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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龍山寺歲末
農曆12月15日圓燈
謝太歲法會田調紀錄

撰　　文｜�陳省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候選人）
圖片提供｜陳省身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這一天，寺方上
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

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

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

謝太歲」法會，一般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因此龍山寺下午在大殿內外設壇，進行蒙

山圓滿施食法會，普濟幽冥，祈求冥陽兩利，合境平安。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祀法會的主持
弘法師之職。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和唐密的修持傳承，本文是

以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進行田野進行探討，了解照承法師如何
在法會進行時，在演法上如何融合顯密法要，在法會上開示佛法內涵，表達出以事顯理的佛

教儀式精神。

Each year, Tamsui Longshan Temple uses the method of folk Buddhism each year, and conducts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on December 
15th. On this day, the temple will conduct the “Golden Light Scripture Tianke Instrument”Worship 
Ceremony. On this day, we thank the Three Treasure Gods, Tai Sui Hsin Chun, and holy spirits, 
in order to show appreciation for blessing the people. Before the holy day festival of the worship 
ceremony, we also thank and offer to Tai Sui Hsin Chun, and offer to the Ben Ming Hsin Chun in front 
of the light candles. We conduct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in local temples of Taiwan. We usually end it with a blessing. Therefore, we usually 
set up an altar in the main hall of Longshan Temple in the afternoon. We conduct the Monshan Food 
Blessing Festival to assist spirits in the netherworld for benefits and safety of both worlds.

Since 2010, Master Shi Zhao-chen of Tamsui Puzhao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hosting the 
worship ceremonies. Not only did Master Zhao-chen inherited Han Buddhism, he also inherited 
Tibetian Buddhism and Tang Tantrism. In this article, we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on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We understand how Master 
Zhao-chen integrate Buddhism and cultural contents of folk faith in the worship ceremony,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spirit of Buddhist ritual.

齋天法會壇場。



45

9

是從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鄉的龍山寺分靈而來，清初時的閩南移民多從

泉州出海，安海龍山寺的香火便隨移民來到台灣，而龍山寺也成為泉州移民的

群居地，因此在台灣的寺名也都取名為龍山寺。清朝時這樣的龍山寺在台灣較

著名的總共有五座，分別是台南的龍山寺、鳳山的龍山寺、台北艋舺的龍山寺

鹿港的龍山寺、淡水的龍山寺。

淡水龍山寺點光明安太歲，數十年來，於農曆正月十五開光明燈安太歲，

至年底十二月十五圓燈謝太歲，已行之有年。法會儀式，以佛教經咒為主要消

災祈福，包含普門品，金剛寶懺，藥師寶懺，大悲咒，消災吉祥神咒，藥師灌

頂真言，解冤咒，治病咒⋯⋯等，隨當時的主法法師視因緣安排。2010年前，

寺方於1981年（在此之前已有光明燈安太歲）禮請北投靈法寺慧心法師（尼

眾），來寺裡主持平日共修及梵唄教授。後來因緣變化，於1987年禮請若純比

丘（歸順千佛山法脈，法號智純，外號鏡清）主持寺裡共修。可是若純法師在

三芝連華寺初步建設完成後，即離開淡水龍山寺。後於1992年，1993和1994

左右，禮請小坪頂興音寺惟宏法師與惟澈法師（尼眾法師，因與慧心法師有法

脈淵源）輪流至寺裡主持共修，及梵唄教授。但後來兩位尼師，因為興音寺寺

務繁忙，改派興音寺的惟宗法師來主持共修至2010年初（即農曆年底為止）。

2009年中，寺方與永修精舍的寬謙法師結緣，並欲禮請寬謙法師主持寺裡共

修。可是寬謙法師，海內外弘法講經，行程滿檔。遂即推薦淡水普照寺法師，

所以2010年農曆年起，由照承法師主持寺裡共修，以及講經說法。1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

這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

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

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

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一般

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因此龍山寺下午在大殿內外設壇，進行蒙山圓滿

施食法會，普濟幽冥，祈求冥陽兩利，合境平安。

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和唐密的修持傳承，

因此法師在進行龍山寺的例行法會時，也會在演法上融合顯密法要，並著重在

開示佛法內涵，教育信眾在日常生活上如何實修，當觀念改變時，命運就會改

變。

本文就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進行田野進行調

查並予紀錄，並會在行文中介紹法師的經歷和演法分析。期能彰顯淡水龍山寺

「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法會特色。

1　2018年3月30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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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Story 照承法師經歷和與淡水龍山寺的因緣

釋照承法師，1978年生於台灣桃園區，俗姓呂，自幼跟隨家中長輩拿香拜

拜。國中畢業後，就讀淡水新埔工專（聖約翰大學的前身），在1994年16歲專

一住校時，因怕葷腥味，所以開始吃素。爾後因緣成熟，於1995年17歲皈依於

典璧尼嘛上師座前，聽聞大乘經典真實義，接承禪淨密之心法，風雨無阻，絕

無缺席。2003年典璧尼嘛上師揀選為弘法人才，在淡水普照寺學習藏密薩迦派

的儀軌念誦及法器修持。2003年時也曾於內湖金龍路的慧海講堂，與傳承台灣

本土佛教四大法脈之一，苗栗大湖法雲寺法脈2，經懺僧達觀法師，學習台灣本

土佛教經懺儀軌唱誦。台灣的經懺僧的傳承則經歷了明清到日治迄今280多年

的時間，其經懺演法唱誦傳承主要是以福建佛教系統唱誦演法為主流；日治期

間，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可謂相當頻繁。台灣本土五大法脈：台南開元寺，高

雄大崗山超峰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觀音山淩雲寺。

這些本土法脈的和尚們透過去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時，學習了以鼓山系為主的

佛門經懺禮儀唱誦，其中包括了各式經懺科儀法會的完整演法及唱誦。3

2004年農曆年起，囑咐主持寺裡密法儀軌修持念誦至今。又同一年在淡水

普照寺，從典璧尼嘛上師座前剃度，圓頂現出家相，並成為傳承弟子之一，旋

即於2004年11月參與高雄元亨寺32天的傳戒期間，秉受漢傳佛教三壇大戒。受

戒出壇後，接承師志，於雙北市，桃園，新竹等地講經說法。於2006年2月於

薩迦哦派第七十六祿頂堪仁波切受持沙彌及比丘戒。2006年和2011年到台曾到

北市大乘講堂，於講堂住持普力金剛上師和其法嗣力發上師座下，參學唐密，

包括準提法、藥師法、大悲法、如意輪觀音法、護摩超度等諸尊事業法要。

2008年起，時常每週支身或領眾於傍晚或夜晚時，至墳場，煙供普施。2009

年，在林口體育館，於樹林福慧寺住持欽因長老所主持的「漢傳穢跡金剛灌頂

法會」，領受穢積金剛法灌頂。4

雖然淡水龍山寺在台灣是香火廟（莊頭廟），「地方公廟」5法會的需求不

同，而禮請僧侶前往主持祭典法會。這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

2　 台灣本土四大法脈：高雄大崗山超峰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
觀音山淩雲寺。

3　107年2月3日到2月1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4　107年2月3日到2月1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5　 台灣的的香火廟，是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因為台灣的香火廟都是由原鄉移民的
守護神，所以不管是龍山寺觀音佛祖，或是竹林山寺的信仰，都是民俗信仰。 另外像
是清水巖的清水祖師。媽祖，保生大帝。三山國王，開漳聖王，五府千歲等，也都是
民俗信仰，也都是原鄉移民的信仰，所以在台灣一直以來都這些地方公廟，都不是純
道教的道觀，而法會主持的宗教師，則會依性質，功能及風俗去請香花僧，出家僧，
經懺僧，正一派，靈寶派，龍華齋友經團，空門經團來進行。因此這些地方公廟，並
不可能成為純道教的廟宇。因為主導者為地方士紳，廟方頭人，以及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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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需求。但龍山寺自2010農曆年起，

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

後。他希望能把佛法的教育融合在民俗信仰裡，因此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

和佛誕日，都會舉行，誦念經咒和禮拜寶懺共修，並且隨緣開示。另外也會在

每週一及週五下午宣講大乘佛法。他期望信眾不只是來參與法會拿香跟拜，他

更希望透過寺裡的每一場法會的隨機開示，讓信眾明白法會的緣由、目的、意

義價值。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

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和佛誕日，都會舉行，

誦念經咒和禮拜寶懺共修，並且隨緣開示。另外也會在每週一及週五下午宣講

大乘佛法。

在透過和照承法師的訪談中，法師表示：其實來拜拜的信徒有分是一般香

客及共修的師兄姊。一般香客的著眼點再於自己的拜拜祈福，所以並不清楚，

也不會想了解，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經懺的內容，只要有聽到誦經聲就

好。另一種是來共修的師兄姊，主要是跟隨主法法師的帶動，虔誠禮佛，隨文

入觀，真心懺悔。但是來拜拜的信徒，不管是一般香客或共修的師兄姊，大部

份都會在現場，聽聞法師的隨緣開示，進一步了解法會的意義及修持心性的重

要。另外法師也表示基於佛法在於正知正見，反省懺悔，以及平時自我用功的

實修。所以由法師帶領大家精進修持，還有仰仗佛力加持，必定感應道交，並

不會因為是請道士或是法師的不同而影響到法會的感應或是效用與否。同時照

承法師於2013年起，在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加入圓滿普施乙堂，使法會具足上

供下施，圓滿迴向無上佛菩提。6 

圓燈謝太歲法會

在民俗信仰中有「安奉太歲星君」來護祐整年平安的習俗，在佛教也有

類似的守護作用，就是藥師佛的十二藥叉大將法門，只要常念藥師佛號及禮供

十二神將，自然會在一切時中受到藥師佛與十二神將以及八萬四千眷屬護法聖

眾們的護祐。十二大將從佛教傳入東亞後，中民間信仰將十二大將信仰與民俗

信仰文化結合而付予新的詮釋：十二大將對應二生肖、時辰，因此十二藥叉神

將的頭上，有生肖標誌，代表時辰，是藥師如來守護眾生，譬如隨身影，因此

在漢傳佛教的安太歲，便以藥師經裡面的十二藥叉神將，視為十二生肖的守護

神象徵。

6　107年3月3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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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描述，當時參與藥師法會的十二藥叉

大將深受佛法感動，明白了藥師佛十二大願的慈悲大愛，所以立誓發願護持藥

師佛。十二藥叉誓願說著：「凡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皆使解

脫一切苦難。」所以，十二藥叉神將不僅發願護持藥師的佛法與大願，同時守

護了誦持《藥師經》的佛弟子，是供養藥師法門弟子的護法神。「十二藥吒大

將」為藥師佛之眷屬為藥師佛之眷屬，即守護誦持藥師經者之十二夜叉神將；

或以其為藥師佛之分身。每一神將各擁有七千藥叉，計為八萬四千護法神。這

十二神將在晝夜十二時辰、及四季十二月份裡，輪流率領眷屬守護眾生。是

十二生肖的守護神: 一、毗羯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釋迦如來，是子年之

守護神。通身青色，現忿怒形，頭戴鼠冠，右手下垂持三鈷，左手作拉右袖之

形態。二、招杜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金剛手菩薩，是丑年之守護神。通

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牛冠，右手把橫劍，左手開掌執劍尖。三、真達羅大

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普賢菩薩，是寅年之守護神。現笑怒容貌，頭戴虎冠，

右手捧寶珠，左手把寶棒。四、摩虎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藥師如來，是

卯年之守護神。通身青色，稍作忿怒相，頭髮赤色上聳，頭戴兔冠，右手做拳

當腰，左手持斧。五、波夷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文殊菩薩，是辰年之守

護神。身呈白肉色，容貌忿怒，頭戴龍冠，右手屈臂，作拳攜矢，左手持弓。

六、因達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地藏菩薩，是巳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

頭戴蛇冠，右手屈肘開掌，置于胸邊，左手執三股戟。七、瑚底羅大將——此

大將的本地為虛空藏菩薩，是午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馬

冠，右手把三股戟，左手持螺具。八、頞你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摩利支

天，是未年之守護神。通身白色，現忿怒形，頭髮上聳，頭戴羊冠，右手執箭

羽，左手持矢根，將此箭彎成弓形。九、安底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觀世

音菩薩，是申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大忿怒形，頭戴猴冠，右手屈肘于右

胸前開掌向前，屈左手，開掌，掌上放寶珠。十、迷企羅大將——此大將的本

地為阿彌陀如來，是酉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雞冠，右手持

獨鈷，左手作拳押下腹部。十一、伐折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勢至菩薩，

是戍年之守護神。通身青色，現忿怒形，頭髮茂盛聳上，頭戴狗冠，右手持

劍，左手作拳當腰。十二、宮毗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彌勒菩薩，是亥年

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豬冠，右手執大刀橫于頭上，左手開掌

當腰。7 

照承法師，便是以修持藏傳和漢傳藥師密法的方式，祈請這十二神將和

「值年太歲星君」護祐信眾。而照承法師更會希望信眾在平時修持藥師法門，

持誦藥師經咒寶塔，以共同累積功德回向的方式，加持信眾。

7　http://www.muni-buddha.com.tw/dakuanQA/buddhism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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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這

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年

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

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意。在

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

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

命星君。下午則設壇進行蒙山圓滿施食法

會，普濟幽冥。

（一）齋天科儀

漢民族供奉的玉皇上帝，在佛教信仰中成為帝釋天，他為眾神之王，為

天界至尊之神，是天庭的最高領袖。帝宰諸天。玉皇上帝，統禦諸天，綜領萬

聖，主宰宇宙，開化萬天，行天之道，布天之德，造化萬物，權衡三界，統禦

萬靈，為天界至尊之神。

淡水龍山寺則是以《金光明經齋天科儀》。來進行酬謝三界護法諸天。主

要是供佛和齋天。供佛齋天儀軌最早應起源於智者大師，他依據《金光明經》

制定《金光明經懺法》時其中莊嚴道場是要依《金光明經》設大辨才天、大功

德天、護世四王座位。在《金光明經懺法》中，依經俸請大梵尊天、帝釋天、

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散脂大將、大辨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二位天

眾。到了明代，明末弘贊律師依《金光明經懺法》別撰《齋天科儀》，近代又

有人依《齋天科儀》重加修訂，形成《金光明經齋天科儀》。

雖然使用佛教的《金光明經齋天科儀》來舉行齋天，但他們會融合玉皇上

帝以及三官大帝等民間信仰的祀神，在儀式中加以祭祀。 

龍山寺在舉行齋天法會時，在壇場中設有三寶、護世諸天及其待從天的供

案。並備鮮花一對，點上一對蠟燭，並在淨香爐前擺上三只茶杯，斟上清茶，

而頂桌的清素供品，一盤為紮上紅紙的麵

線三束（亦可燙熟分裝三碗，每一碗上

再各置一顆黑砂糖）、五果（如柑橘、

蘋果、香瓜、甘蔗、香蕉等水果）、六

齋（如金針、木耳、香菇、冬粉、土豆、

紅棗，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備之意），亦

有在六齋外，再加菜心、豌豆、綠豆、

豆輪、麵筋、麻栳等乾料，組成十二碗、

二十四碗或三十六碗的菜碗，以及糖塔、

糖盞等。
齋天法會聖位。

迴向功課表。



專

題

聚

焦

50

封
面
專
題 C

over Story

1. 嚴淨壇場

首先大眾唱《瑤天玉露讚》

瑤天玉露　覺海金波　大千沙界灑芬陀　三昧滌塵坌 少水成多　

一滴凈山河 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三稱）

接著三稱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以及誦《大悲咒》，由主法者手持淨瓶、

結密印加持灑淨壇場四方，使齋天壇場清淨圓滿 。

2. 迎請三寶諸天

接著全體人員跪下，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並以香花如法供養，同時祝願

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聲聞緣覺眾。及一

切天仙。受用作佛事（供養已一切恭敬）

請著由主法者手持手攎，禮請三寶諸天，先迎請三寶：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東方阿閦四佛世尊。寶華琉璃寶勝佛等。盡

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三請一禮）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三請已一拜）一心奉請南無信相菩

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金光明菩薩。金藏菩薩。常悲法上盡金光明經

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聲聞緣覺賢聖僧（三請已一拜）

希望佛法僧三寶聖眾能同運聖慈，普攝群生，來降道場，受大眾供養。

接著迎請諸天。

結密印加持灑淨壇場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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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南無娑婆界主號令獨尊大梵天王尊天

地居世主忉利稱王帝釋尊天 

北方護世大藥叉王多聞天王尊天

東方護世鳩槃茶主增長天王尊天　

西方護世為大龍王廣目天王尊天

百名利生千光破暗日宮天子尊天

星主宿王清凉照夜月宮天子尊天

親伏怨魔誓為力士金剛密迹尊天

尊特之主居色頂天魔醯首羅尊天

二十八部總領鬼神散脂大將尊天

能與總持大智慧聚大辯財天尊天　

隨其所求令得成就大功德天尊天　

殷憂四部外護三洲韋駄天神尊天　

增長出生證明功德堅牢地神尊天　

覺場垂廕因果互嚴菩提樹神尊天　

生諸鬼王保護男女鬼子母神尊天　

行日月前救兵戈難摩利支天尊天

祕藏法寶主執群龍娑竭羅王尊天

掌幽陰權為地獄主閻摩羅王尊天

一切皆是大菩薩等。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切靈廟。當州地分屬內鬼神。此所住

處護伽藍神守正法者。一切聖眾

希望護法諸天能不違本誓，擁護法輪，來降道場，受大眾供養。

並且分唱《佛寶讚》、《法寶讚》、《僧寶讚》、《三寶讚》。

稽首稽首皈依佛　佛在給孤園　給孤園說法　說法利人天　南無真佛陀耶 

稽首稽首皈依法　法寶鎮龍宮　龍宮並海藏　海藏演三乘　南無海藏達摩耶 

稽首稽首皈依僧　僧心似水清　水清秋月現　月現福田僧　南無福田僧伽耶 

三寶廣無邊　僧伽萬德功圓　六年苦行證金仙　說法利人天　放光現瑞周沙界 

天龍八部同瞻仰　千賢萬聖會祇園　結集永流傳　（重二句） 

接著請齋天佛事的主角大功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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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並持誦《大吉祥天女咒》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嗡 波利富流那遮利　三曼陀 達舍尼羅卻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陀尼那伽帝 

摩訶迦梨波帝　波婆邇 薩婆多喝　三曼陀修砵梨

富隸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毗鼓畢帝　摩訶彌勒簸僧祇帝

醯帝蓰　三博祇悕帝　三曼波陀　阿耨婆羅尼　薩婆訶

3. 唱誦經典

再來大眾誦念《金光明經‧明空品》：

無量餘經　　　已廣說空　　　是故此中　　　略而解說

眾生根鈍　　　尟於智慧　　　不能廣知　　　無量空義

故此尊經　　　略而說之　　　異妙方便　　　種種因緣

為鈍根故　　　起大悲心　　　今我演說　　　此妙經典

如我所解　　　知眾生意　　　是身虛偽　　　猶如空聚

六入村落　　　結賊所止　　　一切自住　　　各不相知

眼根受色　　　耳分別聲　　　鼻嗅諸香　　　舌嗜於味……

香花迎請三寶諸天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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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念誦「先誦金光明經讚佛偈」：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恒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轂輞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遍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晃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月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著

4. 上供

然後進行供養三寶諸天，法師唱誦著金光明會上佛菩薩的聖號：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四方四佛。

南無寶華琉璃佛。

南無大乘金光明經（三稱）南無信相菩薩。

南無金光明菩薩。

南無金藏菩薩。

南無常悲菩薩。

南無法上菩薩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南無護法諸天菩薩

南無伽藍聖眾菩薩

南無歷代祖師菩薩  

接著持誦變食真言、甘露水真言以及普供養真言，並祝願能以此食的色香

味上供十方諸佛，中奉諸聖賢，下及六道品，希望能等施無差別，眾生能隨願

皆飽滿。

5. 獻食

上供三寶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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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眾唱奉食讚：

虔誠獻香花，智慧燈紅焰交加，淨瓶楊柳灑堪誇，橄欖共批把。蒙山雀舌

茶奉獻，酥酡普供養釋迦。百寶明珠奉獻佛菩薩，衣獻法王家；百寶明珠奉獻

佛菩薩，衣獻法王家。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

接著主法白文祝禱

今我道場敷設供養。然種種燈。燒種種香。奉種種飲食。淨潔如法。恭持

奉供諸佛世尊。大乘經典。菩薩賢聖一切三寶。又復別具香華

飲食。奉獻功德大天大辯。四王梵釋。天龍八部聖眾。復持飲食散擲餘

方。施諸神等。惟願三寶天仙。憐愍於我及諸眾生。受此供養。以金光明力及

諸佛威神。於一念間顯現十方一切佛剎。如雲遍滿如雨普洽。廣作佛事等熏眾

生。發菩提心同圓種智。

接著主法持飲食果酥等至道場外淨處，並祝願

我今依教供養

大乘三寶及吉祥大天。持此種種飲食。散灑諸方遍施諸神。願諸神明威權

自在。一念普集各受法食。充足無乏身力勇銳。守護堅強

知我所求。願當相與迴此福利普潤含生。果報自然常受勝樂

接著持誦《大吉祥天女咒》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嗡 波利富流那遮利 三曼陀 達舍尼羅卻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陀尼那伽帝 

摩訶迦梨波帝 波婆邇 薩婆多喝 三曼陀修砵梨

富隸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毗鼓畢帝 摩訶彌勒簸僧祇帝

醯帝蓰 三博祇悕帝 三曼波陀 阿耨婆羅尼 薩婆訶

持善天女咒時便以法食散擲四方。想無量鬼神悉來受食。接著持誦〈散食

偈〉三遍，其偈曰：

汝等（天仙　地祗　王官）眾　我今施汝供

此食遍十方　一切（天仙　地祗　王官）共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施食與（天仙　地祗 王官）皆共成佛道

主法和尚會再一次散撒糖果餅乾等法食於壇場四方。



55

9

1. 太歲星君壇城前進
行酬謝和奉送。

2. 光明燈壇城前進行
酬謝和奉送。

1
2

法師向諸天護法散食。

最後並念誦消災吉祥神咒

 曩謨三滿哆母馱喃阿跋囉底賀多舍　娑曩喃 怛姪他 唵　佉佉佉呬吽吽入

縛囉　入縛囉跋囉入縛囉　跋囉入縛囉底瑟宅　底瑟宅　瑟致哩　瑟致哩　娑

癹吒　娑癹吒扇底迦　室哩曳娑縛訶

希望能透過消災吉祥神咒的力量加持與會大眾，使一

切災禍不能為害。能轉災禍為福德大眾皆得吉祥圓滿。

6. 送聖謝太歲圓燈回向

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

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大眾唱觀世音

菩薩聖號，法師分別先後到太歲星君和光明燈壇城前，進

行酬謝和奉送，法師手持清香禮拜太歲星君和本命星君，

再用大悲水灑淨奉送各歸本位。然後法師再回到佛前領眾

唱誦送聖讚。希望佛慈廣大，能感應無差，寂光三昧遍河

沙，願不離伽耶，齋天的功德能降福齋家，在金地湧現蓮

花中，三寶諸天能登上雲路各歸本位。接著並以齋天功德

偈來回向法會的圓滿功德，期望供天的殊勝功德，能便眾

生皆滿願，並能速得無量諸佛的福慧。便完成了「光明燈

圓滿謝太歲齋天」法會。

（二）蒙山施食法會

下午則設壇進行蒙山圓滿施食法會，普濟幽冥。蒙山食是由宋代的不動法

師所編纂的。不動法師，天竺人，梵名「阿 撇幹資羅」。華言譯為「不動金

剛」初出家時，曾遍遊五天竺，通顯密、性相之學。初至西夏，止於護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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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譯密部經典，弘揚般若。由於不動法師所修為金剛部密法，故稱為金剛上

師。曾以唐不空三藏，所譯的三十五佛名經禮懺文前，增五十三佛，後綴普賢

十大願偈為大懺悔文。後遷至四川蒙山（今名山縣境）。爰集《瑜珈焰口》及

《水施食法》，並以二法為主，集諸密部成文，輯成《蒙山施食儀軌》8，宋代

並收入於《禪門日誦》。

法會的進行過程依儀軌的內容來分，可以分為：起首念誦儀，正誦蒙山施

食，結願念佛回向。以下分別說明之。

1. 起首念誦儀

這是法會的第一部份，這包括：唱誦〈楊枝淨水讚〉，大悲咒三遍以淨壇

結界，此是根據《大悲心陀羅尼經》中所提到之大悲咒結界之法：

……善男子若復有人。……在閑淨處清淨結界。……若能如法結界依

法受持。一切成就。其結界法者。取刀咒二十一遍。劃地為界。或取淨水咒

二十一遍。散著四方為界。或取白芥子咒二十一遍。擲著四方為界。或以想到

處為界。或取淨灰咒二十一遍為界。或咒五色線二十一遍。圍繞四邊為界。皆

得。……
9

8　 噞昧菴編撰，〈宋西夏護國仁王時沙門釋不動傳〉《新續高僧傳六十五卷》，﹙台北
市：新文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63。﹚據民國十二( 癸亥 )年北洋印刷局本影印，
頁：115、116。

9　 唐 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正藏》冊
21，頁：109。

法師進行灑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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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淨壇結界，便是透過主法金剛上師和法師持誦大悲神咒力量，使得原

來的空間，立即成為一神聖的壇城。透過淨壇結界，使的參加法會的信眾潔淨

身心， 到身心淨化，收攝身心的功用。

接著主法和尚和法師齋主們便念佛到孤魂壇的「十方法界六道群靈之

位」，前薦食。大眾念南無阿彌陀佛唱此佛號至靈位前唱：「西方極樂世界大

慈大悲阿彌陀佛」，接著三唱，「南無

蓮池會菩薩摩訶薩」。後三稱「南無蓮

池海會佛菩薩」。再接著唱誦《佛說阿

彌陀經》和往生咒，《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和變食真言（七遍），甘露水真言

（七遍）普供養真言（三遍）和〈彌陀

讚〉。最後唱回向偈。

薦食完畢，便念佛回壇。接著唱誦

〈蓮池海會讚〉，此時主法和尚行十方

禮後隨即升座。大眾同誦《佛說阿彌陀

經》和往生咒，〈彌陀大讚〉。接著在

休息20分鐘後，即進行正誦蒙山施食。

2. 正誦蒙山施食

在休息20分鐘，法鼓三通後，壇位諸師和主法和尚隨升座，進行正誦蒙山

施食的儀式。而正誦蒙山施食的過程又可以分為：﹙1﹚破獄﹙2﹚召請﹙3﹚

迎請三寶傳授三皈﹙4﹚懺罪發願﹙5﹚除障受戒﹙6﹚變化法食及施食﹙7﹚接

引佛國超昇淨土。

照承法師在進行施食儀式時運用：結手印﹙手訣﹚，持咒語，觀想的力

量，而能使儀式主持者行法產生神力。如上文提到在進行破獄，召請，迎請三

寶傳授三皈，懺罪發願，除障受戒，變化法食及施食，接引佛國超昇淨土，

結願念佛回向時，所身結的各種手印，所持誦的各種真言，和進行的各式觀

想。便是經由身結手印，口誦真言，意持觀想，以達到身、口、意三密相

應，而能使身心靈一產生神力，便能即身變化為本尊，而能為鬼道眾生，變

現甘露法食。講經說法，便能使幽冥眾生超生佛國淨土。照承法師在蒙山施

食的相關手印觀想等，是傳承自典壁尼嘛上師的不共傳承，因此有別於一般

道場和蓮茵寺懺雲老和尚系統的手印傳承。所以法師在演法時，都會用法衣

把手印遮住，代表密印。這些手印是融合千手觀音，地藏菩薩等相關救度六

道惡趣的密法心要。

法師進行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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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Story

1. 法師結大悲觀音施食法傳承密印。
2. 法師用法衣遮 傳承密印。
3. 法師變化法食成無盡甘露斛食。
4. 法師散食十方。
5. 結願念佛回向。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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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願念佛回向

結願念佛回向，是法會的最後步驟。其意義便是將舉辦法會的所有功德，

回向給六道群靈，使其乘佛威神之力，往生佛國淨土，並使參與法會的大眾。

消災免難。最後大眾禮佛三拜後，便完成蒙山施食法會的儀式。

照承法師在法會開示：蒙山施食法會，藉著梵唄唱誦及象徵性的法器及種

種供品，將佛法宣說、告知予法界中的佛子、有情、孤魂等眾生，使之聽聞佛

法而能仗佛威神之力得以超拔，因此主要是對餓鬼道眾生的教化。透過蒙山施

食法會，可以使參加法會的信眾了解到，餓鬼道眾生，由於前世所造的諸多惡

業，而受苦受難，由於業力使然，無法進食。因此基於大乘佛教的救度精神，

透過施食儀軌所施的甘露法食，解除煩惱的飢渴。進而能得到佛法的救濟，得

到智慧，解除苦惱，增長慈悲。

結語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

這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

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

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

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一般

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

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

和唐密的修持傳承，本文是以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

會」進行田野進行探討，了解照承法師如何在法會進行時，在演法上如何融合

顯密法要，在法會上開示佛法內涵，表達出以事顯理的佛教儀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