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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獻上看媽祖神格的宗教屬性，兼論媽祖與佛道二教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蕭登福 

提要 

  媽祖原是道廟供奉的神祇，但由於明代中葉以後的史料，加入了觀音的角

色，於是而產生了媽祖是道？是佛？或是三教混的論述。但以文獻所見來說，她

是巫女或神女，因澤福於鄉民而被立祠，供祭方式則葷素不拘，以茶酒獻神，燃

信香以降真，祀祠名稱稱為廟或宮；這些都符合於道教因素。而佛教則強調修持

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或修持身口意三密相應，所成就的果位為阿羅漢、菩薩、

佛；祠所以寺、庵為名，戒葷酒；此皆和媽祖修行法門及祀法不同。因而媽祖是

道教的神，不應把祂劃入佛教中。 

  再者，縱使明萬曆以後媽祖成道故事中，增入了觀音的角色，但此觀音乃是

道教化的觀音，是援佛入道之神，猶如佛教將道教神關帝援入其教為護法神一

般，不能把供關帝的佛寺當成道廟。明代小說《封神演義》即將觀音視為元始天

尊十二門人之一，此說影響後人甚深，觀音非純佛教的觀音，而是道化之慈航真

人，所以縱使有觀音糝入其間，仍不失為道；此理猶如全真教內丹修鍊雜引佛教

禪理，但仍歸屬於道教支派。據此看來，媽祖神格的宗教屬性，並不能因觀音的

關係，而視為和佛教有所關聯。 

關鍵字：媽祖 道教女神 觀音 

壹、由宋元史料，論媽祖神格的宗教屬性 

  宋元史料中，大都僅知道神姓林，為巫女，能知人禍福，死後鄉人立廟。宋

元所有的文獻，大都在強調神的靈驗事蹟，不僅對神的名諱家世未提及，甚至對

神的生卒年也未提及。宋代史料中較早期，且較具代表性的為南宋高宗廖鵬飛、

黃公度，及南宋寧宗朝丁柏桂、陳宓等人之載述，今臚列於下，以便於討論。 

○南宋高宗朝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碑記中談及聖墩所供神像，有

男有女，「獨為女神人狀者尤靈，世傳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嶼人。初以巫

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既歿，眾人立廟於本嶼。」1
 

○南宋．黃公度（1109-1156 年）〈題順濟廟詩〉： 

  「枯木肇靈滄海東，參差宮殿崒晴空。平生不厭混巫媼，已死猶能效國功。

萬戶牲醪無水旱，四時歌舞走兒童。傳聞利澤至今在，千里桅檣一信風。」 

○南宋寧宗朝．丁柏桂《順濟聖妃廟記》云： 

  「神莆陽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禍福，歿，廟祀之，號通賢神女。或曰：龍

女也。莆寧海有堆，元佑丙寅，夜現光氣，還堆之人，一夕同夢曰：『我湄

洲神女也，宜館我。』於是有祠在聖堆。」2
 

○南宋寧宗朝陳宓（1171-1230 年）〈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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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稱湘水神靈，獨擅南方；今仰白湖香火，幾半天下。祠宇殆周於甲子，

規摹增煥於此時。妃正直聰明，福同於天道。周匝宏博，利澤覃于海隅。

人人盡得所求，戶戶願殫其力。不日遂成於邃宅，凌霄有類於仙居。用赫

厥靈，以報有德。神豈厭舊，眾惟圖新。脩梁既舉於佳辰，善頌宜騰於眾

口。」3
 

○南宋理宗朝．劉克莊(1187～1269)〈風亭新建妃廟記〉云： 

  「妃以一女子，與建隆真人同時奮興，去而為神，香火布天下，與國家祚運

相為無窮。」 

  上述文獻所得的資料，為媽祖姓林，湄洲人，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

正直聰明，既歿，眾人立廟於本嶼，號通天神女，或說號通賢神女，或說龍女。

且媽祖是和宋太祖趙匡胤同時奮起，為同時代人。又，丁柏桂文中所說的聖墩，

也稱「聖堆」，堆指較小的墳墓而言，呂子振《家庭大全》卷六：「築堆曰墓，高

壟曰墳，封邱曰塚，大阜曰陵。」聖墩廟在福建莆田涵江口畔的寧海，福建莆田

聖墩祖廟。說明在北宋元佑年間，村人因夢神語，而為祂立廟。除此外，宋代及

元代人所撰的史料，大都載述祂的靈驗神蹟，對媽祖的生平家世，並無新的說法

出現。宋元這類的文獻有： 

○宋．樓鑰《攻媿集》卷三十四〈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

靈惠妃制誥〉4○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二十，〈張天師祠〉、〈神女祠〉、〈順濟廟〉
5 ○李俊甫《莆陽比事．神女護使》6。○劉克莊〈風亭新建妃廟記〉7。○李丑

父〈靈惠妃廟記〉8。○洪邁《夷堅志．丙集．卷九．林夫人廟》9。○洪邁《夷

堅志．戊集．卷一．浮曦祀祠》10。○湄洲島對岸的港里村，宋代稱為賢良港，

是大陸通往湄洲的主要渡口，今日港里村的村民認為媽祖出生在該地，並在湄洲

島上升天。港里村建有媽祖祖廟，祖廟東側港里小學北面有一口石井，相傳是媽

祖少女時窺井得符之處，井旁有石碑，上刻「咸淳丙寅八月庚辰石匠游進」十二

字，咸淳丙寅，係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年），距南宋之亡（1279）僅十餘年。

但此井雖是宋井，卻是南宋始鑿，顯然不應是明人所撰媽祖傳記中媽祖窺井得符

之井，此井和媽祖身世應無相干。○元．黃四如〈聖墩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11。○元．程端學〈靈濟廟事蹟記〉12。○元．程端禮〈重修靈慈廟記〉13。  

  自樓鑰《攻媿集》以下的史料，大都強調媽祖的靈驗事蹟，香火鼎盛，神衣

朱衣，飛行海上以濟人，對神明的生平家世，無太多著墨，也無新的說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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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所呈現的，是道教神祇的形貌，尚無佛教色彩糝雜其中。這種情形，一直到

明初都仍是如此。劉基〈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云： 

  「太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次於天，其祇，后也。其

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為陰類，故海之神降于后，曰妃，而加之以天，

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傳。國家建都於燕，始轉粟江南，過黑水，

越東萊之罘成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魚妖蜃之市，悉帖妥如平地，皆歸功天

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廟，歲遣使致祭，祀禮極虔。」14
 

  劉基此文撰於元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 年）台州路天妃廟重建完成時，劉

基很想把天妃的身世作一番介紹，但卻僅能泛祀天地水等神神格，並說「天妃之

名，古不見經傳。」可見媽祖姓名及家世等等，都是在劉基以後才出現。劉基曾

輔助朱元璋取天下，為元末明初人。文中雖未能詳述媽祖生平，但對媽祖神格，

卻以道教常用的帝、后、妃等封號來論述，直接把祂當成道教的神祇。另外，撰

成於明成祖時的《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更成為媽祖成道的唯一道典。 

  媽祖以宋代史料看，生為巫祝，預知人吉凶，為神正直，死後被祀為神。宋

代的這些論述，符合《禮記．祭法篇》有功於民者，供祀為神的條件，宋元帝王

也都以道教神祇來看待媽祖，並予以封贈廟額及封號。明初媽祖的史料，仍保存

道教色彩，未有觀音雜入其中。 

貳、明初道經中的媽祖成道經過，及所見媽祖的靈符與部將 

  劉基而後，最早談及媽祖生平事蹟的，當屬撰成於明成祖時的道經。道經載

述媽祖成道的經典為《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今所見有二種不同刊本，

一為《正統道藏》所收《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一為《藏外道書》第三

冊七八一頁至七八六頁收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二書內容相近，文字不

同。《藏外道書》本前有缺佚，今以《正統道藏》本為主。此經中所述媽祖的部

將有白馬將軍、丁壬使者、檉香大聖、晏公大使、千里眼、順風耳等神，以助媽

祖顯神威，袪災滅邪，護國安民。這些載述，後來也被收入媽祖傳記中，成為媽

祖成道故事的一部分。 

－、《正統道藏》中的媽祖專屬經典──《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一卷     

    此經收錄於《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 

  經文以闡揚媽祖功德為主，是媽祖的專屬道經。經中說媽祖是妙行玉女降生

人間，以救民疾苦，敘述媽祖救世弘願及供祀之法。撰作年代在明初。 

  此經前為〈仰啟〉呪、〈至心歸命禮〉、〈啟請咒〉、〈奉禮呪〉，然後才

是經文正文。這種先有開經偈咒再經文的方式，和近世道經所見相近。經文以太

上老君在無極境界，觀見「大洋溟渤、河瀆川源、四海九江、五湖水澤、蛟蜃魚

龍，出沒變化精妖鬼怪，千狀萬端」，擾害眾生，翻覆舟船，損人性命。因而太

上老君「乃命妙行玉女降生人間，救民疾苦，乃於甲申之歲，三月二十三日辰時，

降生世間。生而通靈，長而神異，精修妙行，示大神通，救度生民，願與一切含

靈解厄消灾，扶難拔苦，功圓果滿，白日上升，土神社主奏上三天。於是老君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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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輔斗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接著天妃誓願，「若

有行商坐賈，買賣求財，或農工伎藝，種作經營，或行兵布陣，或產難不分，或

官非撓聒，或口舌所侵，多諸惱害，或疾病纏綿，無有休息，但能起恭敬心稱吾

名者，我即應時孚感，令得所願遂心，所謀如意。」經中說媽祖的部將及奉祀之

法云：「部衛精嚴，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者，檉香大聖，晏公大神，有

千里眼之察奸，順風耳之報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靈，顯揚正化。世

間若有男女恭敬信禮，稱其名號，或修齋設醮，建置道場，或清浄家庭，或江河

水上轉誦是經一徧，乃至百徧千徧，即得袪除灾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痊，官灾

永息，行兵臨陣，凶惡自離，囚獄之中，自然清泰……求官作事，遂意稱心。」

經末附〈天妃救苦靈符〉及咒語。 

  此經經文說「於是老君勑下：輔斗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

普濟天妃。」以媽姐封號來看，是匯合明太祖及成祖所頒下的封號而成，明太祖

洪武五年敕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明成祖永樂七年加封「護國庇民妙靈

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明成祖之封敕，係永樂七年春正月所封，見於《明太宗實

錄》卷八七。因而此經的撰作年代應在明永樂朝。 

  又，《藏外道書》第三冊七八一頁至七八六頁收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該書原為鄭振鐸所藏，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收藏。此書卷首有插圖，內容

和此書《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相近，但前有缺文，文字亦多與此書不同，

在尾題「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後，有「聖后天妃寶號」說「勑封護國庇民

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菩薩摩訶薩」，書末有勝慧於永樂十五年隨鄭和下西洋公

幹，為保人船平安，向天妃許願刊印《天妃靈驗妙經》，「不期勝慧年命己終，願

心尤在，謹將遺下資財命工印造原許經文，散施四方。」文末題「永樂十八年（1420

年）四月初八日拜題」。《藏外道書》所收本子經文中稱似較《道藏》本為早，二

書疑皆撰於明永樂朝。 

二、道經中所見媽祖靈符及咒語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第六、七頁所載〈天妃救苦靈符〉及咒語云： 

 「天妃救苦靈符 

 

  勑符咒曰：『輔斗真人，感應化生。一符一水，救濟萬民。除災去障，永保



安寧。急急如律令！齊天聖后，北斗降身。三界顯跡，巨海通靈。神通變化，

順濟稱名。三十二相，相貌端成。隨念隨應，至聖至靈。威光顯赫，護國庇

民。海風吹浪，至祝降臨。一心瞻仰，顯現真身。虛空出現，統領天兵。威

神下降，鬼伏神驚。莆田土主，聖化竹林。北斗大聖，驅逐邪精。消災散禍，

家國安寧。急急如律令！』右天妃靈符，如有急告，焚香，念前咒七遍，書

此符，用井花水磨乳香調服，自然安好，無不應驗。」15
 

  道經中所載媽祖專屬符及咒，「一符一水，救濟萬民。除災去障，永保安寧。」

符合媽祖生平為巫祝，以符水濟民的說。而經中更說媽祖是北斗星官中的妙行玉

女來降生人間。此符與咒，是今日所見和媽祖相關史料中最早者，供奉媽祖的道

廟，不妨將此符咒，書寫放入香火袋中，做為護身符之用。 

三、道經中所見媽祖部將 

  史籍中最早出現媽祖成道故事，且敘述輔助媽祖護國佑民的神祇將班者，應

為道教經典。《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第五頁云： 

  「（太上老君）乃勑玄妙玉女，錫以無極輔斗助政普濟天妃之號，賜珠冠雲

履，玉珮寶圭，緋衣青绶，龍車鳳輦，佩劍持印，前後導從，部衛精嚴，

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者，檉香大聖，晏公大神，有千里眼之察奸，

順風耳之報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靈，顯揚正化。」16
 

  上文所說媽祖的部將有：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者、檉香大聖、晏公

大神、千里眼、順風耳、青衣童子、水部判官。這些部將，較可考者為晏公及千

里眼、順風耳。《三教搜神大全．卷七．晏公爺爺》說晏公姓晏名戌仔，江西臨

江府清江鎮人，濃眉虬髯，面如黑漆。大元初應選為官，後因病登舟而逝，棺至

家，家人啟之見空棺，乃尸解而去，父老知其為神，立廟，「有靈顯于江河湖海，

凡遇風波洶濤，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風恬浪靜，所

謀順遂也。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以上是關於晏公神的事蹟，道經說

祂成為媽祖的部將，協助媽祖護佑海上船民。但在萬曆末的《天妃顯聖錄》把祂

說成是在海上為害人民的水神，後來被媽祖所收伏，才成了祂的部將。《天妃顯

聖錄．收伏晏公》說： 

  「時有負海怪物曰晏公，每於水中趁江豚以噓風，鼓水妖以擊浪，翻溺舟楫，

深為水途大患。后遊至東溟，見一碧萬頃，水天涵泓，半晷間，江心澎湃，

舟子急呼曰：『桅舵搖撼矣。』妃令拋椗，見一神掀髯突睛，金冠繡袖，隨

潮升降，觸纜拂檣，形如電掃雷震，妃色不動，顯出靈變，忽旋風翻浪，

逆湃倒澎，彼伏神威叩謝，盪舟而還，但一時為法力所制，終未心服，繼

假逞色相，變一神龍，挾霧翼雲，委蛇奔騰。妃曰：『此妖不除，風波不息。』

乃拋椗中流，龍左翻右滾，機破技窮，仍還本象，唯見整然衣冠，儼一尊

神，駐椗不動。妃命投下糸律繩，彼近前附攝，不覺隨攝隨粘，牢固難解，

飄蕩浮于水上，始懼而伏罪。妃囑之曰：『東溟阻險，爾今統領水闕仙班，

                                                 
15

 《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台灣新文豐刊本第十九冊一０六頁下至一０七頁上。 
16

 同註五，頁一０六上。 



護民危厄。』由是永依法力，為部下總管。」 

  上述媽祖收伏晏公的故事，乃是據道經及《三教搜神大全》之說，加以演述

而成，使晏公由水妖而皈依正道，為媽祖行法時之部將，同時成為媽祖神班中的

總管。 

  另外，和媽祖關係最密切的護法神，則為千里眼與順風耳。此二神見於《太

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但卻沒有載述其來源。《天妃顯聖錄．降伏二神》，

據道經而演述了媽祖與二神之關係。文云： 

  「先是西北方金水之精，一聰而善聽，號『順風耳』，一明而善視，號『千

里眼』。二人以金水生天，出沒西北為祟，村民苦之，求治於妃。妃乃雜

跡於女流採摘中，十餘日方與之遇。彼誤認為民間女子，將近前，妃叱之，

遽騰躍而去，一道火光如車輪飛越，不可方物。妃手中絲帕一拂，霾障蔽

空，飛飊卷地。彼仍持鐵斧疾視。妃曰：『敢擲若斧乎？』遂擲下，不可

復起。因咋舌伏法。越兩載，復出為厲；幻生變態，乘濤騎沫，滾盪於浮

沉蕩漾之中，巫覡莫能治。妃曰：『江河湖海，水德攸鍾，彼乘旺相之鄉，

須木土方可克之』。至次年五、六月間，絡繹問治於妃。乃演起神咒，林

木震號，沙石飛揚。二神躲閃無門，遂拜伏，願皈正教。時妃年二十三。」 

  上引說千里眼、順風耳二神為西北方金水之精，為祟於民，被媽祖收伏。此

二神後來成為媽祖護法神，常被供奉在道廟中媽祖兩旁，成為媽祖廟的特徵。 

  道經《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中所說的媽祖將班中，除晏公大神、千

里眼、順風耳在媽祖傳記中有敘述外，原有的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者、

檉香大聖、青衣童子、水部判官等，到了《天妃顯聖錄》中，全不見論述，反而

增加了收伏高里鬼，及收伏嘉應、嘉祐二魔。 

《天妃顯聖錄．伏高里鬼》云： 

  「高里鄉突有陰怪，含沙侵染百病。村人共詣神姑求治。妃知為山僻小木精

作祟，取符咒貼病者床頭。眾如命而行，聞屋瓦響處，一物如鳥，拚飛而

去。妃跡其所之，掃穴除之。比至，遽幻作一小鳥匿樹抄，只見渺渺林端，

炎起一團黑氣。妃曰：『不可留此為桑梓憂』！追擒之。唯一鷦鷯唧唧。

將符水一灑，鳥踏空而墜，並無形體，僅存一撮枯髮。舉火焚之，突見本

相，兀兀一小鬼子，叩拜曰：『願皈臺下服役。』收之。先是，符咒未至

之前一宵，於民間忽語人曰：『我將別，當饗我！』主人具儀禮宴之。次

晨，符咒至，即從屋上出去。蓋亦預知法力難逃也。」 

  高里鬼為祟於民，被媽祖以符咒收伏，叩拜媽祖，「願皈臺下服役」，於是皈

依正道，成為媽祖手下的部將。 

《天妃顯聖錄．收伏嘉應、嘉祐》云： 

  「時有二魔為祟，一曰嘉應，一曰嘉祐；或於荒丘中攝魄迷魂，或於巨浪中

沉舟破艇。妃至，遂逃於雲天杳渺之外。適客舟至中流，風翻將沉，見赤

面金裝當前鼓躍。妃立化一寶貨舟拍浮而遊。嘉祐即舍客舟乘潮而前。妃

以咒壓之，擊刺落荒，遂懼而伏。妃又從山路獨行，嘉應不知，為民間美



姝，將犯之。妃拂飛塵霾，彼遂幻變騰掀，終不越故處，若有限距而無門

突出者，因悚然退避。但魔心未淨，歲餘復作蠱害。妃曰：『此物不歸正

道，畢竟為妖為孽』。令人各焚香齋戒，奉符咒，自乘小艇象漁者，遨遊

煙波之中。嘉應見之，即衝潮登舟，坐於桅前，不覺舟駛到岸。妃佇立船

頭，遽悔罪請宥，並收為將，列水闕仙班，共有一十八位。凡舟人值危厄

時，披髮虔請求救，率得其默佑。」 

  書中說嘉應、嘉祐二魔，於荒丘中攝魄迷魂，於巨浪中沉舟破艇，後被媽祖

收伏，共一十八人，都成為媽祖部將，「列水闕仙班」。 

  如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及《天妃顯聖錄》二書所說的媽祖將班

來看，此將班計有：晏公大神、千里眼、順風耳、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

者、檉香大聖、青衣童子、水部判官、高里鬼、嘉應、嘉祐等神將。媽祖部將中，

以晏公為總管。 

參、由明清史料、小說的佛道雜糅中，論述媽祖的修道方式及神格屬性 

  宋元史料中，媽祖神格及修道方式，並沒有佛教糝入其中，明成祖永樂年間

所刊道經也沒有佛教色彩，但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媽祖傳記漸多，對媽祖的修道

歷程，也逐漸加入觀音的角色。因而也就有媽祖是佛是道的爭論。人有人氣，神

有神氣，人氣旺時親戚多，神也是如此。今日媽祖信仰遍佈華人社會，於是便有

媽祖是佛？是道？抑是佛道合的諸種爭論。其實媽祖的成道經過和順天聖母陳靖

姑相同，兩人都是生為巫女，死後祠而為神，明人小說中也都說兩人和觀音有牽

連。陳靖姑的神格沒人認為祂是佛教神，但卻有少數人對媽祖的神性，有了是佛

是道的質疑。這和媽祖信仰發展過程中有僧人涉入其中有關。 

  佛道修鍊方式原有差別，不易致混。但自宋代起，援佛入道的情形，愈來愈

嚴重。北宋張伯端《悟真篇》在談及內丹之修性時，開始引用佛教明心悟性之說，

此風一開，至南宋北方全真道王重陽及全真七子，更是直接援佛入道，造成道中

有佛的普遍現象。但張伯端、王重陽等人雖援佛入道，後人並不會把他們劃歸佛

教人物，同理，媽祖的神格屬性，也不應有不同看法。 

  為了明確辨認媽祖神格是佛是道的屬性與區分，今先敘述媽祖修道方式，再

分述佛、道二教的教義及其修煉法門，然後對照媽祖的修行及成神方式，來區分

其神格宗教屬性。 

  宋代、元代文獻中，媽祖歸屬於道教女神，受崇道的宋代帝王的封誥，元代

帝王亦沿襲之，宋元有關媽祖的載述，大都集中在媽祖救民護國的神蹟上，並無

是佛是道之爭。但《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說：

「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1264 至 1294 年），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

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維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

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由於元代皇帝遣使致祭媽祖的祭文中有「南

海女神」的名稱，於是明世中葉以後逐漸把祂和南海觀世音直接聯想在一起。只

是在明代初年，這樣的聯想，仍尚未形成。約撰成於成祖時的道經《太上老君說



天妃救苦靈驗經》一卷17，對媽祖的成道事蹟有詳細詳述，說祂是天上的妙行玉

女降生人間，來救民疾苦。詳見下節。在道經之後，載述媽祖生世最詳，且開始

扯上佛教觀世音的，當為《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18： 

  「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母陳氏

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缽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寶

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匕之日，異香聞里許，經旬不散。幼而穎異，甫週歲，

在襁褓中，見諸神像，叉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

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聲于里閈間，

即妃亦且韜迹用晦，櫛沐自嗛而已。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

日，妃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父母以為暴風疾，急呼之，妃醒而悔曰：

『何不使我保全兄弟无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問。暨兄弟贏勝而

歸，哭言前三日颶風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異船，其長兄船飄沒水中耳，

且各言當風作之時，見一女子牽五兩而行，渡波濤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

之瞑目，乃出元神救弟兄也。其長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也。

懊恨無已。年及笄，誓不適人，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醮。居無何，儼然端坐

而逝，芳香聞數里，亦猶誕之日焉。自是往往見神於先後，人亦多見其輿

從侍女，擬西王母元。然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文末云：「國初成祖文皇帝七

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

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其造福於人，豈淺鮮哉！余嘗考

之興化郡詩，併採之費鼂采碑記，因略為之傳者如此。」是知此文應撰成於明成

祖以後。此書中說天妃姓林，卻仍然未能說出名字，但多出了母親陳氏，並說陳

氏因「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缽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媽祖出

生後，「異香聞里許，經旬不散。幼而穎異，甫週歲，在襁褓中，見諸神像，叉

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

子文事」。媽祖有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日遇颶風，媽祖出元神以救

兄弟，媽祖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其兄弟見有少女牽船索而行，但因媽祖父

母強行喚醒，使得仍有一兄不得救治。此書對媽祖的身世及修道、成道過程，開

始有了完整的敘述，但對媽祖父母的名字，仍未提及。 

  其次，明萬曆朝．張燮《東西洋考．卷九．祭祀》云：「天妃世居甫之湄洲

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應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

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無

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輙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

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1006)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

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此書中明白說明媽祖的父親為五代閩王時

都巡檢林應，但卻把祂的母親由陳氏說成王氏。 

                                                 
17收錄於《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 
18見清．葉德輝重刻明刊本，筆者所藏係影印本，無出版年月。 



  又，明．南州散人撰《天妃林娘娘傳》說天妃乃北天妙極星君之女，名玄真，

受觀音之命投胎林家，後誦經修鍊得道。 

  在明代中葉以後的媽祖傳記中，影響後世最深遠的，當為《天妃顯

聖錄》一書，此書前有數序，依次為林堯俞、林蘭友、黃起有、林嵋等

序。林堯俞，係明萬曆十七年（1589 年）進士，曾任禮部尚書，後得罪

魏忠賢，引疾歸故里，序中說到「余自京師歸，偶于案頭得《顯聖錄》

一篇……惜乎《顯聖》一錄，尚多闕略，姑盥手而為之序」，作序時間，

大約在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序中說所得《顯聖錄》一篇，尚多闕

略，則此時已有《顯聖錄》存在。又，林蘭友、黃起有、林嵋三人皆是

崇禎朝進士。黃起有為崇禎元年（1628）進士，林蘭友崇禎四年（1631

年）進士，林嵋為崇禎十六年（1643 年）進士。以林堯俞作序時所見《顯

聖錄》來說，它所記載的媽祖神蹟，應僅至神宗萬曆間事，但今《天妃

顯聖錄》所載事蹟，在歷朝褒封方面，載至明宣宗朝，其後接著為清康熙朝事。

而媽祖神蹟中〈妝樓謝過〉載及明熹宗天啟乙丑、戊辰（1625、1626 年）事；其

後接著更載清朝康熙年間事，及至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台，康熙派欽差冊封琉球

王。以上，以林堯俞所見《顯聖錄》而言，自熹宗以下事，應是後人所增。 

  今以《天妃顯聖錄》有關天妃收伏晏公事蹟，係出自道經《太上老君說天妃

救苦靈驗經》及《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言之晏公看來，原書《顯聖錄》

疑出自明神宗萬曆朝。此書後面載及清康熙事，則應是經清康熙朝人所增入。 

  《天妃顯聖錄》一書影響甚大，清．林清標《勅封天后志》19中的媽祖事蹟，

皆是採自《天妃顯聖錄》之說，但文中將原來稱媽祖為「妃」字，改為

「后」字，此乃是乾隆時媽祖已受封為天后的緣故。由於《天妃顯聖錄》

承自《顯聖錄》，所以今將此書中的媽祖史料，視同明中葉以後所形成

的史料。  

  《天妃顯聖錄．天妃誕降本傳》說媽祖的父母敬祀觀音大士，母親王氏

夜夢大士予以丸藥，服後得娠，出生後因至彌月皆不聞啼聲，所以取名為「默」。

「甫八歲，從塾師訓讀，悉解文義。十歲餘，喜淨几焚香，誦經禮僊（仙），旦

暮未嘗少懈。婉孌季女，儼然窈窕儀型。十三歲時，有老道士玄通者來其家，妃

樂捨之。道士曰：『若具僊（仙）性，應得渡入正果。』乃授妃《玄微祕法》，

妃受之，悉悟諸要典。十六歲窺井得符，遂靈通變化，驅邪救世，屢顯神異，常

駕雲飛渡大海，眾號曰通賢靈女。越十三載，道成，別家人，到湄洲嶼白日飛昇。

時宋雍熙四年丁亥（987 年）秋九月重九日也。」又，《天妃顯聖錄》在〈天妃

誕降本傳〉之後有〈窺井得符〉、〈機上救親〉、〈化草救商〉、〈菜甲天成〉、

〈掛席泛槎〉、〈鐵馬渡江〉、〈禱雨濟民〉、〈降伏二神〉、〈龍王來朝〉、

〈收伏晏公〉、〈靈符回生〉、〈伏高里鬼〉、〈奉旨鎮龍〉、〈斷橋觀風〉、

〈收伏嘉應、嘉祐〉、〈湄山飛昇〉。所述的媽祖成道故事，除增入觀音入夢角

色外，其餘都屬於道教修鍊法門及神仙之說，而〈機上救親〉一段，則是取自《繪

                                                 
19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刊行。 



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顯示此書係摘錄當時媽祖各種成道說而成，其撰作年代

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之後。 

  明萬曆以下媽祖的這些史料及小說，除說媽祖父母敬祀觀音，或夢觀音予以

優缽花，或說予以藥丸，吞後得孕，五歲能誦《觀音經》外，其餘自出生至得道，

所行之事，如能預示吉凶，能以樂娛神，遇玄通道士，窺并得符，以及得道後的

示現靈蹟，皆屬於道教。如《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說：「在襁褓中，見諸神

像，叉手作欲拜狀」「十一歲能婆娑按節樂神」，出元神以救兄弟船難。如《天

妃林娘娘傳》說她是北天妙極星君之女，名玄真。如《勅封天后志》說媽祖「十

歲餘，喜淨几焚香，誦經禮僊（仙），旦暮未嘗少懈。婉孌季女，儼然窈窕儀型。

十三歲時，有老道士玄通者來其家，妃樂捨之。道士曰：『若具僊（仙）性，應

得渡入正果。』乃授妃《玄微祕法》，妃受之，悉悟諸要典。十六歲窺井得符，

遂靈通變化，驅邪救世，屢顯神異，常駕雲飛渡大海，眾號曰通賢靈女。」這些

修道得道的描述，都是遵循道教修鍊法門而來。 

   宋代、元代史料，看不出媽祖與佛教的任何關係，《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及《天妃顯聖錄》所述天妃事，當是明世三教合一盛行下，所演化出來的。而

媽祖和觀音牽扯上關係，極可能是受元世稱媽祖為「南海女神」的影響，由「南

海」而聯想到觀音。   

  雖然《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糝進佛教之觀世音，說天

妃的母親夢見觀音送予優缽花，又說天妃「五歲能誦《觀音經》」，似乎與佛教的

觀音，關係密切。但此觀世音，以明人《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小說看來，又

稱為慈航道人，是被道教收編的佛教神祇，已和佛教的觀世音有所不同。明中葉

以後小說中所見的觀世音，都是玉皇大帝的手下屬神，是道教化的神祇。《繪圖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明．吳還初編《天妃娘媽傳》20，和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

編於明萬曆末的《天妃顯聖錄．天妃誕降本傳》，其中所說天妃與觀音的關係，

也都可做如是觀。再者，上述明中葉後的天妃傳，雖也有媽祖敬拜觀音之說，但

所說的媽祖成道故事，或說由玄通道士授玄微祕法，窺井得符，遂靈通變化；或

說「入瑤池見王母，轉往南海得觀音傳法」、「湄洲羽化為神后」等等，都是很典

型的道教成道故事，而不是遵修佛教的四諦（證羅漢果）、十二因緣（證緣覺）、

六度萬行（證菩薩、佛）；也不是修密教身口意三密相應，即身成佛者。所得果

位（女神、夫人、天妃、天后），亦和佛教果位說（佛、菩薩、緣覺、羅漢、三

界天人）不同。因而媽祖神的屬性，應是道教神，和佛教無涉。 

肆、由佛教的三期演變及其修煉法門，辨證媽祖非依佛法修行 

  佛教自釋迦改良印度婆羅門教，自創教派起，至西元一世紀，此為小乘佛教

（原始佛教），最接近佛教本來面貌。此時期以釋迦牟尼為主佛，以無常、苦、

空、無我為教義，以三法印（四法印）來印證是否屬於佛教。三法印分別為：諸

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湼槃寂靜。此期重要經典為四阿含經：《長阿

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修行法門為修四諦、十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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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或綜匯成三十七道品。修行法門中的四諦為：苦、集、滅、道。十二因緣為：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三十七道品為：

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四正勤（已生惡令斷滅、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

長）、四如意足（欲神足希慕欲樂、勤神足精進無間、心神足一心正念、觀神足

心不馳散）、五根（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信力、精進力、念

力、定力、慧力）、七菩提分（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捨）、八正道分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職業、正精進、正念、正定）。最高的成就為

阿羅漢果。 

  到了西元二世紀至八世紀期間，佛教經過有心僧人的改造，成為大乘佛教，

大乘興起於印度外圍，向印度中央發展。此期的教義改變成：常、樂、我、淨，

完全和小乘佛教相反，並以阿彌陀佛為主神。重要經典為：《金剛經》、《維摩詰

經》、《妙法蓮華經》、《華嚴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佛頂首楞嚴經》、《阿

彌陀經》、《六祖壇經》等，經典及思想嚴重受到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尤其如來

藏真常心，主張人人本來具足的真實心，亦名佛性、真如、法性等，實由中土道

家道體論演變而來，出於中土僧人偽造的《大乘起信論》。此時期的修行法門，

標榜六度萬行。六度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度以般若為

主，般若為諸佛所自出，所以稱般若為諸佛母。 

  自西元八世紀至西元十二世紀，當時僧人流行以佛理雜術法科儀，形成了密

教。以大日如來為主的五方佛（東方阿閦佛、西方阿彌陀佛、南方寶生佛、北方

不空成就佛、中央大日佛）為主神。重壇儀、手印、真言（咒語）、觀想、護摩；

主張三密相應，即身成佛。三密為：身密（身結手印）、口密（口誦咒語）、意密

（意存觀想）。重要經典分胎藏界及金剛界經典。胎藏界以善無畏譯《大毘盧遮

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簡稱《大日經》為主。金剛界以不空譯《金剛頂一切

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簡稱《金剛頂經》為主。密教重視護摩及

壇儀，其護摩法，是將薪木（或以各種木為薪，或以酥、餅、香屑、穀物、藥物、

人及動物之血肉脂等為薪），放入爐中燃燒，並在護摩時以身口意三密配合進行，

其目的在治病、降怨、求財勢、求長生、成佛。所設置的壇場，依目的不同，而

形製有別，分別為：息（息災障，消災；白色圓形壇）、增（增福慧，祈福；黃

色方形壇）、懷（成就權勢事業；赤色蓮花壇）、誅（降伏邪魔怨家；黑色三角壇）；

或加入鉤召（召攝鬼神；半月形壇）。供物有：酒、肉、酥、蜜、餅餌、人血、

人肉、貓眼、鴉肉等等。供器有：香、燈、花、塗、幡、蓋、杵、瓶、爐、劍、

鏡、鈴、麈尾、如意、白拂。貴重牛五淨：牛糞、尿、乳、酪、酥。 

 胎藏界曼荼羅（壇場）：其圖形為方中有圓，壇分四重，每重四門，為唐善

無畏所傳，有十三院：中台八葉院、佛母院、蓮華院、金剛院、五大院、護世院、

釋迦院、文殊院、除蓋院、地藏院、虛空藏院、蘇悉地院、外金剛部院。 

金剛界曼荼羅：共有九會，分列九方格，方格中有圓壇，現存者為不空所傳，

日本學者福永光司以為仿自唐世道教九宮神壇。金剛界之法尊有：五佛、四波、



十六大菩薩、八供、四攝，合稱三十七尊。有關密教的描述，及其和道教的關係，

詳見筆者《道教與密宗》一書，一九九三年四月，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以上是三期佛教教義及修行法門情形，文中所說的密宗，以《大正藏》所見

的唐密為主，唐密後來傳至日本為東密（日本密宗），而十二世紀後盛行於西藏

的，則為藏密（西藏密宗），除此外，今日雲南亦有密宗存在（滇密）。 

  以上不論小乘的修四諦、十二因緣，成就阿羅漢果；或大乘修六度，成就菩

薩、佛；甚至密教修三密相應，強調即身成佛；都和媽祖生為巫女，以符水渡化

眾生，護海巡航的神格屬性相差甚遠。 

伍、釐清學者所說媽祖和佛教有關係的說法，兼論道壇法事雜入佛教瑜珈教及穢

跡金剛法的問題 

   明中葉以後，媽祖成道故事，糝入觀世音角色，有觀世音入夢及媽祖父母敬

祀觀音等情節，再者台灣北港媽祖廟祭祀媽祖時常有僧人主其事，這些都容易造

成媽祖是佛是道之爭論。在台灣媽祖研討會中，常會看到以佛教角度來論述媽祖

和佛教關係的文章，這類文章大概分為三個層次。 

一、認為媽祖確受佛教影響，甚或以為媽祖是主張三教合一的人 

  認為媽祖和佛教有關係者，是根據明代中葉以後小說家言來論述，媽祖小說

中加入了觀音情節，世人直接把觀音等同於佛教，所以而有是說。但如上文所論，

觀世音在明代，是被道化的神祇，道教信眾中直接把祂當成道教神在膜拜。今日

台灣道教廟宇中供觀音的相當多，大都以觀音為陪祀，甚至也有的道廟以觀音為

主神者。相對的，佛教廟宇供觀音的卻是很少。佛教廟宇中，最常見的是供三位

如來，以釋迦牟尼為中座，右為阿彌陀佛，左為藥師佛。其次是供釋迦中坐，兩

旁為文殊、普賢，或釋迦中坐，兩旁為摩訶迦葉及阿難。觀世音在佛教廟中最多

只能當陪祀，很多佛教廟宇是不供觀音的。觀音在佛教中，南北朝至唐代所見的

造型都是男身相，到密教經典中才出現女身的敘述。但以女身的造型出現，如楊

柳觀音、水月觀音等女觀音的大量出現，則在宋後。觀音被援入道教較晚，所以

在道廟中，觀音則一直以女性神的角色出現。由於明代小說已把觀世音等同於道

教神祇，所以道教女神的修鍊，如媽祖和陳靖姑的成道故事，都常會看到觀世音

的影子，於是有人便認為是受到佛教影響。其實道教中的觀世音，已是被道教所

收編的道教神，稱之為慈航真人，和佛教的觀世音有別。這種情形猶如關公被佛

教收編成護法神，稱之為伽藍菩薩一般。道教中的觀世音，大都是稟承玉帝旨意

行事，如宋代《玉曆至寶抄》、明代《西遊記》等書所見者是。在《封神演義》

中，觀世音更是元始天尊十大門人之一，號稱慈航真人。《西遊記》、《封神演義》

二書，對民間影響相當大，民間道廟的廣泛供奉觀世音，和這些小說的流行有關，

這樣的影響應始於明中葉以後，如以《玉曆至寶抄》看來，也可能在宋代已如此。 

二、以為媽祖所修行之法門，出自佛教者 

  近年媽祖學術研討會上，有的學者直接認為媽祖所修的法門，出自佛教。這

樣的說法，是說媽祖所修的，是道教閭山派法門，而道教閭山派，則是受佛教影

響而來。這種的說法，應是由誤解葉明生之說而引起的。葉明生〈媽祖信仰與道



教文化──民間道壇之媽祖信仰相關科儀及文化形態考探〉21說媽祖所從事的法

事為民間最流行的道教閭山派之初期巫法。葉明生〈道教閭山派之研究（一）閭

山派的源流與形成〉更說閭山法，是以「閭山派在宋元間大量吸收了道教正一派

的科儀、佛教瑜伽派的法術內容，而成為融合佛、道、巫於一爐的閭山派。」22葉

文基本上是認為媽祖為道教女神，但因文章中談到媽祖修鍊法門是閭山法，而閭

山法又是結合道教及佛教的瑜伽派所成。所以後來被研究媽祖者把它說成媽祖所

修持法門和佛教有密切關係，甚至說閭山法出自佛教。其實這是對葉文的擴大解

釋。 

  葉文說媽祖修閭山法，乃是受明代小說無根子《海遊記》的影響而來，《海

遊記》說陳靖姑、李三娘、林九娘（媽祖）三人結拜前往閭山向閭山法主許九郎

（許遜）學法。此說有待商榷，如以媽祖所處的年代在五代末宋初來看23，閭山

派是否已形成，媽祖是否真的修行閭山法都是爭議性很大的問題。其次葉文說閭

山派吸收佛教世俗化的瑜伽教而成，主要的論據是南宋末白玉蟾《海瓊真人語錄》

中言及穢跡金剛，此說爭議性亦極大。《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一．師徒問答》第

十一頁云：  

  「耜問：『今之瑜珈之為教者，何如？』答曰：『彼之教中謂釋迦之遺教也。

釋迦化為穢跡金剛，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

不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咒也。然其教中有龍樹醫王以佐之焉。外此則有

香山、雪山二大聖，豬頭、象鼻二大聖，雄威、華光二大聖，與夫那叉太

子、頂輪聖王及深沙神、揭諦神以相其法，故有諸金剛力士以為之佐使。

所謂將吏，惟有虎伽羅、馬伽羅、牛頭羅、金頭羅四將而已，其他則無也。

今之邪師雜諸道法之辭，而又步罡捻訣，高聲大叫，胡跳漢舞，搖鈴撼鐸，

鞭麻蛇、打桃棒，而於古教甚失其真，似非釋迦之所為矣！然瑜珈亦是佛

家伏魔之一法。」24 

  上文中白玉蟾原是說明當時佛教瑜伽教雜糅道教「步罡捻訣」、「胡跳漢舞，

搖鈴撼鐸，鞭麻蛇」等情形，並懷疑它不是出自釋迦之教。葉文說今日所見閭山

道壇，和白玉蟾所描述的瑜伽教很接近，葉文並說：「可見在宋代，閭山法已與

瑜伽法有了整合的過程，並對閭山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25以白玉蟾所說

瑜伽教情形，僅能證明南宋末民間社會現象，尚不能擴大來解釋五代末北宋初媽

祖修道情形，此其一。再者，佛教是否有瑜珈教？更是值得探討。其實瑜珈不能

稱教，最多只能說它是一種修行法門。佛教密教四部中有瑜珈部，穢跡金剛也是

密教的神祇。瑜珈教並不是密教。所謂的密教，它是成立在西元八世紀唐玄宗朝。

密教的特色是以大日如來等五方佛為中心，修身、口、意三密相應法，有壇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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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總第 156 期,143-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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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據明代《天妃顯聖錄》說媽祖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但如以宋代劉克莊〈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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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道藏．正乙部．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五十五冊 662 頁下。 
25葉明生〈道教閭山派之研究（一）閭山派的源流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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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壇場科儀包括金剛藏和胎界藏兩種曼荼羅，有息、增、懷、誅，或加入鉤召

等壇儀，有以火燒薪的護摩法。這些法門和田野調查中所見的瑜珈教法門，毫無

相關。相反的，田調中所見瑜珈教或穢跡金剛法，都是道教術法，只是用了佛教

名相，通常是施行道教術法，而改念佛教經典，如此而已。如福建古田一帶和瑜

珈相關的法術，喪事方面由瑜珈教的和尚負責，誦念《金剛經》、《彌陀經》、《蒙

山施食》。而吉事及治病驅邪方面，則由道士負責，所用經典科儀因目的不同而

有別。兩者在施用法門上，瑜珈教較重誦經，道壇較重術法。 

  媽祖在宋元所有的史料中，只說是生平為巫女，並沒提到閭山法，今人用明

代小說《海遊記》來推溯媽祖修行閭山法門，並不妥切，至少宋元史料中沒有一

處提及媽祖修行閭山法。而白玉蟾所說瑜珈教，是雜行道法，妄託佛教的一種術

法，其法門和密教瑜珈部全然無關，反而和道法相近。 

三、以為媽祖所得符是佛教穢跡金剛符者 

  媽祖和佛教的關係，大都僅在媽祖和觀音間做文章，但其中也有極少數的

人，認為媽祖的符是來自佛教穢跡金剛者。如釋果濱、果忠合撰〈北宋媽祖林默

娘藉穢跡金剛咒修得神力〉26， 以為媽祖十六歲窺井得銅符，所得是穢跡金剛符。

這種說法更是倒因為果。佛教密宗，形成於西元八世紀，約唐玄宗朝，密宗受中

土道教影響甚深，筆者《道教與密宗》一書，從壇場科儀、星斗崇拜到符籙咒印

等施行方式，論述密教受到道教影響27。此外，印度アジツト．ムジケルジ－撰、

日本松長有慶譯《タントラ東洋の知惠》28該書第三章 P42、P43，言及印度 Tantric

之修行法中，有的是道教道士ボ－ガル（人名）和印度曼陀羅師ヴァシスタ（人

名），二人傳入印度者。在 Tantric 正規之 192 種修行法中，即有 64 種是從中國

傳去，糝有道教所傳式樣。這些論述，可以印證道教確曾影響印度本土的佛教密

宗。大陸學者黃心川《道教與密教》一文，更引述多位印度學者論述道教對密教

的影響29。 

  道教的壇儀、星斗崇拜、北斗二十八宿之說，及符籙印之形製、施行方法，

皆被密宗所吸收。其中的「符」，更是出自漢字的雲篆體，和佛教全然無關。 

  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冊中，所收和穢跡金剛相關的經典有二種，

都是唐代北天竺國阿質達霰譯，一為《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

一為《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兩種都嚴重受到中土道教的影響，其中《穢跡金

剛禁百變法經》載錄多種符、印，並一一說明該符該印之摹刻、書寫方式，及其

使用方法、治病驅鬼療效。這些符、印皆同於道教。道教之印有職司之印，有刻

符於上之印。道教符印，常以朱砂、雄黃書印於紙帛器物上，其使用方法，或佩

持於身，或貼器物，或吞服，或燒灰沈水等等，《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所載之

符印及使用方法，皆同於道教。詳細論述，請見筆者《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3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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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網站 www.ucchusma.idv.tw/article/ucchusma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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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豐出版社，1993 年 4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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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該書 270-273 頁，1994 年三月，台灣新文豐出版社刊行。 



《道家道教影響下的佛教經籍》第六章31。 

  所以《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的符印是受道教影響而來的，媽祖窺井受符，

絶對和佛教無關，也和密教塑造出來的穢跡金剛無關；相反的，穢跡金剛是援道

入佛下所塑造出來的神。 

陸、從道教道派的演變及其修行法門，看媽祖成道與道教之關係 

  世人常以為道教出自張道陵，其實翻遍漢代至南北朝北周前的古籍中，並沒

有張道陵創教之說。稱道教為張道陵所創者，實始於隋唐時期佛道二教的相攻。

由北周末隋初的釋道安《二教論》倡始，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服法非老第九》：

「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唐初的法琳《辯正論》、道

宣《廣弘明集》煽其風，遂積非成是。其用意在借醜化張道陵，而矮化道教，用

以達成佛先道後，佛優於道的目的。其實梁．僧祐《弘明集》所載南北朝時期，

眾多佛、道二教相爭相互論戰之文，皆未見張道陵創教說，文中皆是以孔、老、

釋三人分別代表儒、道、釋三教；但由於三人中老子年最長，所以北周的釋道安

才刻意以張道陵代替老子，以便於誇說佛在道前。以歷史的演進來看，古老文明

所衍生的宗教，通常都是隨著其民族的文化、信仰、民俗逐漸形成宗教，所以找

不到教主，其後新出經過改良的宗教才會有教主。例如隨印度文化形成的婆羅門

教沒有教主，埃及的多神教，以色列的猶太教等等，都找不到教主；同樣的，道

教也沒有教主，這些都是隨著各民族本身的文化、習俗、哲學思維，逐漸發展而

成，並不是由某人所獨創。相反的，佛教是改良婆羅門教而來，所以才會有教主。

有關道教起源的討論，詳見筆者《周秦兩漢早期道教》第一篇32。 

道教隨著中國本土民俗、文化而形成，也隨著本土文化的演進而演進。大抵

來說，周秦至西漢為方士道，東漢張道陵創正一派，東晉而有上清派及靈寶派。

至南宋興起於北方的則為全真教。這五個時期所成立的四個大道派，對整個道教

的影響甚深。略述於下： 

方仙道（方士道）：周秦時為方仙道，修行法門有養形及養神兩種。以導引（導

氣以入，引氣行身）吐納（吐故納新）及外丹來「養形」；以恬淡寡慾，清靜自

然來「養神」。 

正一派：起於東漢，創教者東漢張道陵。修行法門：以符籙咒印為主，依所佩「籙」

之不同，驗證修行階次。聖地為江西龍虎山。主要經典：《五斗經》（《北斗經》、

《南斗經》、《東斗經》、《西斗經》、《中斗經》）及《正一盟威籙》等 

上清派：創教者，魏華存、楊羲、許謐。聖地：江蘇茅山。修行法門以存思內神，

守三一（人身三丹田之真一）、雌一雄一（五雄四雌，腦部九宮）、帝一（回風混

合法門）為主。主要經典：魏華存所傳《上清大洞真經》等三十一卷上清經。 

靈寶派：創立者，東晉．葛巢甫。修行法門以誦經功德及科儀為主。主要經典：

東晉葛巢甫所傳《度人經》（《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等十部三十五卷靈寶經。

聖地：江西閤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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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派：創立者，金朝王重陽。主張內丹之性命雙修：用精氣神為丹藥，來做為

修命之工夫；以制心猿意馬，恬澹無為為修性；倡出家修道，重三教合一。全真

派三大祖庭：陝西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王重陽舊庵，王重陽葬此）、龍門派祖庭

北京白雲觀（丘處機葬此）、山西永樂宮（呂祖故居）。 

道教由於是承襲本土文化而來，所以在修煉法門上，深受本土文化的影響，

《禮記．祭法篇》所言供祀之條件有五條，其實可歸納為一種，即是有功於民者，

死後成神，受萬民供祀。另外《禮記．祭法篇》載周朝自天子至大夫皆有祀「厲」

的習俗，厲為無主孤魂，害怕會為祟於民而祭之。道教承此習俗，所以有供祀有

功於民的陽神，也有祀無主孤魂（百姓公、有應公）的陰神；此外有修道並積善

功而成的仙。神與仙為道教聖位的兩種形態，仙在神之上。神仙階位的升轉，依

次由下而上為：陰司地府主者（尸解仙：分文解、武解等），由此而修鍊則為遊

歷於海外名山之地仙；由地仙再修鍊而為天仙、飛仙，飛行於三界廿八天（欲界

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再往上修鍊，則為種民四天；再修鍊而成三

清（太清、上清、玉清）大羅金仙。道教有功於民，死後被供為神的，死後都要

繼續修鍊，才能使祂的神格繼續上升，而人間的帝王則依其澤被於民的靈驗神

蹟，來遞加增封。 

  筆者曾在《道教與民俗》一書序中，曾論述道教的定義。今轉錄於下：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先秦老莊等道家思想及《易經》陰陽感召、善惡報

應之說，形成了道教的「學」。中土陰陽五行、命相、擇日、風水、醫巫、卜卦、

祝由、禁忌、養生等說，形成道教的「術」。 

  道教在哲理上以「道」為宇宙本體，以「氣」為萬物始源。以修鍊得道者為

仙；以生前有功於民，死後入祀者為神。神仙的組織與階位，仿照人間帝王的行

政組織。以齋醮求福、禳災。以酒、脯、紙錢祈祭。以符、籙、咒、印、潠水、

禹步，來驅鬼、治病。以劍、鏡、鈴、印為法器。以扶鸞、降真，來溝通人神。

在修煉法門上，道教有自力及他力之分；道教在自力方面之修煉，如：清心寡慾、

導引吐納、避穀食氣、存思身內外神祇及煉化精氣神等，可以自行修煉不假他手。

他力方面之修煉如：黃白、藥餌、符籙、房中、禱祀等等，須借外力外物以變化

己身。另外，道教主張「我命在我不在天」及「孤陰不長，陰陽不生」，重視陰

陽和諧；以此二者為其特色。因我命在我不在天，生死操之在我，不以死生為必

然，所以想借由養生以延生、長生。而在養生長生上，則有養神、養形之說。養

神重在涵養心性，主張恬淡無欲，去喜怒之情，此即世人所說的老莊哲學，齊生

死、泯是非、等成敗、一萬物，偏重於對道體的領悟。養形則重在借由藥物來改

變肉質凡胎，以求永生不滅；藥物有高下之別，上藥修仙，下藥治病；藥又有內

外之分，即內丹與外丹；內丹煉精氣神，外丹煉草木鉛汞。 

  又，由於道教認為孤陰不長，孤陽不生，所以重視房中術，及陰陽兩者之諧

調，以房中來治病、延生、修仙。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認為有生必有死，並

以男女房中之事為污穢，與此相比，道教反而較能接近民眾。 

  道教與佛教的差別，此二者，就外貌來分：在祠所上，道教祠所：早期稱「治」、



「靖」，後來稱「觀」、「宮」、「廟」、「堂」、「壇」等；佛教祠所稱：「寺」、「院」、

「禪寺」、「禪院」、「精舍」、「庵」等。 

  在神職人員方面：道教稱高功、法師、道士，台灣另有乩童。佛教稱法師、

和尚，女性稱尼姑或尼師，無乩童。 

  在祭儀及供品上：道教供品葷素不忌，重酒，用線香以降神，有紙錢以酬神

及供施法，有符水以護持信眾。佛教供品忌葷，戒酒，不用線香（燃香於臥爐）

及不用紙錢、符水；近來受道教影響，台灣佛寺亦有以「大悲水」來施民者。另

台灣道教有迎神賽會（大都在神明誕辰時舉行）及刈香（道廟互訪）活動，佛教

則無33。 

  在分述佛、道二教的教義、修行法門及神祇稱謂後，然後我們再來論證媽祖

的神格屬性是佛抑道。 

柒、媽祖神格的宗教歸屬，是道是佛的再論定 

  有關媽祖的史料，如以宋元資料所見媽祖的成道經過，生時為巫，預知吉凶，

為民解決疑惑，死後被祀為神，又因所居地近海邊，自然成為護持海運之女神。

依其成神的方式看來，乃屬於有功於民，死後繼續護持百姓，符合道教成神的條

件，也和《禮記．祭法篇》所載相合。祂所修的是道教巫祝符咒之術，而不是佛

教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三密相應的修行方式。 

  再者，道教神祇的封號，尊貴者如天尊，敬老者如丈人、老母，但最常見者，

則為帶有人間政治組織色彩的職稱，如帝妃、王侯、元帥、護法、將軍、使者等。

男神封號常見者如：帝、王、君、真人、元帥；女神封號，常見者如：夫人、元

君、母（老母、聖母）、妃、后等。舉例而言，男神如玄天上帝、關聖帝君、廣

澤尊王、東嶽上卿司命君（茅盈，見《真誥》）、紫陽真人（見《真誥》）、天蓬元

帥。女神如：九華安真妃（《真誥》）、紫微王夫人（《真誥》）、南嶽夫人魏華存（《真

誥》）、南岳紫虛元君（《真誥》）、碧霞元君、驪山老母、西王母等等。 

  道教的這些神祇封號，大都由歷代帝王來封贈，到了宋代，形成了一定的規

則，首先由地方仕紳及當地官員列述神蹟，向皇帝奏請，皇帝允許後，命大臣擬

稿，第一次先賜廟額，第二次再賜封號，封號先低階後漸至高階，如此神古已有

封贈者，只能加封不能貶降。這套制度，在宋代已完全建立。《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三十六北宋神宗元豐六年，第八頁： 

  「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錫廟額。已賜廟額者，

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

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

序。凡古所言，皆當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並從之。」 

  上引所述道教神祇封贈名號，皆由卑而至尊，有一定的次序。其申請封贈的

理由，大都是因為該神護民有功，於是由大臣及民眾向皇帝上奏，請求封贈，經

皇帝批准後施行。其後如該神又有神蹟顯現，護佑人民，甚至護衛國家打敗敵軍

時，其封贈之官位職稱，逐漸加增。其封贈由二字至四字至十餘字、二十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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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餘字的封號，都曾出現過。媽祖是道教的女神，自然歷來也有祂的封號。 

  歷代媽祖的封號，散見於《四明續志》、《鑄鼎餘聞》、《天妃廟記》、《宋史》、

《元史》、《明史》、《清史》等。而記載最詳盡可信的，當為湄洲賢良港天后祖祠

刊印，媽祖裔孫林清標於乾隆戊戌年所敬輯的《敕封天后志》一書。今據《敕封

天后志．卷上．歷朝褒封》載錄於下： 

  宋徽宗宣和四年賜「順濟」廟額。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封「崇福夫人」，紹

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紹興二十七年加封「靈惠昭應夫人」。宋孝宗淳熙十

年封「靈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宋光宗紹熙元年進爵為「靈惠妃」。宋寧宗慶元

四年加封「助順（靈惠助順妃）」，開禧元年加封「顯衛（靈惠助順顯衛妃）」，嘉

定元年加封「護國助順嘉應英烈妃」。宋理宗寶祐元年加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

協正妃」，寶祐三年加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寶祐四年加封「靈惠協正嘉應

善慶妃」，開慶元年進封「顯濟妃」。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封「護國明著天妃」，至

元二十六年加封「顯佑」。元成宗大德三年加封「輔聖庇民」。元仁宗延祐元年加

封「廣濟」。元文宗天歷二年加封「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

著天妃」。明太祖洪武五年敕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明成祖永樂七年加封

「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清聖祖康熙十九年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

應弘仁普濟天妃」，康熙二十三年加封「護國庇民昭靈顯應仁慈天后」。清高宗乾

隆三年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天后」，乾隆二十二年加封「護

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天后」，乾隆五十三年加封「護國庇

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天后」。清嘉慶五年加封「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34。 

  我們由上列媽祖的封號上看，先是宋徽宗的賜廟額，再來才是封號。其封號

由「夫人」、「妃」、「天妃」、「天后」，有一定的次第，封贈之字，由二字，至嘉

慶五年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

后」，共三十字封號。又今日有的人以為清康熙十九年封贈的封號是「護國庇民

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上聖母」，但據湄洲祖廟所刊《敕封天后志》及《欽定大清

會典事例》看來，康熙所封贈的封號是「天妃」而不是「聖母」。《敕封天后志》

是媽祖裔孫所輯，裡面載錄各朝皇帝詔封全文，也包括了康熙朝，但皇帝詔書祭

文，都說康熙十九年封天妃，康熙二十三年封天后；皆無封「天上聖母」字樣。

疑天上聖母之稱，是後人所誤記，或是民間私下的封號，這種情形，猶如陳靖姑

被稱為「順天聖母」一般。 

  由宋後帝王對媽祖的封號來看，其稱呼完全合於道教神祇之稱謂，和佛教之

佛、菩薩、羅漢，或密教女性神之白度母、綠度母、佛母，及男性神之金剛、如

來、諸天等稱謂有別。 

  宋代、元代史料，甚至明初《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皆看不出媽祖

與佛教的任何關係。《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述天妃事，當是明世三教合一

                                                 
34

 《敕封天后志》為清乾隆四十五年林清標所輯，而自乾隆五十三年及嘉慶以下封號至光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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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下，所演化出來的。也可能受元世稱媽祖為「南海女神」的影響，由「南海」

而聯想到觀音。雖然《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糝進佛教之觀

世音，說天妃的母親夢見觀音送予優缽花，又說天妃「五歲能誦《觀音經》」，似

乎與佛教的觀音關係密切。明中葉後的天妃傳，大都雜有媽祖敬拜觀音之說，但

所說的媽祖成道故事，或說由玄通道士授玄微祕法，窺井得符，遂靈通變化；或

說「入瑤池見王母，轉往南海得觀音傳法」「湄洲羽化為神后」，都是很典型的道

教成道故事，而不是遵修佛教的四諦（證羅漢果）、十二因緣（證緣覺）、六度萬

行（證菩薩、佛）而悟道者；所得果位（女神、夫人、天妃、天后），亦和佛教

果位說（佛、菩薩、緣覺、羅漢、三界天人）不同。因而媽祖神的屬性，應是道

教神，和佛教無涉。 

  綜歸之，媽祖的神格原由女巫立祀，屬於道教有功於民，死後供祀為神的法

則，也是符合《禮記．祭法篇》所載的立祀原則，原和佛教的修四諦、十二因緣、

六度萬行無涉，到了明代，開始塑造媽祖的家世及修道經過，有的甚至加入了觀

音的橋段，於是牽扯上了佛教。但此中之觀音，其實觀音已不是佛教之觀音，明

代的小說如《封神演義》、《西遊記》也都是有三教合的傾向，且是援佛入道，將

釋迦、觀音等引入玉皇大帝為主的神仙系統中，《封神演義》更把觀音、普賢、

文殊等說成是道教主神元始天尊中的十二門徒之一，其中觀音稱為慈航真人。觀

音既為道教元始天尊之門人，於是道廟自然供奉觀音。在台灣道廟供奉觀音的，

甚至比佛寺供觀音還多。在此情形下，自然不能把觀音視同即是佛教，祂只不過

是道教外來神之一。 

  又，從佛「寺」、道「廟」，祠堂外貌、神祇衣著、封號及祭祀用品、科儀上

看媽祖神格屬性。媽祖的祠所，稱為「宮」或「廟」，是道教廟宇的稱呼；其建

築形式，也是道教廟宇的風格。媽祖的神像造型，是中土后妃形貌，而不是印度

佛教佛、菩薩、緣覺、羅漢、飛天等造型。媽祖廟供奉的供品為線香、紙錢、三

牲、清酒、菓品，廟中有給香客的平安符，廟與廟間有刈香（進香）互訪、有繞

境出巡、迎神賽會；這些都是道教的活動，和佛教無涉。 

  媽祖是護海有功被民所奉祀的神祇，合於道教祀神法則；媽祖的修煉法門，

也是道教符術之說。而供媽祖之供品及科儀，如線香、紙錢、三牲、刈香（進香）、

平安符、迎神賽會；無一屬於佛教。媽祖的扮相也是道教神祇形貌。媽祖的修鍊

法門，也非佛教的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不管從佛「寺」、道「廟」，祠堂外

貌、神祇衣著、封號及祭祀用品、科儀上看媽祖神格屬性，都是道教神祇，今日

台灣的和尚硬把媽祖說成是佛教神，認為跟隨媽祖可以修行佛法。真不知如何修

起。 

  媽祖的神格屬性，由媽祖廟的稱號、廟貌、神像、供祭物、科儀、平安符、

祭神活動（刈香、繞境）等看來，全屬道廟規制而非佛教。再由媽祖成道前的修

行法門、顯聖濟民等等看來，媽祖也完全合於道教以修鍊和濟民為主的修行方

式。而媽祖的封號由「夫人」而「妃」而「天妃」而「天后」等，這些皆是道教

神祇封號。加贈封號，有一定的規則，先卑後尊，於是由女神，進而夫人，進而



封妃，進而天妃，進而天后等；封號也由二字而增至三十字。我們以宗教本身的

規範來檢視媽祖，可以確定媽祖是道教神祇。 

捌、結語 

  媽祖約為五代人，升天之年約在宋太祖建隆元年。早期的史料，都是將媽祖

劃歸入道教神祇中。《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收錄的《太上老君

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是敘述天妃媽祖成道的相關經典。今日民間傳說媽祖收伏

千里眼、順風耳及晏公，皆出自道經《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說。 

  媽祖被牽連上佛教的觀世音，應是由《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名山大

川忠臣義士之祠》稱媽祖為「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聯想而來。由於稱號中有「南

海」二字，於是逐漸被牽連上和觀音的關係。而媽祖故事被糝入佛教色教，則是

從明代中葉開始，也和長期來三教合一的現象有關。主張三教合一，並且援佛入

道的現象，大概始自宋代。北宋張伯端《悟真篇》，開始援引佛教明心見性之說，

以說解道教內丹修煉中的修性。北宋（遼）道士淡癡撰《玉曆至寶抄》，也把佛

教的地藏及觀音拉入道教酆都大帝及地獄十王的冥神系統中。其後相沿成風，南

宋時期盛行於北方金朝的全真道更是大量引用禪師公案來說明修性的制心猿拴

意馬；《正統道藏》全真七子詩文集中所見援佛入道的情形，甚為普遍。在此情

形影響之下，再加上元代稱媽祖為「南海女神」，到了明代自然會把媽祖和觀音

聯想在一起，並援佛入道以說明二者之關係。 

  自《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而後，後來以小說形式寫成的天妃傳，大都沿

襲了媽祖與觀音的關係。明．南州散人撰《天妃林娘娘傳》說天妃乃北天妙極星

君之女，名玄真，受觀音之命投胎林家，後誦經修鍊得道。明．吳還初編《天妃

娘媽傳》35，編於明萬曆末的《天妃顯聖錄．天妃誕降本傳》36，所說天妃事蹟，

也都增入了與觀音的關係，但媽祖收伏千里眼、順風耳等部將之事，則係沿承道

經《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說而來。媽祖成道故事，自明代以後，這類

小說逐漸增多，其內容則大抵據《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及《繪圖三教源

流搜神大全》而衍增，至清．林清標《敕封天后地．卷下．神蹟圖說》始定型。 

  自明中葉起，媽祖雖然和觀音扯上了關係，但此觀世音，以明人《西遊記》、

《封神演義》等小說看來，又稱為慈航道人，是被道教收編的佛教神祇，已和佛

教的觀世音有別；明中葉以後小說中所見的觀世音，都是玉皇大帝的手下屬神，

是道教化的神祇。《封神演義．第十五回．崑崙山子牙下山》言及元始天尊門下

有十二弟子，第四十四回、八十二回所說的有廣成子、赤精子、黃龍真人、懼留

孫、太乙真人、靈寶大法師、文殊廣法天尊（文殊菩薩）、普賢真人（普賢菩薩）、

慈航真人（觀世音大士）、玉鼎真人、道行天尊、道德真君等人。在《封神演義

中》懼留孫、燃燈、普賢、文殊、觀音等佛教佛菩薩，都成了元始天尊門徒。所

以民間道廟供奉佛教神祇，成為常態，其中尤以觀音為甚。 

  由於觀音是援佛入道的道教神，已不是佛教神，所以媽祖及陳靖姑的修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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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因為二人是女神，自然會和同為女神的道教神祇相結合，早期則託之西王

母，明中葉後則託之觀音，成為普遍現象。但觀音既為道化的神，便不能因此而

把它和佛教聯結在一起，畢竟媽祖或聖天順母陳靖姑中的修道方式及供祀法，都

是道教而非佛教。 

  在台灣，媽祖會被誤解和佛教有關，主要原因大概有下述幾項：其一是，明

後的傳記，將媽祖和觀音牽連上關係，一般人不去細究此觀音是道教化的觀音，

已非佛教觀音，只憑直覺將觀音和佛教劃上等號。但台灣民間道教廟所供的觀

音，乃屬於道教化的觀音，而非佛教觀音。其次是，台灣北港媽祖神像是清康熙

三十三年，樹璧和尚自福建湄洲天后宮奉請來北港，並建廟為第一任住持。樹璧

和尚屬佛教臨濟宗，福建臨濟宗的和尚，大都和民間齋教有密切關係37，偏向三

教合一，並非「正統」佛教徒。樹璧來台時，可能是帶媽祖以保平安，到台後感

念媽祖保佑，所以樹璧和尚才會奉祀媽祖，為之立廟。其三是，從事田野調查者

常以廟祝所說為真，無力考證經典，而廟祝並非鴻儒碩學，學識有限，難免誤說，

再看到和尚為廟祝，於是以為媽祖出於佛教。 

  再者，台灣道廟普遍供觀音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和日人的統治有關。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為消弭島上漢人的民族意識，曾以廢除「淫祠」為名，想要

廢除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道教廟宇，因而有不少道廟在後殿供奉佛教的觀世音，

假託佛教寺廟而得予保存；有的則請和尚為住持，以減少日本人之糾葛。日本．

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地區寺廟整理問題》38、一八九九年七月臺灣總督

府令第五九號《舊慣社寺廟宇等建立廢合手續》，以及日本昭和十六年至昭和二

十年間，在台發行的《民俗臺灣》（東都書籍刊印）中所見在台學者之討論皇民

化及民俗問題等，都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借行政以干涉宗教之一斑；也加深了道

教被佛教所矮化，造成佛高於道的錯覺。 

  綜上所說，媽祖的被視為佛教徒或佛教屬神，實是出自台灣地區的特殊現

象。但此種現象，借由台灣佛教的發展，逐漸影響到東南亞。筆者在二００七年

八月到馬來西亞講學時，友人告知吉隆坡天后宮信徒中，也出現了媽祖屬性歸佛

歸道之爭。然而我們既談宗教，信眾便須辬別自己宗教的所宗所教，因而必須依

史料及修行法門，還給媽祖一個真正的宗教歸屬。 

 

                                                 
37連橫《台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佛教》：「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

蘗之徒，實授衣鉢，而齋堂則多本禪宗。」 
38天理教道友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