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台湾民俗殡葬仪式的鬼魂信仰

台湾民间宗教

第廿九课…

台湾民俗殡葬仪式的鬼魂信仰

中国人死后的世界观等等等现世社会的投射，
供供，
生活的必需品
活的 需品需需阳世的后裔子孙供供
如果亡魂得不到他们的供应，将沦落为孤魂野鬼，非常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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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至至，中国人具具具具具亡魂信仰：
 相信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相信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于另 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生活与活人的世界非常类似，
有食、衣、住、行、育、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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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临终到入殓具的的
临临临临病人连睡铺移置于大厅。
1 搬铺：临临临临
1.
男性移到正厅的右侧，称「寿终正寝」，
女性移到正厅的左侧 称「寿终内寝」
女性移到正厅的左侧，称「寿终内寝」。
若不搬铺，亡魂会会会会会，赖在赖赖，无法往生。

2. 讨债子：未满十二岁
未满十 岁即即即具即即即「讨债子」 ，
不行「搬铺」，要把人从床上抬到地上，
直等到他气绝身亡，
直等到他气绝身亡
随即随「土公」草草草草。
3. 设灵桌立魂牌：立立立立立立立
当做亡魂存留的地标，
桌
桌上供香炉及油灯左右各一，
香
左右各
燃长明灯，照幽冥路，以免死者摸黑迷路。
即换「做七」。
每逢七日需具超度祭仪，即换「

换换换，中国人的来世观等世人死而不亡具的的
换换换
具的的，
从传统的闽南人丧葬仪式可可可可可可内心世界具反反，
所所具所所，具具
所
两两两两具两两：
两
显显生人对死者所所
结合与分离两两
 出于伦理的思慕之情，舍不得亲人离去
 出自本能反应，害怕死灵的恐惧感，蓄意断绝关系
在丧葬礼仪可，交交交交交交在交交。

4. 脚尾饭与脚尾纸：
为死者准备的饭与纸钱，亡魂才不会变成饿鬼，
者 备
鬼
穿山越岭渡河才有过路费。
5. 开魂路：
丧丧需随「乌头司公」立和尚来来来，
在冥间为死者灵魂开出 条平坦大路
在冥间为死者灵魂开出一条平坦大路，
以便顺利走向阴间。
6. 魂帛：又即魂牌立神主牌，
正中央写死者的名讳、谥号，
后面写死者出生与逝世的年月日和时辰的时间
及「孝男奉祀」等字样。
制制制制等具制即具制制
7 招魂幡：道僧制制制制等具制即具制制，
7.
为死者的灵魂领路之旗帜，
让亡魂顺利走向该去的地方。
让亡魂顺利走向该去的地方

8. 乞水：丧家要派人到河边向河神买河水，替死者擦拭身体。
9 辞生(辞即辞辞)：尸尸入殓前，
9.
为亡魂预备的最后一次的盛宴，
道士取各种食物喂食故人状 并念吉祥语句
道士取各种食物喂食故人状，并念吉祥语句。
10. 割阉：
入殓前遗族团在死者身边，
入殓前遗族团在死者身边
把麻绳的一端绑住死者的袖子上，
全体遗族拉住另 端；
全体遗族拉住另一端；
道士一边颂好言，一边用刀子把麻绳切断，
并烧冥纸，表示亡者与家人的关系一刀两断，
亡魂不再回到亲人身边干扰。
呈现害怕亡魂再回来的心理。
11. 挂孝：
丧家门口贴白纸称「挂孝」，书明家有丧事，
父逝者称呼「严制」，母逝者称「慈制」。

三、出殡到安葬具的的
先请道士来念经，最后才按下列顺序行葬礼
1. 迁棺(移柩)：由灵堂抬出棺柩停置屋外，举行奠礼。
要注意「绝对时间」正冲者要避开 以免犯冲
要注意「绝对时间」正冲者要避开，以免犯冲。
2. 家祭：属家属本家祭拜仪式，
一般聘道士、僧侣主持，
般聘道士 僧侣主持
丧家大小一一于灵前行奠酒礼。
3 公祭：属对外举行的祭拜仪式，
3.
公祭：属对外举行的祭拜仪式
特指与亡者相关的社会人士好友
参加的告别式，拈香，不用香枝。
孝男孝女得移至灵前两旁，向致悼者答礼。
发引 吊祭 ，
幡
导引，丧葬行列开
程。
4. 发引：吊祭后，道士就执幡敲钹导引，丧葬行列开始启程。
5. 放路纸：出殡的队伍，从住家到墓地沿路
撒放冥纸，送给各地「好兄弟」通关做过路费，
类似高速公路收费站。

二、入殓到出殡的的

1. 入殓：俗称「入木」，请择日师占择良时纳棺，
放置遗体于棺木内，要注意「绝对时间」，就是「绝对凶煞」。
2. 陪葬物：
a. 库钱：往生钱，充做旅费
b 桃枝：往阴间的路上如遇恶狗，用来驱逐
b.
往阴间的路上如遇恶狗 用来驱逐
c. 煮熟的鸡蛋交一：告诉亡魂要等鸡蛋孵出小鸡时才可以回来
一石头：告诉亡魂要等石头烂掉的时候才可以回来
d 交一
d.
e. 做做做具豆鼓苞数一：告诉亡魂要等豆鼓苞发芽才可以回来
终极的意思是请你不要回来。
3. 封钉：将棺盖盖在棺木，四端各打长钉一支，封钉时道士念吉语
4. 守灵：未婚子女要陪死者守夜，在地上铺稻草睡觉，称「困棺脚」
5. 打桶(殡殡)：待择日师卜吉日、待风水师择吉地、
或子孙在远方赶不回来。古时盛行停棺于住宅一段时间才安葬
6. 做法事：称做功德，做道场，协助亡魂早日往生

6. 落葬：丧葬行列到达墓地之后，棺木先进墓圹，
安置在事前砌好的墓穴，注意第三个
在事前砌
墓
意第 个
绝对时间，家属要口里含一枝青草辟邪。
7 过番：妻子过世、出殡前丈夫要装扮像要出国
7.
过番 妻子过世 出殡前丈夫要装扮像要出国
到外地去，棺木埋葬前，丈夫从棺木跳过去，
假装踏上出国旅程欺骗亡妻 俗云 「死人直」
假装踏上出国旅程欺骗亡妻。俗云：「死人直」。
8. 点主：棺木埋葬后，请好命人或社会名望者用毛笔点魂牌，
用朱红颜料点在神主牌 把亡者三魂中的一魂招入神主牌
用朱红颜料点在神主牌，把亡者三魂中的
魂招入神主牌，
用毕，用力掷向太阳，边掷边念吉语。
当前 商社会点主的 作均由道士处理。
当前工商社会点主的工作均由道士处理。
9. 返主：点主后，道士或地理师将米斗内五谷种子及小铁钉
撒在坟墓上，边撒边念吉语，以期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葬毕把魂牌捧回家供奉一年之久。
10. 安灵：回到住宅，安顿灵位，把死者亡魂
从墓地引回住宅供奉，早晚烧香祭拜。

四、魂牌具的的

1. 做旬：死者死后，每七天一次供奉亡魂，
做旬
每
奉
有「大旬」与「小旬」之分。
2 做百日：死后一百天，请和尚或道士举行盛大祭拜供奉。
2.
做百日 死后 百天 请和尚或道士举行盛大祭拜供奉
3. 做对年：死后一周年的祭祀。出嫁女儿要回来献牲体。
4 车灵：周年忌日把灵桌送到郊外焚烧。「车」即撤除之意。
4.
车灵 周年忌日把灵桌送到郊外焚烧 「车」即撤除之意
5. 合炉：把祖先的名讳列入历代祖先牌位，
接受子孙代代香位的供奉。
接受子孙代代香位的供奉
6. 一个拥有后裔的祖先而言，丧礼最后的阶段是车灵(除掉灵桌)、
合炉、入祠(把祖先的名讳列入神主牌)，接受子孙供俸香火。
死者能不能成为祖灵，基本的要件在于生前是否拥有后嗣。
，
管 ，
7. 万一死者生前没有后嗣，民俗中有几个补救的管道，如：
收养、过房、招赘做为准备香火的延续。
如果生前来不及预备后嗣，死后将透过
异姓公妈牌的祭祀、冥婚、打城法事的仪式补救。

五、基督徒死后世界观：相信死后有复活的盼望
可人自从具文化具的的的的，
具的的的的
就具肉身躯体与非物质的灵魂所在具区别。
 近代人类学者从事探讨早期人类埋尸的方式即可知晓
 希希希希丧柏拉图整整整可人身心二分法，证证灵魂不灭。
他主张凡是会毁灭的东西 都是由混合物组合而成。
他主张凡是会毁灭的东西，都是由混合物组合而成。
一个东西所以会毁灭是因为本身会解体成零星状态，
但灵魂却是单 的，所以灵魂不灭。
但灵魂却是单一的，所以灵魂不灭。
这这证这这基督教早期神学家阿奎那所所所。
但圣经作者具的的不同于身心二元论：
因耶稣的一生，从出生到被钉十字架、死后又复活，
带带可人对死后有复活的盼望，
以以等可具「生之勇气」去去对各种命运的遭遇。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约交25~26)

8. 打城法事是道士或红头法师行「落地府」之法术，
进入地府，将冤魂自城中救出的一种阴间宗教的法术。
9. 民间最忌讳的是无嗣的孤魂野鬼，
因车祸、溺毙、火灾、自杀、遭劫、尸骨未被收拾，
即被认为冤灵所在，
其灵力最强且为最烈，称之为「煞」
10. 人类学学者 Van Genner 说明
人类善用生命的礼俗中跨越的仪式的
三个步骤来跨越生命的危机：
a. 隔离b. 过渡、中介c. 整合
11. 汉人文化的丧葬礼仪的功能，也类似此意：
a. 死亡(寿终正寝、寿终内寝)
b. 殡葬仪式
c. 入祖先牌位，变成祖灵
先牌
变成 灵

耶稣应许跟随跟具可跟：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约约 2~3)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约约四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具有复活的生命到到等到到？耶耶具跟随耶保罗做做去跟证：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或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
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
但上帝随自己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随自
思，
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林来约五35~38)
从宗教具的的的的这，柏拉图式对灵魂不灭的信仰，
与基督教肉身复活的信仰不交不。
基督徒相信上帝会重新创造新的生命，
以以等人在死的时候对的对所绝对的依赖感，心存盼望。

结论：
可人成长具即的，被动地接接社会环境既所具
文化、宗教、旧惯习俗的熏染，
吸取了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
经即长年的累积，内心世界自自的自地、
不经思维具的的，自自自自自交自
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的「心智地图」。

中国人的亡魂信仰是他们「心智地图」的一种
「心智地图」是人类反应社会行为的参考架构
可可可所以具中中复杂的丧葬仪式
，社会社社具反供，
复
与与历代传统沿袭下来复复具「心智地图」息息息有。


时代的演变，可可若国国故步自封，
旧惯习俗的丧葬礼仪必然会与现实社会脱节，
也会成为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也会成为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有识之士供应倡导革新，适临具社会教育具有等移风易俗，
启迪正确、积极的人生观，接受面对死亡的事实，
人生观
面对死亡 事
家属亦能勇敢地渡过哀伤的心境，重新展开自己的人生。
所跟
基督徒息的圣经所跟：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子里，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子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二7)
「有灵的活人」即等人类的命数，使跟异于其他受造之物，
可人既自等人祂的形象造整来具，
祂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
去创造一个有限的生命与他相伴而存在。
帝
，在 类 本 中有极丰富
，
上帝创造人，在人类的本性中有极丰富的可能性，
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无论今生或来世。
这等上帝丰盛的慈爱，
透即耶稣基督交一具言行显证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