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籙」是什麼？為什麼歷代眾多帝

王及文人都受了籙，如唐太宗、李白？

許多人難免會有這些疑問，連符籙派道

長也不例外。雖說「籙是生命的泉源」，

但曾經親睹全籙者甚少，籙的資料又向

來是秘中之秘、重中之重，自古為張天

師府所秘傳，歷經政治動盪後，資料更

是闕而不全，故其意義也少有理解者。

籙究竟對生命、對帝王、文人、信士、

對神職人員有何重要性？這些都是當前

及未來天師府亟需推廣的新使命。

籙的類型與價值

　　籙最簡化的意義即是名冊：一指奉道

者的名錄；又指神仙及歷代天師的名冊。

授籙則是傳授符籙的儀式，所受之籙就稱

為法籙或寶籙，乃道教傳承的信物及行法

的依據。受了某種籙即列名於該名錄中，

獲得相應的權利，如古代帝王受籙乃欲

向上天獲取對天下的統治權並未來列名

　　嗣漢天師府第六十五代張意將天師秉承祖天師旨意，在彰化天師府教育總部舉

行奏職授籙儀式以來，深感目前時機已經成熟，乃決定綜理祖傳及匯集多年的珍貴

寶籙，先行授道士籙之「三五都功經籙」，在臺灣首次恢復古例。本次所授的初階

道士籙，即應眾多奏職者的需求，期望演法行科儀有更好的效應，故法籙局奉命後

積極籌辦。有鍳於傳統式木刻版已不適用，所有籙文均重新仿古製作，並請學有專

長者精詳考訂，最後皆由天師在祖天師案前確定。在授籙期間，天師傳授祖傳練炁

功法，作為書篆符令的基礎，並親傳四種元帥符，裨使天師門下能以此濟世；填籙

歷經法籙局及天師指導後，受籙者均能體會其中奧妙。本次授籙為台灣首見之創舉，

未來亦將常態化，並陸續推出居士、信士籙等，務使道教能夠弘揚於全世界。

仙班。

　　籙有三大類，凡有道士籙、信士籙，

及陽府神廟需求的「封神授籙」；對象分

別為道士法師、道民信士與陽府神尊（民

間神祇）。不管道士或信士，受籙之後就

有籙中兵將護身、護壇、庇佑。由於所受

之籙不同，均各自有其功效：如文昌籙在

古早為庇佑功名有成，今日則為護佑考

試、升官之用。封神授籙則是張天師的

天職，封神及神尊陞職，乃道封的古例，

現今已無皇帝的「朝封」制，故張天師府

亟需恢復封神古制，有助於民間神祇成為

合法正神；或神祇修練日久，功德圓滿，

其神格昇轉，皆由張天師封神授籙。

　　以上三種籙均極為重要，既關聯道

士法師的修行、行法，也關繫道民信士

達成人生目標，能對傳統宗教倍加信心，

加入道法修行的行列。因此張天師府作為

道教大事　嗣漢天師府在台灣恢復授籙

籙出三山不計年　 相接妙玄元

世人佩受功名就　異日蓬萊會列仙

報導

01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年刊 NO.3，頁1-11(2016) 

Annual Journal of the Taoist Association of Celestial Master Chang LXV No.3, pp1-11(2016)



符籙派本宗，多年以來書符以應外界需

求，進而授籙凝聚教團內部，以此保固

正一派的根本。授籙制恢復以來，因應

各界有心修練、昇遷者，完成陞奏之路，

使仙官得以列名玉籙，道民得以列名黃

籙，享有信仰者的權利、義務，希望未

來符與籙更能完整配合，內外兼具才是

符籙派的本質。

奏職和授籙有何差異

　　本次首先恢復道士籙初階之三五都

功籙，張意將天師曾有一個傳神的比喻，

借此點出奏職與受籙兩者之間的差別：奏

職就如獲得一匹馬，乃行法的基本配備；

受籙則像獲得配備齊全的馬車，裝載各

式各樣的神兵法器。道士籙的內容包含

修行方法、神尊聖名及形象、各式護身

神符等，均為行法所需的經籙。道士法

師為何需要受籙？授籙乃依各人花押授

以籙中神將，故受了籙之後，道士法師

主持法事，就可調兵遣將，行法能力大

為提升。故天師弟子先奏職為「仙官」，

取得神職人員的身份，亦可同時受籙，

取得完整的資格。

　　依據古制，道士法師受籙與奏職本為

同一件事，但因台灣遠在海外，加上近代

政治環境的遙隔，授籙制度因而中斷。故

早期台灣僅有奏職、傳度，六十三代張恩

溥天師來臺，曾經一度想要恢復授籙制，

最後也不及實行。張意將天師襲職之後，

先恢復奏職制，而後積極規劃授籙制，歷

經三年時間的籌備後，終於鄭重舉行授

籙活動，鼓勵先前奏職的天師門下，能

夠進而申請受籙，成為真正的「符籙派」

弟子。

籙在近代消失與恢復

　　歷史上符籙派乃是道教大宗，其派別

支系脈雖多，均以獲得天師授籙為正宗。

但為何知道的卻很少？首先需從清朝的

政策說起，滿清入關後，發現漢人大多信

奉道教，而滿族本身信奉薩滿教，或藏傳

佛教格魯派（黃教），故政策上重佛抑

道。原本自明成祖令天師府「掌天下道教

事」，道教符籙派的授籙均歸天師府管

轄，例由天師府派法官至各地傳道授籙。

至乾隆期重視黃教，乃將正一道祖庭的

活動限制於江西龍虎山，並禁止天師府

派法官到外地傳道授籙，此一規定對天

師府授籙，形成嚴重的打擊。加以古代

交通不便，親至江西天師府受籙實屬不

易，導致清朝各地方道派自製符籙，各

式私籙乃充斥於市，而天師府經籙則價

高且罕見，僅有少數親至天師府受籙者、

或權貴人士所擁有。台灣早期僅有少數

幾位高道，曾飄洋過海遠至江西天師府；

大多數則因天師經籙價高，只能退而求

其次，僅受地方道壇的私籙。

　　民國三十八年（1949）第六十三代

張恩溥天師輾轉來台，所隨身攜帶的法

寶有限，其中除了道士籙中至關重要的

一張職牒（俗稱「萬法宗壇」），還有

三份完整的信士籙：一份授予結義兄弟

許進林，後來留存於中華民國道教會（鮮

少公開）；一份給許母；一份則自用。

後二份在二人仙去後已經火化。至此，籙

在台灣可惜消失不傳，故奏職只有一張

萬法宗壇的職牒。而中國大陸歷經文革

的衝擊，天師府經籙蕩然無存，地方私

籙亦多毀壞，近年來才陸續有人在偏遠

道壇發現私藏的殘本，乃是歷經文革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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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而倖存的，但這些資料中道、法羼雜，

並非全部是正一派正宗。

　　由於台灣六十餘年來，只能以萬法宗

壇職牒維繫道脈，故僅保守稱為「奏職」

或「傳度」，而不稱「授籙」，原因就

是並非完整的經籙。中國大陸 1949 年後

即逐漸禁止宗教活動，1981 年起雖然恢

復「授籙」，名為授籙，實與台灣相同，

只授萬法宗壇職牒。在 2010 年後才依據

地方道壇殘本，龍虎山開始恢復授《三五

都功經籙》，始真正有籙可受，但是其中

難免雜有地方法派的籙牒。台灣自張天

師府開始奏職之後，法籙局既積極籌劃，

乃於 2015 年（乙未年）恢復《三五都功

經籙》，擇於農曆 5 月 18 日（國曆 7 月

3日）祖天師聖誕，舉辦首次的授籙大典，

凡有 34 位道長受籙為「籙臣」，其中既

有遠從馬來西亞前來的柔佛州天師祖廟

第三代主持；法會即由台南郭家班郭献

義道長主持閱籙儀，共同見證台灣首次

舉辦的授籙大典。

台灣首度授籙大典

　　回顧這段歷史倍極艱辛，自張意將天

師在 2009 年襲職後，直至今年 2015 年

才能恢復授籙，原因即為對二千年道統

傳承的慎重。其間縱然有許多道長催促

早日推出都功籙，但天師認為恢復傳統，

就要為未來奠定良好的基礎，故步步皆

須穩重謹慎進行。所以張天師府在彰化

教育總部，於 2014 年完成五米八祖天師

聖像的開光安座後，即設法籙局統籌，

積極籌辦三五都功籙事宜。

　　此一恢復之路頗為艱辛，乃因籙是

符籙派的核心之一，天師認為：籙的考

證修訂必須嚴謹，不宜草率 ! 當天師得

睹美國聖地牙哥博物館收藏明孝宗《張

皇后受籙卷》(1493)，大為感嘆：「這

才是天師府授籙的水準」，並確定天師

府所授經籙均須與此畫具有同等的規格。

故在恢復過程中強調「傳統與創新」，天

師府不依民間殘存資料照錄，即因地方

版本並非準確，文字、符圖亦難免有錯。

乃在文字上進行詳細的訂正，歷代天師

聖像及神尊諸像也須重畫，均須經由適

當的人才，耗費人力而歷經時日。在天

師帶領下，法籙局群策群力，終於完成

標準的三五都功籙，順利在祖天師聖誕

圓滿舉行。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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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引自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一書

禮敬歷代天師的《金符籙祖》

　　《虛無自然六合通天金符籙祖》長

達近五百公分，此一長卷稱為「籙祖」，

其中完整記載著整個籙的傳承，對天師府

及受籙籙生均意義重大。其內容主要從三

清四御聖像開始，而主體則是歷代天師聖

像及讚詩。三清即是元始天尊、靈寶天尊

與道德天尊；四御是昊天金闕玉皇大帝、

后土皇地祇、紫微大帝、勾陳天皇大帝；

后土皇地祇乃與玉皇大帝相對，分別代

表天地、陰陽，故為女性造型。

元始天尊的混元珠

　　對於元始天尊所持的寶珠，繪圖師

說：「我查遍一般元始天尊的手部造型，

一般描述的大多手持混元珠，或手中虛

無，象徵從無到有。但虛無難以使用美

術表現，而混元珠就畫一個球？應該不

只！我想應該包含整個宇宙！所以我找

了星雲照片作參考，表現混元珠的無限，

乃包含星球的誕生與死亡，皆在其中演

化不已。」

以 星 系 為

藍圖，畫出

了 元 始 天

尊 的 混 元

火神珠

 

　　道壇各派必誦的經典《度人經》，首

先既有一段元始天尊傳經的敘述，就出

現混元珠，經文說：「於是元始懸一寶珠，

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

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

十方無極至真大神，無鞅數眾，俱入寶

珠之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珠口

中入，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元

始即於寶珠之內，說經都竟，眾真監度，

以授於我。」若僅憑文字實不容易想像：

神尊進入的是怎樣的寶珠？現在金符籙

祖則具體提供一個想像的參考。

歷代天師聖像躍然紙上

　　繪圖師為了歷代天師聖像頗為苦惱：

「難道要跟一般所見的籙一樣，六十四

位均用同一臉形拷貝六十四次？如果這

樣，變化的頂多是換六十四套衣服，但這

樣有意義嗎？還不如只寫出歷代天師名

字和讚詩！」想要畫出不同的天師面容，皇天后土代表天地陰陽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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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仔細參考資料：祖天師神像、六十二

代以後留存的照片、一些舊有的手繪天師

畫像等，均一一整理而適當地呈現出來。

除此之外，為了呈現天師的特色，繪圖

師一再翻閱歷代天師傳記，以獲得靈感。

奇妙的是，一旦動筆，似有神助，筆畫

順暢且自然天成。在祖天師的安排之下，

最後才成就了天師府版本的歷代天師聖

像，成為不同於其他刻板的金符籙祖。

金符籙祖局部

　　2014 年天師府為新雕祖天師安座開

光，現今少見的三眼祖天師才正式亮相。

當初支持恭雕三眼的理由，除了張意將天

師夢中所見的祖天師三眼，還有另一個重

要的依據，就是天師所保存的早期金符籙

祖版本，其中祖天師也是三眼。故本府

新版的金符籙祖，就是呈現三眼祖天師，

既符合傳統，又與現在天師府的聖像一

致。

　　考證是件繁瑣的事，而美術表現又是

另一大考驗：如第五代張昭成天師，書上

說享壽 119 歲，如果不算祖天師，乃是前

二十代中歲數最高的一位，所以繪圖師就

畫上長壽眉、抬頭紋等，表現出高壽的形

象。還有一些小趣味，如第十代張子祥天

師，讚詩中有一句「靈光吐出掌中看」，

說他的修練功夫，內丹可以吐現於手掌

中，所以相鄰幾代的天師都雙手持笏（奏

版），僅有十代天師單手持笏，另一手手

指微曲，掌中狀似有物，為讀者留下「靈

光」的想像空間。

長壽的五代天師與靈光吐掌單手持笏的十代天師

　　又如在宋代得享盛名的三十代張繼

先天師，三十四歲羽化。繼任的三十一

代天師由叔父張時脩擔任，所承繼的是

二十七代天師的血脈，故畫中呈現面容年

輕的三十代天師；而年紀較大的三十一

代天師，則與二十七代、二十八代天師

的臉型相近。

　　時代變化的軌跡也可在畫中略見一

斑，如六十四代天師是金符籙祖中唯一

戴眼鏡的。

報導

三 十 一 代 天 師 並 非 三 十 代
天 師 的 血 脈， 故 臉 型 不 同

戴 眼 鏡 的
六十四代張
源先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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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符圖、多方校正

　　張意將天師既珍藏祖父所傳的經籙

資料，這次經籙還參考了日本天理大學圖

書館珍藏康熙二十四子諴親王允祕的受

籙文件《乾隆十九年十五道經籙》，以及

六十三代天師授予許進林的《正一大黃

預修延壽經籙》、中國龍虎山所出《三五

都功經籙》，將眾多的資料交叉比對後，

針對其中的文字反覆詳加閱讀，並參閱

諸多資料仔細校正，及多方求教於國內

道教學界泰斗李豐楙教授，務使文件正

確、語意可解；有時若仍束手無策，則

僅能仰仗天師的靈感。舉例來說，現存

〈太上正一延生秘籙請法詞〉中有一句：

「道與之貌，百神默拱於況九」，「況九」

二字實在無法得知其意。大家正為其所

　　黻紋意義為何？隋
朝顧彪《尚書疏》說：
「黻取善惡相背」，代
表明辨是非、洞察一切、
背惡向善。道教本身則
有另一層解釋：左向者
為陽，右向者為陰，黻
紋即指掌握陰陽、生死，
也就是掌握權柄之意。
道教因而經常運用在罡
衣或法器上，如天師儀
仗前導的留侯牌、雷侯
牌，還有天師的華蓋上
都有黻紋。

　　祖天師乃受命於太上老君，職司降妖
除魔、分開陰陽、區別人鬼，所創的「正
一」道即是以明辨善惡為基本，故黻紋作
背惡向善的解釋也可通；而天師掌天下
道教事，黻紋作為權
力象徵亦頗合適。歷
代天師均繼承祖天師
之職志，故金符籙祖
上的天師服飾，也常
採用黻紋作為裝飾。

天師服飾上裝飾著黻紋

天師府
華蓋上
的黻紋

天師府雷侯牌
中央也有黻紋

 

　　金符籙祖中歷代天師的面容是重點，
其服飾圖案上也頗用心思。除了眾所周
知的太極圖案，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
「黻」紋，音同 「服」，像兩個「弓」
字背對背，乃是古代禮服的紋路，周代
帝王服飾有「十二章」，即十二種花紋，
按照《尚書 • 益稷篇》的說法，因為不
同斷句法，解讀也有差異，後來公認是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黻紋正是其中一種，
為唯一與具象物不能連繫的幾何紋路，但
出現年代卻不比其他十一種具象圖案晚，
早在原始社會既已使用，在青海出土新
石器時代的雙耳彩陶罐就發現黻紋。

「黻」紋為十二章之一

認識道教常用古紋飾—「黻」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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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時，天師靈光一現說了一句「泥丸」，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古刻木版刋印磨

損，導致文字錯落。此類錯誤層出不窮，

天師府均盡力校正，使籙文得以明確。

每份文件都歷經數次校對、思考與討論，務求文

字正確、語意可解

籙中有符，符與籙兩相結合

　　天師道既是符籙派之祖，籙中的符

自是重點所在。符乃雲篆，為天文示現，

不懂者看來就是一團交錯的線條！若要

比對，只能使用圖形的方式，但書篆難

免有些差異：線條直一點或彎一點、突

出一點或沒有突出、往上翹或沒有往上

翹，是否所指相同？故要正確分辨確是困

難！追根究底，若是不懂天文的結構及

意義就難以判斷。幸而張意將天師精通

符法，即對每一符字仔細檢視，因此得

以修訂出不少有出入的部分。張意將天

師年幼即被爺爺攜入雲林古坑山中教導，

符法乃是每日不輟的重要功課。等到襲職

天師位後，求符者既眾，感應事蹟亦多。

若沒有天師對符法具有扎實的基礎，這

次天師府就無法順利修訂所有的都功籙，

確是值得留下的歷史紀錄。

　　目前依據殘存及地方版本所重建的

籙，其中神符都是刻版或依據刻版，由於

年代久遠，難免錯漏或磨損：天師曾發

現在同一部經內，同一張符竟出現於兩個

不同名稱下，天師就必須辨明何者正確；

又有些符刻痕模糊而不清楚，也需將其

補齊。所以都功籙的符，全部都經天師

親手書篆，即可避免他人仿冒。

《三五都功版券職籙》上三張符，均由天師親手

書篆。

籙生親填籙中符文，如同簽字生效

　　都功籙中之符經過張意將天師修訂

後，正如《道藏》所載的部分符一樣，符

中有一小部份須將之補足後方產生效力，

一般無法發覺此所缺之處。在授籙所安排

的數天課程中，由天師親自教導，受籙者

才懂得填補完整。符文上並簽押自己心

印，就像簽名一樣，填完後籙文才有效，

否則只是一張空殻的籙文。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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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周延，能免後顧之憂

　　民間流傳善書《玉曆寶鈔》介紹十

殿閻王，第一殿有「補經所」，曾說「凡

是出家人或道士拿人的錢，為人拜誦經

懺而遺漏字句或頁卷的，就帶來本殿，

發進補經所。各個送入內藏經懺，很黑

暗的小房間內，所有他所遺漏的字句之

處，一概都簽寫明白、補誦清楚。」正是

警戒道士法師：為人服務均應謹慎專注，

尤其是有償的。但道士法師即使再小心，

也難免有錯，那麼如何才能免罪？

在天師府受籙，就有多層次的赦罪方式：

首先有〈玉皇赦罪榜〉，先特赦入道之

前易犯的罪或錯，入道後才能有全新的

開始：

〈玉皇赦罪榜〉特赦入道之前易犯的罪或錯

　　其次，都功籙既是道士籙，必需考

慮道士法師在執業、行法時，偶爾所犯

但並非故意的疏失。雖然道士法師在法

事最後，都會為自身無意間所犯的錯，

自行懺悔告罪一番，但還是有疏忽之過。

都功籙就直接授予「免罪金牌」，道士

法師在執業過程中即可減少心理壓力，

更能方便為善信服務，這些可赦免的後

顧之憂如下：

一免天曹憲嶽諸司之罪

二免驅雷召將妄為之罪

三免步罡履斗錯亂之罪

四免三皈九戒不謹之罪

五免書寫剮補錯落之罪

六免酗酒妄談邪語之罪

七免身心不潔穢污之罪

八免誦經耳聽閑言之罪

九免作事目視邪色之罪

十免持經執簡不正之罪

　　天師府經籙歷經數千年而不衰，非僅

因個別符籙的功能，主要還是規劃周延、

配套完整所產生的效應。當然有人會懷

疑：如果受籙道士法師作惡，也能赦罪，

死後還能當仙官，這豈非太不公平？其

實這是無謂的疑慮，道教對於擔任神職

的仙官，都有考核懲罷的內部法規，比

凡人還要嚴格。仙官登真證果，在向天

廷報到前，所有功過必會查核清楚。故

奏職受籙後的道士法師，對於自我要求

應更加嚴格，以期進德修業，積功累德。

天師府重視法規、戒律

　　天廷雖有考核仙官的懲罷法規，畢

竟是在登真證果時方能生效，故在人間

也有針對道教徒與道士法師的行為規範，

作為反省檢視自身的依據。張天師府尤

其重視法規、戒律，均有種種措施提示其

《預修眞經》中的
長生靈符，《道藏》
也有不同的版本，
天師都曾謹慎查
證，才確定如何使
用。

不完整的真符，有待籙生
完成，方可獲削死上生之
效。

08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年刊 NO.3，頁1-11(2016) 

Annual Journal of the Taoist Association of Celestial Master Chang LXV No.3, pp1-11(2016)



重要性：如奏職者必須提交良民證，顯

示自己遵守國法；奏職前繳納的文件清單

中，即有提示未來應遵守的戒律；奏職儀

式中每人均宣誓遵守〈天師門下九戒〉；

在皈依的疏文中、在儀式現場均須宣誓

遵守〈九真戒〉；天師府印製口袋本《清

靜經》，背面亦印上〈九真戒〉；天師

府印製發放〈九真戒〉隨身小卡、〈天

師門下九戒〉……，都是張意將天師的

指示：若要提振教風，需有具體的措施。

道教自古既有許多戒律：想爾戒、老君三

戒五戒、初真戒等，天師府採用〈九真

戒〉作為基本戒律，皈依弟子均須遵守；

仙官則另有〈天師門下九戒〉，其與〈九

真戒〉最大的差異，就是在「行法用符

切戒詐偽」的專業規範。

天師府基本的戒律：〈九真戒〉

第一初真戒　敬讓，孝養父母。

第二念真戒　克勤，忠於國家。

第三持真戒　不殺，慈救眾生。

第四守真戒　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保真戒　不盜，推義損己。

第六修真戒　不嗔、凶怒凌人。

第七成真戒　不詐、諂賊害善。

第八得真戒　不憍、傲忽至真。

第九全真戒　不二、奉戒專一。

其實指元始天尊。此一依據就是《太上

九真妙戒金籙度命拔罪真經》，該經內

容大致為元始天尊告訴酆都北帝：建齋、

受持金籙白簡九真妙戒、長生靈符、救

苦真符，可獲出離地獄之效。此經天師

府運用於預修功德部分，即為《太上洞

玄靈寶金籙度命冥府十宮預修眞經》（簡

稱《預修眞經》）。

《預修眞經》為 110公分長卷，內有〈九真戒〉、

長生靈符、救苦真符

預修功德完成「地府除名」的程序

　　預修是什麼意思？一般常誤以為是

凶事，其實是吉事，乃為死後預先做準

備。稱為「預修功德」，即在生前修齋、

作功德，目的就是生時既可延年益壽，死

後則可出離地獄。台灣老一輩人士以前

還曾經聽過：有錢人家會預作功德一事，

中青一輩就較少聽說。《靈寶領教濟度

金書 • 預修黃籙齋五日節目》說：「預

修功德，懺罪祈恩，佩〈九戒〉、二符，

為身後超昇地也」，指出預修黃籙齋的前

提，就是懺悔、〈九真戒〉和兩個符命―

長生靈符與救苦真符。當然受籙成為仙官

後，稱為「金籙齋」，而不再是平民所

用的「黃籙齋」，但此一前提依然適用。

　　不解之士或會問：在天師府奏職後，

不是說就可「地府除名、天堂掛號」而成

為仙官？還會和地府有什麼關係？為什

麼都功籙還要提供預修文件？「地府除

名、天堂掛號」乃是總結語，但是在過程

中所有的程序還是要依規完成，就如一

般上班工作，離職就必須完成離職程序，

報導

〈九真戒〉

隨身小卡

〈天師門下

九戒〉隨身

小卡

　　在《正一啟師科》中曾言：「以上（九

真）戒言，乃上帝金口傳授。世人受持，

永為身寶。法眾運誠，金光贊助。」文

中的「上帝」一般會認為是玉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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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才能去新公司報到上班。若沒有《預

修真經》，道士法師依然可以如一般人

一樣慢慢地完成地府程序，但是若有《預

修真經》，就可以援用元始天尊的優惠

條例。由於在天師府皈依奏職前，已經

宣誓遵奉〈九真戒〉，只要授籙時再授

予《預修真經》、長生靈符、救苦真符，

即可滿足條例的要求。

 

長生靈符、救苦真符還有另

一款，不同單位用不同款式

的符。

　　在授籙時天師府會準備數十張牒文，

通知東嶽府、冥府十宮及二十四獄各單

位，表明該籙生已入道籍，並領受《預修

真經》，獲得元始上帝削死上生真符等。

屆時籙生過世，即憑上述文件到地府功德

案，即可結清生前所有積累的功德，才轉

依道教規範斷定功果，如此就可加速地府

程序，盡快前往天廷報到。所以奉行〈九

真戒〉乃是根本，這就是天師府為何會

再三提示遵奉〈九真戒〉的原因。

印信齊全、文檢完備，仙官職級完整配

套

　　領受《三五都功經籙》的籙臣在授籙

課程中都親筆完成全部文件。都功籙總共

有 112 份，每份至少蓋一顆章，有的高達

三、四顆章，符上亦須用印，故課程後

就是工作人員辛苦的開始，總共高達十

數種的印鑑，合計至少蓋了七、八千次，

且均需在短短數天內完成。

每份文件、符上均須蓋上天師府各式對應的印鑑，

方能生效

　　《三五都功經籙》的恢復過程艱辛，

但因深受祖天師的神助，總在受困遇阻

時得助以解決。最終編訂經籙目錄時，

也是在祖天師前擲筊確認後，方才定版。

故選在祖天師聖誕舉辦首次授籙大典，

乃是對祖天師的禮敬與感恩。在整個授

籙科儀中，文檢為一大重點，故授籙科

儀的文檢高達98種：包括奏啟申文47種、

獻狀4種、牒文47道，以上文檢的作用，

都在通告各界、各單位：本次籙臣的所

有名單；並請各單位關照這些籙臣，在

其未來執行法事時，請求予以配合。

　　通俗地說，奏職就是給予仙官一個

正本證照，而授籙則是進一步分送仙官

之名單副本，將之一一抄送至各級單位，

呈請各單位配合這些仙官行法，故有道

長反映：受籙之後行法時「更順了」，

就是這個道理。

　　在徵求祖天師同意後，天師府首度

授權籙臣可以學畫「溫康馬趙」四大元

帥符。在授籙課程中，眾道長均把握此

一難得的機會，認真學習亦於返家後反

覆練習，並在科儀當天，交出親手所繪

的元帥符，燒化予各元帥，作為未來調

遣比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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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科儀文書數達百

種，作用是通知各

單位未來配合籙臣

行法

以天師名義上呈籙

臣所繪的溫康馬趙

四大元帥符，作為

未來調遣元帥的憑

證

「信士籙」多樣功能，未來將逐步現世

　　生死乃是人生大事，道士籙既有預

修功德部分，非道士身分者又該如何處

理地府事宜？天師府信士籙中也有對應

的《預修黃籙》，即可求消現生之愆過，

種後世之福田。此外，古時常見的信士

籙，還有許多種：文昌籙為求文職功名、

雄文秀氣、心開茅塞、筆寫文瀾；功名

籙求異路功名（才藝類）；財神籙求財運；

童子將軍籙求子嗣平安成長；血湖籙為婦

女難產所請；拔亡籙乃為祖先追薦，修來

世以報恩；三官籙求罪滅福生；真武籙求

報恩福生，濟物護身；北帝伏魔籙求遏絕

死戶，保身家安；趙侯籙求動土一無干犯；

北斗延生籙求延生益壽。天師府自古就

有各式各樣的經籙，以應帝王、文人、

信士的不同需求，有些經籙雖然已殘佚，

但在祖天師的安排下，應將在適當的時

機再度出世，張意將天師預備逐步加以

恢復，並擇期推出。

「封神授籙」預計近年內恢復

　　自中國帝制結束後，面對宗教自由

平等的新思潮，古代原由朝廷禮部敕封

的「朝封制」即中斷，台灣內政部亦不

再延續此制。然而民間所崇祀諸神，仍

有神格昇轉的需求，民間一般均由乩童

降駕，但此一方式常常疑信參半，難以

為所有大眾接受。其實自古既有「道封」

制，即是由張天師府封神「授籙」諸神，

諸神乃得以升遷轉職，使道封制度得以

運作。

　　由於天師封神乃宗教內部事宜，故

事蹟少見於正史資料中，比較不易考證。

但仍有些零星的記錄存在：如宋崇寧元

年（1102）三十代張繼先天師封關羽為

「崇寧真君」；宋朝紹興二十七年（1157）
李忠成神，明末時由第五十代張國祥天

師奏陞為「保安顯應靈濟真人」，擔任

十二城隍一職；明朝洪武六年（1373），

明太祖封秦裕伯為上海縣城隍顯佑伯，但

明清時期認為城隍隸屬張天師管轄，故其

印信乃由天師頒發，現今仍保存清朝康熙

二十九年（1690）第五十四代張繼宗天師

所頒的「上海縣城隍顯佑伯印」，即為明

證；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十八代張

起隆天師封揚州附近鎮上城隍廟神為「靈

通伯」；嘉慶九年（1804）五十九代張鈺

天師封蘇州府吳縣范陽鄉金神廟神明為

「護國佑民威靈王」、嘉慶十四年（1809）
又封杭州府仁和縣馨德坊廣福廟神明為

「廣濟孚順王」、「利濟孚惠王」和「靈

應孚佑王」。近代第六十四代張源先天

師也曾封台南市七星宮蘇府三千歲等神。

為因應民間廟宇有晉封神祇的需求，天

師府即將規劃完成，即可恢復封神授籙。

奏陞保安神李忠的
籙文（局部）
圖引自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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