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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以臺灣道法二門傳承系統中基隆廣遠壇李家為研究對象，藉由研

究其兩代的傳承與演變，釐清其歷史淵源、發展與傳承，並且述及因為

時空環境的變遷，而造成兩代道士之間，由於時空背景的差異而形成傳

承理念與教育方式上的差異。 臺灣北部道法二門是指北部具有道教、法

教的雙重傳承的正一派道壇，自中國閩南、粵東傳入臺灣，維持火居傳



統，在自家設置道壇，主行吉慶醮事，俗稱「紅頭道士」。其道法傳承

方式則為父子相傳、師徒授受，或經家傳而另行拜師深造者，並因師承

關係與合作需要而組成「道士行業圈」之關係網絡。現今臺灣北部道法

二門道壇則多源於劉、林二厝，由於時代變遷，道法的傳承也隨之流

布。 基隆廣遠壇李家本有法場傳統，李松溪道長復師事林厝派林樹木及

其師弟王添丁，遂盡得林厝道場之學，於 1984 年創立廣遠壇，後復傳道

藝於嗣男李玄正。基隆廣遠壇在二代的主持下，亦逐漸呈現不同的樣貌

與特色，本論文分別從時空背景、傳承理念與教育方式三方面分析。 關

於宗教行事方面，以法場儀式最常為信徒所需求，如收驚、補運、祭

改、拜斗、安座等，形成了道士與信徒之間的緊密互動。隨著時代環境

的改變，傳統道壇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開始與廟宇的合作，形成了

「駐廟道士」的執業型態。關於科儀活動方面，醮典以慶成醮最多。基

隆廣遠壇對於壇場的隆重與秩序相當重視，醮典品質的要求是其重要堅

持。 希望透過本論文的考察與紀錄，作為臺灣道教發展史的一個小案

例，以見臺灣道教的傳承與演進情況，並以不同於外部觀察的角度，提

供些許材料，以作為後續研究臺灣道教多元化發展脈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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