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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道教拔度儀式，俗稱「做功德」，為中國傳統喪葬禮儀的一環。本質上，

它是生者與亡者共同參與的過關儀式，為人亡故後，喪家延請道士至宅第

主持的功德法事，一方面拯拔亡靈，另一方面幫助亡者遺族度過悲傷、不

安與恐懼。 本研究以臺灣清微道宗拔度儀式為研究對象，主要旨趣在於探

討道教拔度儀式的意涵與功能。為達到此目的，研究採文獻分析、田野調

查、儀式分析等方法進行。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

機與目的、清微派溯源、文獻回顧等。第二章針對古籍和道經文獻，以瞭

解與拔度儀式有關的魂魄觀念與道教齋儀的救贖與煉度思想。第三章以文

獻分析和田野調查二種方法並重進行，說明拔度儀式空間結構要素，包括

儀式壇場的布置、神明、法器、服飾等，以及桃園縣的一壇拔度儀式記

錄。第四章採用學者們，諸如：范根納普、瑪利道格拉斯、李豐楙提出的

儀式理論，分析拔度儀式的結構與意涵，並探討此儀式之文化、社會，以

及抒發哀傷的功能。第五章為本研究的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摘

要

(英

) 

The Budu Rites of Taoist is also called “Ritual of Merit”（kung-te）. I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uneral ceremonies. In essence, it is the rites of the passage 

that the living（yi zu） and the spirit of the dead（wang hun） participate in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time together. When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passed away, the 

Taoist priests would come to the house to perform the Ritual of Merit. For one thing 

is to release the soul of the dead from hell; for another, to help the family members 

go through grief, disturbance, and fear.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Badu Rites of the 

Qingwei Taoist Sect of Taiwan with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it. The methods applied in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documentary 

analysis, field-work, and ritual analysis.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altogether. In Chapter 

One, the prolegomenon is comprised of the causes and purposes of this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Qingwei Taoist Sect, and a review of the documents. In Chapter Two, 

the ancient books and Taoist scriptures are quo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hun and po”. Documentary analysis is also us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of 

the Taoist Ritual such as redemption, conversion, and purification. In Chapter Thre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field-observation, and of interviewing with 

Taoist priest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structure of ritual space which is comprised of 



the Taoist altar, the scroll of painting of the gods, the instruments, the vestments, and 

so on. It also recorded detailed procedure of the Badu Rite in Taoyuan County. In 

Chapter Four, I adopt theories from some scholars such as Arnold Van Gennep, Mary 

Douglas, and Li Feng-mao in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Badu 

Rite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grief-relieving are also discussed. In 

Chapter Five, there is a conclusion with suggestions regarding various aspects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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