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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臺灣歷史學新領域的 

林富士先生(1960-2021) 

林富士先生是《新史學》雜誌社創社常務社員，1990年《新史學》

初創時，先生是最年輕的創社元老，從刊物命名到撰稿格式、稿約擬

訂，甚至信封、信紙的設計等細節，均參與其中。《新史學》前兩卷

採群編制，編輯群為：杜正勝、邢義田、黃清連、黃寬重先生；第 3卷

起改為主編制，先生曾擔任第 18卷主編(2007)，也於第 6卷(1995)、第 13

卷(2002)、第 15卷(2004)、第 17卷(2006)擔任執行編輯，是社員中多次擔

任編輯工作者之一，對社務與編務貢獻良多。2021年 6月 22日先生辭

世，距生於 1960年 10月 22日，得年六十二。《新史學》痛失這位常

年共同奮鬥的夥伴，多有惋惜。茲略述其生平、研究成果與學術工作，

以彰其學術成就與貢獻。 

先生出生於雲林縣臺西鄉瓦厝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文簡稱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著有《漢代的

巫者》、《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小歷史──歷史的邊陲》、《疾

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

等，以及散文集《紅色印象》。 

先生多歷學術行政，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國立中興大學文

學院長、國科會歷史學門召集人(2012/1/1-2014/12/31)，國科會數位典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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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召集人、中研院數位典藏諮議委員會委員(2010/7/21-2018/10/17)、中研

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2016/1/1-2019/12/31)。此外，先生曾獲國科會 99

年度傑出研究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104學年度第一期傑出人才

講座」(2015年 8月-2018年 7月)，著作受各界肯定。 

先生自述其研究常環繞歷史之邊陲，所關心者為：厲鬼、瘟疫、

巫師(童乩)、法術、夢、道教、神仙、房中術、狗、頭髮、屎尿、廁所、

精魅(妖怪)、祝由和檳榔，學思恆遊走於歷史學的邊陲地帶，有若孤魂。

先生是觸角多元的學術工作者，也是一位被歷史學耽誤的詩人。其學

術主要可分為四個面向，雖然此四面向不足以言先生學術之全貌，為

敘述之便，或不失為梳理之綱要。其一，主要研究重心為中國中古時

期的巫者、宗教與醫療史，並將宗教與醫療之結合開拓為二十世紀 90

年代迄新世紀臺灣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晚近二十年，青年學者踵繼

其志，紛紛投入醫療史研究，先生可謂「但開風氣不為師」。其二，

小歷史與庶民文化史開拓者，先生出身臺灣中部鄉間濱海小村，從小

接觸庶民文化，認為群眾的歷史不該被遺忘，反而應是被認真研究的

焦點題材，故爾念茲在茲。其三，數位人文領航人，從就讀臺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參與中研院史語所古籍檢索計畫擔任校對始，繼而

參與國科會(科技部前身)數位典藏計畫，並繼黃寬重先生後擔任國家型

數位典藏計畫內容分項主持人，其後規畫中研院數位內容發展，對臺

灣數位內容貢獻厥偉。其四，撰寫國中歷史教科書《認識臺灣──社

會篇》，奠基教科書以臺灣為主體的思考。 

先生出生的雲林臺西是臺灣中部靠海的貧瘠鄉鎮。1982年先生於

臺大歷史系畢業後，隨即入伍服役，當時隨身攜帶兩本書：王守仁《陽

明全書》和葛洪《抱朴子》。先生先讀王陽明，蓋其大學時代之志業

是成為彬彬儒者。其後卻愈讀愈感無聊，因其紙面上充斥著天、人、

性、命、道、理、心、良知、格物這類字眼，反覆纏繞著仁義道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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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事功。雖甚佩服，但思想如墜五里霧中。其後點讀《抱朴子》，

眼界大開，連連驚嘆。葛洪所描述的道教世界，吸引了先生的興趣，

書中有煉金、房中、辟兵、禁咒、長生、神仙、隱形、分身、變形等

法術，提供各種慾望的滿足方法。對神仙之說雖不盡置信，但仍被勾

引起富貴不死、法力無邊之貪念。而童年時期在雲林臺西的鄉村經驗，

喪禮中道士的搖鈴聲、吹角聲、唱誦聲，三清道祖、十殿閻王、地獄

鬼怪的圖像，時時浮現腦海。在閱讀過程中，先生逐漸找到當下與往

昔的聯繫，也找到自己歷史研究的方向，故爾選擇以宗教為主要範域，

從中國道教史入手，並以秦漢時期的巫覡為題。 

1984年退伍，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初以「先秦至兩漢時期的巫

者」為碩士論文題目，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摸索之後，1986年限縮

研究範圍為漢代，1987年以「漢代的巫者」為題完成學位論文。該論

文主要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勾勒漢代巫者的各種面貌。首先疏解

「巫」的字義，探討巫者的政治社會地位，說明其所屬的社會階層。

次又分析巫者的技能(巫術)和職事內容，藉以解釋巫者活動的主要憑

藉，評估巫者的社會影響力，釐清巫者的活動範圍，探討他們在各個

社會階層和地區的活動情形，藉以說明當時巫者所觸及的「社會空間」

和「地理空間」，最後總結巫者在漢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1987 年先生取得碩士學位，獲聘為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1987-

1995)。1989年先生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師從余英時(1930-2021)教授。

其博士論文題目曾數經轉折，最後決定延續其碩士論文處理過的巫覡

問題，而將時代改為六朝，地理範圍限縮於江南。論文題目最後訂為

“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3rd-6th Century A.D.)”(〈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的巫者與巫俗〉)。 

先生選擇用 Shamans 與 Shamanism翻譯巫者，其間亦多曲折。過

去漢學家將巫直接音譯為 wu，或譯為 medium，又或譯為 shaman，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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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後選擇較具爭議性的 shaman一詞。先生自述其間頗歷曲折，蓋埃

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認為 shaman 的語源，是通古斯語(Tungus 

language)的 saman，基本上是指一種專擅於「出神」或「脫魂」(ecstasy)之

技的人，而根據《國語‧楚語》記載，中國巫覡的基本特質卻是「降

神」(神明降之)，即所謂「附身」或「憑靈」(possession)，兩者雖均可謂是

溝通人神(鬼)的靈媒，但通靈的技法與方式卻不相同，故有不少學者依

循埃利亞德的定義，反對將巫覡納入 shamanism範疇。先生認為埃利

亞德可能誤解了通古斯語中 saman 的語義，根據專研北亞、東北亞

shaman的俄國學者史祿國(S. M. Shirokogoroff, 1887-1939)說法，通古斯 saman

主要特質其實和中國的巫覡一樣，也是「降神」、「附身」，而西方

人類學界反對埃利亞德將「出神」(「脫魂」)視為 shaman核心特質的學

者亦夥。日本學界則採取折衷看法，認為「附身」(「憑靈」)與「出神」

(「脫魂」)兩種類型都有，有些社會以「附身」為主，有些社會則以「出

神」為主，但也有同時並存者。因此，他們在使用シャーマニズム

(shamanism)時，通常兼指「附身」與「出神」。事實上，日本的宗教學、

民俗學、人類學、歷史學者，在討論中國、韓國、日本與東南亞一帶

的巫覡時，絕大多數都會使用シャーマニズム一詞，先生則較傾向日

本學者之用法。此外，先生選擇使用 shaman來翻譯巫覡，還有更堅強

之憑據，可追溯到南宋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書中云：

「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而珊蠻在滿清時期又常寫作薩滿、薩

蠻，都是 saman的音譯，而女真語、滿語、通古斯語同屬阿爾泰語系

(Altaic language)。易言之，將巫與 shaman對譯，最晚從宋代即已開始。 

先生在閱讀各種有關 shamanism的論著過程中，非僅究心考索，

更開闊視野。所處理者雖是中國六朝的巫覡，卻不時將臺灣、東南亞、

西伯利亞、東北亞，乃至美洲、非洲和歐洲的巫師，或隱或顯的做為

參照和對應。在探討巫者的鬼神世界和通神方式時，更常仰賴這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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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視野、古今對照和跨域比較。 

取得博士學位返臺復職後，先生的研究重心轉向道教史和醫療文

化史，惟仍以中國為主要研究範疇。先生此時重整自己的知識領域和

研究版圖，以身體史研究，統整其閱讀世界和研究成果，將過去較為

硬實的板塊，進行修飾和補強工作，並將若干論文集結成《中國中古

時期的宗教與醫療》一書。 

此書論析西元第二到第六世紀，中國社會至少遭遇到三十八次

「大疫」侵襲，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接二連三死亡或在瘟疫陰影下過活。

在這段期間，東漢帝國崩解，中國的政治由大一統格局走向分裂與多

元。而在宗教方面，新興的本土道教和外來佛教逐漸茁長壯大，傳統

的巫覡信仰則大力推動厲鬼崇拜，並廣設祠廟與神像。本書內容包括

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道教的終極關

懷、《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疾病與「修道」、醫療傳教與道教醫

學、早期道教與房中術的關係、巫覡活動與厲鬼信仰，討論主體環繞

宗教、疾病、醫療與身體文明。 

1992 年史語所成立「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後改組為生命醫

療史研究室)，先生強調不宜僅從醫者也應從病人的角度出發，故爾撰寫

「疾病史研究芻議」，召開「疾病的歷史」國際研討會，並出版同名

論文集。先生極重視疾病史研究，與醫療史合為雙軌，其道教醫學的

專書，亦以「疾病終結者」為主標題，彰顯其宗教與醫療史研究，著

重人類除疾保命的卑微初衷，亦呼應其致力倡議的「小歷史」。因先

生的開風氣之先，使得身體文明、醫療史、宗教史，成為二十世紀 90

年代至今，臺灣史學的新興領域。 

在此同時，先生擇定四個課題為研究主體：一、精魅(妖怪)文化；

二、祝由醫學；三、檳榔文化；四、巫覡研究。其中檳榔文化曾發表

論文數篇，並為臺灣歷史博物館策畫「紅唇與黑齒：檳榔文化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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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展覽結合先生學術工作的三種面向，身體文明與醫療文化、庶民

文化與小歷史、數位人文，乃先生學術工作總體之微型展現，其精彩

內容均保留於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的專頁中(https://reurl.cc/NrQxQq)。 

有關祝由之研究，2021年先生完成《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

史》專書撰著(已有完整目次，刊於《古今論衡》)，初稿仍零散，需待門生整

理完畢，數位版最快或可於 2022 年上線，以符合先生推廣數位人文

之理念，紙本則俟諸時日。 

祝由科淵遠流長，從隋唐時期的「咒禁」科，兩宋時期的「書禁」

科，到元明時期的「祝由」科，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咒術療法，在官

方醫學中傳衍約千年，卻在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被廢，此後「祝由」

始終不見恢復設科。針對廢除祝由科之事，絕大多數的中國醫學史論

著，或避而不談，或將時間斷定為清代，或含混其詞。但也有人認為

廢科的「遠因」為祝由醫療「與正統醫學長期衝突」，惜此說舉證太

少，流於臆測。先生以傳統文獻為核心史料，歸納各種論述，依時代

先後，敘述「醫學社群」對「祝由」療法的評價與態度，據以探討其

意見是否真的影響祝由科之廢除。 

先生認為，由於有《黃帝內經》的權威性依據，加上若干傑出醫者

的發揮與倡導，從祝由科被納入官方醫學體系起直到被廢除，千年之

間，醫學社群內部的醫者及其外圍之士人，不斷發表頌揚、肯定的言論，

並進行療效和治療機制的論述。其次，透過教科書的編纂和醫學教育，

官方也不斷培育出祝由科醫師，以應病者的醫療需求。此外，即使在廢

科之後，三百多年間，表達肯定、支持祝由科的醫者和士人仍不絕如縷。

少數嚴厲批判與拒斥祝由科的言論，都只見於廢科之後，其餘抱持模稜

兩可者，其時代也大多在晚明及清代，且均以士人的意見為主。 

要之，中國傳統醫學社群對於祝由科的主流意見，基本上是肯定

與支持，因此，祝由科的廢除不能歸因於「與正統醫學長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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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由」是中國古代官方醫學史上的咒術療法，主要用咒符治病，於

450年前的明穆宗時被廢。先生指出，有別於道教符咒療法的「祝由

科」，其實仍在民間傳承，只是逐漸從正統變異端，但近代中國中醫

界又有恢復「祝由科」的呼聲。先生研究晚清到民國時期的報刊，發

現 43 則關於祝由科醫者的報導，可見祝由禁令似有緩解。在這些報

導中，祝由科醫者或以畫符誦咒，或另加藥物，或用將疾病轉移到其

他對象，諸如動物甚至樹木的「移疾」手法，不論生瘡乳爛、被鐵條

刺穿、從高空墜落到腦破斷骨，都能治好，甚至當時有部分省主席也

喝過祝由科的符水並病癒。相關文章中，也有將祝由術和當時西方傳

入的催眠術相比，並為祝由科叫屈，指催眠術在文明國家並未禁止，

何以祝由科無人探討，極為遺憾。而且報導中這些醫者幾乎都不收錢，

頂多只要些微成本費，推測可能當時媒體認定祝由搖擺於宗教和醫學

間，不收錢才是美德，因此收錢者都未被報導。這些晚清到民國報刊

中的廣告，佐證了祝由科的活躍。先生指出，祝由科早期用咒，到宋

代大量運用符，民間用符尤多。當年廣告標榜「不用西醫打針、中醫

針灸或吃藥，只須喝湯」，即用符配合藥湯。從這些 1872年到 1948

年的報導觀察，可見談論祝由科口吻越來越具批判性。中共建政後致

力於發揚傳統中國醫學(即現今學界所稱 TCM)，以科學化中醫與西方

抗衡，祝由雖因「不科學」而遭貶抑，民間仍暗自傳承。先生指出，

中國直至最近，仍有人開班授課教祝由科，中醫也有恢復祝由科的呼

聲。至於臺灣常見的道士用符咒治病，是否也是祝由科？先生認為從

技術層面看來雖然相同，但其認同、傳承不同。祝由原本在官方的定

位屬醫術的一支，和婦產科、兒科、內科、外科地位一樣；但道教就

是宗教傳統，頂多算是宗教性的醫療。 

先生自承是小歷史研究者，強調庶民文化的重要性，其研究版圖

從漢代巫者研究到近代宮廟文化，甚至訪談過諸多神明的代言人。其



268  追念文 新史學三十二卷三期 

小歷史概念，包括屎尿、廁所、瘟疫均屬研究主題，於小歷史研究有

開拓之功。相較於大歷史所研究的帝王將相、典章制度、朝代更迭，

小歷史以尋常百姓的生老病死為核心，透過古籍尋找蛛絲馬跡，搭配

綿密的田野調查，展現民間鮮活的脈動與奔放的生活氣息，走出一條

具有獨特視角，與其自身成長歷程相呼應的史學研究之路。 

1995年，先生撰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

一書，將大眾所熟知的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臨水夫人、關聖帝

君、各種王爺，以及台北縣境內幾座比較奇特的廟宇(如十八王公廟、廖

添丁祠、姑娘廟)所供奉的鬼魂，全都放在「厲鬼信仰」文化脈絡中。此

書將宗教研究與庶民生活巧妙結合，是一本有血、有肉、有骨架、有

靈魂的史學作品。一方面探索厲鬼信仰和漢人文化圈血脈相連的關

係，另一方面則極力釐清其與臺灣獨特歷史發展過程，以及生態、文

化、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之間的關聯。全書析論北臺灣各種廟宇

和神明的類型與緣起，論述重要節慶祭典的場景和意義，剖析官吏和

民眾複雜的動機與心態，清楚而完整呈現北臺灣厲鬼信仰的世界。 

先生首舉小歷史大纛者當推《小歷史──歷史的邊陲》，這本書沒

有帝王將相的運籌帷幄，權謀計算；沒有英雄偉人的豐功偉績，功成名

就；而將歷史研究的眼光，投注於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

喪喜慶、喜怒哀樂，走入芸芸眾生的世界，體會底層社會的主體和生命

核心，以小人物的生活、命運，寫就其「小歷史」。小歷史的範疇包羅

萬象，社會的邊緣人物如童乩、女巫、殺手，被視為奇幻迷信的厲鬼、

冥婚、鬼婚，關乎頭髮、人肉、便溺、夢境的另類研究主題，均為關注

焦點。先生楬櫫「你我的生活，就是歷史的一部分」理念。蓋因先生長

於雲林縣臺西鄉瓦厝村，其家鄉和臺灣許多鄉野村鎮一樣，視廟宇為信

仰和醫療的中心。先生童年生病時，家人會帶他去收驚、除煞，求符水

治病，且成為安西府神明張王爺之「契子」。生活日常的耳濡目染，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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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文化、神尊傳奇、靈媒軼事，是先生真實的生活體驗，這些均成為日

後治學的養分，使庶民生活成為歷史的研究主體。 

先生提倡的小歷史研究，關注底層社會的歷史，重現百姓的生活，

包括宗教、鬼神信仰、民間醫療，揭示：「在歷史的書寫上，必須要

有人勾勒出人民的真實形象，而不是任由在上位者或都市菁英來定義

他們的輪廓。」此外，先生曾與杜正勝、康樂先生等人主編三民書局

文明叢書，提倡歷史科普(通俗讀本)之出版，系列叢書收入先生《疾病

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成為歷史科普讀本的先行者。撰

述論著之外，2020-2021年先生啟動「傳統中國的『魅病』論述與醫療

策略」研究計畫，並推動「道藏圖像資料庫」數位化分析等工作。 

先生是數位人文之領航人，甚早即體悟科技引領社會進入數位時

代，人文學者的思維亦須進入數位時代。因認識數位科技對人文研究

的衝擊和便利性，先生早年即參與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

的建置，其後則投入數位典藏計畫。 

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時，先生曾到史語所擔任兼任

助理(1986年 9月-1987年 6月)，負責校對《史記》和《漢書》全文資料檔，

自此與數位文化領域結下不解之緣，終身不渝。1995年，自美國普林

斯頓大學學成歸國，開始加入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1998

年起擔任小組召集人，負責該資料庫管理工作。其後獲聘中研院「漢

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數位典藏建置委員會」委員，參與院內

建置數位資料的資源、人力、經費統合工作。 

2002年起，橫跨 10年的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掀開序

幕，總計畫主持人為楊國樞先生，內容分項主持人為黃寬重先生，先

生應寬重先生之請協同主持，其後寬重先生身體違和，由先生接任其

事。該計畫以數位科技保存臺灣各領域的文化資產，包括文物、古籍、

書畫、音樂、舞蹈、電影、建築、生物、地質等，累積超過 560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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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先生在其中先後擔任「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拓展臺灣

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內容公開徵選子計畫」等主持人。2006年先

生還推動建立「數位島嶼」網站，鼓勵全民參與數位典藏，透過記錄

民俗文化、常民生活等島嶼意象，留存這塊土地的故事，更力促作者

以創用 CC授權方式，與民眾共享作品。 

2007至 2010年，先生借調擔任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建樹

甚多，包括：1. 在他領導下通過訂定嚴謹的教師新聘、升等辦法，有

效提升文學院學術水準。2. 爭取經費，興建文學院大樓，在校方與教

育部支持、補助下完成新建。3. 主編中興大學九十周年校史。4. 規劃

推動全校通識教育提升方案，有效改變文學院的形象，提升聲譽。5. 

創設「鹿鳴文化資產中心」，開設「創作與傳播」學程、數位典藏學

程、數位技能課程等，傳承文化資產紀錄典藏經驗，培育數位人才，

冀期藉由數位媒體，將文化變遷記錄下來，並傳播出去。 

2012年底，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結束，科技部委託中研院永續維

運數位典藏成果。2013年中研院整編成立「數位文化中心」，先生出

任副召集人，並於 2016年接任召集人。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前身

為「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係為中研院為參與「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而設的單位。為促進研究成果與在地社

會建立有機連結，並與全球相關領域比肩互動，數位文化中心以「數

位人文知識庫」、「數位人文研究工具」、「數位人文創新研究計畫」、

「學術出版與數位展示」四大面向為工作主軸。核心工作項目包括開

發文本∕圖像分析研究平台、研發數位技術與工具、鏈結開放資料

(Linked Open Data, LOD)之研究與實作、開發數位博物館、執行出版與書

展業務、維運資料庫與知識庫，以及強化國際連結與合作。 

2014年，先生亦在史語所創立「數位人文學研究室」，並任召集

人，帶領研究室同仁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共同合作，開闢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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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相關的大型計畫，並於 2017年完成《數位人文學白皮書》，

完整闡述數位人文的內涵與發展，並彙整國內外各項相關研究資源，

為臺灣的數位人文研究再創新猷。 

開放、共享是先生一以貫之的信念，強調數位人文學之宗旨在於

打破藩籬和限制，唯有如此，才能建構、使用大數據，據以探索、回

答各種問題。從巨量資料分析工具「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到以全國普查性宗教地景調查資料為基礎的「臺灣宗教地景地理資訊

系統」，再到終極目標為提供民眾構築專屬線上博物館的「開放博物

館」，皆以「開放」為核心價值，強調社會近用共享，均係先生所發

想並一手打下根基。 

在社會影響力方面，先生還參與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

篇)》，除強化國人對臺灣的認知外，更引起臺灣社會的巨大迴響。1995

年 8月，國立編譯館聘請杜正勝院士擔任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

篇)》編委會召集人，約請先生和政大歷史系彭明輝副教授加入編委會，

負責執筆撰寫書稿，此即 1997年引發統獨爭議之認識臺灣教科書。 

《認識臺灣》系列教科書為國立編譯館主編，乃 1945年以後第一

本大量收錄臺灣歷史、臺灣地理與臺灣社會的國中教科書，對國民義

務教育具有重大影響。該教科書分為歷史篇、地理篇、社會篇，各自

有編委會和召集人，社會篇召集人為杜正勝院士，即國中公民課程。 

1997年 5月《認識臺灣(社會篇)》試刊本由內部流出，引發統獨爭

議，從 5月到 9月，平面媒體的讀者投書多達數百篇，電視臺並舉辦

統獨辯論。2014年太陽花學運期間，有媒體謂太陽花學運世代即認識

臺灣教科書之第一代讀者，培養了臺灣的天然獨世代。此說莫可究詰，

而先生所執筆之《認識臺灣(社會篇)》，確然捲起千堆雪。 

先生少年時代為浪漫文青，中學和大學時代常於報刊發表現代詩

和散文，曾獲聯合報小說獎附屬愛的故事徵文比賽，1988 年於聯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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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版社出版《紅色印象》散文集。其後先生專注於學術研究與學術行

政，或可謂是被學術耽誤的作家。惟先生日常仍書寫文學創作，其部落

格除學術反思外，多有文學創作與攝影作品。(先生個人的學思心得與非學術

性詩文創作，可參考「薩蠻工作室」部落格： https://newtaiwanshaman.blogspot.com/2010/) 

先生罹癌後，整理舊作，約得一、二十本日記，十冊未曾發表之

詩集，數十篇散文、扎記和小說手稿；數帙年少時發表於報章、雜誌

之作品，一些老照片、數百封情書和師友書信。先生本擬毀棄，終究

不捨，現存家屬處，是否出版，尚未可必。先生短篇小說〈深淵〉發

表於《民眾日報》副刊(1980/6/14)，自述云乃其第一篇小說，時年二十。

副刊主編楚卿先生讚譽有加，有意提拔，然此篇乃先生唯一發表之小

說，終究未能成為一名小說家，殊覺有憾。 

2021 年 5 月，先生於台大癌醫中心做人工血管拔除手術，寫成

〈夏荷〉一詩，或可視為先生最後生命之觀照。謹錄於此，以為永恆

之懷思。(彭明輝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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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我躺在病床上 

默默觀想 

往年夏天的荷塘 

我看見你在繁花中 

孤寂的開落 

印證生與死的輪迴 

悲與智的真諦 

我看見自己 

困在法華的奧義網絡 

困在管線、針劑、麻醉藥的維生系統 

思考離苦得樂的法門 

我看見窗外一朵白雲飄過 

今年夏天的荷塘 

想必繁華依舊 

而誰能替我摘下一朵荷花？ 

最孤寂的那一朵 

 

2021/5/23/寫於台大癌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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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林富士先生著作目錄 

專書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 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初版，1999年

新版。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板橋：臺北

縣立文化中心，1995。 

林富士，《小歷史──歷史的邊陲》，臺北：三民書局，2000；增訂

二版，2018。(新增五篇文章及一篇序文)。 

林富士，《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臺北：三民書局，

2001。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按：此書共收錄 1993-2004所發表的十七篇學術論文，其中，

〈中國中古時期的瘟疫與社會〉一文曾進行較大幅度的改

寫。)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北京：中華書局，2012。 

林富士，《巫者的世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學術期刊論文 

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 15(臺

北，1986)，頁 1-38。 

林富士，〈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史原》， 16(臺

北，1987)，頁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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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夢〉，《食貨月刊》，復刊

17：3、17：4(臺北，1988)，頁 30-37。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62：2(臺北，1993)，頁 225-263。 

Lin, Fu-shih. “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3rd-6th Century A.D.).”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Lin, Fu-shih. “Religious Taoism and Dreams: An Analysis of the Dream-

data Collected in the Yün-chi ch'i-ch'ien.” Cahier d'Extrême-Asie 

8 (1995):  95-112. 

林富士，〈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66：3(臺北，1995)，頁 695-745。 

林富士，〈「巫叩元絃」考釋──兼論音樂與中國的巫覡儀式之關係〉，

《新史學》，7：3(臺北，1996)，頁 195-218。 

林富士，〈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新史學》，

7：4(臺北，1996)，頁 95-117。 

林富士，〈略論台灣漢人社群的厲鬼信仰──以台北縣境內的「有應

公」信仰為主的初步探討〉，收入李豐楙、朱榮貴主編，《儀

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327-357。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 69：2(臺北，1998)，頁 205-244。 

林富士，〈法國對中國道教的研究〉，收入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主

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Cinquante ans d'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26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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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u-shih. “The Cult of Jiang Ziwen 蔣子文 in Medieval China.” Cahier 

d'Extrême-Asie 10 (1998): 357-375. 

林富士，〈中國六朝時期的巫覡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70：1(臺北，1999)，頁 1-48。 

Lin, Fu-shih. “Medical Knowledge and Uses of Hair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Medicine and the History of Body, edited by Yasuo Otsuka, 

Shizu Sakai and Shigehisa Kuriyama, 365-377. Tokyo: Ishiyaku 

EuroAmerica, Inc., 1999. 

林富士，〈武俠世界中的醫者〉，收入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頁 85-

104。 

林富士，〈傳統中國社會對於「老年」門檻的界定──以漢唐之間的

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

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 17-43。 

林富士，〈中國六朝時期的蔣子文信仰〉，收入傅飛嵐(Franc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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