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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大街更有夜市賣卦：蔣星堂、玉蓮相、花子青、宵三命、玉

壺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簡堂石鼓、野庵五星、泰

來星、鑒三命。中瓦子浮鋪有西山神女賣卦、灌肺嶺曹德明

易課。又有盤街賣卦人，如心鑑及甘羅次、北算子者。更有叫

「時運來時，買庒田，取老婆」賣卦者。有在新街融和坊賣

卦，名「桃花三月放者。其餘橋道坊巷，亦有夜市撲買果子糖

等物，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

絕。1

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

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

世猶不葬。至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

者，豈不哀哉。2

至除〔夕〕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

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

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冑裝門神。教坊南河

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

1 吳自牧，《夢梁錄》，卷 13，〈夜市〉，243。引文中底線係筆者所標。
2 司馬光，《家範》，卷 5，〈子下〉，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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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3

以上三段引文皆來自宋代（960-1279）的史料。第一段中的賣卦指

的是算命，內容敘述南宋（1127-1279）首都臨安城裡夜市有許多算命

店鋪或攤位的景況，有那麼多算命師，表示問卜的人也不少。第二段是

敘述北宋（960-1126）許多人的親人亡故後，為了選擇於己有利的風水

福地，相互間意見不同，而拖延下葬親人的時程。第三段是北宋京城開

封每至除夕，宮廷裡都會組織大型的驅邪儀隊，掃除過去一年的鬼怪，

迎接新的一年。這三段文字可反映出宋人日常生活中想望的那部分，他

們卜算以尋求未來之福，驅除鬼怪以避開危險。簡言之，宋人設法尋福

與避危。本書是一份討論宋代日常生活信仰的研究。

宋代（960-1279）及其前朝唐代（618-907）是中國史上兩個變動

巨大的朝代。目前學界大多將這種變化名之曰「變革」（transformation

或 transition），自上世紀五○年代以來，唐宋變革的討論有如汗牛充

棟，至今這方面的論述仍不斷推出。4 雖然爭論仍未平息，但目前學界

大體承認的變革，簡而言之，大概有下列幾方面。首先是人口增加，例

如江南地區自北方移入的人口與本身的增加。而這個現象的背後因素是

糧食供應增加，以及醫藥衛生的改進。宋代人口的增長表現得最明顯之

處在於城市化的程度大增，唐代市坊制崩壞後，商業活動延伸到城牆之

外的許多角落。城市與人口稠密區有賴於較長程的船運貿易輸入糧食。

商業活動也滲入鄉間，農人被吸入新的定期市集，商業市鎮因此增加快

速。商業活動大量增加，形成對交易媒介的需求升高。宋代中期以前，

3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 20，〈除夕〉，253。
4 最近的檢討可見李華瑞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這是本論文集，所收

錄的論文涵蓋政治／制度史、社會史、經濟史、法律史、城市史、文學藝術史、

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回顧。此外，柳立言有一文探討「唐宋變革」的內容，

提醒學者在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該留意的問題，很值得參閱。見其〈何謂「唐宋

變革」？〉，收入其《宋代的家庭和法律》，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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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曾在幾十年內數度下令造幣，卻未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反映出經

濟擴展的實力。而王安石行變法，其中有許多項目的稅須以錢幣繳納，

大可能使鄉間人口不得不進入貨幣與市場經濟。而且北宋也有官方發行

的紙幣，以助貨物流通。

在工業方面，宋代某些陶瓷業製造中心，因大量生產家庭用的器

具以應付所需，出現了標準化程序，而在技術上也有鉅幅進展。而由於

製造武器的國防需求與製作烹飪器具及農耕工具以供私家之需，北宋的

冶鐵業發達。生產絲織品的城鎮與寺院雇用大勞工，其他如生產大麻、

苧麻（或棉）衣物的生產散布在鄉間個體戶，大多雇用女性勞力，以補

貼農業或其他家庭收入。此外，在鄉間，小型窯廠、榨油業、釀酒舖、

製紙坊等小型作坊吸收了農閒時期的勞力。事實上，鄉間的分工變得更

細，尤其是家戶之間─根據賑災官員的調查，無產或少產的編戶（多

數宋代南方的編戶）必然從事非農業性活動以為副業。整體看來，宋代

可說有了很初級的工業。

大量的商業活動也影響了鄉間社會階層的變化。由於區域之間與

區域內部的差異，有些區域的農民變得「更自由」，以佃種土地為生，

地主可找到充沛的勞力市場，找到更合己意的租金。但有些地區的農民

卻被束縛得「更牢」，因為勞力市場變得相對緊縮。也就是說，地主因

其不同的土地與勞力市場條件之差異，採行不同的方式，以因應社會各

方面的發展。而在社會階層的另一端，宋代也見到縉紳或士大夫階層的

產生。雖然目前學界對宋代社會流動的看法仍有不小的分歧，較牢靠的

說法是，宋代的菁英（elite）階層（甚至按比例地）變得更大，這又和

商業化（使他們變得更富裕）及印刷術（使知識的傳遞加速）有關。科

舉制度又讓財富、教育或其他在地聲望較輕易地轉化成官位或政府庇佑

的地位。當現存菁英一再複製本身，當識字率擴散，考生數字增長到遠

非官僚體系所可容納程度。這樣一來，就廣義而言，高階社會地位（聲

望）就不一定得依賴本身是否有官位。但即使地方菁英面對科舉競爭激

烈的極端不利情況下，宋代國家制度仍能成功地使這些人勇往直前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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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朝廷所給的功名，這個現象既明顯又重要無比。這可能是宋代中國

最真實，而且是最具歷史長遠影響的成就或轉變之一。從此之後，中國

社會就深深為其籠罩。5

從上面簡單的敘述裡可以看出在唐宋的各方面的變革中，宗教領

域的發展鮮被提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止一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是，在過去既有的印象裡（至少在歷史教科書之類的論述中），由於唐

代是個佛道二教皆盛的朝代，相比之下，宋代在這方面顯得乏善可陳。

尤其宋代理學的興起，往往被視為對佛道二教回應的結果。研究宋代理

學的著作極多，有形無形給人宋代宗教發展大不如前朝的印象。事實

上，造成這種印象的真正原因是這方面的研究尚未出現，但自上個世紀

八○年代以降已逐漸改變。以宋代的佛教社會經濟研究為例，在台灣，

先是方豪探討佛教與宋代社會的貢獻，其弟子黃敏枝踵其後。6 日本方

面則在七○年代有高雄義堅的作品，八○年代有竺沙雅章的研究。7 而

在美國方面則稍晚，一直要到九○年代後期年代作品才面世。8 2000年

以後，這方面研究大增。對宋代道教發展的作品也有類似的情形。

除了宋代佛、道二教的研究在過去近 30年有相當進展外，不在這

二教範圍內的宋代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研究也有長足的發展，

但多在九○年代。台灣有沈宗憲的《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美國有

韓森（Valerie Hansen）的《變遷之神》及稍晚出版的《傳統中國日常

生活中的協商》，其次有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與 Peter N. 

Gregory合編的會議論文集《唐宋的宗教與社會》。9 2000年以後，這方

5 以上論述略見 Hymes and Schirokauer. “Introduction,” 1-58; Hymes, “Song China, 
960-1279,”  336-351。

6 方豪的研究略見宋晞編，《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62-63。黃敏枝的研究，見
其《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一書。

7 見高雄義堅，《宋代佛教史の研究》與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竺沙之

書雖出版於 2000年，但書中不少篇章在八○年代已完成。
8 見 Gregory and Getz, Jr., eds. Buddhism in the Sung。這是本會議論文集。
9 Ebrey and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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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同樣大增。10

民間宗教一詞究竟何所指？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在中國傳統文化的

脈絡下，幾乎找不到一個神祇是受所有人或絕大多數人祭祀者。因為如

果考慮到信徒間存在階級、職業、地域、性別、年齡等等的差異，這種

多樣性必然使信仰分歧。11 因此民間信仰包含了許多個別神祇的祭祀，

諸如關帝、媽祖、城隍、文昌君、王爺、泰山與宗教慶典活動等等，不

少作品讓我們認識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多彩多姿。此外，楊慶堃以制度

性宗教與分散性宗教兩種概念分析傳統宗教，也讓我們對民間宗教的性

質有概括式的認識。12 然而民間宗教的範疇當有多於此者。學界有種看

法，認為儒釋道三教是傳統信仰的三座巨峰，在這三座巨峰的底部是共

同的平臺。平臺之下是民間宗教。13 那麼算命、風水和鬼魂一類的概念

能否列入民間宗教？答案是，當然可以。它們唯一的差異是信仰核心少

了祭祀的神祇。換言之，民間宗教的內容形形色色，除了前面提到的各

種被崇奉的祠神信仰，在這共同的平臺之下還有一些看似零碎的觀念或

10 2000年後，僅以專書而論，佛教的研究有 Halperin, Out of the Cloister; 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此外，于君方研究觀音中國化的專著中，有一
章討論千手千眼菩薩在宋代轉變成大悲觀音的過程。見 Yü, Kuan-Yin, 263-291。
宋代道教研究有 Hymes, Way and Byway（承作者贈書，謹此致謝）與松本浩一的
《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宋代民間宗教的研究成果如後：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劉黎明，《宋代民間巫術研
究》；王章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宋代巫覡信仰研究》；皮慶生，《宋代民眾祠

神信仰研究》；李小紅，《宋代社會中的巫覡研究》；王見川、皮慶生，《中國近世

民間信仰：宋元明清》。另外，汪聖鐸的《宋代政教關係研究》亦屬之。
11 最近華文世界也有對民間信仰的討論，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民間」何

在？誰之「信仰」》一書的各篇論文。此外，針對傳統中國社會的階層區分，

華琛有一文以識字程度、財富分析之。見Wat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4-73。

12 見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294-340；中譯本：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
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268-307。

13 這概念是許里和（Eric Zürcher）最先提出。略見 Ebrey and Gregory,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12。



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006

作法─遠離危險，預知未來，因果報應、祖先崇拜等─或多或少和

三教有關係，但也有其內在的邏輯發展（如巫術），這些也都在民間宗

教的範疇之內。14 本書即著重於這個尚可開發的領域。

最先和宋代算命文化有關的作品是日本學者竺沙雅章的一篇論文，

內容大約是宋代士大夫與算命術士交往的研究。15 其次是兩篇博碩士論

文。廖咸惠的博士論文內容探討宋代的民間宗教與菁英宗教信命，內容

包括宋代考生的心態，宋代菁英生活裡的邪祟遭遇，宋代菁英對死後世

界的想像，以及宋代菁英的法術信仰與實作。這些篇章後來陸續增修

成為獨立論文，將在下文談及，不在此贅述。16 另一是陳祈安的碩士論

文，分析宋代的命份觀念。作者追溯儒家天命觀與先秦兩漢命份觀念的

差異，並略為分析佛、道二教的果報觀，接著一轉而至宋代命份觀念的

流行。作者分析宋代命份觀念的流行與當時的商業興盛、文教娛樂，農

民、商人的生活壓力，士人考科舉之難與官員宦途多舛的背景。最後探

討當時人認為命份有可能改變，與善惡果報有關，以及命份觀念如何影

響社會。17

除了這兩份博碩士論文外，大陸學者楊曉紅也注意到宋代占卜的

現象。整體說來，這篇論文屬介紹性質的作品。18 繼其博士論文的基礎

上，廖咸惠有三篇論文都是研究知識階層的信仰以及他們和術士間的關

係。其一是討論知識階層（包括考生與官員）的神祇崇拜。作者論證，

宋代知識階層雖深受儒家教育，但他們並未完全接受「敬鬼神而遠之」

的觀念。宋代民間地方信仰蓬勃發展的同時，科舉考試使大量考生捲入

這個系統。地方神祇所具有的「靈力」吸引許多考生。透過「神蹟」的

口頭與文字流傳，使祈願士人更形增多。宋代的梓潼、廣祐王、仰山神

14 亦見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378-395。尤其是 381-382。
15 竺沙雅章，〈宋代の術士と士大夫〉，479-493。本文早在八○年代即已刊出。
16 Liao,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Song Elite, 960-1276”.
17 陳祈安，〈宋代社會的命份觀念〉。
18 楊曉紅，〈宋代占卜與宋代社會〉，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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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科舉守護神，就是和考生的投入有密切關係。就這點而言，宋代

知識階層在民間宗教的發展上，扮演相當程度的角色。其二是分析宋代

知識階層的命運觀。她認為宋代知識階層在理論上支持儒家的命定論，

但生活中未必如此。由於實際的需求（功名與宦途），他們求助於占卜

術士，然而他們也會質疑術士的知識內容。因此他們面對卜算的態度可

說是擺盪於信服與懷疑之間。另外，由於知識階層只重視卜算術是否準

確，隨著這個市場的擴大，也使得術士間的宗教派別的界線逐漸模糊。

另一篇也是探討知識階層與術士間的往來活動。作者論述，北宋的知識

階層與術士的往來多在「買賣／供需」關係。到了南宋，除了買賣關

係，還有了互惠行動：術士幫助知識階層理解或改變前程，知識階層協

助術士拓展市場，甚或改善其地位。作者指出，宋代知識階層不再以

「小道」評價占卜術，因此二者的社會文化距離得以拉近。19 廖咸惠的

三篇論文有內在的邏輯，主要是以士人的角度觀察卜算活動在宋代的情

形，讓讀者瞭解宋代讀書人階層少為人知的一面。

最近有本論文集名為《命的廣度：中國文化中的命令、命份與

命運》很值得注意。該論文集的諸位學者從不同角度討論不同形態的

「命」及其在中國文化裡的意義。論文的主題有先秦時代的命的傳統，

先秦時期的天命觀，《日書》中呈現的命運等，時間跨度包括東漢與六

朝、明清與近代中國。特別的是，在 12篇論文中，卻不見研究唐宋二

代者。這應該也反映唐宋二代的卜算是很可以探討。儘管如此，其中蒲

慕州的論文〈如何操駕人生：《日書》中的談命〉頗與本研究有關。他

指出，「命」的概念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出現。在現有文獻中可看到，先

秦諸子一方面認為「命」是上天所賦予，無法改變，也不必去改變。

另一方面，「天命」既然是上天賦予，那麼上天也可收回。至於個人的

19 見廖咸惠，〈探休咎：宋代士大夫的命運觀與卜算行為〉，1-43；〈祈求神啟：宋代
科舉考生的崇拜行為與民間信仰〉，41-90及〈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
士與術數〉，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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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出土甲骨文中顯示出，在某些事務上，商王會求助於祖先。也

就是說，如果能透過祭祀，取悅祖先，個人命運是可以被改變的。對古

代中國人的「命」的概念，上個世紀後期在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

書》讓我們有進一步的認識。根據研究，《日書》的主要使用者是當時

的下層社會裡的中層人民，包括農民、士兵、工匠及衙役等。他認為，

《日書》可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行動指南，指導人們在運道欠佳的日子

哪些事別做，而好日子該做哪些事。從這本《日書》的內容反映出，古

人認為「命」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宿命（fate）」。20 

最早研究宋代風水議題的可能是伊佩霞。她在一篇探討宋代理學家

對風水術的看法的研究中，指出北宋理學家如司馬光（1019-1086）、張

載（1020-1077）、程頤（1033-1107）與張九成（1092-1159）屬於反對

風水葬親的一派。朱熹（1130-1200）及其友人蔡元定則屬於贊成風水

的一派。21 廖咸惠近年有一文研究宋代風水問題，此文較伊佩霞的介紹

更為深入。她在文中首先指出南宋的士人、官員與風水術士之間的來往

密切。接受風水術者固多，反對者亦不乏人。然而也有調解二方意見，

以儒學為判準者。多數士人與官員未拒風水術於千里，甚且學習該術，

區別風水書籍與風水師的良莠。在此同時，由於興趣或實際需求，也有

許多士人、官員與風水師積極往來。這種交流也倒過來使風水師的社會

地位與形象隨之提升。22 這兩篇論文可說是研究宋代風水文化的先驅性

作品，而且焦點都在讀書人階層。

有關避開鬼怪的研究，Edward L. Davis的《宋代的社會與超自然

事物》探討宋代民間信仰的變化，驅邪自是其研究焦點之一。他首先分

析宋代道教正一教派／天師道運動促成了教內天心正法的興起，進而形

20 Lupke, ed., The Magnitude of Ming。蒲慕州的論文，見 Poo, “How to Steer through 
Life: Negotiating Fate in the Daybook,” 107-125。

21 Ebrey, “Sung Neo-Confucian Views on Geomancy,” 75-97.
22 廖咸惠，〈墓葬と風水：宋代にお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96-115。



導論 009

塑了驅邪法術「雷法」。作者進一步提出了宋代有三層從事驅邪的宗教

專業人士的類型：道士、法師與巫覡。其中道士與法師與官員頗有聯

繫，然而巫覡因朝廷有意壓制，以及在文化上被吸收入前兩個類型，他

們的自主空間就多少下滑。作者也分析《夷堅志》與道教材料，說明民

間信仰與道教儀式能把影響力上及宋廷。作者指出，道教中的黑煞將軍

在宋代受朝廷尊崇，而受封為翊聖（保德）真君，成為宋代的護國神之

一。作者同時也說明巫覡如何影響民間武神信仰與道教內部。很特別的

一點是，學界長期未留意到宋代有「童子」為巫者的現象，於本書中有

所討論。此外，宗教儀式裡有些施用於被附身的病家或巫覡的「考召／

考掠」法術，作者認為這是一種司法審判，有時和宋代司法體系的作法

有類似之處。對於佛、道二者在宋代的關係，作者也指出，佛教對道教

和民間宗教確實有很深的影響。再者，宋代受儒學教育的士人與官員事

實上和百姓一樣，都會求助於巫覡。而在祭祀祖先或亡靈方面，巫覡和

附身有其重要的一面，作者特別著重於「尸」如何在「召魂」儀式中扮

演人鬼間的溝通橋樑。23 整體而言，這本研究大大地增加了學界對宋代

民間信仰文化的內容。

有關宋代鬼怪的另一本專著是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左

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祇與鬼怪》。嚴格說來，該書是討論整個中國

史裡的宗教信仰，前面四章的標題是〈先秦時期的祖先、鬼與神〉、〈漢

代的死者崇拜與救贖宗教〉、〈山魈：山裡的精怪〉及〈疫鬼與瘟神〉。

由於內容和本研究關係略少，暫不摘述。但其中有三章共 127頁（第 5

至 7章，頁 130-256，占正文篇幅近半）是討論宋代以後的民間宗教的

發展。萬志英不同意楊慶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與制度性宗教的分類法，

他認為中國的宗教皆屬地方宗教。只有仔細考察地方社區的歷史，我們

才能真正體會宗教與社會間的辯證關係。因此他以五通信仰為焦點，觀

23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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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此信仰在歷史上的變化。對於本研究而言，該書的第 5章〈中國宗教

文化在宋代的轉變〉最重要，其大意約略是：唐（中唐以後）、宋，尤

其是宋，是個經濟發展─江南的開發、都市擴張及商業成長─的時

期。在此同時，祠廟的增加應視為對於個人命運的一種焦慮，因而驅使

人們尋求神助，以冀在競爭激烈，變動快速的社會裡，覓得安身之地。

從中唐戴孚《廣異記》的故事中可見得世界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鬼怪，

離家越遠，就越有機會遇上這些鬼怪。而天上的諸神好像遠在天邊的

皇帝，很少管小民之不幸。一般平民遇到鬼怪時，必須從宗教專家（道

士、佛僧或巫覡）處得到如咒語或符紙，用以自救。此外，對於陰間的

恐懼也顯現在益加精緻的喪葬儀式中。例如道教的「黃籙齋」及佛教的

「水陸法會」。水陸齋為陰間的孤魂野鬼超度，自 11世紀起成為佛教最

重要的公開儀式，但水陸法會也可超度個人。而對死者的深切關注及贖

罪也使得在墓地建墳庵的作法流行起來。墳庵中住有僧人，處理死者的

精神需求及維護墓地。士大夫家族常建墳庵或把寺院改為私人之用，祭

祀祖先因而得以無間。再者，唐、宋間的墓葬品也有很大的變化。隋到

唐初的墓葬品在大型的磚墓中擺的是製作精美的小型傢俱，其後流行於

魏晉南北朝至初唐的墓中獸形守墓者，到了宋代就消失。宋墓中擺的是

精美的日常用品，如銀或瓷製的容器、金銀珠寶及寫作用品，而非漢代

墓中的陶製複製品。可能的解釋是，對於死後懲罰的畏懼漸消，而對於

追求功名的熱望讓也能在陰間實現。但是形形色色對於陰間的描寫及其

中的酷刑，清楚地顯示出對於陰間果報的恐懼只增無減。但是，墳墓不

再被視為是死後的監禁處，也非死者靈魂的永眠地，而是個過渡場所，

也是通往十王（閻王）地獄的中繼站。此外，宗教救贖與憐憫觀點的發

展也使得女性神祇大為增加，而觀音的女性形象也在宋代出現。24 總而

言之，萬志英的研究，讓我們對宋代宗教文化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

24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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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沈宗憲的《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是少數探討宋代鬼怪的中文著

作。在書中，作者分門別類整理了宋代筆記小說中的鬼怪，也同樣處理

了人鬼關係的類型，並討論了宋代的死後世界觀。25 這本書讓我們認識

宋代社會看待鬼怪及死後觀的種種面相，但其中不少議題還可以進一步

專論。廖咸惠對宋代的鬼怪與死後世界的研究也有二文研究。她指出，

宋代菁英對佛、道二教表面上反對，但牽涉親人的喪事之際，言行不一

的情形很多，反映他們對人死後的世界觀。而菁英們與亡靈間可由不少

案例中看出有報仇、報應、警示等的關係。在冥間的親人有時需要陽世

的援助。此外，宋代菁英也認為，死後任冥間的官員是件恐怖的事情，

因為雖然任官是菁英的理想。但在陽世出仕，不但自己，親人與家族都

享受榮耀與財富。然而在冥間任官，因為亡靈未來會投胎，所以是短暫

的，而且在冥間任官並不能享有在陽世的榮耀和財富。就這點而言，冥

間的官職反而是種懲罰。宋代的菁英也因為自身對死後世界的認識，為

了解脫亡故的親人罪業，也求助於釋僧與道士，舉行宗教儀式，使親人

在地下少受折磨或投胎轉世。26 宋代的菁英在生活中也會遭遇鬼怪的襲

擊。這些鬼怪中有復仇之鬼、游魂與色誘之鬼怪。而他們對付鬼怪的手

段，除了俯首聽命，還有以世俗之法如官印或個人德性對抗之外，也會

延請宗教人士作法祓除。27 整體而言，如她之前的作品，廖咸惠在此二

文中，維持一貫對士人階層宗教觀研究，這是過去學者較少觸及者。但

是民間的情形，因論述焦點，無法深入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本與本研究有關的作品是日本學者松本浩一的《宋代の道教

と民間信仰》。該書有兩章特別談論儀式與法術。第 2章〈宋代の葬送

儀禮と黃籙齋〉主要討論南宋時代的黃籙齋，分析其儀軌與道教的地獄

25 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
26 Liao, “Visualizing the Afterlife,” 399-440.
27 Liao, “Encountering Evil,” 8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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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分門別類地列舉南宋黃籙齋的舉行實例。此外，作者也探討儒家的

葬禮與民間的靈魂觀，說明儒家對民間喪葬習俗的態度。第 4章〈道教

の新しい咒術の傳統〉首先討論宋代道教的雷法成為新的咒術，並為教

團採用。其次論述南宋道教正一教派逐漸成為驅邪的主流，江西龍虎

山的張天師的聲名大增。其三，探討「五雷天心法」（天心正法）的內

容、功用及其實作。28

雖然有以上的成果討論宋代的民間信仰，但是上述作品的討論範圍

或可擴大，讓我們看到更廣的圖像；或焦點可再深入，找出更底層的因

素；或還可以其他角度看出新意義。以下略述本書之內容。

本書分為卜算與鬼怪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共有三章。第 1章〈算

命文化的轉折〉內容討論的是中古時期的算命文化如何逐漸演變成宋代

的階段，進而敘述宋代社會卜算活動繁榮的情狀。這其中包括皇帝、官

員、士人／考生與百姓等階層。此外，本章也分析術士何以受官員與權

貴的歡迎以及他們如何拓展市場。同樣重要的是，我也在文中分析宋代

算命文化與前代不同之處，這種新現象又如何影響後世。

第 2章〈風水文化的發展〉內容先討論古人的「風水」究竟何所

指。其次比較前代與宋代風水文化的差異，並探究當時風水流行的狀況

情形。其三，論述宋代風水文化在民間被接受的情況。其四，探討為什

麼北宋的理學家反對風水，也反對改葬。但即使有反對之論，為什麼官

員仍改葬先人。改葬祖先的作法如何影響南宋部分理學家對風水的態

度。最後，論述宋代風水文化的發展給後世帶來什麼樣的遺緒。

第 3章〈卜算書籍的流通〉首先探討宋人如何學習卜算知識。這

個問題分兩途回答，其一分析讀書人的學習之道，其二論述一般術士的

知識是如何取得。其次研究宋代的卜算書籍的編寫、刊刻與流通，包括

宋以前的卜算書籍與宋代才出現的書籍。並討論哪類卜算書籍屬較暢銷

28 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139-245、29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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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文中也利用一些唐宋的書目，統計從唐至宋卜算書籍在數量上的變

化，並與唐宋二朝的《易》學研究比對。最後擇取五種在宋代知名的卜

算人物或暢銷的書籍為樣本，檢視它們在宋及後世流通的情形。

本書第二部分談的是鬼在宋人生活的情形，共有二章。第 4章〈水

陸法會、黃籙齋與送亡儀式的競爭〉首先略論一般人死後，其亡魂須有

所歸的歷史問題。其次論述宋代無所歸的亡靈會發生什麼情形，而宋人

如何讓亡魂有所歸。接著探討佛教的水陸道場（又稱水陸法會或水陸

齋）自中古至宋的演變，分析此儀式的內容，及在宋代被採行的情形。

同樣地，本章亦探討道教黃籙齋的歷史演變，分析此儀式的內容，比較

兩種版本的異同，論述此儀式在宋代被採行的情形。最後研究佛道兩種

送亡儀式的關係，並探討其他儀式所造成的市場競爭，藉此理解宋代社

會信仰狀況的一個面相。

第 5章〈女鬼、情慾與男性的身體〉討論宋代官員或士人與婢妾往

來的後果的比喻，分析何以須防外來的女子。宋代的女鬼故事似有冥婚

的意味。另一方面，唐宋筆記小說中的女鬼故事雖然包括幸與不幸的結

局，但兩個時代的故事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反映其背後社會結構的差

異。換言之，宋代的女鬼故事一方面反映出當時社會實際的一面，同時

也反映了社會的憂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