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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是以教內人長期的田野調查，探討在民間街坊中的基隆廣遠壇，

其傳承情況的歷史面、生活面、信仰面，企圖對這種誠篤皈依的道教信

仰作深沉的檢視，重新思考此一道壇因應時代而新創的傳度儀式在道教

史上的定位。 本研究是以基隆廣遠壇在辛巳（2001）年所舉辦的師徒制

集體傳度儀式為主要範疇。第一章首先定義道教的傳度儀式，除了運用



荷蘭學者葛內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通過儀禮的理論，論證信

徒通過傳度儀式後的身份轉變之外，並說明本文研討的對象基隆廣遠壇

傳度儀式，其功能不同於古正一天師道的黃書過度儀、出家道的?家傳度

儀、或是專業道士的授籙傳度儀式。 本文的研究以基隆廣遠壇為中心，

因此第二章的研究焦點在於基隆廣遠壇的源起、傳承、流變和發展，由

此理解臺灣正一道派基隆廣遠壇是以世代父子相傳制和師徒相授制為主

要的傳承方式。介紹廣遠壇掌行的道、法二門道務的意涵，以「正一真

道，三天正法」為主，三奶小法為輔。第三章闡述傳度儀式的發展和儀

式前備辦的特質。第四章則詳細敘述本次傳度儀式的程序內容，舉要釋

讀傳度儀式和傳度科範進行中呈現出來的宗教現象，其所賦予的神聖意

義。第五章結論，說明本研究發現基隆廣遠壇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而跟

著求新求變，雖然它一方面調整改變而與現代社會結合，但另一方面仍

然堅韌地傳承古來某些「不變」的傳統，恪守早期正一派天師道對初入

道者的傳度科戒規章儀範。經由本文的研究，但願可以重新建構基隆廣

遠壇傳度儀式的實況，並重新思考本道壇在道教史上的定位。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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