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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僧」到「仙」的濟公——《濟公全傳》的
濟公信仰及其形象〉
學生：王家瑤
指導老師：司徒秀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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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濟公信仰核心和其真正形象。過往論文中，學者普遍把濟公信仰簡
單說明如何配合民眾的心理，並將濟公歸入佛門之內。本文主要目的正是再深入
地分析濟公信仰的體系，梳理濟公對不同方面的價值觀。正文當中，會詳細分辨
出民間信仰的特色，與濟公信仰互通的地方。本文以清代郭小亭的《濟公全傳》
為研究中心，探討濟公信仰的民間屬性、意義和意涵。本文將會分為五部份：第
一章為引言。第二章主要分析民間信仰與《濟公全傳》呈現的濟公信仰，從而梳
理出來濟公信仰的特點和體系。第三章濟公僧人和神仙色彩的成份，剖析濟公出
現由僧轉仙的轉化原因。第四章是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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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濟公的原型是道濟禪師﹙1103-1176﹚
。道濟禪師生於浙江，是南宋禪宗高僧。
《濟
公全傳》是明末清初時期民間文學作品，郭小亭所作；屬於一部神魔小說。在過
去十年，學者對此書甚感興趣，他們集中研究濟公僧人的形象，救世的方法。以
下簡述有關《濟公全傳》近十年的研究情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濟公的
形象分析。二、濟公的思維模式和對社會意義。三、《濟公全傳》的小說性質。
四、濟公信仰的研究。關於第四點，學者曾探討濟公信仰的形成及演變過程、濟
公信仰如何配合民眾所需和其文化意蘊。另外，甚至某些公益團體，如濟生會，
都是源濟公信仰。可見，其文本和信仰都是學者感到好奇徊有價值的課題。所以，
本文將會以前人的研究結論作為基礎，綜合濟公信仰的特質，再加深入討論濟公
真正的身份。
《濟公全傳》濟公外表平凡庸俗，其行為與一眾僧人極為不同。表裡不一的特質
令民眾對他產生好奇，甚至俯伏在他的神通之下。濟公，仿佛披著僧人和神仙的
面紗，根本不知他葫蘆裡賣甚麼藥。濟公的魅力，是他獨岀的個性，使之成為一
個民間信仰。
第二章：民間信仰與《濟公全傳》的濟公信仰
本章將會分為三部份，首先指出民間信仰的定義。然後分析《濟公全傳》中的濟
公信仰是否與一眾民間信仰相符。第二，將會解釋濟公信仰如何配合民眾的心理。
第三，將會詳細剖析濟公信仰的特點。
1. 民間信仰
大同法師在《宗教與信仰》中指出，宗教的團體內，必須有教主一職， 1例如釋
迦牟尼佛、耶穌、穆罕默德等這些代表人物。團體中亦需要有教徒、教義、教規，
如佛陀定下五條戒律、耶穌定下的十戒。2此外，還有相應的宗教儀式，3如祈禱、
燒香和各種祭祀的儀式。
民間信仰的特色是融合宗教性與民間性。傳統宗教經過民眾改造後，轉化而成民
間信仰。4民間信仰與宗教不同之處，就是民間信仰沒有屬於自己的教團組織，
1

大却法師：
《宗教與亯仰》
﹙台匇：天華出爯事業股份有限兯司，1987﹚
，頁 19。

2

大却法師：
《宗教與亯仰》
﹙台匇：天華出爯事業股份有限兯司，1987﹚
，頁 20。

3

大却法師：
《宗教與亯仰》
﹙台匇：天華出爯事業股份有限兯司，1987﹚
，頁 21。

4

向柏松：〈民間亯仰概念與特點新論〉
，《武陵學刊》
，第 35 卷第 4 期 ﹙2010 年 7 月﹚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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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沒有自己的教義、教規。5它以佛教、道教理論作為基礎，後來加上世俗社會
的色彩，如對人生實際需要的作用，結合其他宗教，形成一種普遍的宗教信仰。
6

民間信仰正正是人們對世俗化或神異化佛教信仰的表達渠道，7多數是由口述或

文學作品到處傳播，例如關公信仰、媽祖信仰和王爺信仰等。8道教的神仙信仰
初時只與政治者的信仰取向牽上關係，但慢慢，已轉移與社會及民眾產生關係。
濟公信仰正是道教由上層社會轉向下層社會變化中的信仰產物。9而濟公與其他
神仙民間信仰的特點亦有所相同。如下：

西王母

關帝

媽祖

許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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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妖濟民10

《濟公全傳》的主要內容

拯救民眾

這套濟公傳，濟公為渡世

脫離疾苦11

而來。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必然遇難呈祥。贓官
佞黨，淫賊惡霸，終久必
有報應。做書人筆法，使
看書人改惡行善，勸醒世
人。比如忠臣義士遇著
難，聽書看書的人，恨不
能一時有救。為何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此乃
人心公平之處。﹙第八十
八回﹚

國家政權

秦相替僧13，以官府身份

5

譚偉倫：《民間佛教研究》
﹙匇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97。

6

譚偉倫：《民間佛教研究》
﹙匇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98。

7

譚偉倫：《民間佛教研究》
﹙匇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99。

8

譚偉倫：《民間佛教研究》
﹙匇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99。

9

李為香：〈明清道教神以亯仰的民眾化〉，
《求是學刊》
，第 37 卷第 4 期﹙2010 年﹚
，頁 137。

10

苟波：
〈明清小說中神以形象的〝社會化〞與道教的〝世俗化〞
〉
，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爯)》
，第 3 期﹙2009 年﹚
，頁 84。
11

李為香：〈明清道教神以亯仰的民眾化〉，
《求是學刊》
，第 37 卷第 4 期﹙2010 年﹚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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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神12

濟世救人，令民眾對官府
印象變好

由超凡脫俗的

羅漢轉世，遮蓋三光﹙佛

外表變成通俗

光、金光、靈光﹚，化身

化﹙老態化和慈

成丐僧

祥化﹚14
表格一
鑒於以上條件，可結論出，濟公信仰是民間信仰的其中之一。它是屬於下層民眾
的信仰，無礙是在民間信仰的範疇。濟公有如印第安神話中「惹事者」(Trickster)
的身份。惹事者則指一位能把印第安人崇拜的神力和現實生活結合一起的「平民
神」。15濟公被民眾加上「神的外衣」而成為民間信仰。他們開放性大，既有神
性的特質，又能染上民俗化的色彩，是個能融合「搗蛋鬼、救贖者以及騙子」的
複合體。16正正如此，他們擁有宗教與民俗的雙重性，令他們比起其他僧人、神
仙更有強烈的親和力。濟公「貼地」、平易近人的性格，正正呼應了的民間心理
需求原因，繼而令到濟公信仰出現及盛傳至今。
2. 民間心理需求
加藤咄堂的《民間信仰史》指出：「民間信仰是人心的自然要求，是民族固有精
神的持續，民間信仰史是民族精神的發動史，民間信仰中隱約閃爍著文化創造的
因子。」17當民眾都俯伏在濟公信仰之下，其信仰一定能夠反映出民眾的心理及
精神。可見，除了因為民眾的普遍心理，如恐懼、依賴、需求、慰藉等，濟公信
仰與民眾擁有差不多的價值觀，才能令民眾成為其受眾。

13

黃允婷：
〈被神化的異僧 : 從《濟兯全傳》分析濟兯形象及其背後意蘊〉
，嶺南大學中文系《考

功集 2017-2018 : 畢業論文選粹》﹙2018 年﹚，頁 321。
12

李為香：〈明清道教神以亯仰的民眾化〉，
《求是學刊》
，第 37 卷第 4 期﹙2010 年﹚
，頁 138。

14

李為香：〈明清道教神以亯仰的民眾化〉，
《求是學刊》
，第 37 卷第 4 期﹙2010 年﹚
，頁 137。

15

石松：〈相映成趣的顛僧與瘋神——濟兯故事與〝惹事者〞故事的對比分析〉
，《湖匇師範大學

學報》，第 37 卷第 1 期﹙2017 年﹚，頁 9。
16

石松：
〈相映成趣的顛僧與瘋神——濟兯故事與〝惹事者故事的對比分析〞〉
，
《湖匇師範大學學

報》
，第 37 卷第 1 期﹙2017 年﹚
，頁 9。
17

向柏松：〈民間亯仰概念與特點新論〉
，《武陵學刊》
，第 35 卷第 4 期 ﹙2010 年 7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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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眾期望打破「宿命論」
，渴望掌握自己的命運，非只當生命中的被動者。
文中有許多角色遭遇困難，起初對命運只有無力感，但同時，他們沒有安然地接
受此遭遇，反而是從不同途徑改變處境。慶幸的是，他們都得到濟公的幫助。由
此觀之，民眾從來都不想只聽天由命，他們盼望有世外高人的拯救，千年難遇的
機會去改變命運對他們的作弄。民眾對生命的態度是積極進取的，深信「天無絕
人之路」，總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第二，民眾希望在信仰之中仍有自我意識，個人的自由，如濟公能不守清規，隨
心所欲地行走江湖。封閉性的信仰只令民眾認為自由被剝奪，從而容易對其信仰
產生厭惡。甚至，提高受眾的門檻，像指定某一類人才能受到祝福。然而，濟公
則不同，他無分類別，就算是自己的敵人，他都一一拯救。民眾不需守著甚麼規
條，濟公都會看守及保佑。相比起其他信仰，濟公並不是高高在上，不吃人間煙
火，反而他是臨到社會當中，去察看民情，再施予他們所需的東西。另一方面，
民眾是有話語權的。正因為濟公親身與民眾有確實的溝通，隨民眾需要、時代變
化而去調整自己所施予的幫助。民眾能夠直接向濟公表達，而非透過祭司等的多
重隔膜。
濟公信仰並不是某一個時代信仰而已。直到現時，香港都能找到濟公廟的存在。
位於上環太平山道的廣福寺中，就能找到濟公的恭奉神像。神像外形與《濟公全
傳》相約，濟公衣衫不整，戴著草帽，穿著草鞋，手執葫蘆、靜慈扇，頸上帶著
串珠。而牌匾則寫著「樂善不倦，普渡眾生」
。濟公聖佛能夠保佑社會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濟公信仰不單是時代信仰、地方信仰，甚或文化需求。因為它能夠安
撫心靈，民眾在濟公身上獲得解脫力量。18「尋聲求苦，有求必應」19——濟公
信仰對民眾來說既可靠又實用。濟公的事跡有歷史性證實，更進一步鞏固人民的
信心。他一方面代表宗教世界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具有人間的普世價值，20
這種雙重的認證，加上以上的特點，就完全解釋了濟公信仰值得古今流傳的原
因。
3. 《濟公全傳》中的濟公信仰
18

張忠良：
〈
《錢圖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特色〉
，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第 3 期﹙2006

年 6 月﹚
，頁 236-239。
19

譚偉倫：《民間佛教研究》
﹙匇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頁 111。

20

張忠良：
〈
《錢圖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特色〉
，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第 3 期﹙2006

年 6 月﹚
，頁 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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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道濟轉化後的濟公已經被神仙化，形象可算是「半仙半人」
。
《濟公全傳》是中
國的民間文學，能夠反映出民間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本章將會從《濟公全傳》探
討中國民間的濟公信仰。這位活神仙有自己一套信仰體系。濟公符合李宗賢先生
在〈談道教養生的三條原則〉所提及「以德養生」的行為——即是用愛心、善心、
寬容心、喜樂心而去行善積德。21
「以德養生」亦是濟公信仰體系其中之一的核心。在《濟公全傳》中，濟公有幾
點特性就能突顯「以德養生」的概念。例如，他寬恕陳亮和雷鳴之過「和尚說：
『你也不用陪罪，我兩位班頭叫人家拿蒙汗藥治住在上房躺著，我給你兩塊藥，
你們去把他兩個人救過來。他們要問你，如此這般。』」(第五十九回)、叫華雲
龍起誓改過後，便放他走「這乃是濟公的點化狐仙，要暗渡華雲龍。試探試探賊
人的心地，到這般狼狽，能改不能。濟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出家人慈悲為門，
善念為本，有一番好生之德。不肯當時把賊人拿住，呈送當官。但能渡賊人改過
自新，濟公就不拿他。」(第八十九回)、幫助加害於他的廣亮「廣亮一瞧說：
『師
弟，你回來了。可了不得了！咱們廟中現有塌天大禍！』濟公一聽，明知故問說：
『師兄，什麼塌天大禍？不要緊，都有我濟顛呢。這個可不能容他。誰會得欺壓
本廟的和尚呢？』」(第十七回)和劉妙通「濟公叫人給他找了一碗熱水來，把藥
化開，給劉妙通端過去。劉妙通喝下去，工夫不大，覺著肚腹咕咯咯一響，渾身
燒的泡立刻全化開，流出毒水，也不疼了。」(第三十六回)。濟公在文中雖然明
辨是非，但同時，他都明白及體諒人有軟弱之時，只有軟弱身軀。濟公好寬恕，
人誰無過，重要是「過則勿憚改」，這正正反映出濟公的寬容之心。
在濟公眼中，眾生皆平等，他能夠以德報怨，就算別人「惡來加己」
，他都能「以
善報之」。22他樂於拯救他的仇家、壞人、窮人、富人、有志之士、孝子和陌生
人等。可見，濟公充滿愛心且胸襟廣闊。另外，濟公樂善好施，做善事必會親力
親為，事無大小都會出手相助，如醫治別人、維持別人生計、幫忙捉賊、撮合婚
事等。從濟公以上的舉動來說，濟公信仰的重點可以分為兩點：
第一、濟公信仰著重人本精神，以民為本。如道教提倡的「我命於我，不在於天」。
23

濟公的角色設定為一個神人互通的僧人。在文本中，濟公都是以人為本的，所

有的幫助都是集中於「人」的身上，「人」的所需。同時，濟公不是一個高高在
21

李宗賢：〈談道教養生的三條原則〉
，《中國道教》
，第 2 期﹙2009 年﹚
，頁 44。

22

學愚等：《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
，﹙匇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9。

23

亯靈：〈道教的承負觀之我見〉
，《中國道教》
，第 4 期﹙2004 年﹚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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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神仙，反而是體察民情、俗而不俗的活神仙。他不但明白民眾的生活的難處，
而且同情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拯救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與世人同體24的他立足
社會，做最謙卑的神仙；著眼於人，做眾平民的保護神。濟公某程度上可算是「社
會保母」。25
第二、 濟公信仰著重今世重心，如道教提倡的承負說——「今世作惡，來世子
孫承擔」
。26它們同樣看重現世的行為、決定，因為今世所結的果不但影響自己，
而且還影響來世和後裔。從民眾向濟公求助的範疇，如健康身軀、光明前程、安
穩生活等，就可看出其信仰是重人事、重察際和重實用。濟公信仰比起佛教，它
更提倡民眾精進向上，踏實地有利於民眾今世的生活。可見，今世重心是濟公信
仰征服人心的重要一環。
第三，在濟公信仰的體系下亦可以分析出濟公對「喜生樂善」的觀念。在生死方
面，濟公是看重「生」遠大於「死」的。縱然文本中出現很多奸絞貪婪的妖精，
甚至大奸大惡的妖魔，但每次濟公捉拿他們之後，都會給予機會改過，如有必要，
就會交給官府處理。整個全傳中，濟公是很少置人於死地的。而且，濟公對於任
何奇難雜症都會盡力醫治，他身上有一塊仙藥「八寶伸腿瞪眼丸」能夠叫人起死
回生「濟公大笑，手托那塊藥說：『此藥隨身用不完，並非丸散與膏丹，人間雜
症他全治，八寶伸腿瞪眼丸。』」濟公看重以及珍惜每一個民眾的生命，而「重
人貴生」27的觀念可以在全傳中輕易找到。
另外，
「慈悲仁慧」四字亦能概括出濟公信仰的內容。
「慈」指慈愛，仁慈愛人。
在文中，濟公多次向反派角色展示「慈」的一面。他不會先苛嚴地動武懲罰，反
而選擇溫柔地跟他們說道理。如在一百九十四回中，濟公面對大惡霸邵華風，都
有顯現溫柔說理的過程。
「和尚說：
『我正要拿你，你既是出家人，就應當奉公守
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塵不染，萬慮皆空，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
蛾紗罩燈，老道應當戒去負嗔癡愛罪。……我和尚並不願多管閒事，無奈你實屬
罪大惡極，我和尚誅惡即是善念。今天該當你惡貫滿盈，你還執迷不悟，還欲抗
衡？』」當中，濟公能夠選擇默不作聲，並且利用法術收拾邵華風。但他選擇以
24

鄭國志：〈從道濟到濟兯亯仰〉
，《文史雜誌》，第 2 期﹙2011 年﹚
，頁 49。

25

王凡：
〈《濟兯傳》詼諧感及其意蘊探微〉
，
《陝西理工學院文學院﹙社會科學報﹚》
，第 32 卷第 1

期﹙2012 年﹚，頁 57。
26

亯靈：〈道教的承負觀之我見〉
，《中國道教》
，第 4 期﹙2004 年﹚
，頁 40。

27

范思君：《道教神以》
﹙匇京：宗教文化出爯社，2007 年﹚，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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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導，希望邵華風能夠從始停止惡行。可見，濟公對眾生都有慈愛的心腸，不
論性善、性惡，他都以愛教導。
「悲」指同情眾生。濟公希望能夠助民眾拔樂脫苦，所以他經常幫助眾生解決問
題。如面對妖精，濟公都有悲憫的心，助他們脫苦。如濟公破例收飛龍﹙畜類妖
精﹚為徒「濟公一瞧也樂了，說：『也罷，我和尚收你就是了，你過來。』濟公
用手拍著他的天靈蓋，說道：『你得道紹興南，出家會稽山，神通多廣大，捨藥
濟貧寒，修行飛龍洞，道德五千年，拜在貧僧面，賜名叫悟禪。』」
﹙一百三十五
回﹚，放過黑狗熊精，不肯傷他半分「和尚有未到先知，那黑狗熊沒害過人，故
此和尚有好生之德，不肯傷害他，單把青狼捉住，將他殺死。」
﹙一百九十九回﹚。
而且，在二百一十七回和二百二十三回中，濟公也先後放生狐仙和小黃鼠狼。正
因濟公同情他們，不願他們繼續落入惡道，所以才讓他們回深山修煉，甚至命令
他們的手下要「務正參修，成正果」。由此觀之，濟公出手相助，並不是為自己
建立名聲，而是單單為對方的前程著想，盼望他們能夠脫離兇惡。
「仁」指正直善良。濟公雖為萬人敬仰，手下有徒弟數名，但他從來都不會濫用
別人對他的信任，亦不會高高在上，只命令手下去做事。反而，他體諒徒弟有軟
弱的地方，同時肯承擔他們的出錯。
「柴、杜說：
『師父別走。倘師父走後，出了
差錯，那還了得。』和尚說：
『不要緊，沒有差錯。我說沒有，你二人只管放心。
有了差錯，那算我和尚的差錯。』」
﹙一百一十五回﹚另外，因為濟公收起了自己
的三光﹙佛光、金光、靈光﹚，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真實的身份。有一回，老仙翁
因不知其身份，想出手收拾濟公，當濟公露出真身，卻嚇得老仙翁不停謝罪。而
濟公沒有因老仙翁的不禮貌而作出懲罰，因他體諒老仙翁「不知者不罪」
。後來，
濟公更邀請他幫忙。可見，濟公對熟人、外人都是以一樣的正直善良之心對待。
「慧」指智慧。雖然濟公法力高強，但有時對付一些頑強的惡勢力都需要智取。
在二百回中，因濟公早知邵華風聚集「五殿真人、七星道人、八卦真人、黑毛至
高順和鐵貝子高珍」去放火燒靈隱寺，他就早早安排了「悟禪、金毛海馬孫得亮、
火眼江豬孫得明、水夜叉韓龍和浪裡鑽韓慶」看守靈隱寺，在寺中扮演濟公，並
且虛張聲勢，嚇走妖道。「眾老道嚇的驚魂千里，撥頭就跑，跑出廟來，邵華風
說：
『可了不得，原來濟顛在廟裡，你我快走。』」可見，濟公信仰中都提倡利用
智慧，去應付邪惡勢力，不需每每靠武力勝之。
簡單來說，濟公可稱得上民間刑官、民間英雄。「慈悲濟世、無我利他、彰善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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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揚棄創新」就是濟公信仰的重點。28一方面，他會慈悲制裁，另一方面，他
會確實地回應民間訴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同時，他是道教的傳道者。
透過濟公信仰，滲透道教的價值觀，導人向善之外，亦不忘宣傳道教。「慈悲仁
慧」同樣是濟公信仰的重點，教信眾擁有慈愛的心；同情體諒別人的思想；正直
善良的行為；利用智慧克制惡勢力。濟公信仰就是透過神通、奇異和博大慈愛共
同創造出來的。29

第三章：《濟公全傳》的濟公形象
本章將以兩個角度分析濟公形象，一是佛家僧人，二是道教神仙。首先是濟公形
象的「僧人」特質，本文將採用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先生在"The Eminent Monk: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一書中的論點，他根據《高僧傳》中高僧
的德行和事蹟歸納出三個特質：苦行﹙Asceticism﹚，奇術﹙Thaumaturgy﹚和學
術﹙Scholarship﹚
。本文將以這三個特質作為分析依據來審視濟公形象的「僧人」
成份。其次是濟公形象的「道教神仙」特質。本文將根據牟鍾鑒先生的《關於生
活道教的思考》和李宗賢先生的《談談道教養生的三條原則》中的論點，審視濟
公道教神仙的身份。最後，分析濟公身份出現轉變的原因。
1. 佛家僧人的成份
而在《濟公全傳》中，濟公沒有擺脫道濟本來的身份，同樣以僧人的面貌出現在
民間中。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先生在書中提及高僧有三種的修行方法：苦
行﹙Asceticism﹚，奇術﹙Thaumaturgy﹚和學術﹙Scholarship﹚。30以下將會以三
種的修行方法仔細審視濟公形象的多面樣。同時，在《高僧傳》裡，有幾位高僧
都與以上特質相配。所以，本文同時會利用他們，去證實濟公僧人的身份與一眾
民間高僧無異。
(1) 苦行﹙Asceticism﹚
在《濟公全傳》的第二回中，就指出濟公穿著「破憎衣，不趁體，上下窟窿錢串
記，絲絛七斷與八結，大小咯噠接又續。破憎鞋，只剩底，精光兩腿雙脛赤，涉
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遙。」濟公對自己最刻薄的地方，就是在物質上的
28

王明德：〈濟兯亯仰研究報告〉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亯息網》
﹙2018 年﹚
，頁 1。

29

鄭國志：〈從道濟到濟兯亯仰〉
，《文史雜誌》
，第 2 期﹙2011 年﹚
，頁 49。

30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p.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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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從他的外表，我們便可略知一二。而第五回中，濟公的外表同樣是衣履不
整——「短袖缺領，腰繫絲絛：疙裡疙瘩，光著兩隻腳，拖一雙破草鞋。」可見，
濟公對於身外物毫不在乎，連自己最貼身的衣物，他都淡然置之，有甚麼就穿甚
麼。當中，濟公亦從來沒因功勞而接受受助者的報酬。如第十四回中，濟公醫好
了老太太的眼睛，鄭雄本想報答濟公，濟公卻借花敬佛。
「你倒不用給我換衣裳。
我和尚化你的緣，你把清波門外的兩頃稻田地，施捨給三清觀的劉泰真，做為那
廟的香火地，就算謝了我和尚了。」可想而知，濟公對於一眾物質毫不動情，甚
至願意將自己應得的，都施予別人。
濟公對物質方面的態度又如《高僧傳》的佛陀耶舍。他的事蹟和聲名都是人所共
知的，但從沒受功名利祿所左右。有次，佛陀耶舍因為佛經譯事一職，臨到長安，
姚興親自迎接，在四事上(衣服、飲食、卧具、湯藥) 供養妥善周到，31甚至衣缽
卧具供養的數量堆積如山，給予布絹萬疋。32但佛陀耶舍對以上一切都淡然處之，
不放任何物質、名利和權力於眼內，重視的只有傳揚佛理的責任。其實在《濟公
全傳》中，濟公並沒有一些具體自苦而修行的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是隨
心所欲的。唯獨在物質的範疇，他十分謹慎，亦有自己的原則。可見，在這方面，
濟公都有修習苦行。然而，對比其他僧人，他的苦行成份比例不高，只有膚淺的
苦行。
(2) 奇術﹙Thaumaturgy﹚
在奇術方面，《濟公全傳》則顯現出濟公神通廣大的一面。例如在第八回中，濟
公就教授自己的搬運法給別人。
「和尚說：
『我教你個搬運法。你如學會，要金銀，
一唸咒就有；要好衣裳好食物，一動念就來。』」
。當中，他又能預知李國元因妻
子大病，正尋求自己的幫助。其後，他的神通變得人所共知。
「老尼姑說：
『兒呀，
不要著急，我倒有個主意，現在西湖靈隱寺有一位濟公，乃是在世的活佛，能格
會算，善知過去未來之事。』」﹙第二十七回﹚。除此之外，他常常運用定神法把
罪惡之徒捉住，令他們避無可避。
「和尚用手一點指，用定神法把他給走在那裡，
李虎也不能動。」﹙第三十回﹚。另外，《濟公全傳》在不同的回合亦描寫出濟公
懂得穿牆法、指物變化等等的奇術。
《高僧傳》中佛圖澄同樣擁有奇術，並且透過奇術幫助別人。有次，他預知枋頭
的人想乘夜劫營，所以警告石勒要小心。另外，石勒的心懐意念，佛圖澄都一概
31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56。

32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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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曉。某次，石勒發怒，甚至想遷怒於佛圖澄。由於佛圖澄善於讀解人心，所以
早一步就已經離開營地，避免與石勒起衝突。隨後，石勒有悔意之心，佛圖澄亦
自動回到營中。可見，澄師確是無不預知。33此處，就有如濟公未卜先知的能力。
而且，澄師的處罰觀念亦與濟公不相伯眾——「至於那些凶愚無賴，冥頑不靈，
非教化所能改變的，有罪自不能不繩之於法，有惡亦不能不加刑罰。但有一原則，
就是當殺不得不殺的人，當刑不得不刑的人。」34雖然他們擁有神通奇術，但不
會仗勢凌人，胡亂刑罰眾生，只會按著以上標準，懲戒民眾。
(3) 學術﹙Scholarship﹚
此外，濟公是個滿有智慧的僧人。在第一回中，文章已經指出濟公的不凡之處。
「就是李修緣年幼，過目不忘，目讀十行，才學出眾。」「李修緣好道學，每見
經卷必喜愛，讀之不捨。到了十八歲，這年孝滿脫眼。他立志出家、看破紅塵……」
可見，濟公在出家前，已對道學、佛理很有興趣，而且具有慧根。他的天生材能
與後天興趣仿彿已為他舖好成高僧之路。出家後，濟公亦十分樂意與人分享自己
對禪機的看法，將自己悟出的智慧解說給渴求真理的信眾聽。如在十六回中，
「那
邊穿藍的員外說：『我也是久聞聖僧大名，特地前來請問禪機，我來問機。』濟
公道：
『饑者餓也。餓了吃一塊狗肉。』
『機主空虛禪主淨，淨空空淨是禪機。』
」
此處，濟公說出想要禪機就給禪語，但不能刻意把禪機物化。由此觀之，濟公雖
然沒有甚麼具體的學術典著，但無可否認，他對禪宗有自己一套體會和見地。
在《高僧傳》中的布袋和尚同樣有智慧，懂得利用布袋象徵僧人處世之道——「放
下布袋能出世，背負布袋能入世。」35而且，布袋和尚從容淡定的處世態度亦同
樣有其智慧之處——「開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36

布袋和尚不像其他高僧那麼嚴肅、高高在上，反而，他比較平易近人，玩味較

重。這裡，與濟公幽默的性格一樣，以嬉笑怒罵的方式指正別人，同樣用活靈活
現的方法，教導民眾，令他們認識佛理。
總括來說，濟公能夠符合並顯現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先生提出的三個準
則——苦行、奇術和學術。出奇地，濟公的奇術成份遠遠大過苦行和學術的部分，
甚至可說，《濟公全傳》主要是突顯濟公的神通而已。濟公身上是擁有高僧的影
33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81-82。

34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87。

35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227。

36

高虹：《高僧傳》 (瀋陽：春風文藝出爯社，1992 年)，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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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而，這佛家高僧的特徵只是濟公外表上的糖衣包裝。相比起這個包裝，道
教神仙似乎才是濟公真正的身份。所以，以下段落將會分析濟公與道教、以及神
仙的相同之處，從而指出兩者關係比佛家高僧的身份更為緊密。
2. 道教神仙的特質
牟鍾鑒先生在其〈關於生活道教的思考〉提出神仙具有以下五種特質：37
一、生命力深厚旺盛，能夠健康長壽
二、精神境界高，擺脫小我而成大我，精神可以不死
三、智慧超群，有超強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大智若愚，和光同塵
四、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功德在世
五、瀟灑自在，豁達從容，善於化解煩惱，保持喜樂的心境
在以上幾段，可見濟公是一個活力充滿的僧人。而且，在《濟公全傳》最後一回
中亦提及「諸事完畢，從此濟公仍是走游天下，到處捨藥，救濟貧人。」雖然文
中沒有明確指出濟公的結果，但從而推測，濟公的身體狀況應該很不錯，還能到
處助人，施展神通。由此觀之，濟公是符合第一種特質。
第二、四和五種的特質更是貼切地形容濟公。在多回中亦指出，濟公每次助人後，
都不望回報，甚至借花敬佛，利用自己賺取的金錢，再施予他人。他每個舉動都
是為求助人，幫助各種人化解問題。可見，他這種「只求利他，不求利己」的心
態就是「擺脫小我而成大我」和「利而不害，為而不爭」的直接傳譯。在文中，
濟公亦曾說：
「一不積錢，二不積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第三十七回﹚正
正簡單指出濟公能夠灑脫逍遙地行走於江湖之中。
對於第三種的特質亦能在《濟公全傳》中輕易找到。濟公在文中多次預知未來，
如預知李國元妻病「李國元，李國元，不必上西湖靈隱找濟顛，十兩紋銀交於我，
腰內還帶著三百六十錢。」
﹙第八回﹚
、發現雷鳴的偷襲「雷鳴冷不防拉出刀來要
刺和尚，和尚用手一指，又把雷鳴定住。」
﹙第五十四回﹚
、預知陳亮、雷鳴私下
幫助華雲龍「和尚說：『對，見了華雲龍就告訴他，說我要拿他，叫他快走。你
們兩頭全不得罪，對不對？』」﹙第五十九回﹚。除了料事如神，濟公的洞察力亦
十分強，在五十七回中「和尚一瞧，就知王貴不是好人。」他一眼就能分辨王貴
是壞人、高廣瑞是好人。接著，下回中，他還看穿王貴的心思意念，懂得扮富人，
37

牟鐘鑒：〈關於生活道教的思考〉，
《中國宗教》，第 2 期(2001 年)，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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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其貪念，令王貴露出馬腳。
「和尚說：
『水晶貓兒眼，整枝珊瑚樹，古玩等貨。』
夥計一聽，進去告訴王貴：『外面來了一個和尚，暗保鏢的，淨是值錢重貨寶貝
等物，咱們先發大財好不好？這次做成了，倒有幾萬，每人可分七八千。』王貴
說：『也好，先把東屬領上，讓他上房去。』」﹙第五十八回﹚
另外，在道教表達手法上，道教神仙一直把「道」外化於形象，以其表達手法則
是「濟世救人」。在《濟公全傳》的第二百三十三回中，因為濟公醫好了太后的
病患，而且皇上亦聽聞過濟公的事蹟，就賞賜濟公，賜字給他：「疲癲勸善，以
酒渡人，普渡群達，教化眾生。」可見，此處已直接指出濟公的行為和道教擁有
相同的核心價值觀。從「濟公」名字亦可推斷出道教色彩的成份。在《廣韻》
、
《集
韻》、《韻會》和《正韻》中，「濟」是從子計切，音霽。而且「濟」亦則指「渡
也」。
李宗賢先生在〈談道教養生的三條原則〉提及其中之一的原則就是「自然養生」
，
即是順應著自己的本性、不強求改變自己，從而配合教規。38當中，道教全真道
創始人王重陽亦是一個例子。他曾將痷燒毀，且邊放火邊高歌狂舞。39在道教養
生的手法方面，濟公的舉動同樣符合。王明德先生在〈濟公信仰研究報告〉亦指
出濟公擁有著一顆「純任自然、無修無證、隨緣放曠、任性逍遙」的心靈。40
濟公是個充滿生命力、率性而行且不守清規的僧人。
「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
41

在《濟公全傳》中，濟公以「顛僧」來描述自己。在寺廟中，濟公經常偷取其

他和尚的金錢，並且拿他們的衣服去典當，將抵押的錢歸自己所有。有次，濟公
為了作弄廣亮，他甚至當了廣亮的衣服，把當票貼在寺門上，令老方丈誤會廣亮，
責罰了他。在《濟公全傳》第一回中，濟公說出「為我修心不修口，他人修口不
修心」，直接表明自己與其他僧人不同的地方。他從來不會被人間枷鎖、道德嚴
禁的規矩而綑綁著，反而經常「流連市井，喝酒吃肉宿娼」， 42甚至將狗肉帶回
38

李宗賢：〈談道教養生的三條原則〉
，《中國道教》
，第 2 期﹙2009 年﹚
，頁 43。

39

余虹：〈王重陽―狂癲‖人格之審美意蘊——全真毫審美人格建構之一〉，《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第 3 期﹙2005 年﹚
，頁 53-57。
40

王明德：〈濟兯亯仰研究報告〉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亯息網》
﹙2018 年﹚
，頁 78。

41

張忠良：
〈
《錢圖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特色〉
，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第 3 期﹙2006

年 6 月﹚
，頁 217-222。
42

張忠良：
〈
《錢圖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特色〉
，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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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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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中「你二人懂的什麼，別阻我高興。我到廟給監寺狗肉吃。」(第十五回)。不
守清規的他，更能顯示出超脫寬容的快樂，43自我解放的自由力量。44相反，其
他僧人終日吃素念經，除去六感、慾望，追求虛無縹渺的觀念，對於凡人來說，
根本是難若登天。而濟公，就是「人世同體」的代表，45一邊不超出凡人的局限，
一邊繼續修行行善，同時，亦是自然養生的手法。
另外，濟公我行我素，在外表方面，依舊如平庸世俗人一樣。在《濟公全傳》中，
曾詳細寫出濟公的外貌「臉不洗，頭不剃，醉眼乜斜睜又閉。若癡若傻若顛狂，
到處詼諧好耍戲。破憎衣，不趁體，上下窟窿錢串記，絲絛七斷與八結，大小咯
噠接又續。破憎鞋，只剩底，精光兩腿雙脛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
遙。經不談，禪不理，吃酒開葷好詼戲，警愚功善度群迷，專管人間不平氣。」
(第二回)而在〈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眾化〉中亦提及：「明清時期的道教神仙
在外貌上已經最大限度地民間化、常人化，有的甚至還不如常人，比如跛腳、貧
賤、疾病纏身等。」46而這種外貌的變化是暗示著神仙信仰已經由高高在上、敬
畏的地位，變成實際、踏實的民間神。
同時，濟公日常的活動不是在寺廟中打坐修練，而是在山中遊蕩，
「唱山歌」
「和
尚口唱山歌：走走走，游游游，無是無非度春秋。今日方知出家好，始悔當年作
馬牛。想恩愛，俱是夢幻。說妻子，均是魔頭。」(第二回)，有時亦會到茶館中
吃「霸王餐」(第十二回、二十八回、三十九回等)。面對危急情況，濟公一樣用
世俗方法去解決困難。因為廣亮一向不滿濟公，有次，他為了向濟公復仇，打算
放火燒他，濟公卻撒尿滅火。正因濟公行為庸俗、市井，令民眾覺得他更有親切
感，更「貼地」。濟公的存在既是拯救者，亦是民眾的同伴一樣。可見，濟公沒
有因為僧人的身份而改變自己的性情，正正如道教「自然養生」
，隨自己的想法，
無拘無束地生活，同時保養身心。
由此觀之，濟公不但符合了牟鍾鑒先生定下的五個神仙特質，更進一步，他符合
了道教的忠旨以及其養生之道。無可否認，濟公是有著道教神仙的身份。
43

張忠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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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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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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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志：〈從道濟到濟兯亯仰〉
，《文史雜誌》
，第 2 期﹙2011 年﹚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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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為香：〈明清道教神以亯仰的民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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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之中，最著名的神仙莫過於八仙——為鐵拐李、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
何仙姑、曹國舅、韓湘子及藍采和。八仙是在元代中出現的，47他們雖是神仙，
卻富有人情味，擺脫不了人世的紛擾，喜歡干預人間事務。48然而，我們從喜好、
外表、能力、性情、行為、法器、行業祖師等方面去分析，就能夠發現當中的「五
仙」能夠拼出一個完整的「濟公」來。如下：

人物

漢鍾離

藍采和

張果老

鐡拐李

喜好

呂洞賓

濟公

游山玩水 吃酒，最愛吃
下棋飲酒 肉。
(第一回)

外表

流浪漢

叫化子

叫化子的造型(第
二回)

能力

起死回

八寶伸腿瞪眼丸

生

(第二回)

醫藥渡

皇上賜字：
「普渡

世

群達」
(第二百三十三
回)

性情

詼諧

行為

法器

手搖蒲

幽默

邊唱歌邊行丐

唱山歌 (第二回)

似狂非狂

佯狂
寶葫蘆

扇

民間形象中：
葫蘆
蒲葵做的靜慈扇

47

劉孚華：《道教與民俗文學》
，﹙匇京：燕山出爯社，1993 年﹚
，頁 50。

48

劉孚華：《道教與民俗文學》
，﹙匇京：燕山出爯社，1993 年﹚
，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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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祖師

道情

狗皮藥

理髮業

膏

建築業、槓房、
磚窖等49

表格二50
馬曉密在《藍采各成仙的傳說》中提及：「道教的神仙，大多有真實的人物為其
所本，然後在這些真實人物的事跡之上添加附會，傳為神仙。流傳得久，名稱時
代再加稍加變化，便形成了神奇而豐富的神仙故事。」八仙和濟公的角色同樣有
一定程度參考歷史內容。他們都有在正史或道教史中出現過。如八仙中的呂洞賓，
他是民眾的保護神，其真實身份是唐末五代宋初的隱士，出身僑門。而濟公的真
實身份是道濟，一個南宋的高僧。只不過到後來，民眾就慢慢把道濟變成「神聖
化」的「濟公」。濟公擁有超人間性與人間性；神奇性與社會性的特質。可見，
濟公和八仙一樣，是道教中的人格神51——即指他們有神通智慧外，七情六欲52與
民眾無疑。同時，司馬承禎在《天隱子．神仙》中提出同樣的神仙觀念：「人生
時禀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
俗人，則謂之神仙。神仙亦人也。 」
「神仙亦人也」——司馬承禎認為神仙都擁
有民眾的特性，他們像凡人一樣，會追求自己所想所慾的東西。濟公游走於兩個
世界中，充當神和人之間的中介人，利用入世的手法，去表達出世的概念和價值
觀。正正因為濟公，這個神聖與庸俗的合體，令民眾與此信仰更加接近。
法寶和法術是神仙進入凡世的慣常方式。 53劉仲宇在《道教法術》指：「道教法
術是企圖借助於種種神秘手段控制鬼神世界，以及造成控制自身變化的方法。」
54

，而道教法術「大體可分成控制自身變化的修仙術、通靈術以及控制鬼神外物

變化的召役鬼神、變化外物之術兩大類。」。55
在《濟公全傳》中，濟公擁有各色各樣的法術。有時，他還能召喚神靈，驅走鬼

49

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
，
﹙匇京：中國華僑出爯兯司，1990 年﹚
，頁 271。

50

劉孚華：《道教與民俗文學》
，﹙匇京：燕山出爯社，1993 年﹚
，頁 54-58，117-119。

51

劉仲孙：《中國民間亯仰與道教》，
﹙台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兯司，2003 年﹚
，頁 2。

52

劉孚華：《道教與民俗文學》
，﹙匇京：燕山出爯社，1993 年﹚
，頁 62。

53

劉衛英：〈明清小說神授法寶模式及其印度文化淵源〉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2007

年 8 月﹚
，頁 36。
54

劉仲孙：《道教法術》
，﹙上海：上海文化出爯社，2001 年﹚
，頁 10。

55

劉仲孙：《道教法術》
，﹙上海：上海文化出爯社，2001 年﹚
，頁 353 。
94

怪。有次，濟公甚至召喚佛教知名護法神——韋馱出來，收伏邪魔。他又會利用
藏傳佛教的觀世音梵文咒——六字真言定神法「唵嘛呢叭咪吽」。以上兩項的法
術都屬於佛家的。而濟公更多的法術是屬於道教的。如搬運法、穿牆法(道教中
的「身通」)、指物變化和錦囊預言(道教中的「知盡未來際劫智神通」)。56
濟公身上的物件隨時都可以透過指物變化，變為捉妖法器，如草鞋「濟公說：
『你
這孽畜，膽大無知！』伸手把石子接住，又把草鞋脫下來，照定妖精打去，妖精
往旁邊一閃。濟公手一指，說：
『拐彎，拐彎。』那草鞋一拐，正打在妖精瞼上。」
(第六十五回)、僧帽「這帽子起在半懸空，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金光繞鐐，猶
如一座泰山，照老道壓下來。」(第一百五十四回)和僧衣「是人莫笑我這件破僧
衣，我這件僧衣甚出奇。三萬六千窟窿眼，六十四塊補釘嵌。打開遮天能蓋地，
認上袖袂一僧在。冬暖夏涼春溫熱，秋今時節蟲遠離。有人要問價多少，萬兩黃
金不與衣。」(第一百五十三回)
除了《濟公全傳》中提及的法器，在民間中，濟公的形象亦有道教神仙的色彩，
如手執靜慈扇和葫蘆。濟公的靜慈扇是由蒲葵所造成的，能夠驅邪除污；而葫蘆
則是盛酒器皿。在《濟公全傳》中亦出現過道教中的仙葫——老仙翁的寶物「我
這葫蘆經過四個甲子。無論什麼精靈裝在裡面，一時三刻化為膿血。你別看我葫
蘆小，能裝三山五嶽，萬國九洲。」(第一百五十四回)此處的仙葫正代表道教中
的無限。由此可見，不論文本中或民間中，濟公的法術和法器都是與道教神仙的
能力相約。
總括而言，在《濟公全傳》中的濟公，僧人身份可以說是糖衣包裝而已，真實內
56

王明德：〈濟兯亯仰研究報告〉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亯息網》
﹙2018 年﹚
，頁 23-24：「道家

也有六神通、十智神通之說。六神通者，一謂目通，能徹視洞達，坐見十方，天上地下，無有障
蔽，六合（東、西、南、匇與上、下）內外，鬼神人物，幽顯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視掌中；
二曰耳通，能洞聽天上地下，四陎八方，一切音聲，無不悉聞，人天禽獸，喧飛蠢動，一切眾聲
曉了分明；三謂鼻通，能曉百和寶香，分辨氣數濃薄差失、纖毫必記，四方上下，異域絕境，香
臭之氣，聞如陎前；四曰舌通，萬品眾物，合為一食，經舌悉知種類，分冸其味；五謂身通，能
飛行上下，履冰涉水，經山觸石，無望懾礙，分形散體， 千變萬化，形長仧於八極，短入於毫
微；六曰弖通，迥一切法，皆悉空淨。十智神通者，一謂善知他弖智神通，二曰無礙清淨天眼智
神通，三謂宿住隨念智神通，四曰知盡未來際劫智神通，五謂無礙清淨天耳智神通，六曰無體性
智神通，七謂善分離一切眾生言音智神通，八曰誕生無量色身智神通，九謂一切法智神通，十曰
入所有法滅盡智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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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本文認為是道教神仙。從不同方面分析，濟公整個形象都是大大偏向道教，
並非一向認知以及認定的佛教僧人。這個表裡不一的「濟公」出現的原因相信是
與明朝社會狀況有關。明朝明太祖崇佛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明代後來的皇帝——
明世宗、明神宗和明熹宗都是偏向道教的思想。57隨著明世宗去世後，道教開始
衰落。直至清朝初期，道教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因為清朝宗室大多數是信奉薩滿
教，入關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但對道教毫無興趣。58由此推測，實際上，作者有
可能是想宣揚道教的思想，但當時道教缺乏統治者的支持，而且風氣及勢力都走
向下坡。可見，作者想藉著風氣盛行的佛教作為宣傳手段，有了這個糖衣包裝，
就更容易吸引讀者的興趣，還能有意無意地將道教的思想注入讀者的腦海中。
3. 濟公身份出現轉變的原因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先生在書中曾提出，僧人擁有神通奇術其中的原因是
為了形象之戰﹙image-war﹚。59當中提及，明末民眾心目中的僧人形象很差。多
數人都只認為他們是逃稅者，而且，在社會上沒有任何功能和貢獻。僧侶沉迷於
世俗的慾望中，以乞討的碗和繃帶為掩飾，利用民眾同情，並且過著自私墮落的
生活。 60 可見，濟公與一眾類似的僧人，他們出現的目的就是為了形象之戰
﹙image-war﹚
，改變世人固有的概念，破解佛教一直以來的壞形象和誤會，證明
自己並不是消極避世，反而神通廣大，能夠幫助民眾應付生活上的困難。從而，
挽回自己的形象，吸引更多信眾。那些僧人出現是為了服務佛教，為佛教的形象
而爭戰，為其消取世俗的誤解。
本文在前部份已為濟公的身份作出定論——屬於道教神仙。由此觀之，被描寫為
活神仙的濟公，就是為了道教服務。濟公藉著佛教的外表，吸引讀者；暗地裡卻
為道教建立正面的形象。從濟公形象表達出，道教神仙才是看守民眾的日與夜，
保守他們各方面的發展，有害除害，有求必應。
57

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論》
，﹙匇京：宗教文化出爯社，2000 年﹚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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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論》
，﹙匇京：宗教文化出爯社，2000 年﹚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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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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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p. 143. ―perceive the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ritics to create an
image of the monk as a depraved tax-evader......Monk was enmeshed in worldly desire, a glutton and a
lecher who used the begging bowl and tonsure as disguise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his self-serving
depravities.‖
96

除了形象爭戰﹙image-war﹚外，轉化原因亦有宣傳作用。透過濟公這個形象，
從而宣傳道教教義，如濟公的性格、行為，以及其產生出來的信仰，都是宣傳道
教中的思想和價值觀。在〈道教神仙信仰的社会功能〉中亦指出，勸善是所有宗
教中的重要一環，而神仙信仰更是廣泛且深入地提倡揚善的行為。濟公這個神仙
信仰正正利用神異手段，吸引眾生，感化人心。61除了宣揚道教，簡單來說，濟
公的功能同時能夠作出教化的作用，單單為求導人向善。在《濟公全傳》中，濟
公幫助弱勢社群，懲罰作惡的人。濟公一方面作為學習的榜樣；另一方面，他宣
揚警惡懲奸、勸善黜惡的觀念。
濟公外表是佛教僧人，內涵卻是道教神仙。這樣的安排有可能是為了諷刺作用，
貶低佛教的看法。明末清初的僧侶十分腐敗，只有權力，沒有神聖。明朝的僧人
圓澄在《概古錄》提及「技藝百工，皆有憎在焉！」， 62指出人們成為僧人的原
因不是那麼單純，有些為了脫罪，有些為了與家人鬥氣，有些則是負債無還。而
且，在其他的明清小說中，僧人都是擁有著負面的形象。例如《僧尼孽海》
、
《斬
鬼傳》
、
《醒世恒言》中的〈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
《喻世明言》中的〈明悟禪師趕
五戒〉，以及《水滸傳》的僧人裴如海與楊雄的妻子通姦。可見，僧人與俗人無
異，有時更甚，他們道德沉淪，放縱肉體。在《概古錄》提及以上的僧人都是「不
經於學問」，「禮義廉恥皆不顧」。 63而濟公，某程度上，與以上的僧人一樣，他
們同樣表裡不一，不守清規，只隨心所欲，想喝酒便喝，想吃肉便吃。由此觀之，
濟公率性而行、肆無忌憚的性格是間接諷刺當時僧侶糜爛、墮落的生活。同時，
他反映出佛教出現嚴重「寺濫僧窳」的情況。64這與朱元璋擁護佛法，成祖皇護
佛，並且護僧65的舉動有所相連。
濟公信仰出現的原因有可能與社會期望有關。因為明末社會狀況不好，才會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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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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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時的民眾產生英雄想像，希望有「神仙救世」。66明末人民徭役甚重，賦稅出現
不公平的情況，而且豪強土地兼併，直接令農民破產。67對於商人來說，生存在
明末社會更是不容易的事。在明末時期，重本抑末，貴農賤商68這些觀念依然頑
固地存在。生活在被壓逼的社會當中，人民不得不只能祈求神力的幫助，救他們
脫離現世的痛苦。而道教的神仙信仰正正能夠應用於民眾生活、滿足他們的需求，
與民眾的信仰心理相契合69——對於民族興起或復興的願望和渴求。70

第四章：總結
文學世界中的濟公因受民間文學的渲染，形象多姿。他是「半僧半人」
、
「半仙半
凡」
，利用入世的手法，教導出世的思想。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濟公
既有神聖性，亦有世俗性；他既是僧傳中的人物，又是民間信仰的對象。「顛、
真、俗」三個特點為濟公奠下無可取替的民間地位。他活潑、新鮮的形象為俗世
帶來難得一見的救贖者形貌。
以往，學者都將其歸入高僧的行列；但研究過後，本文發現濟公更貼近道教神仙
的特質。站在道教角度去分析濟公形象，讀者更易明白他瘋癲背後的理由。他不
守清規、吃肉喝酒，與其他和尚形象截然不同。事實上，濟公是道教所創造出來
的產物，借機諷刺佛教。濟公神通廣大的能力暗藏著道教的文代和思想。不論在
行事為人，名字、法器、法術等方面都充滿道教的色彩。正正因濟公這層神秘的
面紗——看似佛教，原是道教的感覺，令民眾都被濟公的魅力所吸引。另外，濟
公「亦仙亦友」的形象深入人心，既是神聖，但又甘於平凡，服務民眾。他體諒
人民的需要和軟弱，不計前嫌，視眾生皆平等，視民眾的需要為己任，視助人脱
苦為本份。綜合以上種種解説，就能解釋濟公能成為小說主角和民間信仰的對象。
濟公信仰因有歷史助證，並且符合民眾的心理需求，直到現在，依然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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