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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在華人文化與宗教中的觀念與儀式初探

張珣 *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一語道盡錢的威力無比，這句話可以用在此世（陽

間），也可以用在他世（陰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指出人們在陽間用錢交換貨物，

而「進錢補運」與「寄庫」儀式則指出在陰間也可用錢換取運氣或壽命。先秦已經有

錢幣的使用歷史，讓錢的象徵意涵與實質作用滲入華人生活各層面，而且也反映在華

人宗教信仰與儀式上，各式各樣的「紙錢」被運用在各種祭祀禮儀之中。華人文化中，

各地的儀式與概念皆有不同，本文選擇人類學中相關著作進行回顧，並透過臺南與海

南島兩地進錢補運與寄庫儀式，佐證華人民間信仰中的金錢與命運的交換觀念。

一、前言

二十世紀初期，民間信仰在兩岸都歷經現代化過程而有不等的改革。在中國更因

文化大革命而被掃蕩得更徹底，而臺灣方面，除了要求民間信仰的廟宇、管理委員會、

信徒要向政府登記，廟宇財產要公開，儀式也盡力求簡約不要浪費。進入二十一世紀

臺灣更以環境保護名義要求減少燒香燒金紙放鞭炮，或以噪音管制法來管理放鞭炮或

是廟會的噪音，或以動物保護法管制殺豬公數量以及以不人道方式餵養豬公。2017年

7月 23日，因為臺灣政府減香 /滅香運動引起民間信仰廟宇人士擔憂，而串連全台 98

所宮廟與眾神前往總統府前抗議，號稱「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遊行」、其口號有「政

府有時，香火萬年」、「寶島無香不美麗，信仰滅火無熱情」等等。

筆者討論過燒香的宗教儀式內涵（張珣 2006a, 2006b），本文僅集中在討論紙錢。

歷經現代化之後，不只臺灣民眾依然需要燒化紙錢，燒化紙錢也逐漸在中國大陸恢復，

甚至世界各地華人社區均可見到，因而值得加以研究。對比之前，旅法台籍紙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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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侯錦郎曾在其 1975年書中說，燒紙錢在大陸被禁止，然而臺灣仍在使用的紙

錢有兩百多種，美稱燒紙錢是臺灣認同的表現（轉引自 Blake 2011:15）。我們可以理

解臺灣民間所發起的 2017年的抗議遊行，以及民間信仰在兩岸之間的波折命運。

除了紙錢，華人宗教使用的紙製供品還有很多型式，例如符令、剪紙、紙紮、年

畫、紙糊、甲馬神馬及紙人替身等等。其使用目的有作為祭祀犧牲、或裝飾、或神像

替代品、或禮物，或供品用。因此，如果全面性地討論紙製宗教物品，不同的學者可

以採取不同角度觀察，有以之為社會生活的反映、有以手工藝術表現視之、有以迷信

風俗視之、有追溯其歷史演變者、有踏查其各地民俗異同者，不一而足。

本文企圖討論華人世俗與宗教用錢之間所可能具有的一種連續性，所以暫不討論

其他紙製宗教用品。本文先舉例說明，華人社會無所不在的金錢概念，和華人宗教觀

念與儀式中的燒紙錢觀念，二者之間有著延續的關係，再說明社會生活中的金錢與儀

式生活中的紙錢具有互相轉換與增減生滅的可能性。

二、華人生活中無所不在的金錢

早在現代歐美資本主義橫掃全球之前，中國人的生活中就充滿了金錢交易以及累

積資本的觀念與作法。

（一）弗理曼的觀察

英國已故人類學家Maurice Freedman (1959) 早年旅居新加坡時，發現東南亞的華

人有如歐洲的猶太人，都是天生善於經商功於算計的民族。移民到東南亞的華人都是

在中國原鄉的農民或工匠，但是憑著勤勞奮鬥，很多都在東南亞成為殷實富商。他發

現華人不是囤積金錢的人，只要不需急用的錢，華人就會拿去借貸或投資，有的人會

拿錢去批貨販賣來做生意，有人會拿錢去購買土地以累積不動產，有的人會投資教育，

讀更多書，以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擠身進入仕紳階級。即使是一筆很小的錢，華人

都會拿去孳生利息。華人在原鄉就學會這種金錢投資與再利用的技術，而不是在東南

亞學到的。

Freedman引述更早之前，在福建的傳教士 Rev. J. Macgowan觀察到華人一輩子都

處於借貸或放貸的情境中。每個人的一生都隨時在借貸與放貸中，一個人可以同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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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者也是放貸者，一手借貸一手放貸，賺取其中的差價。總之，借貸也是為了讓金

錢長出更多金錢。窮人可以借貸，等他有一點小錢，他也可以放貸給更窮的親友。借

貸並不可恥，放貸也不可恥，每個華人終其一生都在與周遭的人發生金錢上的關係。

放高利貸的人並不是一群特別階級的富人，而是每個人都可能是放高利貸的人。只要

有兩個閒錢的苦力或是婢女，都會將錢拿去借人孳生利息。好似中國的國土之內的每

個人都是金錢的算計高手，一輩子都處於放貸款時間中，一輩子都在算計如何還債或

借貸。而如第三節我們會討論的，即使歷經一輩子還債，華人還是積欠天曹地府的錢。

亦即，一輩子還不清人間的債務或是陰間的債務。也因永世都還不清的債，而讓人可

以世世輪迴，投胎做人。

Freedman注意到在新加坡的華人一生當中也都會參加幾個標會。幾個好友或同事

在一起，就可以起個會，讓其中一位朋友籌到錢，以便結婚、辦理喪事、蓋新房子，

或是充當遠行的盤纏。總之，人生當中不愁沒錢辦事。只要起個會，即可以籌到錢，

擔心的是如何以債養債，如何周轉。起會可以是需要用錢的人本人，也可以是替別人

起會。大家互相輪流標會，以便拿到利息。急需用錢的人，早一點標會，拿到錢，可

以不怕人跑會，但是必須付出較多利息。不須用錢的人，晚一點標會，可以拿到更多

利息，但是有被跑會的風險。即使是不識字的販夫走卒，都可以在生活中學會這套標

會的算計與利息資生方法。就在這起會與標會的小型金融技術當中，華人也學會了融

資、風險與作生意的技術。亦即，每個華人都知道錢是活的，債務是還不完的，舊債

結束，又可以另起一個新債。人一生就是處於新債與舊債之間的循環當中，人與人之

間也是綁在互相欠債、借債、還債之中。可以說，人情就是債務。許多人故意不還清

債務，以便永遠與人有來往。華人似乎樂此不疲，每個人都在玩金錢遊戲，他們不是

市儈，而是市井小民的生存之道。

Maurice Freedman的結論是，華人的金融（標會）技術有三個前提是：1.追求財

富與金錢是令人尊敬的，而不是齷齪骯髒的事情。2.政治相對穩定，不會將個人財富

充公。3.親朋好友之間相互的信任與對金錢經營的肯定 (Freedman 1959:65)。

（二）葛希芝的「華人資本主義」觀點

美國女類學家葛希芝 (Hill Gates，1987)進一步從華人對金錢與紙錢的觀念與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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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出「具有華人特色的資本主義」。她調查的對象是臺灣的鄉鎮攤販店家、都市的

店舖老闆、工匠師傅及小型廠商等中小企業人士，這些人深具中國文化長遠的經濟交

易技術與金錢交換世界觀。相對於世界上許多民族認為金錢帶來罪惡與墮落，有錢使

人沈溺於物質享受或道德淪喪，很多外國人驚訝於華人對於金錢幾乎是抱持正面的態

度。華人的生活中幾乎離不開金錢話題，金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包括婚姻、子女與

宗教救贖。

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的，金錢在華人生活中可以用來購買貨物、換取勞力，是

滿足生活的必須品。但是與其他民族不一樣的是，金錢更經常被華人當作重要的禮物

而運用在各種場合與人生重要節日。小孩滿月，壽星生日，結婚紅包，喪禮白包，遠

行或入伍從軍時，探望病人時，慶祝小孩學業畢業，都可以送錢當作禮金，其用意可

以是祝賀，也可以是厭勝與避邪，有如新年除夕夜的壓歲錢。大家送錢或是收錢時，

一點也不難為情，絲毫也不尷尬，而是堂而皇之地數錢，甚至是討價還價，錙銖必較。

華人結婚時，女方給嫁妝，男方給聘金，雙方可以事先討論聘金數額，甚至常因

為雙方對聘金意見不合而影響婚禮的舉行。好似聘金比男女雙方的愛情更重要。事實

上，聘金代表男女雙方對彼此的感情深淺，聘金也代表雙方家族的面子大小。聘金更

像是一筆新娘的買賣錢。新娘父母要求聘金除了是回饋父母養育的酬勞之外，還包括

新娘未來工作的收入。如果新娘年歲長大，工作多年，孝養父母多年，聘金可以少一

些。如果新娘年紀尚輕，未入世工作，未孝養父母就要出嫁，聘金要多一點，以賠償

父母。如果新娘貌美其聘金要多於長相平庸者。

（三）當代的田野調查

另據筆者（張珣 2000）調查，1950年之前，臺灣有養女習俗，小女孩可以送給

別人家當養女或養媳，甚至是婢女，換取到數額不等的金錢。無法生育的家庭可以將

一筆稱為「哺乳錢」的金錢給子女眾多的窮苦人家，以收養其子女。鴇母年老時，買

一個小女孩來照顧她自己或是傳承衣缽。經常聽到對婦女的斥責就是「賠錢貨」，好

似婦女是可以買賣的貨物。鄉村地區或是窮苦人家不乏買賣女兒或妻子的傳聞。臺灣

報章雜誌經常報導女兒或是出於自願，或是應父母的要求，犧牲自己的幸福，賺錢給

兄弟讀書或是經商，以之為孝順父母的方式。雖然臺灣法律已經讓女兒可以合法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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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財產，但是多數女兒不敢回娘家與兄弟爭產。多數女兒認為父母養育之恩比天大，

父母給予自己一個身體，一個生命，已經是無法回報的恩惠，不敢奢求財產繼承。

美國人類學家 Sulamith and Jack Potter夫婦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進入廣東進

行田野調查，看到華人的孝心也用金錢來衡量，讓他們驚訝不已（Potter and Potter 

1990：193）。女兒對父母來說，是遲早要嫁出去的外人，因此養女兒是賠錢貨，女

兒未婚之前，所有工作賺來的錢悉數要交給父母，以回報父母生養之恩。女兒對父母

的孝心深淺就以給出的金錢多寡來衡量。兒子長大不賺錢，也會被稱為不孝子。子女

按月拿錢奉養父母，父母按月向子女索取金錢，雙方一點也不尷尬。華人認為「養兒

防老，積榖防饑」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父母每天都可以對子女做

這樣的教訓，讓子女學習到父母的付出，將來是要回報的。最實際的回報就是金錢，

比起嘴巴上說的孝順，金錢還是最實際的。父母會在幾個子女拿回的錢數之間做比較，

評價哪一個子女比較孝順。父母子女之間經常以金錢多少來衡量彼此的感情。

可以說，金錢滲入華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只是在公的場域，如雇傭或買賣契約關

係中，以金錢來計算交易，如同在商言商，錙銖必較，不過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而

已。即使是在私的領域，如家庭親情、一般社會人際關係，乃至個人情緒，也經常與

金錢分不開。所謂「親兄弟明算帳」，親友之間清楚算帳並不減損彼此感情。所謂「有

借有還，再借不難」，反而可以長久交往。外國人以為華人愛面子，家族主義勝過個

人主義，殊不知，在金錢方面，華人可以「人若不私，天誅地滅」。只要是「取之有

道」，賺錢並非壞事。

（四）華人金錢中的公與私

傳統中國家族財產有公私兩份，大家族未分家之前，有一份公帳，是全家族的收

支與開銷；另外，各房有一份私帳是自己的收支與開銷。例如《紅樓夢》賈家王熙鳳

主掌公帳，各房另有私帳。未分家之前，家人所賺金錢都入公，分家之後，則「兄弟

登山，各憑本事」。「分家」是析分公有家產，分家之後，則各房各自擁有財產。家

族則仍擁有祖墳、宗祠或祖田等公產。分家之後的各房可以開始累積人丁或財產，又

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公產與公帳，開始一個新的循環。相對於祖業的公產與公帳，族人

可以共用不分，對於各房的私產與私帳，彼此則精打細算互不相讓。因此，華人在從



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256

小長大的家族人際關係中，即已經學會財產與金錢的公私兩面性。「公」與「私」並

非恆常不變的兩筆金錢或財產，而是階段性、循環性的交替出現。「公」是一個人生

命與身體所來自的大家族，「私」則是一個人長大之後，勢必離開父母自立門戶的過

程，無奈傷感卻又必然。無「公」則無「私」，反之亦然，無「私」亦無「公」，二

者相生相剋，有如陰陽。

荷蘭漢學家 J. J. M. De Groot（高延）研究十九世紀華人移民婆羅洲的公司制度，

發現華工組成各個「公司」，如「義興公司」、「九龍公司」、「蘭芳公司」、「三

發公司」等等，以各個「公司」的名義在海外耕種或開礦置產。華工每個人繳交一定

數額的金錢湊集成一筆基金，成立公司，公司亦即大商業集團，有如在中國原鄉的村

社組織。公司內的成員人人平等，有能力服眾者，為老大為首領。眾人繳交之「份錢」

保存在相當健全的股份制財庫中，遇有緊急時刻可以借貸，老死異鄉時，可以埋在義

山，也可以借貸帶骨灰回原鄉。正因為有此一互助合作的公司，所以源源不絕的移民

敢於跋山涉水遠赴南洋，賺取外匯回鄉（高延 1996）。

如同家族財產有公私之分，華人村社組織或是商會公司制度，也可以設立有公財

產，每人繳交一份基金成立財庫，彼此為公共財庫打拼，其所獲利多過於也快過於個

人打拼。個人可於公財庫中借貸，亦須如期如數還債，以不傷眾人利益。為了彼此長

久利益，大家共同遵守契約，並互相約束，無須國家或法律的外在監督。是以，傳統

華人在家族、村社組織、公司制度之中均可以學習到公有與私人雙重財產之治理，也

學得公私財產之間疏通互利之理。筆者以為華人從小學會此一公私財產的管理知識與

交換技術，是本文第三節描述人出生之時，向天曹地府借貸觀念的文化邏輯與基礎來

源。

三、宗教儀式中的金錢與紙錢

讓外國人驚訝的是，不只是男女感情、婦女可以用金錢來計算與交換，甚至神聖

的宗教儀式也處處充滿金錢的影子。其中，尤其以紙錢很早就吸引研究宗教的日本民

俗學者（增田福太郎 1935），臺籍學者（曾景來 1938），或是歐美人類學家（Doolittle 

1865, Dore 1914 , Wolf 1974, Gates 1987, McCreery 1990）注意。在人類學分析理論

上，可以採取功能論，或象徵論，或結構論，或歷史唯物論，或現象學存有論（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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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4）。本文採取的是人類學的結構論，視宗教觀念為社會生活的反映，紙錢的

使用邏輯反映出帝制中國錢庫與稅收的制度。此一論點或有其不足之處，但是筆者以

為是目前廣為多數學者接受的論法。

（一）真錢與紙錢一起使用

很多人都可以觀察到，華人祭祀時，真錢可以奉獻給廟宇，可以賞賜給戲班，可

以在廟裡購買香燭，可以付錢給神職人員執行儀式。信徒還願時，可以贈送神明金牌，

喪禮中將錢幣丟到棺材上，祈願人丁興旺。婚禮的新人床上也可以放一些錢幣，祈願

生丁好運。除了真錢之外，宗教儀式中更多是需要紙錢，香爐用紙錢來墊高以示尊敬，

神轎用紙錢來隔離地面以免污染，神豬口咬紙錢以示敬神，乩童燒紙錢並以之淨化神

壇。可以說宗教儀式中，真錢與紙錢都需要用到，也都不避諱大方用錢。相對於西方

文化視錢為齷齪骯髒不道德的物品，更不可進入神聖宗教儀式中，錢在東西文化之差

異，有如天壤之別。

（二）紙錢的簡史

根據蕭登福（1997）、黃清連（2005）等人之考據，古代貴族墓葬有埋玉幣、玉帛、

漢代瘗錢的習俗。漢初，銅錢供應有限，若干墓葬曾使用泥製冥錢代替。漢末，銅礦

產量更為減少，到六朝時期的南朝，許多墓葬出土有不少錢文磚，以代替錢幣隨葬。

紙錢的出現必須在造紙技術成熟之後才有。考古發掘證實，公元前二世紀，漢

初已有紙，東漢宦官蔡倫是紙的改良者，東晉之後，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說明公元四

世紀應該是紙轉為普遍使用的時期。至於宗教用紙錢，初期僅流行於民間，唐玄宗

時，逐漸進入帝王祭典中，成為君民共用之習俗。宋人逐漸認為紙錢比真錢更適合

給陰間使用，且一定要經過燒化，陰間才能收到。唐僧道世《法苑珠林》提到「剪白

紙錢，鬼得銀錢用，剪黃紙錢，得金錢用⋯良由人鬼趣殊，感見各別⋯」（黃清連

2005:189）。

（三）紙錢的種類

華人拜神、祭祖、祭鬼都要用到紙錢。燒給神明的紙錢稱為金紙，燒給祖先與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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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紙錢稱為銀紙，祖先的是大銀，鬼是小銀（李亦園 1978：129）。依照吳雅士（Arthur 

Wolf 1974：179-181）神、鬼、祖先是華人民間信仰的三個主要範疇，恰可吻合紙錢

的三個範疇：金紙、小銀、大銀。神最高位，祖先其次，鬼最低位。祖先與鬼範疇接近，

都使用銀紙。當代臺灣民間的紙錢可以區分為，給玉皇大帝的是天公金。給天上聖母、

關聖帝君等高階神明的是壽金，掛金，福金。低階神明如福德正神是福金與掛金。給

祖先的紙錢有大銀與庫錢，燒給鬼的有小銀，經衣，甲馬等。在臺灣的祭解或補運儀

式中，還會用到更多種形式的紙錢。

雖說神、鬼、祖先三個範疇各有其應用之紙錢，筆者在新竹調查時，觀察到不乏

有歧出的個案，信徒可以燒金紙給「聖媽廟」，或是「王先生廟」，此二者均為無主

孤魂，照理應該燒銀紙，但是信徒基於諂媚或提升其鬼地位為神而燒金紙。

（四）歲時祭儀與生命儀式，須用各種紙錢

從大年初一到臘月三十，當中有各個節日，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除

夕等等，這些歲時祭儀須用到紙錢拜神，拜祖先，或祭鬼（阮昌銳 1982）。我們在臺

灣各地均可見到，在此不贅述。

人的一生有許多生命禮儀也需要燒化金銀紙。當代臺灣由於家庭都市化變遷，比

較少見。在古都臺南，仍然有一些講究的人家，會舉行傳統生命儀式：

1.出生儀式中，包括有「三朝」：嬰兒出生之後第三天向神明、床母與祖先秉告，

神明以壽金，床母以床母衣，祖先以大銀。「滿（彌）月」：嬰兒出生滿月，準備油

飯祭拜神明與祖先，神明以壽金，祖先以大銀。「做四月日」：小孩出生滿四個月，

祭拜神明與祖先，神明以壽金，祖先以大銀。儀式之後，小孩可以照鏡子，可以帶出

門。「週歲（度晬）」小孩出生滿一年，祭拜神明與祖先，神明以壽金，祖先以大銀。

「掛絭」：嬰兒出生之後，父母向七娘媽，或其他神明祈求絭牌來帶在身上，稱為「掛

絭」。每年七月七日七娘媽生日或神明生日時，換上新的紅線或絭牌，稱為「換絭」。

待小孩十六歲成人，在神明誕辰時，除去絭牌稱為「脫絭」。祭拜七娘媽與床母時，

以壽金加上床母衣。祭拜神明則用壽金（施晶琳 2008）。

2.滿十六歲舉行「成年禮」，亦即「做十六歲」儀式，要祭拜七娘媽，床母，有

些人家還會加做「謝天公」，以感謝眾神明的保佑。祭拜七娘媽與床母時，以壽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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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床母衣。拜天公則用天公金，黃高錢，壽金等。

3.婚姻儀式中，簡化成「小聘」、「大聘」、「結婚謝天公」、「拜堂」等儀式，

女方與男方家中都要祭拜神明與秉告祖先，所用紙錢如進獻給天公以天公金，神明以

壽金，祖先以大銀。

4.人的一生難免生病或遭遇厄運，醫石罔效時，到廟宇中請法師或道士舉行「祭

解」、「補運」儀式（詳見張珣 2008）。其中驅邪制煞的「謝外方」小法儀式會用到

多種「外方紙」。

5.喪葬儀式：人剛死亡，要燒「腳尾錢」給死者，往陰間沿途買路費用。棺材運

到家之後，家人要圍成一圈燒化「隨身庫錢」，讓死者在陰間地府還債。封棺大殮之

後，家屬每天要拜飯，燒紙錢。滿七日或百日之後，改為初一、十五晨昏，各拜一次飯，

燒紙錢。對年（滿一整年）之後，才不再個別拜飯，而是將新亡者的香灰合進祖先大

爐（稱為合爐）之後，與祖先一起於年節祭拜，燒化紙錢。傳統家庭還有「做七」或「做

旬」的祭拜亡魂，拜飯與燒紙錢。比較講究的家庭在「做旬」時，延請僧道，做功德，

還庫錢。

我們常在臺灣鄉間，看到街頭巷尾在做喪葬儀式時，最後一家人圍著一個火圈，

裡面燒著大把大把的庫錢。乃因民間相信人出生之時，向地府十二庫官借錢投胎，死

必還之。還清之後，才可以順利超生。華南與臺灣有行「撿骨」二次葬的地區，祭祀時，

也需燒化紙錢給死者以及土地公。

甫於 2017年來臺清華大學客座講學的美國人類學家 John McCreery，是於 1973

年取得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當年他在臺灣的調查，也看到田野地點的人家燒

化大量紙錢給新亡者，以替亡者償還在陰間的債務 （McCreery 1990）。

四、「進錢補運」與「寄庫」儀式

從燒化給亡者的庫錢，我們可以開始討論「進錢補運」與「寄庫」儀式。

（一）侯錦郎的研究

前述旅法漢學家侯錦郎，很早就對進錢補運儀式做深入的研究。他到法國留學原

想鑽研藝術史，然而，幼時在臺灣的成長經驗中，接觸到五花八門的道教紙錢，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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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戀不已，收集有兩百多種的紙錢樣本，讓他轉而探討紙錢的相關概念與儀式。他的

博士論文爬梳了考古學上的紙錢出現過程，各朝代紙錢的使用歷史，紙錢的設計圖案，

紙錢的製作過程，紙錢在儀式中的用途等等。由於論文中，對於本命觀念與進錢補運

儀式做了深入的討論，引起道教學者 Isabelle Robinet（1976），Anna Seidel（1978）

為其做書評，也啟發 Hill Gates（1987）寫〈給神明的錢〉一文，是道教研究中一個很

重要的議題。在比較宗教學來說，是一個研究人神關係的重要切入點。對人類學來說，

也是一個深富金錢文化比較研究的議題。

補運與改運儀式，在今人許多道教學術著作中均有提及。侯錦郎除了博士論文討

論進錢補運儀式，還在論述華人的星命信仰時，說病人需要延請道士向本命太歲星進

錢以補運，道士要念〈進錢咒〉，燒紙錢以贖回本命（Hou 1979: 202）。

（二）更多人的進錢補運研究

李豐楙考察閩粵移民渡臺之初，也將故鄉的「改運」、「補運」儀式帶到了臺灣

（李豐楙 1995）。吳永猛、謝聰輝也針對澎湖、臺灣信徒求平安、延年益壽的「安太

歲」、「進錢補運」、「祭解改運」等儀式做了解釋（吳永猛、謝聰輝 2005:263）。

留學法國的道教學者許麗玲，也寫過臺北市大稻埕媽祖廟的「補春運」儀式（許麗玲

1999）。

施晶琳寫過臺南臨水夫人廟祭解儀式中的進錢補運段落（施晶琳 2005）。筆者在

臺北市保安宮觀察祭解儀式中，也看到必須先有進錢補運段落，再繼續「送外方」制

邪（張珣 2008）。顯見，進錢補運可以單獨做，也可以是包裹在祭解儀式中的一環。

在臺南，當人有疾病或災厄時，可到廟宇舉行進錢補運儀式。可向天曹、地府、

水府（天地水三官，三官大帝）進錢，所燒化的是天庫與天錢、地庫與地錢、水庫與

水錢，三類六種紙錢，通稱為「補運金」（施晶琳 2008：69）。1該儀式祈求延命益壽，

身體無災殃病痛，以躲過災厄。

依據臺南妙壽宮小法團所稱，所有的進錢儀式一定要向天曹進錢，或稱「進金」、

1 在祭拜玉皇大帝、地藏王菩薩、東嶽大帝、水仙尊王時，也可以使用天庫天錢、地庫地錢、
水庫水錢。但施晶琳未說明此時是補運？或純粹將紙錢當供品給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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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曹」。至於是否向地府與水府進錢？則向廟宇主神擲筊決定，視信徒的八字與

流年，再個別決定是否需要進錢。進給天曹的金紙有太極金、財子、運金、壽金四種。

進給地府或水府的紙錢，則有財子、運金、壽金三種。太極金給玉皇大帝，財子與壽

金給神明。運金則是補運用（張珣、洪瑩發 2012：22）。在下一節，筆者將以道教經

典作說明，何以人生病或遇災厄時，需要向本命太歲星君或天曹進錢呢 ? 

（三）寄庫與庫錢

在臺灣，有人死亡時，家屬會燒庫錢給亡者。庫錢是銀紙的一種，而稱之為「寄

庫」或「還庫」，是給地府，是用來還債，以償還受生時，借貸身體之債務。寄庫儀

式在中國並不陌生，徐宏圖、項銓（1996）記錄了浙江縉雲縣船埠頭村的寄庫儀式。

陳怡君（2007）紀錄浙江大陳島的燒庫屋習俗。

向地府燒化的庫錢，可以供新死者、祖先或舊亡魂在陰間使用。庫錢還可以是在

「做旬」時，一起做寄庫、還庫、繳庫、填庫使用。張懿仁（1996）提及在臺灣印製

紙錢大本營的苗栗地區，還可以區分「公庫錢」、「私庫錢」。但是臺南地區則不加

區分，所用庫錢只有一種（施晶琳 2008）。

「買命錢」也是一種銀紙，每卷上面印有六枚古代銅錢，每一捆代表價值是一百

萬元，一大捆價值一千萬元。燒化買命錢目的，則是增加祭拜者的壽命。

人在生時，要進錢之外，死後還是要還錢還債，這是兩筆不同意義的錢。進錢補

運的金紙錢是給天曹地府，是進獻祈求或是賄賂的意涵。人剛死時，或是死後多年要

還庫錢，則是還債的銀紙錢，是償還受生者的身體與本命的債務錢。Gates文章未加

區分給天曹或是地府的錢。施晶琳調查臺南造紙業，給予不同紙錢的照片與製作過程，

讀者才比較可以區分，進錢補運使用的紙錢其形式樣貌與庫錢完全不同。但是依據筆

者 2012年在海南島定安縣玉蟾宮元辰殿調查的資料，人（信徒）要向天曹地府二者

都要償還，可於一次儀式中一併燒化償還，其紙錢形式樣貌是一樣的。另外，蕭登福

以為「天曹庫」是在陰間，並不是在天上（蕭登福 1997）。這些都有待未來研究者深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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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錢換命，以錢買命

何以民間相信當人生病或遇災厄時，需要向天曹進錢呢？何以人死後，要燒錢給

地府還庫？何以人出生之時，要同時向天曹與地府借貸本命與身體？這些問題，我們

來看道教經典的說明。

（一）《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道教《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開宗明義說：

受生之時，五斗星君，九天聖眾，注生注祿，注富注貧，注長注短，注

吉注凶，皆由眾生，自作自受。

繼而說：

若復有人，能知根本，但遇三元五臘，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

隨力章醮，供養五方五老，乃吾化身，注生聖眾，五斗星君，本命元辰，

醮獻錢財，以答眾真，注我生身，得生中國，得遇大道，蔭祐之恩，當

生之時，天曹地府，願許本命錢。且甲乙生人，命屬東斗，九氣為人，

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九萬貫文。丙丁生人，命屬南斗，三氣為人，

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三萬貫文。戊己生人命屬中斗，一十二氣為人，

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一十二萬貫文。庚辛生人，命屬西斗，七氣為

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七萬貫文。壬癸生人，命屬北斗，五氣為

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五萬貫文。

繼而列出；

「十二本命，十二庫神

子生之人第一庫中，辰生之人第二庫中

申生之人第三庫中，亥生之人第四庫中

卯生之人第五庫中，未生之人第六庫中

寅生之人第七庫中，午生之人第八庫中

戊生之人第九庫中，己生之人第十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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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生之人第十一庫中，丑生之人第十二庫中」

最後說明：

乃是生人，各有財祿命庫，若人本命之日，依此燒醮，了足別無少欠，

吉德見世安樂出入通達，吉無不利。

從上引文可知，臺灣廟宇進行進錢補運儀式時，乃依據道經所說，人出生時，天

曹地府願許本命錢，若能於本命之日燒化紙錢還債，則可得吉利，可免除病痛。因此，

生病時，或醫藥罔效時，只能改運或補運，以求本命太歲星或天曹庫官延緩還債日期。

（二）《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

另據《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

天尊言，十方一切眾生，命屬天曹，身繫地府。當得人身之日，曾於地

府所屬冥司，借貸祿庫，受生錢財，方以祿簿注財，為人富貴。其有貧

賤者，為從劫至劫負欠，冥司奪祿，在世窮乏，皆冥官所剋陽祿填於陰

債。是使貴賤貧富苦樂不同。

人之生身，向十二值年官曹借錢，官曹姓屬如下：

子生人欠錢一萬三千貫屬第一庫曹官姓李，

丑生人欠錢二十八萬貫屬第二庫曹官姓田，

寅生人欠錢八萬貫屬第三庫曹官姓雷，

卯生人欠錢八萬貫屬第四庫曹官姓柳，

辰生人欠錢五萬貫屬第五庫曹官姓袁，

巳生人欠錢七萬貫屬第六庫曹官姓紀，

午生人欠錢二十六萬貫屬第七庫曹官姓許，

未生人欠錢十萬貫屬第八庫曹官姓朱，

申生人欠錢四萬貫屬第九庫曹官姓車，

酉生人欠錢五萬貫屬第十庫曹官姓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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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生人欠錢二萬五千貫屬第十一庫曹官姓戊，

亥生人欠錢九千貫屬第十二庫曹官姓亢⋯⋯ 

繼而開演十二所屬元辰姓名錢數：

子生人本命元辰劉文真當得人身許錢七千貫，

丑生人本命元辰孟侯當得人身許錢九千貫，

寅生人本命元辰鐘元當得人身許錢六千貫，

卯生人本命元辰郝元當得人身許錢一萬貫，

辰生人本命元辰李文亮當得人身許錢六千四百貫，

巳生人本命元辰曹交當得人身許錢一千貫，

午生人本命元辰張巳當得人身許錢九千貫，

未生人本命元辰孫恭當得人身許錢四千貫，

申生人本命元辰杜準當得人身許錢八千貫，

酉生人本命元辰田交佑當得人身許錢五千貫，

戌生人本命元辰崔漸進當得人身許錢五千貫，

亥生人本命元辰王爽當得人身許錢六千貫⋯⋯

根據上述道教兩部經文所說，「欠錢」與「許錢」兩個詞彙具有不同意義。筆者

在海南島的調查，受生債計算表將其解釋為「受生借款」與「助生謝恩」兩個不同意

函，可於同一個儀式中燒紙錢償還。在臺灣則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儀式。生人可以進

錢補運，亡者則做寄庫儀式。

其次，這兩部道經文內，所述應許本命錢數目不同。依據道教學者蕭登福 (1997)

考證，兩部道經出現時代應為唐中葉。蕭登福認為兩部經典都製造於中唐前後，時間

相近，互相不知對方造經，以致於內文有異（蕭登福 1997：104）。依照《靈寶天尊

說祿庫受生經》經文所說，人受生之時，向天曹地府借錢，天曹十二庫管命，地府

十二庫管身體。也因此在臺灣做進錢補運儀式時，可以區分向天曹進錢，或是向地府

進錢。而還庫錢時，僅稱所歸還者為地府的身體錢，並未提及償還天曹的本命錢。從

張懿仁、施晶琳等調查，似乎只要歸還身體受生債務，無須歸還本命債務。人出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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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本命，並非借債而得，無須還債務。另外，張懿仁依據《道士文檢》其曹官姓氏

與道經《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所載有些許出入，所繳交庫錢數目亦有出入。施晶

琳依據臺南道士口訪，亦與道經記載有所出入。這些是因為地區差異或是道教教義分

歧？有待未來研究。

筆者於 2012年在海南島定安縣玉蟾宮元辰殿，紀錄到「受生債計算表」乃將「五

斗十天干助生謝恩銀錢」、「十二地支屬相助生謝恩銀錢」、「十二地支屬相受生借

款銀錢」三者合計而一併填還，其數目與庫官姓氏則完全依照道經所記載。說明依據

兩部道經經文所說，天干本命錢，地支助生錢與地支受生借貸錢，分別是三筆。三筆

都必須償還。不區分金紙錢或銀紙錢，也不區分紙錢燒化的去處是天曹或地府。

（三）《佛說壽生經》

卍新纂續藏經有《佛說壽生經》，是臺灣某些佛教寺院為亡者燒化紙錢作法的依

據來源。

貞觀十三年有唐三藏法師往西天求教，因檢大藏經，見壽生經一卷，有十二

相屬，南贍部洲，生下為人，先於冥司下，各借壽生錢，有注命官，抵揖人

道，見今庫藏空閒，催南贍部洲眾生交納壽生錢。⋯⋯不納壽生錢，睡中驚

恐，眠夢顛倒，三魂杳杳，七魄幽幽，微生空中⋯⋯納得壽生錢，免得身邊

一十八般橫災⋯⋯今生早燒壽生錢三世富貴，今生不燒，三世貧賤，後世難

得人身，縱得為人瘸手瘸足，無目跛腰痴聾喑啞，衣不蓋形食不充口，被人

輕賤。若早燒壽生錢，注衣注食，注命注祿，⋯⋯

此部佛經與前兩部道經有許多差異之處，1.佛經《佛說壽生經》中未曾言所欠壽

生錢數目，與道經極大不同。2.未曾細數十二庫官或其姓名，經中所隱含之國家與祿

庫觀念比較稀薄。3. 言明信徒若看《金剛經》、《壽生經》能折本命錢，可証佛經法

力之大。4. 細數十八般橫災，與其他佛經類似。5.明列諸天菩薩摩訶薩名稱。假託佛

說，其實經文內的一些重要觀念，諸如三魂七魄，青龍白虎星宿，北斗七星，應該都

是中國傳統觀念，而非佛說。筆者同意蕭登福考證佛教「壽生經」是在這兩部道經之

後所造。時間也大約在中唐前後期（蕭登福 19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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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歷史學者黃清連考證，紙錢的使用應該先在民間信仰出現，早期佛道兩教

經典很難找到使用紙錢之記載，唐代中期紙錢普遍使用之後，佛道兩教受到民間習俗

影響，而相繼有燒紙錢的做法（黃清連 2005:220）。可以說明佛道兩教經文都是唐代

或是唐代之後的作品。而民間燒紙錢則遠遠早於唐代。

（四）儒釋道三教的融通與家族主義

最早，紙錢僅有一種，唐朝時，分為黃白兩種，寓意為金銀兩種。金者給神，

銀者給鬼與祖先。越到後世，製作出越多種紙錢。買命錢、受生錢及庫錢，這三者應

該都是以上述二部道經為依據。同樣地，華人的宇宙觀，由先秦信仰死後的去處「陰

間」，再區分為「天曹」與「地府」，再分為各有十二庫官，這是官僚體制越形完備

的秦漢後期產物。上述，黃清連認為佛道兩教燒紙錢是受到民間信仰的影響。筆者加

以延伸，認為影響因素還有儒家的國家觀念、宗族觀念、生命與身體來自父母；父母

之恩，以錢來報，天地之恩，以錢來償還等等。從父母家族的公帳，延伸到國庫，超

自然的天庫，是同一觀念的延伸。

海南島玉蟾宮對於「受生債」的解釋文字，說明「道教文化認為，凡一切生命降

生之時，都要向自己的本命之神（太歲），借銀重生，以求順利來到人世」。筆者以

為這是佛教入華之後，加上本土道教信仰，綜合以後的宇宙觀。佛教未來中土之前，

並未有「重生」的觀念。然而，再以佛道兩教受生經文來看，佛教壽生經應當是在道

教受生經之後製造的（蕭登福 1997）。

Gates認為，中華帝國長達兩千年成熟的國家體制，防止了中國式的資本主義走

向歐洲式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Gates 1987:260）。筆者以為中國式的資本主義，有

了家族主義的修飾，防止投資者過於崇拜個人而走向虛無滅亡。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有了宗教與道德約束，引導投資者做長期的三世因果累積資本，避免短線（今生今世）

投資。亡者的庫錢由子女燒化給亡者，祖先欠債的庫錢可由子孫燒化償還，強調家族

祖孫之間通財之義，以及家族命運共同體的觀念與燒化紙錢的儀式作法。

筆者認為進錢補運儀式與受生借債觀念，是在儒釋道三教融通之後的觀念與儀

式，尚且還必須有帝國的官僚制度與成熟的資本累積與金融轉換制度，才催生出此一

套觀念與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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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人類學家 George Foster在 1960年代研究墨西哥鄉民社會時，提出一個概念：「資

源有限觀」(image of limited good)，以之來說明農業社會的一種宇宙觀，認為各種寶

貴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包括土地、財富、健康、友誼與愛情，甚至是男子氣概與榮

譽、尊重與聲望、權力與影響力及安全與平安等等，其數量一定，無法增生。這些資

源的本質是固定的，只是在不同的人之間，重新分配而已，無法產生新的出來（Foster 

1967:300-323）。蓋因農業社會土地是唯一的資本來源，也是生長萬物的來源，然而

土地雖生生不息，生命必有死才有生；而土地又不可能無中生有，是以會產生資源有

限的宇宙觀。

傳統中國也是以農立國，也有與墨西哥鄉民文化相同的「資源有限觀」，但是中

國國家與官僚制度早在周朝已經確立，至秦漢更為成熟。筆者以為道教《受生經》或

佛教《壽生經》中，表現出來的華人「資源有限觀」與墨西哥社會不同的是：1.華人

的「福祿壽有限觀」與「福祿壽注定觀」有強烈的天曹地府官僚體制在掌管。2.華人

的「福祿壽有限觀」與「福祿壽注定觀」已經發展出一套數字運算。所有人均可以落

入一個生肖屬相，均被嚴格規定了一個借貸數字。3.陰陽之間可以轉換，陰間與陽世

壽命可以轉換，可以透過寄庫儀式來填還，進行交換。

雖然農業時代的華人也會有忌妒別人，以為別家發達就減損自家的機會，自家發

達不敢張揚以免引人眼紅等等的總體資源有限觀。但是，4.《受生經》或《壽生經》

表現出來的宇宙觀，並不強調總體國家資源是否固定，甚至說隱含了可以無限擴大的

可能。經文當中，強調的僅是固定的個人福祿壽。福祿壽三者可以轉換，但是總數是

一個有限的定額。5.《受生經》或《壽生經》帶有道德經濟觀念 (moral economy)，一

個人如果做善事可以累積福祿壽的數額，作惡事則減少福祿壽數額。亦即，個人的錢

財多寡與道德修養是息息相關的。

福祿壽三者可以轉換，亦即，6.華人信仰認為金錢與壽命之間可以轉換，個人

的壽命長短與金錢多寡是可以相互影響，相互生滅，這二者總數是固定。7.個人是向

天曹借貸才有投胎本錢，天曹是宇宙之間最大的資方，萬物都只是貸方。8.補運或

改運所燒紙錢，含意是贖命，可能是還利息，也可能是還本錢。究竟每一次燒紙錢

是在還利息 ?或是還債 ?讓人猜不透也無法確認，以至於永遠無法還清債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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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一輩子都很努力地賺錢。此一生命永遠的焦慮感，恰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謂西方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辯證關係。此所以葛希芝稱

此為「具有華人特色的資本主義」。

與本議題相關而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觀念是「功德」、「功過格」、「陰騭文」

等觀念與行為。功德可以累積，可以轉換成在世的福祿壽，功德還衍伸出陰德／陽德

之區分，陰德勝於陽德之說法。相關的觀念還有中國傳統「報」的觀念，「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等等，均可以給出東西文化比較上的人類學解讀。

其次，本文雖然認為紙錢為金錢之模擬與延伸，但是尚未處理「宗教的金錢」與

「世俗的金錢」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是否單一的邏輯可以貫穿？本文僅在有限的

篇幅內，處理金錢與紙錢在華人社會的悠久歷史以及普遍使用，繼而說明具有華人特

色的資本主義，私有財與公有財之區分，再談到宗教儀式內燒紙錢的普遍，繼而討論

燒紙錢儀式中有庫錢與進錢補運這種類似像金融經濟裡的信用擴張與融資的型式。最

後在結論中，筆者用生態學的觀點，強調在資源有限的社會裡，金錢並不是赤裸裸地

累積，而是道德經濟的觀念時時夾雜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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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 2　掛金（也有寫為「刈金」） 張珣 攝於臺灣新北市

圖 1　五路財神發財表文 張珣 攝於臺灣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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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母娘金、王爺金、玄天上帝金 張珣 攝於臺灣新北市

圖 3　壽金 張珣 攝於臺灣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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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財庫金 張珣 攝於臺灣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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