組織、有教義的合理化的宗教，或者

是分散性、地方性、無組織、無固定宗旨的信仰活動，都可以稱為是宗教信仰。 

 

 在這個意義下，我們看到，漢人民間信仰中很大的一部份，大致上就是由這



種傳統中所延續下來的能幫助個人或集體來面對環境與生存困難的手段。行動者，

在透過超自然之中介者的介入後，而得以抒解緊張與困難的狀態。手段的操作是

人身性和區域性的，手段本身不具有普遍性，它也沒有辦法透過一種具有普遍性

意義的辭彙來加以陳述出來。這種行動類型事實上是一種要求奇蹟出現的反應模

式。 

 不過，除了這一種「有機體式的模型」以外，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另一套認知

模式是，在中國，至少由春秋戰國開始，甚至更早的殷商時代，也已經開始出現

了一套與前述素樸的「有機體式模型」並行的「機械原理式的模型」（mechanic）：

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並且是一個從中心向四方無限延伸的、對稱而整齊的空間

所構成的整體（劉清虔 2003：62-63）。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各有所司，且天、地、

人之間密切相關，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秩序感」。正如同葛兆光對於殷周戰國

時代的文獻所歸納，發現在當時各種巫術與超自然象徵背後，已逐漸浮現出這樣

一套世界觀（1998：224-5）： 

即使在一般社會成員的心目中，他們面前這個世界也還是一個整體，而且是依個

從中心向四方(或是六方)無限延伸的、對稱、整齊的空間構成的整體，日月星辰、

風雨雷電都各有所司，而且各有軌跡。天、地、人之間密切相關，任何一種異樣

的變化都是一種特殊的預兆，任何一點特別的現象都可能引發另一對稱處的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人思考「天」、「地」、「人」、「鬼」的問題時總是把這個宇宙當成渾

然合一、壟罩一切的整體，並產生一種根深蒂固的秩序感。首先，由於自身即在

這個宇宙之中，他們不會以一個「人」的「主體」視角跳出來觀察宇宙，把宇宙

當作「對象化」的「客體」；其次，由於一切都在一個有條不？的宇宙整體之中，

整體的秩序就可以使人們有一種安全感，即使這種秩序並不是由制度和法律、知

識和技術所設定的，只是依種神祕的規則，人們也可以相信，只要遵循這種規則，

就可以掌握命運。 

 

在這套抽象性更高的「機械原理模型」裡，認為世界是一個對稱而整齊的空間所

構成，其中所有元素間會相互平衡扣連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整體，在世界秩序失常

時，也能在經過調整相關神祕規則之後，而可能讓宇宙重新恢復平衡。這一類「機

械原理模型」，當然也可能存在於其他的文化區域，但顯然的，中國在這一方面

發展的比較早也比較完整，而且很早也就開始跟學術觀點或政治力的操作結合在

一起。我們引述 Feuchtwang 的一段話（2001︰9）︰ 

 

接受王朝或是古典正統儀禮的權威，也形同於接受「秩序性宇宙存在」的想法。

一個有機式宇宙的同步性，或是和諧性，不必具有起源者和外在的創造意志，這

通常被當作是最關鍵的區別出「中國宇宙和歷史觀念」於「其他地區的宇宙和歷

史觀念」的主要特質。 

 

 簡言之，古代中國已成熟發展的「機械原理式的模型」，將宇宙看成一個內



部各元素間相互協調性的整體，以某種機械性的法則運作，消極來說，個人依循

此法則，就能夠與這套秩序相協調而得到平安，積極來說，則人們也可能經由瞭

解與認識這套法則，掌握趨吉避凶的技術而改變命運（這也正是民間各種方技術

數的來源，參考劉清虔 2003：63-64）。 

但是，長期歷史發展演變中，「有機體式的模型」和「機械原理式的模型」

這兩套認知與操作模式如何可能並存在同一個漢人社會中？這二者間又有無可

能加以相互連結與轉化之處？這些問題我們都會留到第五章中再來詳談，而在目

前導論的章節裡，我們除了提醒讀者注意到兩個象徵類比形式與內容間的基本差

異以外，我們也要提醒讀者先注意兩件事：一、自秦漢以來，漢人民間信仰中就

始終是處於這種兩種基本象徵類比並存的情況了；二、在二者共存的特殊對比與

組合中，是有可能創造出漢人民間信仰獨特的「後設結構」（meta-structure）的，

也就是那種能適當融合與調節這兩者的認知與實踐結構。種種議題我們都留到第

五章中再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帝國治理與地方社區自主性互動過程中的民間信仰 

 在中華帝國的漫長歷史中，帝國的行政工具不容易直接滲透到地方，在某種

程度上必須借重於地方自理，但是另一方面，帝國又希望能藉由意識型態的塑造，

以有利於地方與中央間的階序性秩序的維繫。 

在這些方面，例如說一般常稱的「華南研究學派」（例如參考科大衛 2004；

科大衛、劉志偉 2000；蕭鳳霞 2004），就曾經特別的注意到了歷史分期中帝國

治理與地方社區自主性互動過程中的宗族組織與民間信仰。而在這種特殊的政治

生態中，國家對地方是一種「間接治理」的型態，地方所謂的「第二政府」（Dean

〔丁荷生〕2000）──地方血緣、姓氏、廟宇網絡等所構成的相對自主性的地方

治理模式──也逐漸在中央與地方互動的歷史過程和地方複雜權力關係交錯的

空間過程裡，而逐漸被型塑了出來。在以上的背景下，所謂的家族、氏族、宗族、

鄉族或民間信仰等，都開始具有了複雜的歷史性格與政治意義，而不是單純的結

社性活動而已了（參考鄭振滿 2009）。民間信仰，則是不同時間、不同地區（廣

東、福建狀況各不相同）歷史交疊中，和中華帝國晚期的地方治理特別有關的地

方性宗教實踐。 

 更且，當國家利用地方自生的力量來進行間接統治，在以各種方式試圖將中

央所欲推行的意識型態滲透到地方時，必然在某種程度上會帶入士大大夫化或士

紳化等的因子到地方性的結社活動當中。地方信仰活動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既擔

任著地方自主性的樞紐，也承擔著國家統治意識型態的媒介管道，這成為了影響

漢人民間信仰發展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變數。 

  以上這些歷史細節或許不是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所能深究的，然而經過這些

歷史沈澱後所產生的當代漢人民間信仰，位在帝國治理與地方社區自主性間的交

會點上，它如何能有著穿越不同層次空間（角頭、村庄、城鎮、中央政府）和連



結不同層次人群（個人、家庭、鄰坊、家族、社區、國家）的運作機制和能量，

則是任何想要重構漢人民間信仰運作邏輯的研究者所不能忽略的問題。在本書各

章中，在適當時機時，對有關議題我們都將盡可能有所說明與討論。而馬上，我

們要以獨立的一小節，對這個議題先做一些補充性的說明。 

 

五、國家框架遞變下地方社區裡的宗教實踐 

 在國家與地方的各種關係中，創造出來了漢人民間信仰獨特的發展空間。然

而在不同歷史時期，出於國家與地方間關係模式的差異，民間信仰的發展環境與

生存空間還是相當不同的，這些議題都還需要經過細緻脈絡化的討論與分析後才

可能變得比較明朗化。 

 只不過，既有漢人民間信仰研究，包括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即使所用的

資料是當代的，其實大部分研究，隱含性的都還假設著某種傳統中央帝國與地方

社區式的關係模式，但事實上在這背後，實際上的情況可能要複雜的多，不僅國

家與地方的關係在不同時期會歷經各種轉變，就是在同一個時期內，也會有各種

波折起伏性的變化。本節將對有關議題先進行幾點概括性的說明，第六章中還會

以實例來做更為具體的討論。 

 

中央政府與細胞化的農村社會 

在傳統農耕社會裡，「地方性」的形成，通常是在傳統村落界線的範圍內所

形成的。然而在不同歷史時期，出於國家與地方間的關係模式的差異，不僅民間

信仰的發展環境與生存空間會相當不同，國家與地方之間相互滲透穿越的形式也

會有很大的差異。 

 而在傳統華人社會裡，眾所皆知，那是一個缺少堅實中間階層的民間社會，

但卻又同時有著極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央政府，和廣泛分佈於民間如同細胞般的小

型社區聚落的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組合（Siu 1989：1-14）。 

 首先、中央政府，除了其實質組織外，更具有一種象徵與道德上的意義。如

同 Schram（1985：封底）所述：「國家，自始至終，在中國社會裡就是一個中央

權力，並且在中國始終被當作是政府主要之典範性行為、儀式、道德、和教化的

手段。」 

 相對於極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央，是另一片廣佈分散在地方民間無數緊密相鄰

的小社區，過去有學者（Donnithorne 1972）稱此為「細胞經濟」（cellular economy），

或是「農村社會的細胞化」（The Celluar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Siu 1989:3-7）。在

這種像細胞一樣廣布的鄉村經濟裡，人民對於國家的忠誠，早已讓渡給對於地方

社區的忠誠和讓渡給地方傳統的經濟結構（Skinner1965）。而學者也由鄉村經濟

組織（Lardy1975）和鄉村家庭生活（Parish and Whyte1978）中，注意到傳統中

國鄉村所具有的一種「向內包含性」（Encystment）（Siu 1989：4）的性質，這種



性質有助於鄉村抵抗外來的壓力，但也使得鄉村生活趨於保守。 

 我們看到，在傳統中國，中央政府以降，就是分佈在廣大區域的無數個既相

鄰又隔絕的小聚落，要維持這樣的系統，整個大系統還需要靠中央權威的提昇、

共享價值的提倡等來加以整合。 

 總之，由過去到現在，國家與地方的互動，都是重要的影響漢人地方民間信

仰的環境參數，過去，這個參數的性質，是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與廣佈民間社區

間的互動，但隨著當代中央政府性質的改變，與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文化流動框架

的出現，則有可能產生新的變化，值得進一步有所探討。 

 不過，既有漢人民間信仰研究，包括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即使所用的資

料是當代的，其實大部分研究對於漢人地方性質的隱含性假設裡，都還是那種類

似於傳統中央帝國與地方社區下的雙邊關係互動模式，但事實上考諸時代變遷中

的變化，這背後實際的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不僅國家與地方的關係在不同時期

歷經不同轉變，就是同一個時期內，也常會有各種波折起伏性的變化。 

  

不同歷史發展時期中國家與村莊關係的變化 

 為了能有一個更宏觀的視野，這裡先依據 Befu（1967），而試圖將漢人社會

村落與國家的關係放在更長遠的時空幅度裡來作考察。 

 就 大的歷史範圍來看，Befu（1967）曾區別出來了三種不同的中央政府與

地方的關係模式：原始國家、古典國家、現代國家（the primitive state, the classical 

state, the modern state）。在三種不同情況下，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社區的方式會有

差異，地方內部自我治理和資源分配的情況也會有差異。這些議題，對於我們的

理解地方民間信仰來說，會是相當關鍵性的。 

 在原始國家，通常是一個中央領導者（如酋長）控制著數個地區性村落，社

會分化相對簡單，還沒有產生獨立的政治菁英階層，統治者和各聚落的關係，是

透過親屬關係或通婚關係來維繫。聚落頭人是上層政府在地方的代表，負責收稅

和徵召工人，但實則他更屬於地方本身。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干擾也相對較低。 

 村落內部可能有一個或多個同血緣團體，而血緣內的階層關係也決定了村內

的階層關係，村落領導往往根據繼承關係而來。 

 簡言之，中央與地方是透過親屬關係而得以連結，但是中央對於地方並無太

多干涉，地方有相當高的自主性。此處，Befu 並沒有提到宗教的問題，但可以

想見，以親屬團體為基礎，各地方有著和親屬關係相協調的民間信仰活動，但是

這些活動，在各地方間維持著相對清楚的分別，不僅彼此間可能並沒有太多交流，

中央與地方間也沒有太多權威相互影響，或是象徵符號間頻換互動的情況，這和

中華帝國歷史裡曾長期存在的古典國家裡的情況間有著明顯差異（見後）。 

 古典國家，主要的特徵是文化分化、社會區隔、統治菁英與地方大眾產生對

立，文化上也出現大小傳統的區分。中央政府有較精緻的行政官僚系統，主要目

標在於徵稅和全境內秩序的維持。菁英階層並不關心地方農民的文化，刻意與俗



民文化間保持某種文化上的距離。上層國家和地方農民間的立場和利害關係都是

完全對立的。顯然的，這個時期，民間信仰與上層階級間，即使文化上有類似之

處，但是社會距離卻是相對遙遠的。 

 在聚落內，血緣關係的重要性相對減弱了，其他的社會階級和職業單位成為

更重要的社會連帶，而村落也會開始被突顯出來，成為社會構成基本的財政與行

政單位。 

 在古典國家階段，村落近乎成為一個獨立自治而財產共享的法人單位，這種

情況，是經由古典國家裡中央政府的種種政治與經濟政策所框限出來的架構中所

產生的，而這也就創造出地方上界線相對明確固定的地方民間信仰形式。這一部

分我們將在下一節中詳談。 

 古典國家階段裡，民間信仰是維繫地方法人自主性與獨立性的重要媒介，它

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疆界，並以保護地方利益為主要政治與經濟上的訴求。 

 現代國家起自於工業化和科技，國家統治技術已更為精密，國家對地方的統

治由間接治理轉變為直接治理；另一方面，過去國家與地方文化上的階序性和分

歧，在現代國家裡會被刻意加以弭平，以利於統治。正如 Befu（1967：615）所

說，現代政治系統的特色，是它的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政治目標之間，彼此

的區別逐漸變小，政治機構與政治過程，都在導向著在將不同群體或政黨的政治

與社會目的予以盡可能統合在一起。 

 工業發展過程中，起先鄉村原本與工業中心會保持著某種距離，但隨著金錢

經濟的擴張，和媒體與交通系統的擴展中，鄉村也將被於捲入現代經濟，而很難

再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更何況，工業化所創造出來的村落對城市的市場依賴，創

造出更大的整合性，但是村落自主性的生存方式與基礎卻將逐漸被削弱。 

 現代國家行政體系更滲透於地方聚落後，地方政治頭人將讓位給行政體系所

派來的行政官僚，地方權威原有的人格化色彩愈來愈淡。全國的地方行政系統趨

於統一，地方宗教活動逐漸變成只是地方民俗性活動，而愈來愈不具有政治性的

功能。 

 不過，當國家拿走了村落一部份的自主性，它又會另外提供給村民各式各樣

局部性政治或經濟慾望的滿足，包括地方代表選舉、社區發展、土地改革、公共

衛生、農村重建等；但同時，地方政府的職權會被限定在只是地方雜務的處理，

而沒有任何重大決策權。 

 簡言之，在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框架下，村落所具有的地方法人式的位置完

全不見了，村落內部本來所具有的共享資源，以及共享命運共同體的那種條件已

經大大的減弱，地方文化成為現代民族國家集體情感動員裡的一部份，而不再是

地方自主性裡的一部份。在現代國家情境下的民間信仰，一部份逐漸改變其在村

落地方法人框架下原有的動員與儀式表達形式，一部份逐漸與現代市場與民族國

家動員方式勾連在一起，而產生了各種新的動員與轉化的可能性。 

 

古典國家時期村落的「半法人式位置」與民間信仰 



 在漫長的古典國家時期，村落成為一種近似於法人的共同體（「半法人共同

體」〔semi-corporate community〕）形式，這種共同體形式中所具有的民間信仰，

它的表現方式值得作進一步的說明，因為在歷史上的很多時候，民間信仰正是以

這種做為社區整合媒介物的主要角色而存在著的。 

 在古典國家時期，村落的成為法人共同體的型態，主要是因為這一個時期的

國家治理，不是以個別農戶為單位，而是經由某種納貢稅收體制，以社區為主要

對頭的收稅與監管單位，村落自身也要自行負責內在的法律與秩序。這種治理模

式，直到近代國家有能力更深入滲透到地方以後才有所改變（Befu 1967：610）。

簡言之，這種「半法人共同體」，是古典國家時期一般民眾主要的生活單位與生

存型態。 

 更具體來說，Befu（1967：611-612）指出，因為： 

1. 經濟上，古典國家的農業更為密集，但為了剝削與徵稅，不許農民隨意移動，

也將農民生活壓榨在維生邊緣，這種定居方式使得村落成為基本社會單位。而某

些地區有著資源共享的生態特性，如森林、水源灌溉等，這將會加強村落之作為

一社會單位的整合性； 

2. 政治上，統治者只關心收稅和地方治安的問題，對農村事務並無任何興趣，

甚至為了維繫階級性，中央政府與社會菁英都會刻意對地方事務保持冷淡，在這

種情況下，村落民眾必須自理，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也是這種上下文化分離所

造成的結果。 

 而在村落內部，在這種「半法人共同體」型態下，必須扮演種種自行維繫的

政治功能，這些功能至少包括了（Befu 1967：611-612）： 

1. 村落保護村子的利益而不受鄰近村落和外來者的侵犯；   

2. 村落保護村子內部的和平與安全； 

3. 村子內部自行解決各種法律爭端，而不需要到更高外在權威處去處理； 

4. 村落也可以保護村民免於受到來自國家上層的侵犯。 

 

 由於法人式社區團體表達出來了一種清楚的界線（對於外面的人和裡面的人

都是），整個社區有著跨越時空結構上的延續性與統一性，成員也具有持續性的

權利與義務，社區清楚規範了成員的行為模式，社區也成功創造出持續的「集體

性的表徵」。社區內雖然有各種身份組合（親屬、朋友、同業等），但是在社區界

線為優先的社會組合原則下，社區成員的身分，成為每一個個別組成分子或家庭，

在參與集體政治與宗教事物時的主要身分依據。 

 當社區法人成為地方主要權力系統，社區男性成員的身份也成為主要的宗教

身份，社區內個人的聲望和個人在宗教組織內的聲望會相一致。每年也會有固定

例行性的慶典活動，大量的宗教消費，鼓勵社區領導者盡可能地參與在其中，這

也讓他們獲得相應的社區上的肯定。宗教儀式的主要功能於是有絕大的比例是關

於法人社區整合效能的強化與提昇。 

 



古典國家時期裡的地方菁英與上下層之間的文化流動 

 在古典國家時期，地方菁英的角色非常特殊（Befu1967：612），它不同於在：

一、原始國家時期，頭人就是地方頭人，中央政府對他的干擾較少；二、現代國

家時期，地方領導者已大部分的是屬於政府官僚體系裡的一份子。而是，在古典

國家時期，地方菁英既扮演著政府官員或政府代表，又是主要的地方頭人的雙重

性角色。這種雙重角色，再加上古典國家時期較為清楚的兩種文化（中央政府與

地方）間的分化，這種種因素加起來，創造出來了一種「結構性的媒介框架」（出

於結構性構成所產生的條件，而讓地方菁英份子具有了一種「非自願性選擇的」

「媒介性的角色扮演」）。而這個「媒介性框架」裡的主要內容，在華人漫長的古

典國家時期裡，我們將會看到，大致上是與社會身份獲得特別有關的儒家的「禮

儀主義」（ritualism）。  

 Befu 曾指出（Befu 1967：612），在古典國家時期，行政官僚體系發展已相

對完備而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官員，而非藉助地方頭人來控制地方，不過事實上整

個行政體系還是要靠地方頭人和長老的幫忙，他們不僅是官派行政官員的輔助者，

即使在行政權威的眼中，他們也還是 主要的鄉村官員或領導者。 

 這些地方長老是上層政府與地方鄉民之間的中介性的信息傳達者，對上，他

們有需要為村民的行為負責。而國家對地方長老的任命有同意權，他們會是政府

在地方所不能不倚重和信賴的人，他們也是某種象徵了國家在地方具有權力的媒

介。不過，在頭人的雙重角色（國家官員和在地村民）中，在地村民的角色是優

先於國家官員的角色的，於是，當國家與村落利益產生矛盾時，地方頭人的角色

會顯得格外的尷尬。而當政府地方官僚不斷輪調，地方長老的位置卻是相對穩定

的，在地方上擁有較為持久性的權力。 

 簡言之，在古典國家時期，上層國家與地方文化間，有著一種清楚二分的隔

閡（社會性距離），而在這種獨特的隔閡中，出於國家對於地方的間接治理上的

需要，於是創造出來了一種獨特之中介者般的雙面性人物（Befu 1967：612）─

─地方頭人，他既是屬於地方，卻又是上層國家的一部份。 

 這種中介性的角色，或是更引伸來說，「中介性場域」的存在，將會對於地

方民間信仰產生極為重要性的影響。以漢人社會為例，我們先不管不同歷史時期

上的差異，至少我們注意到有幾個歷史面向可能會和國家與地方間的「中介性場

域」特別有關，也就是，有幾個華人社會裡的歷史因素，已更促進了中央與地方

文化之間的交流，包括了：一、儒家的「禮儀主義」，能有更大的囊括性，有可

能將地方與中央王朝的宇宙秩序包含在一起而不相矛盾；二、中央「封賜制度」

的影響；三. 半開放式的社會流動，讓地方讀書人有可能順著「中地」的層級向

上流動，這促進了儒家價值的向下流動；四. 籍貫與居住地的分離，以及籍貫地

榮耀的創造；五 地方村落中儒生的影響等等。我們一項一項來討論： 

 

一、儒家的「禮儀主義」（ritualism），而非「教義主義」（doctrinarism），這會產



生更大的囊括性，有可能將地方與中央王朝的宇宙秩序包含在一起而不相矛盾：

也就是說，在中國上層社會的儒家文化與地方民間靈驗文化之間，可以不處在一

種截然對立分離的立場，因為上層文化並不是以教義為出發點，而有可能緩和了

它與地方文化之間的衝突。這個議題不是我們在此所能夠深究的，但這裡先引述

Feuchtwang（2001：9-10）依據幾家說法而所歸納整理出來的一段話： 

 

在伊斯蘭教、當代歐洲、西方宗教、神學與哲學裡的關鍵問題，信仰就是指對於

教義命題的信守。但是在中國哲學和宗教權威與認知中，這不是核心問題。接受

儀式帝國的或古典性的正統之權威，也就是等於接受了秩序性的宇宙的概念。這

個有機性宇宙的協調性與和諧性，它沒有起源者，也沒有外在創造性的意志，這

種特質，通常被認為是與其他宇宙或歷史的概念間有所差異的最關鍵的特

質。......社會關係之秩序、這個秩序的維繫以及儀式合宜程序的遵守，這等等

背後的端正性與獨佔性權威，都是中國所關注的。在任何活動中，尤其是在儀式

和文書中，合宜和不合宜（正和邪），秩序與混亂（安平和亂）或者和諧與斷裂

（和平和沖），一直是中國的權威以及權威認同（在社區、地方或帝國的層次）

之核心問題之所在。所有的信仰與經文都會關注這個合宜性的問題。 

 

簡言之，儒家的「禮儀主義」，強調的是一種行為和儀式上的端正性與合宜性，

而不是語言論述上的教義間的差別。這可能讓古典國家時期所存在的上層文化與

地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有可能在儀式和行為的層次，在這個共同接受的「秩序性

的宇宙」（同一個宇宙之下）中，得到某種調節性的相互容受與接納，雖然實際

上在技術性的層面，這裡面還有許多環節需要克服。 

 

二、中央「封賜制度」的影響：簡單的說，出於中國王朝治理術的一個改變，主

要是因為中央政府無法將行政系統完全滲透到地方，轉而利用「封賜制度」（賜

予地方上已極為流行的神明匾額或封號），而賦予了某些地方上大顯靈驗的「孤

魂」某種正當性，進而開始創造出了新的神格（科大衛、劉志偉 2000：10-11），

這也給予地方神明信仰與上層儒家文化之間，有了更大的互動的空間，因為當國

家以其力量適度將地方信仰予以整合與納入管理後，民間已存在的厲鬼供奉，有

可能轉化成更能普及於單一地方以外的「人神」信仰，無形中更多的儒家思想滲

透入了地方上的英靈烈士之中，這逐漸改變了神明世界的意涵，也改變了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 

 當然，由官方的立場來看，「封賜制度」本來一開始，會在背後具有一種所

謂的「儒家原理主義」的思想（至少在明朝），也就是那是讀書人提出來，而想

要以儒家正統思想作為控制地方神明信仰依據的一種手段（朱海濱 2008：3），

但是在現實環境中，其實這種初衷並沒有辦法能夠得到完全的堅持，進入清代，

這種儒家正統思想甚至已經就已是相當淡薄了，不過即使如此，「封賜制度」仍

能一直持續到清末（朱海濱 2008：4-10）。 



 

三、「半開放式」的社會流動，這讓地方讀書人有可能順著「中地」（也就是有經

濟或政治功能的鄉村與城鎮）的層級向上流動，這乃促進了儒家價值的向下流動。

正如同 Skinner（1971）所強調過的，漢人社會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隨著經濟

與政治的循環，它有時開放有時閉鎖，而這個開放與閉鎖，是順著漢人城鄉層級

（至少有五層規模不等的「套疊性的階層」〔nested hierarchy〕，由「標準市場城

鎮」〔standard market town〕起依序向上）由下向而上或由上而下的連鎖反應（蕭

條時經濟的由下而上或一層層閉鎖，或安定時政治的由上而下一層一層開放）而

發生的。不管怎麼說，我們大致上可以這樣假定，當中國正值古典國家的狀態，

朝代的太平時期，社會流動是敞通的，比較容易產生的流動是經濟上的流動，個

人可以累積財富規模，而順著中地的階層（商業足以向上達到在更大的市集中發

展的規模）往上攀爬；而比較困難但也是更具有社會地位的流動則是政治身份的

流動，這必須經由科舉考試來達成，但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也有助於讓更多人有

這個社會資源來準備科舉考試。 

 這種科舉考試所促成的流動中，政府壟斷了教育與政治機會（Skinner 1971：

274-275），但卻又因能夠向全國公開開放而創造出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是也由於

政府掌握了教育與考試的內容，和掌握了社會流動的人數上的限制，等於政府也

是完全掌握了象徵資本的壟斷權。於是，透過這種壟斷與資源的交換，一方面優

勢文化的確立更為穩固，一方面也帶動上下層級間的交流（順著不同中地的層級）。

當然，經濟地位的攀升，不如科舉與官員地位的攀升來得有社會聲望，但地位攀

升的社會效果，對於所有地方基層的社區來講都是相似的，也就是會造就出地方

上有名望的長者或宗族。不過，這當然也會和華人傳統社會的居住模式有關，我

們可以參考以下第四點。 

 

四、和大部分農業社會所不同的是（Skinner 1971：275），中國社會有高度的流

動性（經濟或政治位置改變所造成的流動），社會流動中，產生籍貫地（residence）

與居住地（abode）的差異，而其中居住地的更換，無改於籍貫身份的持續，也

無改於對於籍貫地的深厚情感。在這種條件下，當個人身份改變，開始向上層階

級邁進，這可能會具有了更多屬於上層階級的象徵資本（儒家的教養），然而另

一方面，個人與家族的榮耀，卻終究是要回到籍貫地來與原有社會網絡中的人分

享，於是，這形成了一種同時性的流動︰一方面是個人社會流動過程中自然出現

的對於籍貫地的回流和反饋；一方面儒家象徵資本也出現了回歸到基層地方的流

動性。簡言之，籍貫地之作為個人向上社會流動之後的一個榮耀展演的場所，有

可能讓原本是上下隔絕的上下層區塊產生交流，也將儒家文化的象徵性價值予以

作了一個空間上的擴充與聯接。 

 

五、傳統社會地方上本來就居住了大量儒生，這些儒生僅有少數能夠成功獲得功

名而進入社會流動的階梯，大部分仍居住在原籍貫的城鎮或鄉村中，雖然沒有能



夠向上流動，然而他們卻多半早已經將儒家禮儀與價值內化成身體的一部份了，

在這種地方儒生充斥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也可能去期望地方民間信仰的被大量儒

家思想或禮儀所影響4。 

 當儒家文化以各種方式而成為地方民間信仰的一部份，這不見得就會改變地

方民間信仰的靈驗性格（靈驗和儒家文化間不需要相互轉化，而只要能夠並存在

一起就能共同發揮其社會作用），當然也不會降低地方神明已有的靈驗，而是說，

地方民間信仰有可能在既有的靈驗追求活動之外，而再添加儒家的東西。這個新

的添加，會使整個宗教活動顯得更為莊嚴、更具有一種內在性的意義。也為村莊

的「地方性」（具有地方獨佔性的一種生存經驗與歷史論述，見第六章）增添了

新的象徵資本，有可能提高地方聚落在周圍聚落中的地位。 

 當然，當地方民間信仰與各種外在的象徵資本相連接，這使得地方民間信仰

與外界社會網絡或政治經濟權力必然會連結在一起，地方不再是單純的地方自己

本身而已，至此，Duara 所談的那種「權力的『文化交結銜接叢』」在民間信仰

世界裡的存在，也才會成為民間信仰裡面一個密集而實際的面向。 

 

 總之，古典國家時期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性的媒介框架」，再配合華人文化

中的政治治理原則、社會流動的軌跡和儒生地方化的趨勢等，更促進了中央與地

方文化之間的交流，也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型態與功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些

都是已深刻烙印在漢人民間信仰內涵與形式裡的歷史與文化的印痕。 

 

六、本書寫作的理論性脈絡 

 本研究是統合既有研究觀點的當代民間信仰考察，主軸是民間信仰的象徵邏

輯，但本書中這個象徵性邏輯則被放在更具體的多方行動者的脈絡中來被理解。

本書經驗性的脈絡主要來自對 David Jordan 田野地點的重訪（見下一節），在追

縱性考察中，具有貫時性的資料累積，更能具有問題意識的來回辯證性，在這些

基礎上，本書更完整而全面的分析了民間信仰的個體性與集體性邏輯，也得以進

入民間信仰不同歷史時空發展背景中的綜合與比較。因為是經由人類學田野重訪

而揭開本研究的序幕，在這一方面，我可以說是大致遵循了人類學聚落研究的傳

統，透過對一個聚落的密集性田野考察，而理解在地的世界觀與政治經濟文化環

節。然而，這只是本研究原初的的構想，在研究過程中，單一聚落宗教活動的觀

察，很快的放大到由這個聚落所延伸出去的各種宗教實踐與動員，而開始包含了

各個不同的層次，不僅材料上大大有所增加與擴充，理論層次上也包含了更多具

有引導性分析論點的觀察角度。 

 就理論層次而言，由一個素樸的角度來說，本書寫作的初衷，是希望能綜合

現有的漢人民間信仰理論，落實在具體經驗性材料上，而能對民間信仰得出一個

                                                 
4 例如本書第六章所討論的王府科儀，第七章所討論的鸞堂裡，都可以看到地方儒生對於民間宗

教實踐的重大影響。 



邏輯上無隙縫的分析性的考察。所謂的無隙縫，是指邏輯上能夠環環相扣沒有遺

漏，而將民間信仰各種活動背後的行動邏輯與社會影響，鑲嵌在行動者的社界觀

上，予以較周詳完整的說明清楚，同時，也希望能對象徵世界、個人能動者、集

體能動者之間多邊相互扣連的形式能夠有所說明與解釋。當然、無隙縫只能是相

對的，而且無隙縫的程度，一方面仍然取決於既有可使用之分析工具（前人研究

的成果）的水平、一方面仍然取決於我本身的研究材料的性質。 

 就既有理論工具而言，我需要牽就已有的民間信仰研究的視野，並在這個基

礎上試圖再進一步有所擴充和周延化。於是，在本書寫作之初，根據既有研究成

果與方向，我嘗試加以周延化與嚴謹化，以讓議題之間的連貫性更清楚，也讓邏

輯上的扣連更緊密，我一開始先大致設定了幾個有關民間信仰現象的核心主題：

靈驗、香火、村落情境中各種儀式的分類與內涵、地方時空之具體性質與時空感

的建立、民間信仰與非民間信仰之間隱約存在的界線。但寫作過程中，基本主題

的鋪陳，衍申成更緊密的邏輯環節的扣連，經驗性資料的來源，也左右了討論重

點的歸依。最後，在理論工具的綜合與經驗性材料性質的引導下，我書寫了以下

幾個主要章節： 

 

第二章、漢人靈驗文化的制度性叢結：同時包括象徵結構與社會互動層面的分析

與討論； 

 

第三章、香火的制度性叢結與歷史面向；   

 

第四章、香火場域的基本結構與展演：實踐理論視野下的進香與巡狩； 

 

第五章、作為產生「對比轉喻」（metaphoricity）的基礎，「社區集體性通過儀

式」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本章將「社區集體性通過儀禮」區分為「參與性儀式」

和「非參與性儀式」兩類來進行對比性的分析與討論（部分材料來自附錄中保安

村儀式性驅邪的個案研究）； 

 

第六章、地方更為持續性的地方感的形成及其學術意義的討論。我們並以西港刈

香為例，分別討論了地方性、大型地方性、現代性、大型現代性等之間的交互形

成與對抗的過程； 

 

第六章、同樣是第六章，我們更有系統的討論了「地方－國家」或是更進一步的

「地方－國家－全球」連結脈絡之在不同歷史時期裡的內涵，並說明了民間信仰

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 

 

第七章、討論在地方性脈絡中，民間信仰與非民間信仰之間的交疊、相互轉化與

挪用。而在真實案例的討論中，一方面，如同於建立定義般的，我們得以再一次



對於民間信仰的邊界與實踐模式加以確立；一方面也能夠對於滋生漢人民間信仰

的地域性生態產生更為整體性的理解。 

 

 我們注意到，核心研究主題的串連，在經驗性資料收集的過程中，並不需要

真正在地理空間上去作大幅度的跨越，而只要專注鎖定在和一個村莊有關的各類

宗教活動，各種時空性質和幅度就會逐步擴散出去，並也會出現漢人民間信仰場

域中所有重要的理論性議題，這已暗示出地域性民間信仰的同時兼具內聚性和外

延性的象徵上的與空間地理上的複雜屬性。 

而本書大部分的資料依據，是來自於台南縣西港鄉的保安村（保安村為化名，

且目前已改為台南市西港區保安里），以及和保安村相關的時空環境上的線索，

這個村落將構成本研究主要的經驗性脈絡，我們將在下一節對此脈絡有更詳盡的

說明。 

 在以上六個章節（由第二章到第七章）背後，表面上看起來，並沒有能前後

加以統合的理論性的立場，而是與各個研究次場域（靈驗、香火、巡狩、儀式、

地方性、扶鸞通靈）進行對話與綜合後的分析成果。但實際上，所有的推論背後，

隱約受到幾個不同分析性傳統的影響，分別是：象徵、實踐理論、階序性社區關

係的實況和意識型態理論等四個理論傳統，具體原因以及各傳統的內涵，我們還

會在後面一一有所陳述。 

 而四個理論傳統，更具體來說包括︰一、象徵︰Feuchtwang 延續 Durheim, 

Mauss 等所繼承下來的討論表徵與權力的分析傳統，其中將社會集體象徵、轉喻

性、儀式等看成是一種出於表徵所產生的力量，也就是說，表徵本身就是一種能

夠產生權力的基礎；二、實踐理論︰Sangren 應用 Bourdieu 所延續下來的以實

踐理論來理解漢人社會邏輯的分析傳統；三、延續 Skinner「套疊性階層」（nested 

hierarchy）的階序性社區實況的分析傳統，特別注意到漢人社會不同時空與不

同地方層次間相互形構下的，具體社會空間脈絡裡的儀式與宗教實踐。以下，我

們先介紹這三個分析傳統，再說明本書各章與這三個傳統間的關聯性。最後，出

於第一個傳統與第三個分析傳統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緊張性，我們想要提供另外

一個可以調節這兩者的研究分析傳統，也就是意識型態理論的有關研究傳統，以

作為能夠讓本書各章的論點能夠形成相互支持討論框架的理論性的基礎。 

 簡言之，本文各章基本上是停留在某種「中型理論」的層次，而試圖建構漢

人民間信仰不同次場域（由第二章到第七章依序為靈驗、香火、巡狩、由儀式產

生力量、地方性建構、扶鸞通靈）裡的基本運作邏輯，但是並沒有嘗試在宏觀層

次將所謂的漢人社會予以作整體性的綜合。不過，本書各章背後，隱約有三種分

析性角度，各個分析性角度有其前提性的立足點。但是這些不同立足點，尤其是

「象徵之作為一力量」和「認為人在場域中具有能動性的實踐理論」二者之間，

又具有某種巨大的分歧性，這種分歧性之間要如何來加以調調和，的確也是一個

本書要必要去加以解釋的課題。而關於這後一部分（調和前述兩者間的衝突），

本書雖然還沒有進行完整的研究，但現階段我們將引用意識型態的有關研究傳統



（詳後），來作為能提供達成這個調和點的理論性資源之所在（這也就是我們所

要討論的第四個理論傳統）。下面，我們將依序來討論這些課題： 

 

表徵本身就是一種力量 

Feuchtwang（2001︰8‐18）在討論漢人神明力量的來源時，針對各種解釋，

後引導出「象徵本身就是一種力量的主要來源」的結論。整個推論過程很值得

參考，本書在此，一方面非常認同於 Feuchtwang 的這種說法（「象徵本身就是一

種力量的主要來源」），一方面也想要藉由 Feuchtwang 討論過程的重現，來更完

整的呈現出各種不同理論觀點間優缺點的所在。 

Feuchtwang 在其專著《中國大眾宗教︰帝國的隱喻》（2001）一書中，一開

始就把焦點擺在「如何來解釋漢人對於超自然的信仰？或更直接來說，這個超自

然力量的來源到底是在哪裡？」的這些相當實際的問題上，而由此開展了複雜的

推理與辯證過程，目的是要導引出他所認為的︰「就漢人民間信仰而論，我們不

需要去預設超自然是否真實存在，也不需要去預設宗教力量是否是來自於某種投

射性的結果（例如認為宗教是社會的反映），我們就可以去說明宗教信仰力量的

來源，而 Feuchtwang 所得到的答案是︰象徵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Feuchtwang（2001︰8‐9）首先檢討了 Watson（1985）的「儀式標準化」的

說法，Feuchtwang 認為，出於方法論上的便利（因為漢人的宗教實踐，確實較

重視儀式而較少被看到教義方面的討論），要討論漢人宗教，我們的確可依循

Watson 的將宗教看成「僅是適當的儀式或行為」，而可以不去處理教義的問題，

這樣子，我們的確也較容易去說明︰傳統中國如何是一個比較強調行為統合，而

較能夠去容忍教義衝突的政治情境。但是，Feuchtwang 也認為，這種完全不處

理教義，而將儀式與信仰分開處理的分析方式，其實並不恰當，完全忽略了漢人

宗教信仰背後的宇宙觀與秩序觀，這是其缺點之一；其缺點之二是、這背後其實

還是沿用了西方的二分法的視野，區別宗教為思想與展演、意識與行動、靈魂與

肉體等，於是接著又僅將中國宗教看成是近乎無內容的儀式展演，表面上這種看

法有種種分析上的便利，但實際上是根本還沒有真正進入這個系統之內來進行研

究和分析。 

Feuchtwang（2001︰9-14）發現，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 Ahern（1981︰4‐11）

對於漢人宗教儀式的討論上。以「展演」角度來看儀式，Ahern 把漢人民間信仰

儀式看成是雙邊（人與超自然界）往來的互動或交換行為。Ahern 認為，宗教儀

式裡，「人神間的互動」，和「人與官員的互動」是類似的，人們也在這種過程中

學習到各種政治性的互動方式，像是求助、訴願、賄絡等等。但是 Feuchtwang

認為，這種將儀式看成是一種「展演」（performance）的研究方法，好處是對於

儀式中所出現的「表演性」的主題有深入的描繪與分析，缺點則是不能夠說明儀

式參與者的「表演性」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區別，因為事實上，當行動者將儀式情

境與日常生活中某些情境作「類比」時，行動者通常還是很清楚這兩者（宗教情



境與日常情境）之間的界線的，而且當儀式情境中會假設存在著一個「超自然的

他者」，這種假設是一般情境裡的展演所沒有的。 

簡言之，Feuchtwang 指出，的確，當社會中宗教儀式確實能促進社會整合，

在這種角度下，儀式中的互動的確是可以被視作為整體社會政治學習或政治社會

化過程裡的一部分，因此，這種由「展演性」角度來看待儀式政治功能的出發點，

背後確實有它一定的道理在；但是，如果說我們的分析僅是停留在去說明兩種展

演間的「類比性」，而沒有去更深一層的處理信仰的形成和儀式參與者的動機，

那我們就等於僅僅是用世俗性的角度來理解儀式，而根本沒有進入「在地人」的

觀點，而只是用了一種方法論上的「不可知論」（也就是將儀式看成是一種表演

的性質，而不管其背後信仰的成分），以去逃避研究者分析上的責任而已。 

Feuchtwang 進一步指出，Ahern 的以「展演」角度來看待儀式，其實是來自

於 Skorupski（1976），但是在 Skorupski 的討論背後，即使其沒有公開承認，但始

終還預設著，在儀式展演背後，必須假設是有著來自某些人或團體，甚至是超自

然的權威性的力量存在，於是，當 Ahern 沿用 Skorupski 的「儀式作為一種展演」

的框架來看宗教時，其實她也不知不覺地將 Skorupski 理論預設裡的困境給帶進

來了，也就是︰要讓這套解釋框架能夠運作，整套解釋框架中還必須要額外去假

設一個「他者」的存在。 

  面對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如何可能在不假設一個「他者」的情況下，而來

解釋宗教儀式的力量呢？Feuchtwang  的做法是（p.13），第一步，他試著先引進

了 Durkheim  和 Mauss 的「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概念，以來

說明宗教情境或象徵符號為何有效。Feuchtwang 說︰祭拜行動、信仰表白、在

天上或地底確立某種具有世俗靈驗性的客體、或認定亡者在眼前時空裡具有的靈

驗性，這些都可以被放在「集體表徵」的範疇裡來被看待（p.13）。 

而在 Durkheim  和 Mauss 的架構中會認為，由三個層面上看來，宗教的象徵

行動或物件是某種「集體表徵」︰一、相關象徵代表了整個社會的集體連帶

（solidarity）；二、人類將社會再現為宗教意象或重要他人，自己再將情感附著

在這些表徵上（所以表徵背後帶有集體性的屬性）；三、個別宗教符號再現出了

「自己被包含在內的全套象徵系統」，這就好像用一個字母去代表一個詞彙一樣，

也就是說，宗教符號具有某種整體性，能夠激發出關於社會的聯想（p.14）。 

Feuctwang 接著引入 Rodney Needham（1972）對於 Durkheim  和 Mauss 的批

評。Needham 所代表的重視社會結構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傳統，一方面同意象徵

與社會組織可以被放在一起來討論，但是一方面 Needham 卻完全不認為象徵會

反映出社會結構的狀態（例如說不認為有五個部落就會產生五方的概念），也不

同意社會結構會形塑行動者的心智，而是說，當人們在經驗象徵時，早已經有了

特殊思想範疇存在，但這和集體之間毫無關係。而這個特殊思想範疇，來源是「形

同如法律般效果」的社會結構的規則，它當然也會反映在集體象徵中，但規則與

集體象徵間並不能畫上等號。（這裡，筆者要指出，Needham 其實是一個英國版

的結構主義者，他和另一位 Mary Douglas 都可以算是屬於英國結構主義陣營裡的



一分子，和法國結構主義者 Levi‐Strauss 所不同的是，英國結構主義者避開了心

智和普遍性結構的問題，而較專注於特定社會裡的特定宇宙觀背後的結構性的影

響，參考 Ortner 1984︰137） 

不過，Needham  承認，「集體表徵」的觀念，「具有能夠展示出關於秩序原

則之極端重要性的那種特殊優勢，當其透過文化範疇來表現，這可以作為表達思

想與行動系統的媒介。」（Needham 1972︰155） 

此處，Feuchtwang 繼續對照性地指出，當 Needham 界定社會結構為是「由

社會秩序原則所限定出來的思想與行動，而它又是經由文化範疇所表達出來」，

這並沒有離開 Durkheim 和 Mauss 太遠，也就是 Needham 不過是用結構的概念來

取代集體表徵和集體情感，但他並沒有真的把集體表徵或情感拿走，Feuchtwang

認為，當 Needham 想要在象徵與社會法則（社會結構）間做出嚴格區別，但是

這種區別，一旦到了 Needham 在談到了社會秩序的有關概念時，卻很難再區別

得清楚。（Feuchtwang p.15）。 

不過，即使做了種種批評，到了 後，Feuchtwang 一方面仍然繼續使用著

Durkheim  和 Mauss  的集體表徵的概念，一方面卻也局部性的接受了 Needham

對於 Durheim  和 Mauss 的批評，也就是不再去預設一個無所不在的集體性或社

會性，也不會預設各種不同類的集體表徵（個人所感受到的意象與動機、社會關

係的反映、各種表徵之間等）之間有何種必然性的關係。簡言之，統合 Needham

和 Durkheim 的傳統，卻又是部分脫離了 Durkheim 的看法，我們大致上可以依據

Feuchtwang 的想法而這麼說（雖然他本人說得並不清楚）︰由文化範疇所表達

出來的社會秩序的觀念，它本身具有很強的規範性的力量（如同 Needham 所認

定的），它也可以被當為一種集體表徵來看待（相同於 Durkheim 的傳統），這可

以被認定為是經由某種集體情感和期望而所產生的力量，但卻不一定要（以符合

Durkheim 論點的方式）被對應於特定的團體或是相應的集體分類的範疇。 

先跳過這些關於表徵集體對應性的問題不談，以下，我嘗試較長的來引用

Feuchtwang，以說明他對於「象徵」的看法與說明，其中的重點，還是在依循

Durkheim  與  Mauss 的傳統以說明︰宗教作為一種表徵，它的劃界與進行象徵的

方式是什麼？以及，為什麼這種方式會產生力量？而這一部分的分析，似乎隱約

的在告訴我們，不管表徵的根本源頭是什麼，單單表徵本身，就足以產生足夠的

社會性的效驗（2001︰15‐16）︰ 

 

我認為 Durkheim 和 Mauss 對於儀式和宗教分析所留下來的持久的遺產，是他們

所強調的單純的事實︰人們會設定出空間與時間的界線。這些界線所達成的作用，

是一種去再現和進行同一性認知的能力。「象徵對比性」（metaphoricity），我們

或許可以這樣稱呼它，不只是它能夠做出區隔和限定，更是它可以和另一邊相連

接。要劃定邊界，也形同於在進行穿越──這是經由獻祭（sacrifice）與靈諭

（inspiration）而達成。更重要的，經由從任何一邊來選擇對象物，這個「象

徵對比性」得以運作，讓每一邊都得以成為雙倍，但兩邊並不相等。 



 

每一邊，於是，是另外一邊的喚起或想像性的召請，世俗是它神聖對應面的對象

物，而神聖是它世俗對應面的對象物。但是，你可能會覺得所有這些事看起來太

明顯和太巧妙了，因為事實上只是將兩邊做區隔，並沒有說明為什麼可以讓界線

的另一邊是「儀式」、「宗教」或「神聖」。什麼樣的一種界線能夠將某些事與其

他事做區隔，並使其他事得到某種再現，是什麼理由能夠讓神聖得以被表徵出來，

而且是表達出與世俗的不同。…… 

 

人類關係裡面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個行動，我們都可以根據對他行動結果的了解，

而去加以想像和反過來了解其行動原來的目的。這樣的一種再現，是關於「行動

結果／行動起初的動機」的再現。而對於行動的結果，是由前面那種再現中去加

以預測的。其他的「行動結果／行動起初的動機」，是由這個再現裡去理解和有

所認識的。社會關係裡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個行動，同時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和

詮釋上的結果。每一個東西也代表了其他的事情；這確實是如此，從內在意義上

來講，這種代表性永遠具有問題。沒有一件事情不是一個再現和一個掩飾。結果

性的輸出，是逃離了原來意向的新的完成，這被詮釋為是另一個東西。哪一種再

現可以被認為是再現的更真確、更深刻、而且是能達成了「意象上可以較正確表

達出事情和行動」的一種較完整的制度呢？怎麼樣才可以達成這樣的結果呢？ 

 

曾經有各種答案被提供，它們可以被解讀成是一種當代的神話。Durkheim 和

Mauss 的神話是這樣講的︰在一開始是社會，它是理性和非人格化的；它的再現

呈現在人類這個生物（這是社會第一次被體驗到）之生活的各方面，它最原初的

畫面是群聚。集體中個別成員所感受到的巨大經驗，以及同時這個集體和其他群

體的關係，制度化形成了宇宙以及宇宙組成，或存在界之範疇的觀念。這個畫面

和它所留下的意象，被附著在可以發現這些畫面和意象的真實事物和東西的形式

上，它被這種巨大的經驗而被加以區隔。於是，他們成為喚起經驗的事物。這種

原初畫面的重新展演，成為它激發和再呈現出來的整體和集體性情感得以表達的

儀式。他們是象徵性的再現本身的意識產生的情境，是關於日常語言轉換成人類

語言的排演。 

 

簡言之，社會的原初經驗，同時也正是象徵類比的起源。 

 

這個論述裡的神祕性特質是它的循環性。這個原初畫面不需要定時出現。它永遠

是透過再現，這也是所有再現背後的真實。重要的是，社會與這個理智的和邏輯

的物質形式與行動秩序的再現的一種同時性。 

 

語言暗示了我們關於我們的社會本質，雖然它從來不是一個最後的真實。因為當

它是一種可信賴的溝通模式，它永遠是欺瞞和偽裝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再現。在



Durkheim 的神話裡，語言的起源不是說話，它在於（如 Gane 所指出的）圖像化

（graphic），也就是說，還不只包括由人類身體所創造的語言，語言的形式是在

內容以外。它們的存在是在人類身體以外。Durkheim 經驗性的展現出了，它們

透過分隔而再現了社會與世界的這背後的關鍵點。它們是屬於自然世界，但它們

有再現的活動，它們本身不再是完全自然性的了。所以這些外在形式以三種方式

來再現︰它們再現社會存在，它們再現它們在其中被揀選出來這個自然事件，並

且它們再現了對於社會和自然世界的個人性的人類經驗。存在於它們的再現中，

無論是關於社會的存在，或個人的感情，或關於自然的事物或運動，已沒有任何

原初的經驗或事物［都是要經過再現的媒介而產生］。 

 

再現裡面被認為假設存在者的是一個再現的力量，但是這不是它本身或它的意義

所造成。這是對於再現和其認識論的哲學上的批判，這對於 Durkheim 神話性的

要保持住宗教的本質和所有其他的人類再現（社會存在的真理和事實是一個巨

靈），是一個關鍵性的打擊。 

 

但是這不會打擊 Durkheim 的神話對這個問題所提供的一個答案：什麼樣的相互

區隔可以使這個界線的一邊成為一個有優勢的再現，也就是能創造出有效的「再

現制度」出來呢？這可以使得文化裡的一個宣稱可以達成，也就是被再現的是一

個總體性的存在：這個世界，整個社會、自然界、再現本身的所有的可能性。即

使不接受，這樣的宣稱也可以通通得以被解釋。它們是一種企圖，或者是關於整

體性的意象。這種被區隔的方法、方式，它們被敘述的內容和它們被表達的方式，

反映出來了這個動機和意象。經由它們與其他再現的相似性和差異性，經由觀察

和參與者對相似與差異的說明，它們能夠經由其他再現之間的關係，而得以被有

所詮釋。 

 

在第五章結論部分，我提出將宗教當作是一種開展的溝通的再現，其中的儀式是

相關回應的修辭。這裡一個鮮明而且基本的論點是，宗教的再現宣稱並且表達了

一個更基本和終極性的統合。而這表示它們再現了原來分開的兩邊。這裡我將討

論的兩邊的分離，包括了過去與現在分離，以及外部與內部的分離。 

 

歷史性的重要性，將過去與現在連接起來，這種連接是為了未來，這是時間必須

做分割的一個第一前提。在時間上認知一個未來，或在空間上認知「他者」，這

裡有一個關於排除性的前提；這是一個選擇性。這裡所設立的一個界線，同時產

生一種緊張性。它們排除了那些具有一種侵犯性性質的加入。宗教性的再現本身，

是根據於一個包含性的視野，但是這種視野本身永遠是地方性的。 

 

宗教性的歷史主義，能夠經由地方性的傳統而得以掌握：這也就是人們所說的，

關於他們向來在此做的事是什麼，他們參與，他們排除。參與中的一項，是參與



在過去與現在之中，另一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之中。這個參與，憑依著一個關於效

驗性的宣稱，這個效驗性的宣稱說，我們經由一個清楚的區隔，以及想像與真實

之間的區隔，「他者」被排除了。 

 

摘要前面 Feuchtwang 的討論，簡言之我們看到，一開始，Feuchtwang 依序

駁斥了「儀式標準化」和「儀式展演理論」的說法，並且也根據 Needham 而批

評了 Durkheim 和 Mauss 等對於「集體象徵」的過度推論，但是 Feuchtwang 後

在整合 Needham、Durheim 與 Mauss 時，使用了接近於「集體象徵」的「社會

結構」與「社會秩序」這類抽象概念，以來說明象徵背後力量可能的來源，也就

是人類社會社群組合的方式（可能是內群與外群的分別），或是秩序觀念中的對

於秩序的渴望和對於無秩序的恐懼等等，構成了集體象徵背後的情感基礎與認知

取向，這種基本認知取向是有規範性的，它類似於一種集體表徵的某種角度的投

射與反映（集體性的情感產生一種規範上的強制性），但集體與象徵之間卻不一

定要有很明確的對應性的關係。 

而以上這種說法的優點，在於Feuchtwang可以不需要去預設額外的「他者」，

也不需要去預設所有的象徵都是來自於同樣的「一個社會」或「相同的集體性」。 

在達成了這樣初步的結論後，接著，Feuchtwang 開始由「再現理論」的角

度（說明「再現」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而來闡述象徵

過程中的幾個基本原則，包括： 

 

一、人類不可能直接掌握事情的本質與原貌，而必須經由「再現」來認知他人行

動的動機與目的； 

 

二、各種再現中，有一個 強的意象是來自於群體的存在與情感，這種「再現」

又成為了其他「再現」背後的一些形式與內涵的根源。 後，如同他所說的︰「社

會的原初經驗，同時也正是象徵類比的起源。」「這個論述裡的神祕性特質是它

的循環性。這個原初畫面不需要定時出現。它永遠是透過再現，這也是所有再現

背後的真實。重要的是，社會與這個理智的和邏輯的物質形式與行動秩序的再現

的一種同時性。」； 

 

三、如果說，人類的溝通都是要透過再現，這一方面否定了我們獲得真相的能力

和可能；一方面也表示，個人或集體都要透過再現、或反覆的再現、或相對照的

再現，來進行自我確定和來產生力量； 

 

四、而「宗教再現」是所有再現中，所存在的一種獨特的溝通模式，它是經由區

隔、分離、並再經由分離開來的二者之間的「獻祭」與「靈諭」來重新進行連結，

而其效能則是：A 創造出一種「我們的地方」的包含性的視野；和同時 B、在時

間與空間的層次上排除了「侵犯性的他者」。 



 

以上這些討論，基本上完全依照 Feuchtwang 原來的環節來有所重現，我個

人認為，Feuchtwang 很多地方講得還是相當抽象，不僅有些地方講得並不清楚，

也有許多環節還有遺漏。甚至於，雖然他針對漢人民間信仰的性質（如儀式導向、

教義不夠清楚、展演性格強）而一一提出了相關見解，但是 後他所提出的「社

會秩序與結構的象徵就能夠產生力量」的看法，一方面對於象徵或秩序感的本質

還留下了很大的空白沒有說明清楚；一方面他還只是提出了適合理解漢人民間信

仰內涵的角度，在其過於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論述層次裡，還沒有能夠真正實質進

入漢人民間信仰的儀式與內涵中來鋪陳有關議題，也看不出來漢人民間信仰和其

他宗教間有可能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差異。 

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至少就我們所要強調的「象徵本身就足以產

生力量」的這一點來說，Feuchtwang 的輾轉曲折的論述，已經足以提供我們一

個理論性的背景，幫助我們去說明象徵本身的關鍵性的重要性。當然，這並不是

說「藉由象徵的過程及其社會上的效果」，這可以去完全和全部的解釋「漢人民

間信仰」，而是說，我們注意到︰單純象徵的本身，它就是有力量的，而這可以

做為一個我們理解漢人民間信仰儀式與實踐的相當重要的認識論上的基礎。而這

個基礎也就是，能讓象徵產生力量的關鍵性環節，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包括

了︰二元分化的區隔性；「對比轉喻性」的作用；關於「我們的地方」的包含性

視野的創造；和時間與空間的層次「侵犯性他者」的排除等等。不過筆者也承認，

除了討論象徵的構成以外，象徵背後的認知與情感上的源頭，這基本上也是一切

宗教能夠產生力量的重要的原因，在本書的討論中，並還沒有真正觸及5，尤其

是屬於漢人民間信仰內各種宗教實踐背後的象徵與超自然分類背後力量的來源，

更是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分析與討論。 

而在本書中，主要的有關於象徵層面的章節是︰第二章、靈驗背後的象徵結

構；第三章、香火概念背後的象徵結構；第四章、神明階序象徵的性質與作用；

第五章、各種集體性過渡儀式背後的象徵類比性；第六章、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

背後的象徵建構過程；以及附錄文章所描述的災難降臨與禳除背後的象徵操弄等

等。 

不過，嚴格說起來，本書對於象徵議題的探討還是局部未完成的，本書對於

「象徵本身就足以產生力量」的說明，還只是停留在 Feuchtwang 討論裡所提供

的社會學的層次，也就是︰一種來自於社會結構秩序觀的認知方式，提供了象徵

產生力量的心理與認知基礎，某種再現形式，則創造了能將某些事物等同於神聖

或神聖力量之類比性邏輯運作的效果。但事實上這些討論背後還有許多模糊不清

楚之處有待解決，像是︰在一個文化類似的區域內，象徵的圖像是如何形成的？

為什麼它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再現形式？是不是同時有不只一套象徵圖像的存在

（如我們第五章所講的兩套「根本象徵類比」的並存）？不同套象徵類比之間的

                                                 
5 這一方面有關於宗教的知識論、神聖象徵符後之基礎、個人心理與儀式的歷程等的進一步討論，

可以參考 Louis Dupre（1972〔傅佩榮譯 1986〕）。 



關係在哪裡？會削弱還是增強象徵的力量？象徵的得以產生力量，更基本來說，

和人類欲望或認知模式裡的哪些元素間有著根深蒂固的關聯性？我個人認為，以

上種種議題的答案，和兩個面向的解釋會特別有關︰一、某種相對穩定的「根本

象徵類比」，具有更大的協調性和內在一致性，會逐漸在一個文化區域內沉澱累

積，而被該文化區域內的人採用為 終（或是 終之一）的解釋事物發生和理解

人群或人與自然界關係的認知框架；二、人類認知上有一種「同一性原則」（也

就是「類比性的覆蓋原則」），可以將時間、空間、人群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等，

套用在某套「根本象徵類比」上，並可以在，經由「根本象徵類比」的中介，而

在時間、空間、人群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等各層次彼此間產生相互比擬與理解的

關係，並進而可以進行某種操作與轉換（參考 Jordan 1972〔中譯本，丁仁傑 2012︰

187-192〕）。不過，這些議題已超出筆者現階段所能處理，因此，關於象徵力量

來源的解釋，我們還暫時僅僅停留在一個社會學層次的理解，未來相關議題還有

待更完整的說明與討論。 

 

實踐理論的觀點 

  實踐理論的觀點，是另一個可以用來貫穿性的理解漢人民間信仰的理論資

源。 

  首先，我們注意到，象徵的能夠產生力量，是透過一種「差別性的區別」（區

別出神聖與世俗）而達成，而這個「差別性的區別」往往展現在「儀式化」

（ritualization），也就是在儀式執行中，將世俗場域中某一區塊（時間或空間）

區隔出來成為神聖場域，也就能產生後續性的效驗（Bell 1992︰91）。 

  一般儀式理論經常強調的儀式的主要特質有「正式性、固定性和重複性」

（formality, fixty, repetition）等等（Bell 1992；92），「正式性」是指儀式的形式相

當隆重和節奏反覆，而成為一種特殊的溝通的形式；「固定性」指儀式時間與空

間場所的相對固定，以及各種動作（通常是和儀式中的某些權威性的典型相連結

在一起）的準確性；「重複性」則是儀式往往會依固定期間來循環性的執行（例

如一年一次）。但是 Bell（1992︰91‐92）清楚的指出來，這些特質並不是儀式內

在性的性質，反而，如果我們把儀式當成是一種「行動模式」來看待，它永遠是

策略性的和脈絡性的，是為了創造出某種「區隔性的效果」，而採取了各種諸如

「正式性、固定性和重複性」的行動策略，但在不同的狀況下，行動者也會採取

不同的方式來達成同樣的目的，例如說天主禮拜堂裡的彌撒聚會，會塑造出嚴肅

神聖的氣氛，但基督新教家庭「小排聚會」裡，則會刻意強調一種自發性的參與

和分享的感覺（1992︰91），但後者也同樣是一種儀式，它是用另一種方式來形

成與日常生活既平行又對比的感覺（教會「小排聚會」中充滿了類似於日常生活，

但卻是比日常生活中所來得還要更真誠無偽裝的互動方式），而不是透過正式性

和固定性的形式。正如同 Bell（1992︰92‐93）所述︰ 



 

實踐是情境性的和策略性的，「儀式化」（ritualization）是人們用來面對特定

情境的實際的方法。儀式絕不單是固定、習慣、或只是死的傳統而已。在某些文

化情境裡，例行化和慣習化或許是被使用到的策略，偶而，但是卻也是在每一段

時間裡都會出現的，複雜的新儀式傳統也會被創造出來。同樣的，「儀式化過程」

會因應不同情況，而會和日常實踐做極大化或較小的區別。這個分化本身是策略

性的一部分，也是行動邏輯和行動有效性裡的一部分。我們只能在相當一般性的

層次來說明「儀式化的過程」，因為作為分化與區隔化的文化語辭，在大部分的

情況之下，具有著一種文化的特殊性。（P93） 

 

當然，做為實踐，儀式是相當特殊的一種文化實踐，它和語言論述，或系統性的

思考都相當不同，它的行動策略是根植在身體當中的，是透過「象徵性構成的時

間與空間環境裡」社會身體（被文化慣習所訓練的身體）間的互動而所達成的。

「儀式化」的關鍵是，「儀式身體」（ritualized body）和「儀式化實踐」（ritualized 

practices）之間循環性的生產（Bell 1992︰93）。於是，正如同 Bell 所述，在這種

以身體為媒介的形式裡，「儀式化」是一種「不以語言表達之形式」（mute form）

的行動實踐。 

  討論到這裡，當我們把「儀式化」也當作一種策略性的行動實踐，雖然它是

其中極為特殊，也就是不透過語言論述或系統性思考的一種行動實踐，但是，作

為實踐，它的理論性意義都是類似的，這將開始引領我們進入另一個理論傳統（實

踐理論）當中了。 

前面我們已經約略提到過實踐理論的看法，我們也曾指出，這個理論在社會

科學裡的源頭是 Giddens 和 Bourdieu。而在漢人宗教裡 重要的出於實踐理論分

析角度的學者則是 Sangren，他曾自覺性的自我標示為是採用著實踐理論的角度

來進行分析，因為他清楚的將自己書（2000）中的分析，視為是同時注意到個體

能動者如何生產出集體性社會結果，和這個集體結果又如何將行動者的慾望與主

體生產出來的一種辯證性的所謂「實踐理論取向方析」。 

實踐理論，試圖打破主客觀對立，並注意到人的動機與實踐理性等能動性，

而由人或集體在場域中如何累積自己 大的經濟與象徵資本為主要的分析上的

著眼點，不過在由行動者為分析主體的同時，實踐理論也試圖解釋何謂社會，也

就是由眾多不同行動者的利益或興趣的累積，如何又可能產生箝制個人行動的結

構，這種看似外在結構的東西，在社會歷程中，又該以什麼角度來加以理解。

典型的例子也就是 Bourdieu 所說的「慣習」的概念，慣習是個人行動長期反覆

定著化後而產生的內化在個人身上的社為習俗，它既有個人主動性的一面，卻也

是社會體現在個人身上的一部分，而個人在行動場域裡的各種活動，其形成過程

與行動模式的定著化，不少也是出於類似於這個慣習般的社會過程而形成。簡言

之，實踐理論注意人的能動性，並且由人的日常實踐理性為出發點，打破西方啟

蒙以來認定的人以思想為引導的人的模型，更注意人的日常行動邏輯，但這同時，



實踐理論也試圖打破人與社會對立的二元模型，而試圖透過一種社會歷程或結構

化的歷程，來說明個人活動的聚合，如何產生非預期性的集體性活動，這個集體

如何又轉過來約制或影響了個人的動機與慾望。 

正如我們前面已說過的，Sangren 指出，實踐理論「立基於認定文化是一個

將人類轉化世界的潛力予以具體化的過程，並且也認定了這個過程會反過來塑造

其生產者」（2000：188）。而實踐理論則是要以某種方式來解釋社會行動，這個

方式是（2000：189）： 

 

我們想要同時說明「個人們，如何是他們自己的社會化、他們具體的文化情境、

他們不同位置所產生的經驗（經由階級、性別、社會地會等的差異）等這些因素

的一個結果」；另一方面，「人們又如何是這些同樣情況裡面的真正的能動者和生

產者」。 

  能動者有著一種日常性的實踐模式，這個實踐是以個人或集體（家庭、社區

等）累積 大資本（金錢、權力、聲望、正當性等）為目標，它有其能動性（能

改變現實或超越結構），但它當然也不是全能或無所框限的。 

Bell（1992︰81）對於這個「實踐」的性質，就曾提出過相當詳盡的說明，

她說，實踐（practices）具有四點性質︰1、情境性的（situational），行動者有能

力來知覺情境而進行改變；2、策略性的（strategic），行動者會採取一種他認為

是對他 有利的方向來採取行動；3、錯誤認知的（misrecognition），行動者雖然

採取對他 有利的行動方向，但是他卻也是被鑲嵌在一種「錯誤認知」裡面來行

動的（譬如說 Sangren〔2000︰第八章〕舉過的例子，父系社會裡女性信徒的虔

誠奉獻，她以為是完全奉獻給了神明，事實上是男性受益為主，而每個社會都存

在有意識型態，也就是「錯誤認知」，以來維繫神聖傳統或產生剩餘價值。）；4、

「贖罪式的主導權」（redemptive hegemony），這是指這個社會已建立了一些主

流性的意識型態，讓人產生某種社會責任感或道德使命，認為非怎麼怎麼做不可，

才可能達成人的義務。這個概念來自 Burridge 的「贖罪式的過程」（redemptive 

process）和 Gramsci「主導權」（hegemony）這兩個概念的結合，後者大家比較

熟悉，這裡不多提，至於 Burridge（1969）的「贖罪式的過程」的概念，是指︰

「某種過程，其中有著關於權力的某些假設，人們在其中，應對於社區裡面道德

上的使命感，人們會去盡他們的某種義務。」，Burridge 指出，這種「贖罪式的

過程」，不只是涉及有關權力與道德秩序的假設，它還能夠讓人們認為他們「看

到了事物背後的真理」，並且還能夠向人們保證「你們確實看到了事物中的真理」

Burridge（1969︰6‐7）。Bell（1992︰84）摘要這種看法而指出，在這個「贖罪式

的過程」裡，反映出人們理解權力的方式有三個面向︰A、權力關係會以各種不

同的方式生產出來；B、人們對於自己在秩序關係裡的位置會有某種認知；C、人

們能夠理解到在某種特定關係秩序裡特定行動所可能會產生的效應。於是「人們

將權力與宰制再生產出來，但這不是一種直接機械性的方式，而是透過一種對關

係的特定理解方式裡而將之再生產出來，這個理解方式能夠讓行動者對於行動場



域有一個理解，不管它的程度是有多大。」（Bell 1992︰84）。 

  簡言之，行動者（集體或個人），也就是「文化主體」，處在特殊的文化與社

會場域當中，而能夠隨著情境改變而策略性地選擇 有利或「 可欲」的行動方

式或行動方向，但其行動，身受文化與社會慣習所影響，也被意識型態所導引，

並會產生個人所非預期性的集體性的結果，這個結果還會跟著倒過來，繼續生產

出特殊社會脈絡與文化慣習下的「文化主體」。 

而本書中，主要在實踐理論層面進行討論的章節是︰第二章、在靈驗象徵中

行動者如何與神結盟，以及大家樂賭徒如何來獲得「稀少性資源」；第三章、在

漫長歷史時期中所形成的「香火制度」如何成為地方建立主體性的操作舞台；第

四章、行動者如何基於處在「宗教場域」中的不同位置，而利用「場域」的傳統

結構來擴大自身的各類資本；第五章、社區如何透過集體性通過儀式來進行轉化

與重生，而儀式中的區隔與不區隔，則都是各種實踐策略中的一部分；第六章、

多村落間所構成的儀式場域，如何創造出「彼此相互建構與賦予正當性」的舞台，

並成為了能與民族國家或全球化資本間進行協商的「大型的地方性」；第七章、

社區行動者在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兩種宗教行動之間的抉擇與實踐型態上的差

異，以及在社區情境裡二種實踐彼此間的互動關係等等。 

 

實踐場域中的城鄉階序與「中地」     

 和漢人民間信仰發展息息相關的歷史事實，是漢人社會城鄉構成的空間模

式︰包括有，一、由下至上層層而上的，愈高層的「經濟中地」或「政治中地」

具有愈大的「文化主導權」的文化資源分布狀態；二、城鄉相互鑲嵌模式裡的特

殊城鄉互動關係（小城市也是大城市裡的一部分，因此大城市對於小城市來說也

就是同時兼具較高與同一性位置）；三、每一個社區又具有相對自主性，整體性

國家的象徵層次（比最高層中地還要完整的整體性），都可能完全投影在單一的

地方社區當中等等。 

結果是，這些城鄉分布狀態的事實，在某些面向上，相當程度地塑造出來了

民間信仰場域裡某些常見的「模組化的行為實踐模式」。這些問題相當複雜，不

是本書所可能加以詳盡化與周延化的，但至少對於和這一個層面相關的各種背景

知識，我們可以在此稍作回顧。而在導論的部分將這一部分獨立成為一個章節，

也顯現出它在理論意義上的重要，是型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與實踐的一個極為關

鍵性的政治經濟基礎。 

 首先，我們注意到，因為要了解漢人城鄉空間狀態下的象徵權力操作，還是

必須要先回歸於漢人長期歷史發展裡的城鄉空間分布的現實。而這一部分，在這

一方面研究有成的學者 Skinner 的研究發現有特別有參考價值，而由於漢人民間

信仰發生背後的政治與經濟背景，和 Skinner 所描述的漢人歷史文化裡的層級性

城鄉關係和區域經濟構成（所謂的 nested hierarchy「套疊性階層」，意指由低

到高鑲嵌在一起逐級而上的聚落與行政體，也就是華人經濟活動中，由低層較小



的地域性範圍，到涵蓋範圍較大的小社區，再一級一級往上到更大區域的層層相

屬疊架的這種市場與城鎮的性質），關係確實是十分密切，因此對於 Skinner 理

論框架的內容稍作說明是頗有必要的。 

 如前所述， 我把 Skinner 的概念視為是具體應用所謂的「中地理論」

（Christaller 1933；Losch 1940）於中國歷史發展與地理空間的介於理論與描

述之間的「描述性的框架」。透過這個「描述性的框架」，跨時間序列中中國社會

的經濟與政治發展，以階序姓城鄉關係為焦點，有可能得到較好而且是較能對應

於經驗性資料的更為全面性的掌握。 

Skinner 主要在探討 1949 年以前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城市與市場結構，以

相互包含的由低到高之層級性的「中地」（人群聚集或貨物交換的場所）為焦點，

他提出來了兩套相互重疊的階層系統，行政系統和市場系統。行政系統很好辨認，

由帝國首都北京向下有三層，省的首都、府的首都、和縣城。市場系統就比較複

雜，至少有七層，最高的全國性首都以外，其他六層，由下而上看起來︰標準市

場城鎮、中級市場城鎮、中央市場城鎮、地方城市、大型城市、區域城市（standard 

market towns, intermediate market towns, central market towns, local 

cities, greater cities, and regional cities，參考 Skinner 1971︰274）。

這個區域城市（region），大致上對應於全中國的九個宏觀經濟區域（1976b）裡

的各自擁有的最大的城市。 

城市，也就是一種「中地」，經濟上的中地，由最低的一層「標準市場城鎮」

起，它提供了周邊依賴區域之貨物交換的市場，也是農產品和手工藝品往更上一

級的市場系統流動的起點，和農民消費物品進口至此而向下流動的終點（Skinner 

1964︰6）。根據 Christaller， K（一個中地服務次級中地的數目）等於 4或等

於3的情況，每一個「標準市場城鎮」會被2或3個更高的中地所控制（King 1984︰

67）。全套市場體系階層可以包含七層，每一層的零售業活動項目和所能提供的

信用商品（所能提供借貸的數額）也不同，較高階的中地也有可能有同業公會的

存在，在傳統中國，郵站（也是驛站）和錢莊等，會是考量中地層級的重要判準

（Skinner 1976b︰348）。 

市場中心的層級和行政中心的層級有可能會交疊在一起，不過較低層市場中

心很少會成為行政中地，這兩者的重疊程度會隨著階層而增加。行政中心層級表

達了國家的政治力量，市場中心層級表達了貿易關係和商業力量，愈到高層級，

這兩者愈可能疊合在一起，不過也有許多高層的市場中地（服務廣大交易地區的

區域中心），它的行政角色並不重要（Skinner 1976a︰329）。  

 在 Skinner 的討論裡，也注意到了一個過去較少人提的問題，長時間下的「中

地」的成長和發展，尤其是中國長期歷史資料，提供了經驗資料上的依據（每個

區域長期間中地增加與減少的數目，而影響中地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人口）。譬如

說，多層次的中地，在時代變遷中會發生服務規模與層次上的變化，譬如說一個

服務於六個村落的城鎮，隨著腹地的增廣會成為服務於十二個村落的城鎮；隨著

產業型態和運輸型態改變，中高低三個層次的中地，可能又會插入新的層次而變



得更繁複等等。（參考 King 1984︰69）。 

 Skinner 根據 Christaller（1933）和 Losch（1940）等人的理解架構，再

根據田野觀察和大量方志資料，而得以描述中國的城鄉階序和經濟區域系統，而

這個中地的架構，也可能被用來進一步去說明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與家族秩

序。例如說，Crissman（1976）利用相關空間架構來考察台灣彰化地區的婚姻系

統，就發現經濟市場對於婚姻選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鄉村住民婚姻的對象的

選擇，通常是來自於市場互動過程中位階更高的「中地」；Adams and Kasakoff

（1976）也印證發現，村落之間的通婚，和村落與中地的關係很密切，基本上，

團體與團體間的連接都是透過中地，這些平日相互連接的團體，在婚姻與市場的

交換關係上都處於相當頻繁的狀況。 

 以上對於 Skinner 研究發現的簡短的摘要，很難說和民間信仰研究有什麼直

接而具體的關係，但是它們又確實是潛藏在民間信仰象徵與行動場域背後無所不

在的經濟現實與關係想像，如果再加進關於傳統帝國官僚的最高之中央化權威的

象徵，整套實踐場域的輪廓，也就會隨著行動者所帶入的社會位置、權力與資源， 

而在每一個儀式、每一場廟會、和每一系列的活動裡，具體化的被體現和操作出

來。當然，隨著參與對象與時空環境的不同，場域本身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會在

幾個向度間（象徵資源與物質資源的「關鍵性」和「稀少性」，見第四章）呈現

出每一次活動場域結構內之排列組合上的特殊性。但是這幾個基本向度又是鑲嵌

在現實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裡的，因此 Skinner 的城鄉空間模式，就在這幾個環節

上，相當關鍵性的影響了漢人民間信仰的宗教實踐與參與。而容我再重複一次，

這裡面最為有關的是三點︰一、由下至上層層而上的，愈高層的「經濟中地」或

「政治中地」具有愈大的「文化主導權」的文化資源分布狀態；二、城鄉相互鑲

嵌模式裡的特殊城鄉互動關係；三、每一個社區又具有相對自主性，整體性國家

的象徵層次（比最高層中地還要完整的整體性），都可能完全投影在單一的地方

社區當中。這三點我要分別稱之為是︰A、階序性框架中的認知模式（the 

hierarchical framing）、B、相互鑲嵌性的互相真確化（the embedded mutual 

authentification）、和 C、最高權威超越性原則的在地化（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highest authority）。 

 以上這些概念可能都要到了相關章節中才可能再來有所說明，而本書中和這

些概念有關的章節主要有（括號中英文為前述三個概念的代號）︰第三章、香火

制度中的祖廟與子廟間象徵場域的操作（A），香火與超越性的在地化（C）；第四

章、主廟巡狩中的權威建構與分享（A），子廟如何透過擔任承接者來提昇相對位

置（A、B、C），祖廟與子廟之間的循環完整的整體性如何達成（B）；第六章、大

廟與地方廟的相互真確化（B），地方脫離王朝而自行創造的不受約束的中央權威

（C），廟會中多重社區關係中權力的創造與平衡性關係的維繫（A）等等。 

 

意識型態的有關研究傳統 



 宗教象徵，是一種具有力量（權力、效驗、確立界線、秩序化等）生產作用

的再現形式，它當然不是反映事實，而往往是一種理想化情境的建構，但在它特

殊的形式中，它也是一種行動實踐（有行動者的主動性），是一種「不以語言表

達之形式」的行動實踐。然而背後集體性意涵濃厚的宗教象徵，與個別主體（個

人或群體）的能動性之間，如何可能達到一種協調而相共構的交互性呢？這是一

個表面上看起來相當棘手的問題。 

 這一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本書各層面論證間能否相統合起來的主要關鍵，

一方面卻也是超出本書資料所能夠詳細論證的較為屬於「本書之資料之外後設性

的前提」，既重要卻又不屬於本書的內部脈絡，而是必須跳出來以一個更宏觀的

角度來說明的理論前提與基礎。 

 現階段，出於本書資料上的性質︰缺少生命史的討論、缺少社區或宗教組織

運作較內部的田野資料、缺少對各類神話的分析與討論、缺少對集體與個體交結

環節的分析等，使我很難根據自己所收集的資料，來對象徵與行動實踐之間的銜

接性提出很好的說明。然而，根據既有的理論與經驗性研究成果，以及出於本書

理論框架協調性與完整性的一個說明，我有必要對這個「後設性的理論前提」部

分，作一個最初步的鋪陳。 

 創造集體神聖性的象徵，如何和個人主體的各類資本累積行為（追求個人或

小團體的各類資本︰經濟、平安、聲望、社會關係等）間相協調而長久持續的並

存在一起，甚至於是可以相互增強和相互構成呢？我個人雖沒有較為成熟的答案，

但至少可以暫時接受 Sangren 的說法，這樣的銜接是透過意識型態而達成的。 

 Sangren 對於意識型態概念的重視和所採取的新的分析角度，和當代幾位重

要研究意識型態的學者（如 Eagleton 1990；Zizek 1989）的說法間有密切關連性，

尤其是 Zizek 的將 Lacan 心理分析與意識型態概念結合在一起的作法，是 Sangren

意識型態分析之理論資源的一個重要來源，這一點 Sangren（2000︰241）也一再

強調。事實上 Zizek 對於意識型態的討論，比 Sangren 完整的多，這一方面要如

何的放在漢人民間信仰的象徵與儀式層面來做討論，還有待進一步的引申6，不

過因為 Sangren 曾更直接的舉出實例來說明意識型態在漢人民間信仰世界裡的關

鍵性，於是在我個人並沒有完整的相關研究，以及 Zizek 有關概念還沒有能夠適

當和漢人民間信仰世界相扣連在一起的情形下，我將還是透過 Sangren 來說明意

識型態概念在漢人民間信仰研究上的重要性。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裡，通常只會單面向的強調意識型態背後所具有

的一種將過程「予以神秘化」的或是「異化」的特質，其中，將「意識型態」視

為是物質性生產模式背後，用來正當化既有社會關係的觀念系統。不過，Sangren

對於「意識型態」這個詞在學術討論上的用法，和 Marx 所強調的「用某些觀念

來正當化特權的存在基礎」的那種「意識型態」的說法，在強調點上不太相同。

Sangren 指出，除了將意識型態視之為是「扭曲了社會生活」的因素以外，意識

                                                 
6 呂一中正致力於將 Zizek 的意識型態理論援用在漢人民間信仰象徵與實踐的分析上，本章談論

Ziek 的部份，部分想法來自於和呂一中的私下對話。 



型態還可以被視為是「產生社會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作者定義下，「意識型態」

或「意識型態性的」，指的是：一種將自己或自己的社區所產生的力量，說成是

來自別人或別的來源。合乎這種情況的，都具有「意識型態的性質」。然而在這

些生產性背後，作者也指出，經由「有著意識型態屬性的異化性的再現」而加以

做包裝掩蓋的價值的剝削，它是一個更整體性生產過程中的關鍵性環節，在這個

生產過程中，將個人慾望納入整體的複雜性當中，而在納入時已控制了慾望，但

卻也造成了慾望層面上的挫折。 

 簡單的講，意識型態就是在於去讓「異化」得以成功與平順的去進行「錯誤

認知」，如此才能搾取出「價值」，社會才能夠無限期的再生產。換言之，當過去

Marx 在談「商品拜物教」時曾使用到「異化」這個名詞，這是指生產者與其產

品的疏離，Marx 認為我們應該要解除「異化」以產生解放。但是到了 Sangren

手上，著眼點是在透過「異化」，以來說明「文化得以產生各種物質性的和非物

質性的生產力」的面向。Sangren（2000）認為，「異化」是內化於文化生產過程

裡的，它 鮮明的形式是出於把社會起源的生產力加以「異化」（例如說，在漢

人文化裡，將社會的生產力訴諸於來自是「天」或者自然），而意識型態（內在

於文化）則是這個文化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來「正當化」或是「正常

化」權威、不平等和剝削等。換句話說，要了解文化的生產，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意識型態如何「再現」在一種「異化」的形式裡，而這是文化生產的基本原則。 

Sangren（2000）曾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漢人民間信仰中的意識型態與價值

創造的過程，譬如說︰廟宇活動女性付出較多，卻是由男性來擔任主委，女性並

不會認為被剝削；母親照顧兒子，兒子卻是感謝媽祖，母親也會覺得這是媽祖之

功；是社區集體創造了力量，社區卻會歸之於是神明靈驗的保護等等。簡言之，

只有經過了意識型態的連結，個人策略性與情境性的行動，才能輾轉又成為強化

集體意識與集體象徵的結果。我們前面所曾提到過的 Bell 所提出的「贖罪式的

主導權」的概念，也是屬於意識型態性質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讓行動者把受到了

「社會慣習」所薰陶出來的社會義務與責任感，當作是自己內生性與自發性企圖

心的一部分，而能讓集體象徵與個人行動實踐之間常能處在一種自動協調性的狀

態中。 

 事實上，意識型態的作用，比 Sangren 所討論（銜接個體與集體，銜接集體

象徵與個人實踐）的還要更複雜得多，Zizek（1989）認為，它不只是一種幻象，

其實它自己本身就是社會的真實，這是因為父權社會的主體建構永遠是虛幻而不

符實際的，現實與理想間的巨大鴻溝，正需要巨大的意識型態來加以支撐，以來

「縫合」（quit）二者之間的差距，由這種角度看來，既然鴻溝是必然存在的，

這裡便沒有所謂「因鴻溝太大而讓意識型態無法達成其彌合的作用」的問題，反

而是當現實與理想間的鴻溝愈大，人們會對於意識型態的需求更強烈，因為它正

可以「縫合」人們內心的創傷與失落感。而以上這種理解角度，必須將心理分析

的分析取徑包含在內，才可能更深刻的刻畫「主體建構」背後的心理與慾望歷程，

相關分析目前還是漢人民間信仰研究亟待開拓的關鍵性的學術環節。 



 

 

七、本書寫作的經驗性脈絡 

 如上一節所述，即使我們跨越不同的理論性主題，但經驗性資料的收集，並

不需要跨越時空，而只要專注鎖定在和一個村莊有關的各類宗教活動，便出現了

漢人民間信仰場域中所有重要的理論性議題。這個村莊，大台南市西港區的保安

村，我們馬上就要加以詳細介紹。這裡先說明本書各章經驗性材料的主要依據： 

 

第二章、漢人文化的靈驗叢結：資料主要收集自保安村和保安村周邊，並配合多

個案例（有關於神鬼祖先之間的各類相互轉換的例子）的長期追蹤與紀錄 

 

第三章、香火的制度性叢結與歷史面向，主要是演繹性的理論建構。   

 

第四章、香火場域的基本結構與展演：實踐理論視野下的進香與巡狩，以 2009

年大陸南安詩山鳳山寺的來台巡香為主要資料，而因為保安村極為重視廣澤尊王

祭典，屬於此次活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 

 

第五章、作為產生「對比轉喻」（metaphoricity）的基礎，「社區集體性通過儀

禮」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本章將「社區集體性通過儀禮」區分為「參與性儀式」

和「非參與性儀式」兩類來進行對比性的分析與討論。資料主要來自保安村的各

類儀式，我們在〈附錄一〉中也更完整的交代了保安村以儀式來處理災難的儀式

節奏與形式。 

 

第六章、地方更為持續性的地方感的形成及其學術意義的討論。我們並以台南西

港刈香（保安村是其中一個重要構成庄頭）為例，分別討論了地方性、大型地方

性、現代性、大型現代性等之間的交互形成與對抗的過程。資料以保安村熱烈參

與的西港刈香為主。 

 

第六章、我們也有系統的討論了「地方－國家－全球」連結脈絡之在不同歷史時

期裡的內涵，並說明了民間信仰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主要資料同樣來自西港刈

香這個活動。 

 

第七章、在地方性脈絡中，民間信仰與非民間信仰之間的交疊、相互轉化與挪用。

主要資料來在對 David Jordan 所報導過的一個麻豆的鸞堂所進行的後續追蹤與

分析。雖然資料與保安村無關，但麻豆與西港是相鄰的鄉鎮，社會與人文生態相

當類似。 

 



 以下，我們將介紹本書主要的田野資料來源，台南市西港區的保安里（化名），

在本書主要章節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其名稱還是台南縣西港鄉保安村（2011 年 

12 月改制）。 

 

保安村 

 本書主要分析資料的來源，來自台灣南部的一個農村保安村，這個農村是人

類學家 David Jordan 1966 年到 1968 年間進行過田野考察的一個台灣農村。

Jordan 的田野考察報告，是他的博士論文，後來並改寫成專書出版（1972），筆

者（2012）也曾將此書譯成中文，並在原書出版四十年後出版。該書正文中有著

關於保安村較完整的歷史與宗教活動紀錄，譯著在譯者導言中也摘要性的交代了

保安村的生態背景與政治經濟現況。這些部分我們在此可以不用重複太多。 

 位置上，保安村是台灣南部一個典型的農村。出於水源不足以及平原區域漢

人族群共同防禦上的需要，台灣南部村落以「集居型」聚落為主（與台灣北部「散

居型」聚落形成對比，參考富田芳郎 1933），住戶通常在數十戶到數百戶之間，

各住屋聚集在一起挨家挨戶相鄰而居，形成全村防衛聯盟，聚集地外圍有清楚的

界線，耕作的田地則再包圍在聚集地的界線之外。保安村開始有村落大約是乾隆

末年，由當時到現在大約是到第十至十二代左右。一開始主要是由梧林村郭氏遷

來，在河岸邊以養魚為業，後來才陸續有別的地方的郭氏遷來，但多半是源自大

陸上同一個故鄉。1823 年（道光三年）曾文溪大改道，之後台江內海逐漸出現

浮陸，由於開墾海埔新生地的土地糾紛，而在西港、七股和台南安南區一帶發生

了郭黃兩氏的長期械鬥，時間大約是 1850 年到 1880 年之間，到了日治時代才逐

漸緩和，但這個宗姓械鬥的歷史背景，一直影響到這個地區地方政治的發展，到

了今天，黃郭兩派的政治派系，都仍然是西港地區背後主要的競爭性力量（參考

盧嘉興 1962，方淑美 1992：23-30）。 

 在地方性競爭中，同樣是姓郭而且有宗親關係的梧林村與保安村，始終是堅

實可靠的同盟關係，它們依地理位置被稱做「頂下寮」（梧林村是頂寮，保安村

是下寮）。至於與郭姓相敵對的陣營，是位於西港、七股與佳里等地區的某些黃

姓村落間，它們之間也常保持著密切的合作與「交陪關係」（廟會活動中常常交

互往來或是形成聯盟的形式），而且因為彼此來自原鄉的信仰有重疊性，後來

（1960 年代以後）還將各村的主神聯合起來，而成立了「三王二佛聯誼會」（三

王：梁府千歲、池府千歲、康府千歲；二佛：普庵祖師、楊府太師，包含的村落

則共有六七個位在西港、七股、佳里地區的村落）。而在每三年一次的「西港刈

香千歲爺祭典」的大型繞境活動中，郭黃兩個派系間經常因互爭排名位置而引起

衝突。早期多半是由「郭派」的「頂下寮」來擔任隊伍中 重要的千歲爺前的「駕

前轎」的位置，但在 1990 年代以後，已固定是由「三王二佛」的村落來共同扮

演這個角色。而西港地區的主要產業「南寶公司」，出身於「南海埔」的黃家，

長期以來更一直是黃姓派系背後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 



 事實上，保安村所固定參加的活動「西港刈香」，是台灣南部 負盛名的廟

會活動，這個每三年一次由西港慶安宮（由五個角頭所構成）所舉辦的大型繞境

活動，鮮明的反映出當地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生態背景：那是由六七十個均質的農

業小聚落所構成的，一種在面對不穩定的曾文溪水患，和相對貧瘠卻又仍有其地

利的稀少性資源時，既競爭又合作，而且是有種共通焦慮與相似歷史記憶的多邊

交互網絡關係。 

 在郭姓派系這一邊，西港鄉的梧林村、保安村和新港村，三個村子都是以郭

姓為主，人口數以梧林村 多，保安村居次，新港村日治時代還屬於保安村，但

戰後獨立成村。三村間多有親屬關係，關係極為密切。在神明崇拜方面，原來三

村都沒有獨立的廟，而都是在 1960 年代以後才逐漸開始興建公廟。三村間原來

是共同輪流供奉廣澤尊王、媽祖與謝府元帥，後來村子分化的更明顯以後，才將

開基的神尊各自分開，新港村分得廣澤尊王、梧林村分得媽祖、保安村分得謝府

元帥。但各村後來都另雕神明，都崇拜廣澤尊王和媽祖。保安村後來到台南市西

羅殿請了一尊三尺高的廣澤尊王（原為二太保，新廟落成開光後成為四太保，太

保之名，見本書第三章）回來供奉。等到 1983 年廟宇重建，保安村又至台南市

開基玉皇宮請求玉皇大帝恩准，而另雕了一尊二太保（郭銘宗 2008：16-17）。 

 1960 年代末期，當 Jordan 來到保安村時，保安村中只有一小間公厝來安放

村裡的神明：一尊老舊的觀音老祖神像和另外三尊主神廣澤尊王、媽祖和謝府元

帥。但神尊也不常在廟裡，而是由信徒輪流請回去加以祭拜。其實，在保安村，

會祭拜謝府元帥，和後來會至西羅殿請廣澤尊王，這些都和族群械鬥史有關。在

清代郭黃械鬥的初期，出於人力與武力的劣勢，郭氏乃與附近陳姓村落結盟，並

迎請了該村謝府元帥的分靈為保安村的保護神，而當時保安村雖然本身也敬拜廣

澤尊王，但為了增加戰力，也在當時至台南市五條港地區迎請了西羅殿的廣澤尊

王來村落中作鎮，這也就是保安村後來還會去西羅殿請雕神尊二太保的淵源。 

 保安村 1911 年以前所在的位置，目前已經成為了曾文溪的河床，日據時代

因為曾文溪改道，整個村子被淹沒7，村民乃再遷村到現在的地方，也就是改道

後的曾文溪北岸的位置（不過後來有十多戶又遷到了曾文溪南岸，這十幾戶的區

域也是屬於保安村）。這一區域過去原屬於台江內海，土質多少還有一些鹽分，

而且主要是沙土而不是壤土，保留不住水分，土質不是很好。1960 年代末期，

保安村主要的作物是芝蔴 玉米 旱稻等等，不過更大的種植面積是在河床當中，

抽地下水，利用河水沒有氾濫的時候，種植一些成長快速的作物如西瓜、芝蔴等。

這個村落在 1966 年，依 Jordan 的調查，人口有 227 戶，住民 1669 人。到了 2008

年時，則有 374 戶 1245 人。戶數增加，人口卻減少了，顯示目前人口外移的情

況很嚴重。 

                                                 
7 2005 年時，在現今曾文溪河床，發現了曾文溪改道過程中被淹沒的蚵殼港廟宇遺址，成為台

南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蚵殼港莊當時就在保安村原址的隔壁，二十世紀初這兩個村莊原址俱被掩

沒，蚵殼港且是西港刈香裡重要的「開路先鋒」陣頭「蜈蚣陣」的發源地。 

 



 

本書分析架構中主要經驗性材料的依據 

 本書的寫作源起，起先僅是要以 David Jordan1960 年代末期所研究過的保安

村及其周邊，作為追蹤性的考察重點，然而其內容卻逐漸放大，到 後則是遠遠

超過於一個單一村落的信仰活動。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村落的宗教活動本來就是

超出單一地域性範圍的，一方面也是因為現代國家與全球化情境中，村落宗教活

動已和周遭環境產生了更有機性的聯結。本書的理論選擇，也是高度整合性的，

前述文獻回顧中的祭祀圈理論、民間信仰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討論、國家與地方

互動中的民間信仰形式的討論、基本文化範疇與象徵邏輯、實踐理論的角度、權

力的「文化交結銜接叢」與漢人地方社會的性質等，都會是本書綜合性討論中的

主要理論根源，但除了各章論述以外，我們也會在結論一章節中對幾種主要的理

論觀點進行反省性的批判。 

    本書主要資料，是 2008-2011 年間我在保安村進行田野考察和參與周邊各類

宗教活動時所收集，除田野資料，我也將有關資料連結在保安村過去的文化傳統

與歷史背景上，以來使討論更具有歷史與文化深度。 

 傳統的保安村已如上一節所述，更詳細的描述可以參考 Jordan（1972〔中

譯本，丁仁傑 2012〕）。這裡要敘述一下 Jordan 離開田野之後的保安村，以及本

文各章節在今日保安村裡的時間與空間上的脈絡。在宗教活動方面，1983 年保

安村新建廟宇落成，改變了村中的地貌。Jordan 書中提到過的神明會，目前大部

分都還存在，但隨著村民的大量外移，一個神明會的成員，往往散佈四方，爐主

有時也會由移出在外者擔任，不過到了神明生日時，往往還是會回到保安村舉辦

祭典。熱鬧的「意識型態」，不因農村人口外流而減弱，反而變成特殊節慶和廟

會時，參與者們所要表現的：「地方力量衰落中刻意逆向操作的面子經營」和「都

市中產階級的懷舊心理」的二者交互作用後的新的「熱鬧複合體」。 

 當代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村中乩童變少了，1966 年時村中有九位乩童，現

在村中則只有一位乩童，而且也只是偶爾起乩處理公眾事務。公廟中大部分事務

都是由「手轎」的問事程序來決定。另外一個變化是關於 Jordan 書中曾大量描

寫的「賞兵」儀式，當時是每個月各戶準備食物祭拜兵將，現在則已大為簡化，

改為各戶交費由管理委員會共同準備祭品，並在祭拜後，參與者晚上集體參加外

聘廚師將祭品加工後所辦的宴席。還出現的變化是關於繁複儀式的數目上的減少

（只是數目變少了，但不表示舉辦儀式時會減低其繁複程度），1966 年時，村中

各「神明會」每逢神明生日多會請紅頭法師來進行「煮油」「祭改」等大陣仗的

活動，目前這一類較繁複的儀式活動已大為減少，只有以張姓宗族為主的池府千

歲神明會，每隔幾年還會在神明誕辰時，舉行這一類活動。顯然的，村民的宗教

象徵體系與宗教實踐模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有些部分簡化了、有些部分操作

頻率降低但卻採取了刻意似的繁複，甚至於實踐上還會出現代理人的情況（付錢

請人代辦）。 



Jordan 曾寫道，1966 年時，村子大小事都會找乩童。而且據書裡面所寫，

並不是人們去找乩童，而是有事要問乩童的話，你在家裡點香問神，時候到了乩

童自己就會到你家裡去幫你處理事情。現在村中已經不再有這些情況了。公廟大

致上很少再處理私人性的事情，乩童僅剩一位，在這種情況下，村民有私人事情，

往往會另外至他處找自己熟識的神壇去處理問題。這些狀況顯示著，在私人層面，

不再完全由社區或附近社區內的神媒來處理問題，Jordan 所講的由個人到家戶到

社區之間的「同形學」仍然沒有改變，但是執行這個「同形學」的人，卻不再是

原來那種能夠同時貫穿這三者的地方上固定的神職人員了（村中的乩童、桌頭、

或附近村落請來的紅頭法師），宗教需求並未隨時代改變，宗教的供應也並沒有

出現新的形式，但是它背後的代理商卻是開始更多樣化與進入全島化分佈的情況

了。 

 某些神明信仰的狀況起了變化，這些案例是特別值得進行後續研究的。例如，

Jordan 書中第八章中提到過的一間在佳里專門處理冥婚事宜的私壇，我在 2008

年前往時，發現它已演變成佳里地區一間規模宏偉的廟宇，祭拜陳美娘娘（假名）

與媽祖，並也固定參與「佳里金唐殿刈香」和「西港刈香」。這個新興廟宇目前

仍持續以女通靈人來辦事，但是遇到那種夭折女性擾亂家庭的情況，往往會以「將

神主牌託付佛堂」的方式來辦理，而不再以冥婚的方式來處理。 

 另外一個例子，同樣是書中第八章中所提到過的郭家的「小娘」（郭家夭折

的女孩，後來被賦予神格），四十多年來，身份不斷的改變，由「孤魂」到「小

娘」到「郭娘娘」，到 2004 年時，已升格為「郭府娘娘」，當時是村中主神謝府

元帥作主所應允而得的身份，並且也由家屬帶至花蓮勝安宮，由後殿的玉皇大帝

處獲得「敕封」，而領兵將回府。有了兵將，就有每月的「賞兵」，而且也成立了

神明會，在兩家郭氏宗親間互擲爐主，每年神明生日也盛大舉行慶祝，席開三四

十桌。有事要求助神明時，信徒也會以「手轎」問事。總之，從 1907 年的一個

夭折的女童，到 1938 年，她開始具有「擬似的神格」（小娘），而到 Jordan 看到

她時，她那時應已經有了「郭娘娘」的封號（報導人告訴我這個封號在 1958 年

時就已出現），到現在，一個新的神格「郭府娘娘」又被賦予了在這位「夭折女

童」的身上，她已經愈來愈往「正神」之路邁進了。而這個神格的邁進，固然需

要她的適時顯現靈驗，但背後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是她背後的家族力量，她的

家族是村中望族，由日治時代到當代，曾有數人在保安村擔任保正或村長，1990

年代以來族中一位連任了四屆村長的後人，熱心想要將「郭娘娘」升格為「郭府

娘娘」，不但獲得了玉皇大帝冊封，也在村長人脈影響下，「郭府娘娘」誕辰擴大

舉辦，也屢有信徒打造金牌或匾額給「郭府娘娘」。將時間拉長來看，在漢人社

會裡，只要有著適當的機運和社會關係的支撐，一個文化定義下的超自然存在，

由模糊曖昧不明的某種身份，到成為能獲得更多人承認的公眾化之正神，四十年

的時間幅度上的變化，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做前後觀察與比對的時機。而一百年或

兩百年，當然是更完整的觀察幅度，但是那種較長的歷史幅度，通常只能憑藉廟

方或地方人士「模式性操作」後的「神話論述」，以來做為反溯式的理解上的憑



藉，這樣子的討論，顯然不如人類學式的「重訪研究」之來得更能掌握住神明歷

史演變裡的關鍵性環節。對於這些鬼魂與神明資料的後續追蹤，除了保安村的資

料外，我也擴充了由附近村落中所得到的一些資料，而在 2008 年台灣人類學年

會上，發表了「家神與家鬼：漢人民間信仰體系的再檢視」一文，改編後以「靈

驗的顯現」為名刊登於《台灣社會學刊》（2012），目前論文主體是本書的〈第二

章、靈驗︰漢人民間信仰超自然世界的基本象徵結構及其外在顯現〉。 

 至於保安村所在區域的 大型廟會：三年一度的「西港刈香」，依然熱烈持

續舉辦，而且已經成為新聞媒體、文史工作者和學術研究者都熱烈關注的全國性

廟會活動。2009 年，行政院文建會依「文資法」，公告指定「西港刈香」為重要

民俗（在全國是繼「雞籠中元祭」之後的第二個），指定理由為：「一、風俗習慣

之歷史傳承與內容顯現人民生活文化典型特色。二、人民重要信仰儀式，顯示藝

能特色。三、民俗藝能之發生與變遷，其構成上具有地方特色，且影響人民生活。」

廟會活動中的九十幾個單位，對於地方陣頭的保存，具有了更重大的歷史責任。

保安村的陣頭「五虎平西」（五虎將的騎馬加上宋江陣的陣頭形式），更是全國獨

一無二的陣頭。但是，在歷史與文化意義愈來愈受到全國關注的情勢中，保安村

陣頭的組成，卻有愈來愈多的困難要克服。村中早已沒有能教宋江陣的武術師父，

現在是村中長老依據過去的操練與排陣模式來義務訓練陣頭。在組陣時陣頭成員，

多是舊手重組（因此年紀偏大），或甚至是還要由村外請來朋友幫忙，而陣頭，

通常僅在每三年一次廟會活動舉行的前夕倉促成軍，並且還要給予陣頭成員一到

兩萬元的酬勞，以彌補其兩三個月夜間訓練期間，正常生活受到影響的經濟上的

代價。這種情況，已不像 Jordan 所紀錄的 1960 年代陣頭訓練是當時村中少年必

經的「成年禮」（通常是男性村民在入伍前的必經階段），當時是真的具有傳承村

中男性性別角色的功能。關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西港刈香，我重新以「跨村落地

方性」的概念加以討論，曾在第四屆漢學會議（2012）上發表，論文刊登於《台

灣人類學刊》（2012），現在改編後書寫成本書〈第六章「『地方性』與『跨村落

地方性』的生產：以台南西港刈香為例」〉。 

 除了參加西港刈香以外，以郭姓為主的保安村，廣澤尊王是其 重要的信仰

對象，保安村也常透過與其它廣澤尊王廟宇之間的交流，而有了更大的交誼與活

動網絡。一般公認，廣澤尊王在大陸的祖廟是福建南安詩山鳳山寺，在台灣，台

南西羅殿則是頗具有歷史，而且有多處分靈的廣澤尊王廟宇。如前所述，在郭黃

械鬥時期，保安村曾到台南市西羅殿請了一尊廣澤尊王四太保回來供奉，但後來

保安村新廟落成時，則又重雕了一尊鎮殿的廣澤尊王二太保，並至台南開基玉皇

宮開光，但和西羅殿始終維持極親切的關係。 

 保安村一位事業有成者，1990 年代起，長期擔任台南西羅殿主委，1991 年

起，兩岸才剛開放觀光，這位主委帶動下，西羅殿廟方馬上開啟其聲勢浩大的進

香之旅，連續三期，每期連續三次，每期之間又間隔三年，於是十五年之間，共

發生了一共九次（ 後一次是二零零五年）的進香活動。每次活動都有台灣西羅

殿的神尊隨行，並且包括台灣各地的廣澤尊香客百人以上，每次參與人數中總有



二三十位來自保安村，進香活動主要是以「封瑩祭祖」為名，也就是到聖王公父

親太王的墳前祭祖。同時，信眾也付出大量捐款來幫助鳳山寺重建（鳳山寺 1966

年毀於文革，而於 1979 年起開始重建）。 

 十多年來，西羅殿所連續帶領的祖廟進香活動，已大大促進了西羅殿在台灣

眾多廣澤尊王廟宇中的聲望與地位。在保安村，鄉民對福建南安詩山鳳山寺的祖

廟地位也漸有共識。不過，2005 年，西羅殿人員在大陸與當地民眾因為一些瑣

事發生爭執，造成了與大陸廟方的不愉快，再加上九年的進香期已經屆滿（每次

連續三年，一共三次，民間稱做「完科」），2005 年後西羅殿便不再率團前往大

陸詩山鳳山寺進香。 

 到了 2009 年國曆七月間（農曆閏五月初九至六月初五，國曆七月一日至七

月二十六日），台南市另外一間新崛起的廣澤尊王廟宇下林玉聖宮，經過細膩的

安排，迎請了大陸廣澤尊王「祖廟」詩山鳳山寺來台「巡遊」，並在台灣全島各

地所舉行了盛大廟會活動，行程主要是到台灣各地的廣澤尊王廟宇巡禮。這一次

活動中，大陸詩山鳳山寺的廣澤尊王神尊，先後在南北十四個地點「巡香」，活

動歷經約近一個月，所經各個台灣城鎮，都由各地主祀廣澤尊王的廟宇接辦各地

的繞境祭拜活動，在安排的路程裡，對於各地有著廣澤尊王信仰的參與者來說，

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一路都可見信眾熱烈的歡迎與慶祝活動。而熱烈崇拜廣澤尊

王，而且不少村民有至大陸詩山鳳山寺朝拜經驗的保安村，當然是大陸廣澤尊王

相當重要的一個停駐點。 

 筆者有幸恭逢其盛，也見證了兩岸交流與台灣都市化過程中，神明階序操作

與展演之傳統與現代面貌的同時出現。筆者書寫了有關報告，發表於中研院民族

所舉辦的「台灣漢人民間宗教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2009），後來論文刊登

於《民族曲藝》（2012）。目前為本書第四章〈第四章、神明階序的結構與展演︰

以廣澤尊王巡台為例〉的主體，該文焦點所在的「『祖廟－子廟』叢結」、「祖廟

靈力承接者」、「系譜叢結的自我分化」、「『公眾性』在地理空間網絡上的體現」

等面向，是有助於理解漢人民間信仰神明階序基本結構的有關概念，不過社會變

遷過程中，我們也看到，某些展演層面，已呈現出與階序基本結構的分離性，也

就是更為活絡的新的展演層面，已出現在當代台灣廟會活動裡。不過，書寫完第

四章後，筆者覺得在一個理論層次，仍有必要就香火與地方生產的議題，進行其

內部理論環節的耙梳，才可能讓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香議題，在一個基本理論層

次，不致於遺漏了去說明「蘊含在民間社區地方性創造過程中，內在特殊的扣連

象徵與社會動員環節」，這也才能說明地方要自我生產，其與超越性建構之間的

更為辯證性的扣連機制之所在。這一篇文章於是形成了本書〈第三章、香火：歷

史脈絡中的香火制度及其內涵〉。 

 傳統的保安村，是一個有著勞力密集生產模式的農村社會，它以「父系社會

組織」來面對「生態的緊張性」（天然災害、疾病、土地資源的競爭等），而「生

態的緊張性」，不但不會動搖「父系社會組織」，反而間接以「超自然界的失序與

對抗」的詮釋模式，而繼續支撐了有利於「父系社會組織」維繫的意識型態，這



中間的關鍵人物則是乩童（或者可以再加上扶手轎者出字者、桌頭等）。但是經

過了四十年，保安村改變了嗎？過去那種以繼續強化現有組織來面對生態危機的

方式還能適用嗎？這些問題我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答案，本書附錄一中收錄了筆者

在 2010 年年會時所發表的田野民族誌，這一篇民族誌經改寫後刊載在《台灣宗

教研究》（2012），在本書中該附錄的標題為〈災難的降臨與禳除：地方性社區脈

絡中的改運與煮油淨宅，保安村的例子〉，相關田野材料或許可以做為一個重新

思考的參照點。該附錄的例子中呈現，當災難出現時，必須請神明出面，但神明

出面的背後，會有各種力量在相互協調，神明所給予的答案，不僅需要時間上的

醞釀，村中長老們的協商，也需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修正，而 後才能達成在村

中菁英、村民的期盼、和神明的超越性三者之間的一個平衡協調的狀態，災難的

認定與處理，將會提供村民一個調整內部社會關係與神明階序的機會。而該章的

討論，又會被放在一個更大的理論架構：〈第五章、集體性通過儀式〉中來被加

以理解。第五章的材料多來自筆者對於保安村廟會活動的觀察，但除此之外還更

擴及西港與佳里一帶大型廟會裡儀式施行的情況，不過該章的主要討論是理論性

而非經驗性的，分析主題多過於有限的材料收集。 

 此外，第七章中，我會對 David Jordan 所曾發表過的鸞堂研究進行重訪性的

討論，David Jordan 與 Overmyer 曾合寫《The Flying Phoenix》《飛鸞》（1986）一

書，該書有系統的對於漢人扶鸞活動進行文化比較和理論性的探索。。《飛鸞》

這本書中的一個主要研究個案台南麻豆「奧法堂」（麻豆是西港隔壁鄉鎮），我在

2009 至 2010 年間對它進行了重訪，並對這一個鸞堂的後續發展進行了追蹤性的

分析，論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台南大學文化與資然資源學系，文化與區域研究

學術研討會」（2010），之後以正式論文刊載於《台灣人類學刊》（2010），現改編

成本書〈第七章「民間信仰與教派活動的互動與分野：以『奧法堂』的重訪為例」〉。

目的在透過一個縱深性的個案（鸞堂與民間信仰的互動），更清楚的呈現出地方

脈絡中，漢人民間信仰的核心特質與功能，這有助於全書討論主旨的彰顯。 

 

 

八、本書各章主要內容 

 本書共有八章與一個附錄。本書第一章中對於書名、民間信仰的定義、相關

文獻與研究範圍等，都進行了相對完整的摘要。其中尤其對於和漢人民間信仰特

別有關的歷史與社會文化向度，先進行了預告性的說明，以利於讀者有較好的知

識基礎來進入民間信仰的有關研究。接著，該章中有系統地交代了本書寫作的理

論性與經驗性脈絡，以讓讀者對於本書能夠有更清楚的定位。 

接下來的各章節，正文中有四章（二、四、六、七章），附錄中則有一章，

都曾在先前出版過，第一、三、五、八等章則是新著。對於曾經出版過的章節，

除了在章節銜接與部分內容提示處稍有更動外，內容改變並不太太，不過也有少

部分的新增，第二章中新增了有關大家樂的討論，第四章中新增了有關於實踐理



論的討論，第五章中增加了對本土性儀式理論的一個討論，第六章中新增了有關

於「全球－國家－地方」連結脈絡，這些新增的部分，來自於同樣論文原先因應

不同場合報告中所曾出現過的內容，但並沒有完全反映在期刊發表的文章中，目

前為了配合本書的完整性，又出現在了全書整體性的討論框架裡。 

第二章、靈驗。這是本書實質性討論的第一個章節，該章的主要目的，是要

就理解漢人民間信仰 具普遍性也 具關鍵性的文化概念「靈驗」，進行系統性

考察與理論討論。該章結構性的鋪陳漢人對於超自然世界主要範疇及範疇之間互

動關係的基本假設，並進一步說明了這些假設的引申，會產生何種後續性的宗教

實踐與資源動員。事實上，由靈驗背後的象徵結構開始，到因靈驗而產生神明與

人群的結合，到因此而產生香火與進香的宗教實踐，到因此而出現「地方性」概

念裡的時間與空間的建構，這些民間信仰裡的關鍵性環節，彼此環環相扣且來回

相互影響。但是總括來說，漢人民間信仰 根本的起點，是由這一個「相信神明

會在人間產生某種效應」（也就是靈驗的基本假定）而開始而向上推演的，因此，

關於靈驗觀背後所認定的超自然範疇的類別、性質、這些範疇與個人或人群間的

關係、超自然範疇內的類別轉換間所可能會產生的效應等，這幾個部分都是 重

要的引發漢人民間信仰後續象徵操作與宗教實踐的基本元素，也是我們想要理解

漢人民間信仰運作的 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知識。 

第二章中是以台灣南部的田野材料（保安村及其周邊為主）為例，先由漢人

父系社會的「結構化」原則中，說明超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之間的「相互定義」

與「相互再生產」關係，進而說明該超自然象徵結構中，如何內在性的預設了靈

驗的存在。接著，我將討論由「單純性靈驗顯現」到「互動性靈驗顯現」的歷程，

並討論人與神明之間短期或長期「交互對等性關係」中，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靈

驗模式，尤其是社會集體與神明進行長期結盟關係中所建構出來的靈驗觀，是靈

驗現象背後特別鮮明的社會學面向。 後，該章也提到關於靈驗生產的問題，以

所謂的「做靈驗」為考察焦點，其中揭示出來，社會資源動員如何可能創造出更

持續而具感染性的靈驗。 

第三章、香火。香火，是指不同社會群體運用民間信仰的象徵邏輯來進行 

社會網絡的連結與擴展。當人與超自然間有可能形成較長期的盟約，這時，靈驗

會轉變為「與神明的長期結盟關係」，這時，這個議題會變成有關於社會網絡，

也就是祭祀共同體的議題。接下來，這個由靈驗文化叢所發展出來的祭祀共同體，

再由祭祀共同體的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社會網絡，接著會引申出香火的象徵邏

輯與民間社會組織型態的問題，象徵世界與社會世界既分離又相互交纏在一起，

這種種交互作用，顯然是構成了漢人地方社區創造主體性與創造社區聯盟的 主

要的環節。 

扣緊以上這些問題，並放在歷史發展與地方空間的脈絡裡，第三章將對漢人

民間信仰文化中的香火議題提出說明與討論。而香火的問題牽涉相當的廣，我們

將完全扣緊在社區主體建構與社區再生產的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香火邏輯的集

體性的效用，其他層面的香火議題比較不是本章的重點。第三章中將指出，進香



過程， 重要的在於創造「中央化的超越性」，歷程中則是透過聯結祖廟，而將

此「中央化超越性」複製到一個在地社區中，得以讓此「中央化的超越性」重新

在個別社區的地域性歷史中有所開展，並將再生產出能與周圍廟宇或社區相互競

爭或相互合作的主體性。「異化創造超越性」與將此「超越性在地化」，是本章用

來理解漢人民間信仰地方性脈絡中地方生產的主要環節，而進香活動中則同時包

含這兩個環節。「異化」，在目前的討論脈絡裡，是指社區在創造自身的主體性時，

必須先要假設一個外在的超越性；而「在地化」，在目前的脈絡裡，則是指這個

由外在得來的超越性，還必須要「被確認於」（authentication）社區本身的歷史

過程中，這個「被確認」的歷程，在本章的討論中，所指的，也就是它必須要歷

經一個「二度成神」的過程，和被放進信眾與神明之間特殊的「超越性的『滑落

差』」的互動模式中而得以有所發展。「異化」與「在地化」二者合其來，既是漢

人民間信仰中地方得以創造出主體性的基本模式；也是蘊含在民間社區地方性創

造過程中，內在特殊的扣連象徵與社會動員的環節。 

第四章、神明階序的結構與展演。這是一個反方向複雜版的進香議題的討論，

但是其中涉及了更多有關當代民間信仰場域的變遷以及宗教實踐者的主動性的

問題，該章中的田野案例，更完整而結構性的呈現出來了，鑲嵌在階序性象徵與

階序性「中地」間的社會行動者，在什麼樣的時機與場合，以及什麼樣的再現形

式下，可以交錯運用各種象徵與社會關係，並能在不同場域間進行轉化。 

一般而言，進香活動的當中通常只具有一個相對靜態的中心（雖然各地會爭

奪這個中心位置），祖廟與子廟之間的關係是相對固定的，整個活動中也有較可

預期的互動模式。但是「一間祖廟與一間子廟」的「單一二元」關係，在複雜情

境中，不僅多重「單一二元」會疊合在一起，還有其他關係也會進入，如祖廟間

的競爭、「一間祖廟多間子廟」的情況、「祖廟承接或轉接者」的存在、「祖廟承

接者」間的劇烈競爭等。而這種種的複雜性，在和進香過程相顛倒的另一種宗教

旅程，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巡狩」裡，會出現的特別明顯，一般的進香是指子廟

到祖廟獲得超越性與靈力，香客則獲得一段身心洗滌的旅程﹔巡狩則是一個與進

香相反的旅程，當中祖廟神明主動的到信徒的轄境內與其分靈和信徒聯結在一起。

在這個與進香反向進行的過程裡，所有進香過程裡可能會出現的機制：超越性經

驗的追尋、團聚、靈力的補充、移民經驗與歷史的反溯、集體記憶的喚起與重塑、

社區關係的再現與強化等等，也都會在巡狩的過程裡出現。但是與進香不同的是，

巡狩的本身，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較高權威的在一個特定地理空間裡的傳佈，而非

由下而上的較小權威向上的聯結，在巡狩過程中，更多涉及到地理空間界線的劃

定，以及由誰來承擔權威的轉換的問題，而這類問題在進香裡幾乎是不存在的，

巡狩比進香更關連到信仰的公眾性、地域性、和位階間排序（因為要區別出權威

的承接者與分享者）方面的問題，而且這裡面會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在其

中。在「巡狩」中，可以說前述所提到的幾種層次︰「單一二元」的疊合；「一

間祖廟多間子廟」的並存；「祖廟承接或轉接者」的存在；「祖廟承接者」間的劇

烈競爭；宗教「中地」與政經「中地」間的競爭與再定義等通通壓縮在短暫的時



空內而出現了。這些面向，由巡狩者到達各地時活動名稱和活動進行方式上的各

種差異裡，可以看到一個初步的線索，而整個議題，又可以由位階的排序和地理

空間上的對應這兩個面向來加以剖析。可以說，「巡狩」所形成的宗教行動的場

域，既是各種「象徵類比性」的建構與交疊之處，也是各種「情境化裡的實踐」

（每一個社區和行動者根據自身現有的條件與位置來增加本身的物質與象徵資

源）積極發生的時刻。本章也就是用一個發生在 2009 年的實例「二００九年間

大陸南安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祖廟神尊遊臺巡香」，來凸顯並討論有關議題。 

 第五章、社區的集體性通過儀式。本章在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基本儀式象徵，

進行初步的分類與討論。「集體性的通過儀式」（collective rites of passage），也就

是以社區的時間或空間、或「社區中的家戶總和」、或「社區中的個人的總和」

為對象，而對之進行轉化與重生的儀式。作為民間信仰基本元素中的一個元素─

─「集體性通過儀式」，它具有一個銜接與轉化的關鍵性功能，沒有這樣一個儀

式性的過程，「地方」無從重生，「地方性」也無從創造起，我們因此有必要瞭解

這些「集體性通過儀式」的內涵與原理。 

對於「集體性通過儀式」，我們將以「非參與性」和「參與性」這兩種類型

來分別進行討論。「非參與性」「集體性通過儀式」，往往委託專業宗教人員（通

常是道士）來加以執行，一般民眾和儀式進行的場域之間，必須有所隔絕，其目

的，是去創造出一個有著「絕對的超越性」和「絕對潔淨化」的儀式場域；「參

與性」「集體性通過儀式」則或者是委託專業宗教人員（如紅頭法師）或者是由

村中某些人自己來執行（如乩童附身後為信眾進行改運），形式上是處在一個對

村民公開的場域，每一個人都可以以某種形式參與在儀式場域中，儀式過程是透

過儀式執行者來作為媒介，而創造出非秘密性的神聖場域。因為各個儀式有其具

體的空間或對象上的針對性，因此必須在空間現場或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來進行

轉化，這是屬於一種「參與性的集體性通過儀式」，儀式在滿足聚落內個體的總

和或空間的總和的需求時，並在這個持續性互動過程中，同時達成了個別與集體

性的願望。 

第六章、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地方性和大型地方性都是指地方聚落中生活

經驗的特質，但也可以被單獨抽離出來，這時候，「地方性」指的已不是特定社

區裡的地理空間（當然還是會和空間有關），而是一種以特殊社會關係為基礎的

生產與再生產的形式。將「地方性」做為一個範疇來看，對它的描述會牽涉到諸

如能動性、社會關係、和再生產等。其實，「地方性」也就是一種區別於沒有社

會關係的法律條文和抽象治理、或是區別於跨區域的抽象性原則而說的，然而它

又和空間的意義不同。延伸地方性的概念，我們可以將那種「多個地方聚落一起

構成的地方性，稱之為大型地方性」。大型地方性的原初模式是指「在一個更大

的空間內，產生了一種內部性的聯盟，並以一種階層性秩序的形式來展現」，但

是當然，一旦它成為全球化或現代國家中的一種經驗上的屬性，它也可以是指脫

離了真實空間的某種現象學上的特質。 
第六章的主要討論宗旨，在於引入一個「大型地方性」的概念，來做為一個



可以參照的有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的討論座標，討論中我們將以台南西港刈香的儀

式變遷與社會網絡，以及它在傳統社會、民族國家和當代全球化框架裡的位置，

以來凸顯「大型地方性」的內在結構和它與外界間的複雜互動關係。這個概念是

對照於 Appadurai 的「大型現代性」而來的，原概念表示當現代性產生「擴變」

（at large）（愈來愈以媒體為介面，和人群遷移愈來愈普遍），實質的「地方」逐

漸崩解，但「地方性」卻經由媒體界面而廣為流通在大眾社會中。第六章中將指

出，我們不可忽視傳統社會有所謂實質的「大型的地方」（超越單一聚落的地方）

的存在，這個實質存在背後又具有一種「大型的地方性」的結構與內涵，當這個

「大型地方性」進入現代社會，它不僅不會消解，還會是國家與全球資本競相與

之爭取或協商的對象。甚至於原來在傳統社會狀態中，「大型地方性」本來就始

終是地方傳統 主要的塑造者與傳播者，往往在多聚落中所創造出來的「大型儀

式」的節奏與內容，會成為附近聚落所競相學習與模仿的對象，這一點也是過去

民間信仰的討論裡所比較沒有注意到的。而「大型地方性」這個概念，類似於「信

仰圈」的概念，但能比「信仰圈」的概念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時代貫穿性，有可

能作為漢人民間信研究的一個新的具有啟發性與對照比較性的觀察角度。 

第七章、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活動間的分野。本章中透過對於地方社區脈

絡中一個鸞堂的考察，由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鸞堂自身的自我定位、信眾組成的轉

變、地方生態內的掙扎與糾葛、信仰模式的不斷變化等，來反照回來說明民間信

仰與非民間信仰間的界線在哪裡？這樣的說明，以更大的幅度呈現了漢人民眾的

信仰世界（同時包括民間信仰與教派性活動的參與）（參考筆者〔2009〕有關「民

眾宗教」的概念），以及專業宗教者（也同時包括民間信仰執事者、儀式專家、

和教派活動領導人）在這個環境中的抉擇與協商。交匯在地方性民間信仰、教派

宗教、以及儒家思想之間，但又卻有其自身發展傳統的鸞堂，成為本書憑藉以達

成某種策略性分析目標的研究對象。 
奧法堂是人類學家 David Jordan 於 1970 年代末期報導過的鸞堂，它一個

1940 年代出現於台南縣麻豆鎮的小型鸞堂，1950 年代開始與地方風水復興有關

的「龍喉事件」牽連在一起，1960 年進入發展高峰期，1980 年代以後則進入低

潮的家廟化發展階段，Jordan 在書中也曾預期了它的衰退。我於 2009 年對其進

行田野重訪，一方面印證了 Jordan 的預測，一方面卻也提出了和 Jordan 很不一

樣的看法，我認為，它的衰退不是來自於領導者過多的幻想（Jordan 的說法），

而是出於它無法成功區隔出它與一般地域性民間信仰的差異，以致於短期的成功

並不能保障其維繫住長期的蓬勃發展，而這裡，也更鮮明的看出來在民眾宗教裡

的各種不同的層次，和不同宗教實踐之間如何維持著某種既競爭又區隔的關係。

本章中我也引用了教派社會學研究者 Bryan Wilson 教派類型學的分析架構，來

考察漢人民間信仰與鸞堂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將鸞堂視作為漢人社會中的一種新

興教派形式。Wilson 所提出的三種教派類型：法術型、操控型和改革型，是與鸞

堂發展特別有關的三種行動模式。鸞堂，在漢人社會裡，是一種，相對於一般「法

術型行動」的民間信仰而言，更具有「操控型」和「改革型」行動意義的一種宗



教選擇，其做法，則是將已廣被社會意識所接受的因果道德律，透過「招魂通靈」

的形式，由經過了體系化的神明系統與賞罰原則，來將這一套規律予以再確認與

有所強化，並以文字外顯的方式，將鑲嵌著一群特定社會關係的信眾網絡，加以

神聖化與結晶化，而 終成為包含著無限功德的，在公眾中廣為傳佈的勸善經典。

該章中 後提出兩了種「可信性」的分別：「對應性的可信性」和「反差性的可

信性」，以助於更完整的解釋漢人社會複雜宗教生態裡的鸞堂的發展。 

作為本書實質討論的 後一個章節，第七章中，我的以重訪 David K.Jordan

進行過研究的一個，曾經在這個學科（漢人宗教研究）中散發過相當重要之理論

性與經驗性意義光芒的台南麻豆鸞堂「奧法堂」，來作為本書研究對象（漢人民

間信仰）的一個總結。這個總結，以「鸞堂和善書研究」收尾，剛好可以戲劇性

地呈現出在漢人民間社區的生活世界，民間信仰性質的宗教實踐，它的界線會停

留在哪裡？它的介面又會如何與其他的日常生活實踐間相扣連或相矛盾？ 

此外，本書還有一個附錄，該文是一段田野紀錄，紀錄 2010 年間在保安村

所發生過的一段災難恐慌與災難治理的過程。它可以當作是本書第五章集體性過

渡儀式的一段田野民族誌註腳，也可以被單獨視為是有關於地方災難認知的象徵

性實踐的案例報導。 

這一段民族誌書寫，涉及村中連續性的異常死亡、請神與尋求解答、神明與

村中菁英和民眾的互動、法師協助全村進行「改運」與「過油」等過程。民族誌

裡，紀錄與分析了漢人基層社區的村落層次，一個「不確定性的恐慌事件」所產

生的集體性反應，和所產生的一連串的社會效應。首先，當災難需要神明出面處

理，但神明出面的背後，會有各種力量在相互協調，因此，神明所給予的答案，

不僅需要時間上的醞釀，村中長老們的協商，也需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修正，而

後才能達成在村中菁英、村民的期盼、和神明的超越性三者之間的一個平衡協

調的狀態。災難的認定與處理，將會提供村民一個調整內部社會關係與神明階序

的機會。其次，災難的處理，在村落的層次，「潔淨化」，是大家唯一所共同關心

的原則（包括神明、社區菁英與村民皆是如此），而其層次，可能是放在對個體

之潔淨的總合上，也可能是放在整片地域性裡的空間上的潔淨。個體潔淨的總合，

是以「改運」過平安橋的形式來達成；整片地域性的潔淨，要透過「過油」來完

成，這是更為徹底的潔淨化的過程。在災難防護與驅離的過程裡，道德性的思維

並不是重點，而是，如何在施行規模與技巧上，能在個體層次與全村的集體層次

進行全面的「潔淨化」才是重點，這與教派宗教（以道德修身為核心）的視野差

異很大。在村落的層次，以「法術」消除「煞氣」，是村民主要的考量，而法師，

則是在這種情況下，由附近的村子中被請來，透過其巫術操弄的專業而能協助村

民來度過難關的重要人物。以上這整個過程，反映出災難處理的背後，是一個權

力與社會關係重新調整的時機；專就儀式部分來說，則可以看成是「參與性通過

儀式」中兩種象徵類比「有機體式的模型」和「有機體式的模式」同時交錯出現

而產生集體性的效果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