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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李天綱，《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559頁 

林盈君* 

根據區域性體系研究的觀點，宗教是地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

環，江南地區亦不外如是。但江南涵蓋的範圍多元複雜，受現代化

的衝擊又特別劇烈，深刻影響我們對江南地方宗教特質的理解。近

來，許多學者從文獻與田野兩方面入手，已透過不同個案，嘗試描

繪江南地方宗教的共同特色。1上海復旦大學李天綱的《金澤─江

南民間祭祀探源》，則試圖從明清時期至1980年代後金澤鎮的變化，

探索江南地方宗教的發展源流，並提供一部系統性的中國宗教史。 

本書規模宏大，除緒論與總論 (即結論)外，結構分為上、下兩

篇，共八章。上篇四章專論「金澤的祭祀生活」，下篇四章進一步探

究「江南祭祀之源」。緒論首先說明選擇金澤為研究對象的理由。金

澤鎮位於今日上海市青浦區之邊緣地帶，宋元時期成為水路運輸要

衝而興起，到明清逐步衰落，至今仍屬「舊鎮」型態，但也因此保留

著名的橋廟文化及江南地區的宗教信仰傳統。作者指出，作為江南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1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康豹(Paul Katz)著，楊玉君譯，〈前言〉，《民

俗曲藝》，204(臺北，2019)，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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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金澤，在明清時期已捲入早期全球化，因此金澤的歷史可

謂聯繫著世界，並彰顯出「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頁 40)。 

第一章〈市鎮祭祀─地方性知識〉，從地理空間分析金澤的信

仰版圖，說明江南地區共享一套信仰體系。本章指出明清時期至

1980 年代中國的宗教復興，使金澤鎮的宗教生活經歷內部轉換，成

為以上海為中心的一個散點式市鎮網絡。但若進一步考察，其信仰

的組成結構仍相當傳統。第二章〈眾教之淵─金澤鎮諸神祠〉概括

介紹明清時期至現代金澤的幾個重要信仰，呈現全國性信仰在金澤

的擴張情況，以及江南既有特色信仰的發展。其中東岳大帝與城

隍，得到官方認同，屬於全國性層級的神祇，其在金澤分香設廟，

展現了府州縣一體的信仰體系。楊震廟、劉王廟與五路神，是江南

地區的本土信仰，隨信眾擴大，終從私祀轉為官祀。二王廟所供奉

的李冰父子，長期流傳於民間，有一定信眾，但一直屬於私祀。至

於關帝廟，則於清代轉為官祀，其信仰貫通上下階層、不分南北，

也是儒釋道三教共舉之神明，極具公共性。 

第三章〈祀典─民間宗教與儒教〉，旨在說明中國宗教的核心

是貫穿上下階層的祠祀制度。本章作者追溯周秦漢歷史之發展，認

為祠祀源於古代巫術，與早期儒家、方術都有所關連，漢代以後才

成為儒家祭祀的代名詞。而漢唐奉行的周孔之教，顯現了以祭祀為

特徵的宗教生活。明代洪武(1368-1398)改制，進一步確立儒家體系之

祀典，但士大夫對民間群祀仍相當寬容，故正祀與淫祀的界定時常

改變。清末以後，儒家祠祀受到不小衝擊，不少祠祀淪為民間信

仰，甚或消失，只有一些具宗法性或地方公共性、能聯繫民族認同

者，才得以倖存。第四章〈私祀─民間宗教的秩序化〉，申論中國

宗教的特色在於有一套具組織性、完整性的祭祀系統。作者檢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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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堃(1911-1999)「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之說，主張中國祭祀制度

蘊含了由周秦漢至明清不變的宗教觀念，且不論正祀或私祀都共享

這套系統。此外，明清以來金澤的「一朝陰官」制度，反映了地方民

眾想像的宗教秩序；而流傳於江南地區「燒十廟香」的傳統，則呈現

跨越區域的信仰秩序。 

第五章〈佛道兼容─合一的基層信仰〉從宋元明清士大夫對宗

教的兼容態度、廟宇的神明雜揉、祭祀的葷素混淆，以及廟宇性質

時常轉換或同時兼營佛道等，探討中國宗教三教合一的特色。儒釋

道跨廟參與祭祀活動的情形，反映中國社會共享一套祭祀、香火與

廟會的體系。作者還指出，當代中國對宗教的區分，已受到現代化

的影響，但傳統的祭祀制度仍在民間延續。第六章〈三教通體─士

大夫的態度〉，試圖回應中國宗教的整體性問題，強調從儀式與民眾

信仰特質去看三教共通性，表明「合一性」是中國宗教的重要特徵。

作者認為中古以後，儒釋道在教義思想、鬼神觀、民間實踐上存在

著共生關係，故提出「三教通體」一詞。這一特質也展現在明清以後

江南士大夫的跨宗教生活。 

第七章〈社、會─民間祭祀的結構〉，論述中國宗教是以「社」

或「會」的方式，圍繞祭祀生活組織而成。作者指出，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的理論忽略因廟興市的情況。金澤地區以楊震

廟為中心的祭祀圈，實際上超越了基層市場界限，形成一個以金澤

為中心的區域性祭祀圈。區內群眾以「社」或「會」之方式參與祭祀、

廟會，展現區域共同意識。本章作者通過對當代的考察，特別提到

這些民間善男信女之組織，是一種軟性權力的展現，復因性別分

工，可再分為強組織與弱組織。第八章〈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作

者溯源商周以降的歷史發展綜述中國宗教的特點，除以祠祀為主的

祭祀制度貫通上下階層外，還包括魂魄觀念及相關祭儀如招魂、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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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錢與做七等。此外，血祭、焚香與設像，雖個別與儒釋道有關，

卻普遍見於民間祭祀活動。 

總論〈中國的宗教與宗教學〉，嘗試回應清末以來中國宗教的相

關論題。作者指出，五四以來對「道教是中國文化之根」與「中國無

宗教」之說，皆站在中國宗教落後的立場而論。考察近代江南地區，

宗教與城市發展並非截然對立，宗教未必會阻礙現代化，且仍是維

繫公共空間的一個核心要素。觀察江南的宗教生活，可同時看到都

市宗教的特色，與農村宗教之傳統，而貫穿其間不變的祭祀制度，

正是「三教通體」中的「體」，也是中國宗教信仰的基礎，故民間宗

教可說是中國宗教之源。 

全書有三個主要特色與貢獻。首先，本書從宗教角度切入地方

史研究，生動地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如作者考察金澤的城隍信

仰，指出「邊遠鎮爭取行宮、別廟分香到鎮，要有相當財力，還要有

一定關係」(頁 119)，說明立廟過程常是信徒、儒生和官府上下協商的

結果(頁 217)，呼應了華琛(James L. Watson)對地方社會考察的理論。2又

                                                                 
2 華琛於 1980 年代即陸續通過 3 篇研究，從神明與中國喪禮儀式的標準

化過程，指出國家與地方社會文化的互動。參見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292-3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3-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80-10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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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趙世瑜對明清時期北京碧霞元君、東岳祭祀的研究，也提到國家

與社會存在一種相對和諧，但又相互利用的關係。3此外，官廟分香

到鎮有其政治意義，可以說是在制度之外，強化地方與區域中心的

連結。作者認為，這是從信仰層面促進府州縣一體化。4濱島敦俊研

究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民間信仰，也提到鎮城隍廟的產生，展現了

現世行政體系中所未見的村─鎮隸屬關係。5凡此種種，顯見透過宗

教探索國家與社會互動，確為地方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 

其次，本書運用多元的研究取徑，並匯集許多寶貴素材。作者

兼採歷史地理學與人類學方法，除考察金澤一地的環境與產業，還

透過地理踏查、耆老訪談與文字史料的交互檢證，補充過往方志資

料之不足。舉例而言，作者觀察到官私志並未記載所有祠廟(尤其是小

廟)，如金澤的楊震廟與二王廟便未見於方志。其中楊震廟尚有碑刻

留存，二王廟卻幾乎是「禮失求諸野」，必須倚賴訪談才能重建信仰

脈絡。作者也透過比較鄰近地區的方志，補充金澤方志未載的祠

                                                                 
3 趙世瑜，〈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岳

廟為個案〉，收入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

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352-378。 

4  清代公共事務下移鄉鎮，不只發生在宗教領域。梁其姿考察嘉慶

朝(1796-1820)以來慈善組織的發展，指出善會有往小社區(村鎮)擴張之

現象，因而評論善會的組織型態，反映了「政權與社會相互配合或牽制

的關係變化」。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60、313。夫馬進談清代松江府育嬰堂的經

營時，發現同治年間(1862-1874)育嬰堂已逐漸轉小、下移至鎮級，並認

為「府下全境的公共事業，決不是靠官方的行政力量組織起來的」。見夫

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5)，頁 257、307。 

5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

大學出版社，2008)，頁 20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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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皮慶生考察明清時期的張王信仰，發現方志中失載的祠祀比記

載得多，因而強調進村找廟、進廟找碑、調查口傳故事等方法的重

要，可與本書互相發揮。6 

本書另一重要貢獻，是嘗試歸納中國宗教的特徵，並廓清近代

以來環繞中國宗教產生的各種批判與討論。本書不斷與楊慶堃的《中

國社會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對話，認為楊氏「制度

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分散性宗教」的說法，7在一定程度上是

種誤導，令人感覺中國民間宗教是一種無處不在卻缺乏體系的信

仰。故作者提出「三教通體」一詞，表明「祭祀」不僅是共通於「制

度性宗教」與「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實踐，也能展現中國宗教具組織

性與系統化的特色。作者從金澤大小廟的相互依存關係與信眾集

體、個別的祭祀活動，論證中國宗教的組織型態，在日常信仰上是

小型化、分散化，但遭遇重大時刻則轉為大型化、集中化。另一方

面，本書各章也經常回應現代性的問題，並根據歷史事實，反省宗

教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作者強調，金澤的信仰生活，其實是上海以

至江南宗教網絡的一環；作為一個整體，金澤─上海─江南地區取

得的經濟成就，反映信仰與城市發展相輔相成，宗教並未阻礙現代

化的腳步。 

作者從金澤出發，意欲探究江南宗教的全貌，乃至書寫一部中

國宗教通史。正如作者在第四章開頭特別點評各種過去關於「中國宗

                                                                 
6 皮慶生，〈材料、方法與問題意識─對近年來宋代民間信仰研究的思

考〉，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民間」何在誰之「信仰」》(北

京：中華書局，2009)，頁 82。 

7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

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6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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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體系」之爭論，認為中國宗教在觀念與實踐上存在某種秩序，特別

能反映在「祭祀體系」上，甚至認為明清兩代的宗教生活與觀念，有

著上溯周秦漢，乃至於今一脈相承的傳統(頁 252-253)。是以全書環繞

此展開論述，並於最後兩章特意討論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特徵，也

對中國宗教整體性研究提出展望。作者的企圖心固值得肯定，但也

留下許多亟待商榷的問題。 

本書最需澄清的部份，即與標題有關。甫閱讀此書時，讀者可

能會預期作者將探討「民間祭祀」，然作者費心定義的是「民間宗教」

一詞而非民間祭祀，對民間祭祀與民間宗教之關係也缺乏解釋，不

免令人疑惑。再者，書中經常交互使用「民間祭祀」、「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等詞，但並未充分說明使用之原則與標準。作者指出，

學界關於「民間宗教」的討論，已然形成一套研究傳統，著眼於下層

信仰，故以此指稱金澤鎮的信仰(頁 3-9)。但在第七章談祭祀活動的組

織時，又似乎提出不一樣的解釋：他認為過去以組織之有無區分「民

間宗教」與「民間信仰」是有問題的；更好的做法，應是將「民間宗

教」視為「男性管理的強組織」，「民間信仰」則是「女性張羅的弱

組織」(頁 415)。作者由金澤鎮廟會的香客組織中觀察到，男性與女性

組織、參與廟會活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男性的祭祀組織通常較嚴

密，如民間宗教的會道門，女性往往只是鬆散地串連群體，無法形

成較強的組織。然按照作者的意見，「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的

區分不僅過度簡化成性別分工，在面對如何指稱金澤鎮的信仰時也

難以自圓其說。 

另一問題源於作者試圖建立普遍性理論所導致的缺陷。例如作

者提出「三教通體」一詞，強調祭祀作為中國宗教的核心特色，可能

過度強調祭祀制度的不變性，也忽略了唐宋變革或宋元明移行期的

可能影響。作者批評「想要概括出某種普遍模式，本身就是冒險」(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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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但全書簡化儀式內容，在長時段歷史中突顯實踐行為的不變，

以求中國宗教的共通性，是否也落入一樣的陷阱？在這一討論中，

作者並未妥善說明全書所指稱的「祭祀」內容究竟為何，只特別突出

血祭制度、靈魂觀念的存在等，說明民間祭祀中的不變特徵。然而

民間祭祀的混雜並用，在不同時空中，反而突顯了其多變的狀況。 

事實上，近來宗教史研究已開始質疑「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性的

分析方式，而轉向肯定中國地方宗教文化的多樣性。8華琛於 1980年

代由香港新界的神明信仰調查與中國喪葬儀式研究，提出中國文化

中的「標準化」與「正統化」概念。但於 2007年《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華琛專號」中，華琛本人也再次重省所謂「正統化」概念的

意涵。他除再次指出，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正確的實踐儀式比信仰

內容更重要，也表明這種文化統一性是一種幻象和建構，須不斷透

過智識與政治作用加以維持。事實上，他認為正統化下、統一的中

國文化內部，仍存在著差異與變化。9不過，他對此理論並沒有具體

申論，反倒是該專號中的其他文章，對其理論做出許多修正與討

論。10再如周越(Adam Yuet Chau)談論中國宗教實踐之形式時，雖歸納了

5種實踐宗教的類型，但亦言明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宗教文化不

易簡單分類，也不是整齊、有組織的系統，其實踐形式既多元又有

相互重疊之處。11此外，為了塑造江南一體及其特殊性，作者曾以臺

                                                                 

8 Vincent Goossaert, “Introduction,” in Vincent Goossaert ed., Critical Readings 

on Chinese Religion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11-12. 

9  James L. Watson, “ Orthopraxy Revisited, ” Modern China 33:1 (January 

2007): 154-158. 

10 科大衛(David Faure)、劉志偉，〈「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

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歷史人類學學刊》，6：1-2(香港，2008)，

頁 1-21。 

11 Adam Yuet Chau, “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 in Vincent Goossaer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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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作為相對孤立的祭祀圈進行比較(頁 402)，其情況亦與事實不符。 

論述時段太長、範圍太廣，導致各主題的發揮詳略不一，章節

分配不均，無法兼顧論述上的一致性，甚至有不斷重複之處，也是

本書的一大缺憾。以道教為例，本書第五章「佛道兼容」，實際上大

部分在討論佛教，道教所佔比例甚低。至第八章論述「做七」風俗

時，道教才又進入讀者眼簾。再者，作者一方面認為對比佛教的組

織化、城市化，近代道教趨於式微(頁 308)，另一方面又說道教在近代

上海急遽擴張(頁 432)，顯有矛盾之處。作者在歸納中國宗教特色時，

也未嚴格分辨哪些宗教特徵是江南共有，哪些是漢人共通。此外，

尚有不少論述甚至文字重複出現。12簡言之，本書規模雖大，卻有冗

雜、重複的問題，有礙讀者把握作者論點。 

整體而論，本書企圖從一個邊緣城鎮，建構一部中國宗教史。

正如作者自述，其研究關懷是「從金澤看明清江南，看近代上海，看

中國人的信仰變遷」(頁 82)。現代化、城市化與中國宗教發展，是中

國宗教研究中的一大論題。康豹(Paul Katz)在《中國宗教及其現代命

運》(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中也有近似關懷，並透過考察 1898

至 1949 年間宗教知識傳播的商業運作，以及都市菁英的宗教網絡，

嘗試予以回答；但對於 1949 年以後上海地區寺廟的命運，仍留下待

發之覆。13作者對金澤乃至上海周邊地區的宗教考察，正可為此課題

                                                                 

Critical Readings on Chinese Religions, 89-90. 

12 本書重複出現之內容包括東岳大帝出巡(頁 39、101、257)、五通神(頁

134、452)、金澤鎮風水 (頁 254、257)、血食 (頁 279、458)、趙孟

頫(1254-1322)的交遊(頁 285、297)、頤浩寺的佛學事業(頁 298、331)、

魂魄觀(頁 344、423)。其他如金澤香汛的活動和儒家鬼神觀念，也反覆

見於全書多處。 

13 康豹著，陳亭佑譯，《中國宗教及其現代命運》(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17)，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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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從地方史、明清史角度檢視中國近代的信仰變遷，並進一步

凸顯宗教在國家與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本書的重要貢

獻。對於有志探察江南地區信仰的學者，本書則提供豐富而寶貴的

第一手史料，特別是訪談資料和田野發現。 

回到作者初衷，本書企圖歸納中國宗教的特質，建構一套成體

系的論述，但對中國史上諸多信仰的內涵及歷時性變化，討論與分

析的深度皆有所不足。筆者認為，作者的建構嘗試絕難說是成功

的，但此目標和努力本身著實值得肯定。若能在方法論上激起辯

論、於個案研究上累積更多成果，我們未來當能取得更好的條件，

賡續這項嘗試。《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也將在這趟學術旅程

中，留下重要的印記。 

 (本文於 2019年 8月 9日收稿；2019年 11月 26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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