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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一道壇神像藝術的研究 摘 要 在台灣民間的傳統技藝中，保存許多

與信仰習俗有關的「宗教藝術」，其中表現於儀式空間(如道壇、齋教佛壇

或法壇)的，乃是儀式專家行科演法必用的神像掛軸。 神像掛軸的其歷史

淵源實與「朝元圖」及水陸道場畫有關，卻又能表現各地的地方性傳統，

也就是台灣漢人社會所傳承開展的閩、粵傳統，在兩、三百年間已多由本

地的民間藝師或道士自行繪製，故為閩、粵地方傳統下保存至為良好的地

方風格，在未經類似文革的人為破壞下，自然繼續在當地發展的技藝文

化，乃是道壇畫技藝值得關注的珍貴的在地傳統。 這些製作精良的道壇

畫，基於道教的宗教傳統並不像一般的民俗技藝流傳較廣，而是被視為文

物上的珍希精品，其主要原因在於陳舊之後道士即依制焚化，所以在公私

文物的收藏、研究中最為罕見，被視為宗教藝術的瑰寶。歐美的宗教藝術

研究成果可觀，佛教藝術也累積豐富的成就，只是道壇畫的技藝傳承較少

被學界關懷，有鑒於此筆者在修習相關的宗教文化、道教課程之後，乃覺

得有必要及時進行調查、研究，以補充民俗技藝史上珍貴的一頁。 本研究

方法分作兩大方向，一是文獻研究方法，針對歷史文獻與經典研究，二是

田野調查法，進行田野調查與藝師口訪。在宗教傳統的文獻研究方面，是

為了建立道壇畫的宗教義理，作為解說畫像的依據，也就是這一種圖像學

的分析，乃基於宗教傳統中的道派傳承、道壇規制與道教義理，解說正一

派的齋醮科儀，在紅、白大事中如何體現於不同的壇制，其宗教意義即是

祈謝求福與解罪度化，將試從道教學扼要解說兩種不同性質的儀式，在結

壇掛像上如何表現。其中道壇上的仙聖神像，即是根據神統譜而使「無

形」之道具象化為「有形」之象，如「一?化三清」的三清聖像，與象徵

天、地、水三界的三官神像，即象徵道教神學的宇宙觀：宇宙創始與天地

水三界；而在祈安醮壇上，則三清之外又有玉皇、紫微，分別統領萬神、

萬星等，而兩側則有官將及四府神尊朝元謁聖之像。在解罪度化的齋壇

上，三清之外又有救苦、普化二仙尊，並在兩旁羅列十殿閻王之像以象徵

地獄之苦。從道教的宗教義理就可進而解說這些圖像上的真正意義，並借

由其他圖像學以解說其象徵符號的作用。 在田野調查法上，但是臺灣則保

存良好的在地化傳統，民間的藝師根據傳承而發展其民俗技藝，約可分別

為兩大類，一是道士自行繪製，本來這是古老的道壇傳承，流傳有畫稿之

制，目前已較少數，將選擇臺灣北部一位資深的李道長，由於具有繪畫的

天分，而能依據傳承自行繪製，這是彌足珍貴的田野實例。原本江南地區

就有此種傳統，道壇並不必假手他人而可自行依制作畫，台灣至今竟能保

存這一珍貴的傳統，故亟宜進行口訪以紀錄這種行內的技藝。 二是預備進

行藝師的口訪：一般情況則是民間藝師的祖傳技藝，根據行內的訪察被公

認為具有代表性的，將分南、北、中三區訪問數位現存道士藝師或其繼承

人。口訪的重點在其傳統的形成：如何傳承、繪製及在技藝表現上的特

色，又當前所面臨的困境為何。這些宗教藝術、道教藝術，在以往的傳藝



獎勵上較少受到重視，且在當前又受到開放政策的衝擊至大；而當前大陸

開放後的廉價品又打擊於後，因而這些碩果僅存的藝師亟宜進行訪問紀

錄，可為臺灣的民俗技藝史補上這一頁。  

摘

要

(英) 

A Study on the Taoist Scroll Painting of Zheng-Vi Taoism in Taiwan Lung-mao Lee 

Abstract Among the popular traditional arts in Taiwan, there remains “religious 

art” concerning the believe custom. The religious art presented in ritual space, such 

as Taoist altar, is the scroll painting of gods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experts to 

practice the ceremony. In fact,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Taoist scroll painting was 

related to “朝元圖” and “水陸道場畫”,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veals its local 

tradi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It is to say that the 閩 and 粵 traditions were passed 

down and developed in the Han society in Taiwan. The Taoist paintings have been 

painted by local popular artists or taoists themselves for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heir local style kept well in 閩 and 粵 traditions. These 

paintings have never been ruined by human beings like those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o they keep developing their art and culture in their own land. They are 

valuable local tradition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in the painting art of the Taoist altar. 

Due to the Taoist religious tradition, these delicate paintings on the Taoist altar（道

壇畫）do not spread so widely as other popular ar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regarded as valuable treasures of cultural relics, mainly because they were burned 

after being old by Taoists according to the rule. That’s why the paintings of the 

Taoist altar are the rarest among the collections or i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both of the public or the private, and are considered as treasures in the religious art. 

After courses like the religious cultures and Taoism, I noted that the studies on the 

occidental and Buddhist religious arts already have achievement, but on the Taoist art 

still need more effort. As a result, I found it necessary for insta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complete a valuable s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opular art. 

There are two parts in my research: one is studies on the records of history and the 

canons, the other one is the field-work and interview with the artists. On the aspect 

of the studies on religious tradition, these methods are for establishing the religious 

teachings（宗教義理）of the painting on the Taoist altar, and in turn the data can 

be the basi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aintings. This sort of iconograph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pass-on of the religious tradition, the rule of Taoist altar, and the 

Taoist teachings,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the ceremony of Zheng-Vi Taoism（正一

派） are different in rules in the weddings (so called “red ceremony”) and 

funerals (“white ceremony”), whose religious meanings are thankfulness/blessings 

and redemption/conversion. I will try to discuss briefly these two different rituals 

through Taoism and how the scroll-paintings are represented. Among these paintings, 

those of saints and gods concretize the invisible Dao（道） into visible image. For 

instance, the paintings of 三清, and the painting of 三官 (the sky, the earth, and the 

water), which symbolizes the universe in Taoism——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began from 一?and the becoming of the sky, the earth, and the water. Besides 三清, 

there are 玉皇 and 紫微 on the altar, who lead the gods and stars; near by them 

there are paintings of the generals and four groups of gods(四府神尊). On the altar 

of redemption and conversion, there are 三清 and also the two gods of 救苦 and 普



化, who have rows of ten statues of Yama-raja near-by to symbolize the suffering in 

the hell. We can interpre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se paintings and statues through the 

religious teachings of Taoism, and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their symbols by means of 

other methods like iconography. On the aspect of the field-work, for Taiwan has 

preserved very good local tradition,where the artists develop their folk art according 

to what has passed on them.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rts for my interview with the 

artists: One is painted by Taoists themselves, which was an old tradition of the Taoist 

altars. There were painting-rules passed on, but this sort of paintings only remain a 

few in the present time. I will interview with Taoist Lee, an experienced Taoist in the 

northern Taiwan. He has a talent for painting, so he can paint by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is is a valuable case in the field-work. The art handed down in the 

family is more common.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I will pick up several 

representative Taoist artists or their heirs in the areas of the South, the North, and the 

Middle Taiwan. The main eff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 

like how they have been passed down or made,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art-express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are facing in the status quo. These religious or Taoist arts 

haven’t been taken very seriously in the traditional arts, and moreover even today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opening of the Mainland, which is not only caused by the 

modernization but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amount of arts with low prizes due to 

better printing technique before the coming of Mainland China. Anyhow, I hope my 

study will be completed smoothly with the help of Taoist artists, and become a good 

base for the analysis of this Taoist religious art.  

論

文

目

次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1 第一

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6 第

二節 相關研究的成果…………………………………………………………..8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範

圍…………………………………………………………14 第四節 研究的方法

與步驟………………………………………………………22 第一章 台灣正一

道壇造像藝術的發展淵源……………………………………..32 第一節 道教

正一道派的發展分布……………………………………………32 第二節 台灣

正一道壇造像藝術的成長背景……………………………………38 第三節 正

一道派齋醮科儀………………………………………………………46 第四節 

正一派神像、掛軸的排場應用…………………………………………54 一?

道教正一派結壇儀軌………………………………………………….55 二?臺

灣齋醮儀式與道壇彩畫神像掛軸…………………………………63 第三章 正

一道壇神像………………………………………………………..67 第一節 道

教道壇神仙譜學的體系………………………………………………68 一?道

教神仙譜系的理解………………………………………………….69 二?位業

解讀……………………………………………………………….69 三?仙品分

級………………………………………………………………..71 四?神譜分

類………………………………………………………………72 第二節 台灣正

一道壇群像的結構……………………………………………..81 一?「三清」

與「玉皇」「紫微」………………………………………..81 二?三官大帝、



張天師、玄天上帝………………………………………100 三?普化與救

苦………………………………………………………….108 四?斗姥與南斗、

北斗……………………………………………….. ..114 五?官將群像、護壇元

師、朱衣公、金甲神………………………………116 六?地獄圖像的組

合……………………………………………………118 第四章 應用圖象學分

析神像的藝術內涵………………………………………122 第一節 台灣正一

道壇神像圖像學的研究……………………………123 第二節 正一道壇神像

圖像製作概況…………………………………………..132 一?「疏

牌」………………………………………………………………132 二?「捲

軸」--正一道壇彩畫神像掛軸………………………………..133 第二節 台灣

正一道教道壇彩畫神像掛軸的作法及過程……………………..139 一?拓印

版畫神像………………………………………………………139 二?彩繪技巧

工筆與濃彩………………………………………………141 第五章 結

論………………………………………………………………………145 參考

書目……………………………………………………………………………147 

附圖、神像彩繪掛軸  

參

考

文

獻 

論文參考文獻、書目 一、《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

景印）。 《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正統道藏》，第 1

冊。 《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正統道藏》，第 2 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正統道藏》，第 2 冊。 《太上洞

玄靈寶?量度人上品妙經》，《正統道藏》，第 3 冊。 《洞真大洞真

經》，《正統道藏》，第 3 冊。 《鍾呂傳道集》，《正統道藏》，第 4

冊。 《元始上真眾仙記》，又名《葛洪枕中書》，《正統道藏》，第 5

冊。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南朝，陶弘景，《正統道藏》，第 5 冊。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劉天素、謝西蟾合著，《正統道藏》，第 5 冊。 

《金蓮正宗》，金，秦志安編撰，《正統道藏》，第 5 冊 《洞玄靈寶自然

九天生神章經》，《正統道藏》，第 5 冊。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三寶

大有金書》，《正統道藏》，第 5 冊。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

《正統道藏》第 6 冊。 《列仙傳》，漢，劉向，《道正統藏》，第 8 冊。 

《歷代真仙體道通鑒》，元，趙道一編，《正統道藏》，第 8 冊。 《洞玄

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正統道藏》，第 10 冊。 《洞玄靈寶自然九

天生神玉章經解》，《正統道藏》，第 11 冊。 董思靖，《太上洞玄靈寶

自然九天生神經解義》，《正統道藏》，第 11 冊。 《太上黃籙齋儀》，

《正統道藏》，第 15 冊。 《金籙齋啟壇儀》，《正統道藏》，第 15 冊。 

宋賈善翔，《猶龍傳》，《正統道藏》，第 18 冊。 杜光庭著，《墉城集

仙錄》，《正統道藏》，第 18 冊。 《墉城集仙錄》，洞神部譜籙類，卷

六，《正統道藏》第 18 冊。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正統道

藏》第 19 冊。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正統道藏》，第 19

冊。 《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正統道藏》，第 19 冊。 《太上說

西斗記名護身妙經》，《正統道藏》，第 19 冊。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

度人妙經》，《正統道藏》，第 19 冊。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

經》，《正統道藏》，第 19 冊。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正統

道藏》，第 19 冊。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正統道

藏》，第 19 冊。 《金鎖流珠引序》，唐李淳風，《道正統藏》第 20 冊。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正統道藏》，第 24 冊。 《太上二天

正法經》，《正統道藏》，第 28 冊。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

經》，《正統道藏》，第 28 冊。 《天心正法脩真道場設醮儀》，《正統

道藏》，第 30 冊。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正統道藏》，第 31

冊。 《太上三洞表文》，《正統道藏》，第 33 冊。 《周易參同契》，陰

長生註，《正統道藏》，第 34 冊。 《周易參同契》，無名氏註，《正統

道藏》，第 34 冊。 《真誥》，南朝，陶弘景，《正統道藏》，第 35 冊。 

《雲笈七籤》，《正統道藏》，第 37、38 冊。 《道教義樞》，唐青溪道

士孟安排編集，《正統道藏》，第 41 冊。 《太平經》，太平部，《正統

道藏》，第 41 冊。 《洞玄靈寶玄門大義》，《正統道藏》，第 41 冊。 

〈《三洞珠囊》，《正統道藏》，第 42 冊。 《抱朴子內篇》，晉，葛供

著，《正統道藏》，第 47 冊。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正乙部，《正

統道藏》，第 48 冊。 《上清靈寶大法》，王契真，《正統道藏》，第 51

冊。 《上清靈寶大法》，金允中，《正統道藏》第 53 冊。 《道門科範大

全集》，正乙部，《正統道藏》，第 53 冊。 《三洞群仙錄》，宋，陳葆

光編，正乙部，《正統道藏》，第 54 冊。 二、古代文獻 陳相邊韶著，

《老子銘》，陳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顧頡

剛《古史辨》《太一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續古逸叢書》

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篇》1988 年版第 1 冊。 唐徐堅《初

學記》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至 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第 890

冊。 葛洪，《抱朴子•論仙》，顧久譯注，《抱朴子內篇全譯》，貴州人

民出版社，1995 年。 《三教搜神大全》，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 年。 《隋書》，中華書局 1973 年 8 月版。 《新校本魏書》，魏收

撰，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大唐六典》，唐，唐玄宗

御製，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史記》，漢，司馬遷，臺北：鼎文

書局，1977 年。 《老子想爾注校箋》，饒宗頸，上海古藉出版本，1911

年。 《宋史》，元，脫脫，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宋書》，梁，

沈約，臺北：鼎文書局，1984 年。 《明史》，清，張廷玉，臺北：鼎文書

局，1982 年。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全唐文》，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南史》，臺北：鼎

文書局，1977 年。 《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新校本魏

書》，魏收撰，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隋書》，中華

書局，1973 年 8 月版。 《隋書》，唐代魏徵?長孫無忌等所編，臺北：鼎

文書局，1983 年。 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三，第 890 冊，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 至 1987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新校本晉

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禮記?祭法》，宋，新唐書，歐陽修、

宋祁，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新譯老子想爾注》，顧寶田、張忠利

註譯，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 《昭明文選》梁、昭明太子撰。 《正

字通》明、張自烈撰，酉集下卷 1，文英輯，清康熙九年刊本。 《聊齋志

異》 《法書要錄新譯》北京人民美術出版出版社，2006 年。 《古畫品錄

序》。 《三輔黃圖》。 《三才圖畫像》，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年影

印，取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思義校正本。 阮元校戡，《爾雅注疏》，台

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阮元校勘，《儀禮注疏》，台北：藝文印書

館，1955 年。 三、現代著作 王明 《道家興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王鎮華 《中國建築備忘錄》，台北：時報文

化公司，1976 年。 林會承 《台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台

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 年。 林美容 《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 年。 林川夫 《民俗台灣（一至七

輯）》，台北：武陵出版社，1995 年。 王秀雄 《觀賞、認知、解釋與評

價:美術鑑賞教育的學理與實務》,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 年。 王宜

娥 《道教與藝術》，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1997 年。 王兆祥主編 《中

國神仙傳》，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王海枝、沈德傳編 《中

國書畫裝裱》，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 王世襄 編著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王定理 《 中國畫顏

色的運用與製作》，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3 年。 王嵩山 《集體知

識、信仰與工藝》，台北：稻鄉出版社，1981 年。 王貴祥 《文化?空間圖

式與東西方建築空間》，台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1985 年。 任繼愈、鍾

肇鵬主編 《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 呂理政 

《傳統信仰中與現代社會》，台北：稻鄉出版社，1992 年。 呂宗力、欒保

群編 《中國民間諸神》，台北：學生書局，1991 年。 李乾朗 《台灣建築

史》，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79 年。 《台灣的寺廟》，台中：台灣省政

府新聞處，1986 年。 《台灣建築閱覽》，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

年。 李叔還 《道教大辭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9 年。 李亦園 《文

化圖像》（上、下），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年。 李奕興 《台灣傳

統彩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 李豐楙撰 〈台南地區入厝習

俗與道教謝土科儀〉，「南瀛傳統藝術研討會」（台南：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2002 年。 李豐楙主編 《朝道教的末世救劫觀》《末世與希望》，五

南出版社，1999 年。 《.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歷史博物

館?2001 年。 《.道教造像》?《供養與祈福：北魏道教造像碑的圖象與銘文

初探》，2000 年。 李豐楙、謝宗隆、李秀娥 《藝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手

冊—信仰節俗類》，台北：文建會，2000 年。 李豐楙、謝聰輝合著 《臺

灣齋醺》，傳統藝術叢書(31)，台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發行，2002

年。 阮昌銳《民俗與民藝》，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78 年。 《中國

民間宗教之研究》，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82 年。 《傳薪集》，台

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85 年。 《歲時與神誕》，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

出版，1991 年。 吳瀛濤 《台灣民俗》，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 年。 

宋龍飛 《民俗藝術探源》上冊，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2 年。 《民俗

藝術探源》（下冊），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8 年。 洪進鋒 《台灣民

俗之旅》，台北：武陵出版社，1976 年。 胡文和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

術》,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胡孚琛主編 《中華道教大辭典》，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5 年 8 月。 席德進 《台灣民間藝術》，

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76 年。 莊伯和 《民間美術巡禮》，台北：藝術

家出版社，1978 年。 《台灣民藝造型》，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6 年。 

《民俗藝術探訪錄》，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 年。 《台灣傳統工

藝》，台北：漢光文化公司，1998 年。 莊宏誼 《明代道教正一派》，台

北：臺灣學生書局發行， 1986 年。 閔智亭、李養正編： 《道教大辭

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年。 施翠峰 《台灣民間藝術》，台中：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77 年。 黃海德編著 《道教神仙譜系》，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版。 《道教神仙信仰研究》，臺灣中華道統出版社，

2000 年。 張繼禹主編 《道教神仙畫集》，北京：華夏出版社出版，1995

年。 張澤洪 《道教祭禮儀典—步罡踏斗》，2000 年，台北：大展出版社

有限公司。 曹厚德、楊古城編著 《中國佛像藝術》，北京：中國世界語出

版社出社 1993 年。 董芳苑 《探討台灣民間信仰》，台北：常民文化公

司，1989 年。 《台灣民宅門楣八卦牌守護功用的研究》，台北：稻鄉出版

社，1988 年。 陳兆復著 《中國畫研究》，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8

年。 陳正之 《手底乾坤—台灣的傳統民間工藝》，台中：台灣省新聞處，

1988 年。 曾永義 《鄉土的民族藝術》，台北：文建會，1987 年。 劉文三 

《台灣宗教藝術》，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76 年。 《台灣早期民藝》，

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 年。 《台灣神像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1981 年。 劉還月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台北：臺原出版社，1994

年。 《台灣人的祀神與祭禮》，台北：常民文化公司，2001 年。 劉枝萬

《台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 12 月。 《臺

灣的道教》；〔日〕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2 年。 劉鋒、臧知非合著 《中國道教發展史綱》，台北：文律出

版社發行， 1997 年。 柳宗悅著、徐藝乙譯 《工藝美學》，台北：地景企

業公司，1993 年。 馬書田箸 《華夏諸神道教卷》，台北：雲龍出版社發

行， 1993 年。 鄭素春著 《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發行， 2002 年。 謝世維 《綢繆?綣：古中國房中養生研究》，台北：

發達出版社，1999 年。 《宗教與藝術的對話》台北：文笙書局，1998 年。 

謝宗榮著 《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台北：搏揚文化，2003 年。 

《寺廟藝術(1)--民間信仰與工藝美術 》 臺北文獻直字, 2000 年。 《臺灣傳

統厭勝物的信仰意涵與藝術風貌 》 1998. 四、期刑、論文 王品驊論文 〈台

灣傳統版印特藏室〉，收錄於《傳統藝術在台灣》，宜蘭：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2002 年。 林聖智 《南北朝時代圖像研究》博士論文：，1999 年。 

〈明代道教圖像?研究：以《玄帝瑞應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

研究集刊》第六期：1999 年。 杜正勝 〈中國人的生死觀〉，台北《當

代》 1991 年。 江韶瑩 〈兩岸工藝交流的台灣經驗〉，收錄於《傳統藝術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1998 年。 李豐楙主編 

《朝道教的末世救劫觀》《末世與希望》，五南出版社，1999 年。 《.道

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 年。 《.道教造

像》，〈供養與祈福：北魏道教造像碑的圖象與銘文初探〉。《道教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編輯，台北市：國立歷史

博物館，2001 年，頁 93-120。 吳季晏 〈光復前道教在臺灣的發展狀

況〉，丁煌總編《道教學探索》(臺灣)，1989 年。 高千惠 〈本士性與本士

性的新道風：從道家藝術展看神俗藝術與當代藝術的關係〉，收錄於《藝

術家》52(2)，台北：藝術家雜誌社，2001 年。 郭立誠 〈談道場畫〉，收

錄於《藝術家》11(4)，台北：藝術家雜誌社，1980 年。 胡其德 〈太一與

三一〉《東方宗教研究》，第 3 期，1993 年。 〈金代太一教興起的背景分

析〉《東方宗教研究》，第 5 期，1996 年。 陳清香 〈歡喜自在佛教圖像

中的童子造型〉 傳統藝術 第 19 期 2002 年。 〈佛像神性與藝術性的對

話〉 傳統藝術 第 41 期 2004 年。 〈從神像的人性到佛像的悟性」 傳統藝

術 第 51 期 2005。 〈建築圖像上所反映的科舉文化〉 傳藝雙月刊 第 66 期



2006 年。 袁瑞雲 《台灣道壇彩畫研究》，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

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謝世維 《道教朝元圖之圖像及其宗教意

涵》台北：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來自天界的文字：

六朝道教的天書傳統》，印第安那州布魯明屯校區（Bloomington）：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論文，2005 年。 張

澤洪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宗教的祭壇〉，2004 年《宗教學研究 》。 張艾

茹等編 《台灣傳統版畫特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5 年 劉枝萬 

《台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

14〉，1967 年。 莊宏誼 《宋代玄天 上帝信仰的流傳與祭奉儀式》，道學

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鄭素春 〈元代全真道掌教

考〉，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6 年。 

〈元代全真教主與朝廷的關係〉，臺北：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海峽

兩岸蒙元史學術研討會（已出版），1999 年 5 月。 詹石窗 〈道教藝術的

符號象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第五期，1997 年。 潘元石 〈台灣

傳統版畫的淵源》，收錄於《台灣傳統版畫特展》，高雄： 高雄市立美術

館 1995 年。 五、外文翻譯書目 Ernst Cassirer 著 《語言與神話》于曉譯，

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Laurence Binyon （勞倫斯?比尼

恩著，1869--1943）：《亞洲藝術中人的精神》，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版。 John Lagerwey (勞格文) 主編 《客家傳統社會》, 法國當代的人類學家,

研究中國漢族社會的文化多樣性研究，2005 年。 John Lagerwey(勞格文) 

《福建省南部現存道教初探》，《東方宗教研究》(臺灣)新三期，臺北：

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1993。 Anna Seidel(索安士) 《西方的道教研

究編年史》，《西方道教研究史:1950-1990》(Anna Seidel:Chronicle of 

Taoist) ，1950 年。 Anna Seidel(索安士) 《 遠東研究紀要 》

(Cahiersd'Extreme-Asie)，譯自：法國遠東學院京都分院院刊(第五號 )，1989-

1990 年。  Michael Saso(蘇海涵） 《 莊林續道藏 》，台北：台灣成文出

版社出版，1975 年。 Erwin Panofsky 《視覺藝術的含義》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傅志強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 Erwin Panofsky 《造型

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李元春譯， 台北：:遠流出版社，

1996 年。 Eliade Mircea 論文 〈神聖空間及世界之神聖化〉，黃海鳴譯，收

於《雄師美術》第二五六期，1992 年。 Neal Donnelly(唐能理)著 《A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ell(中國地獄之旅)》，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0

年。 魏伯儒編著 《十殿閻王》，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1984 年。 

〔日〕窪德忠著： 《道教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第 294

頁。 〔日〕鈴木清一郎原者、高賢治、馮作民編譯 《台灣舊慣習俗信

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4 年〔1934 年〕。 國外部份 日文書目 小

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 1990 砂山稔?尾崎正治?菊地章

太共編《道教の神々と?典》《講座 道教》（編集代表：野口?郎）第

一?，東京：雄山閣，1999 年。 田中 文雄?丸山 宏??野 春二共編《道教の

教?と儀?》《講座 道教》（編集代表：野口?郎）第二?，東京：雄山

閣，2000 年。 三浦 國雄?堀池 信夫?大形 徹共編《道教の生命感と身体

論》《講座 道教》（編集代表：野口?郎）第三?，東京：雄山閣，2000

年。 福井文雅?山田利明?前田繁樹共編《道教と中?思想》《講座 道教》

（編集代表：野口?郎）第四?，東京：雄山閣，2000 年。 野口?郎?奈良行



博?松本浩一共編《道教と中?社?》《講座 道教》（編集代表：野口?

郎）第五?，東京：雄山閣，2001 年。 遊佐 昇／野崎 充?／?尾 伸一郎共編

《アジア諸地域と道教》《講座 道教》（編集代表：野口?郎）第六?，

東京：雄山閣，2001 年 。 宮家準著，〈第三章民俗宗教の象徵分析方

法—祕められた意味を求めて〉，收於《講座宗教學》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5 年。 英文書目 Kohn Livia,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9。 Kohn Livia, Taoist visions of 

the Body. Hawaii：Diaiogue Publishing Company.1991。 Eliade,Mircea, Comos 

and History.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4。 The Sacred and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7。 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58。 Patterns in 

Comperative Religion. New York：Sheed and Ward,1958。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ns Symbolism. New york：Sheed and Ward, 1969。 Smith, 

Jonathan Z .Imagining Relig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6。  

論

文

頁

數 

167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