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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的民間經書 
及其書目整理 

陳益源
＊ 

提 要 

位於嘉義縣溪口鄉林腳村田心仔的「寶太殿」創立者張輦（1877-1931），口述

經懺三、四百種，由當年信徒許求等人加以筆錄，迄今近乎百年。這批百年台灣民

間宗教經懺抄本，過去歷經人禍天災，土埋水淹，幸獲保存。本文擬在編纂嘉義寶

太殿所藏經書總目（初編）之餘，先介紹其問世、保存與發現的過程，至於這一大

批民間經書背後的人生智慧及其多重價值，則仍待方家深入研究。 

關鍵詞：嘉義、溪口、寶太殿、張輦、民間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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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Scriptures Treasured in Bao Tai 
Temple in Sikou, Chia-yi And Related 

Bibliographic Compilation 

Chen Yi-Y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under of “Bao Tai Temple” located in Tian Xin Zai, Lin Jiao Village, Sikou 

Township, Chia-yi County, Zhang Nian (1877~1931), narrated three to four hundred sorts 

of repentance scriptures.  The scriptures were taken down by his followers such as Xu 

Qiu and handed down almost a hundred year.  These hundred-year repentance 

transcripts of Taiwan folk religion encountered natural and man-made calamities, were 

buried underground and drowned.  Fortunately, they are preserved. This research 

purports to introduce first the course of transcripts being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conserved and discovered when the compilation of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scriptures preserved in Chia-yi based Bao Tai Temple is undertaken.  The wisdom of life 

and multiple values behind the folk scriptures remain to be thoroughly studied by sages.   

Keywords: Chia-yi, Sikou, Bao Tai Temple, Zhang Nian, folk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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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的民間經書 
及其書目整理 

陳益源 

一、前言 

台灣民間宗教擁有許多神秘的色彩，扶鸞降乩是其一。民國八十六年（1997）

一月二十日晚上八點，由張志帆、游陣二人扶乩，老母祖太曾在嘉義縣溪口鄉林腳

村田心仔的「寶太殿」降筆指示： 

順天來此開寶太，聖君造文無人知。 

落下凡塵救愿子，勸化詩文不公開。 

黑人心態亂主裁，白人想起心悲哀。 

理人理聖早應來，共渡末後救世界。1 

但看這段降筆詩，不明就裡者實在很難了解箇中三昧。原來，詩中所謂「順天」「聖

君」乃指「寶太殿」的開基者張輦（又名張安然，1877-1931）2。這位日治時期的

台灣鄉下老道長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不認識字，卻能出口成章，以閩南方言口述了

大量勸善教化的自創詩文，講經說道，並由村人（許求、王鬧等人）加以筆錄，為

世間留下了一批十分珍貴偏又令人費解的宗教經書漢字文獻。在老道長過世以後，

這批躲過天災人禍的民間宗教經書長期以來祕不示人，迄今遲遲尚未公開。 

有鑒於上述這批民間宗教經書漢字文獻的珍貴，因此筆者曾建議嘉義溪口寶太

殿將它們帶到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 引自張毅豪寶太殿降乩詩文筆記。 
2 據張琴旺所書「張公輦觀」神主牌位云：「生光緒丁丑年四數時初五亥時生」、「卒于昭和辛未年六數
時初五酉時別世」，故知其生卒年為光緒三年（1877）∼民國二十年（1931），享年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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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24-25）公開陳列展覽，幸得廟方執事同意，因此也就有了這篇寶太殿所藏

民間經書及其書目整理情況介紹的需要了。 

二、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民間經書的意外發現 

說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的民間宗教經書躲過了天災人禍，這話一點也不虛假。

它們要不是曾被裝入布袋，偷偷埋在甘蔗田的沙堆裡，早在日治時期就差一點慘遭

日本警察以「反書」為名加以查扣焚毀了3；它們要不是曾被存放於一口大鐵箱之中，

民國四十八年（1959）八月七日台灣中南部的「八七大水災」，必定會讓這一批舊

經書付諸流水，必定會讓這一位老道長以及那些經書所蘊藏的智慧灰飛湮滅。 

那一口大鐵箱（長 67公分，寬 43公分，高 43公分），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

到上頭沾有洪水浸泡過後所留下的污泥土粉。 

「八七水災」之後，掌理寶太殿、負責保管經書的張輦六子張琴旺，趕緊訂製

了一、二十個小木盒（每盒長 23.5公分，寬 17.5公分，高 10公分），將搶救下來

幾經曝曬整理之後的完好經書一一封存。 

許是土埋、水淹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張琴旺花了很長的時間埋首於那些經書文

獻的謄抄、校對與編目工作，甚至也要他的兒子張耀忠（本名張印）加入抄寫的行

列。 

後來，寶太殿的廟務換由張輦長媳張王肉桂挑起大樑，那一口大鐵箱最後又輾

轉交到了她的長子張漢忠之子張毅豪、四子張漢城之子張志帆這對堂兄弟手上。 

算起來，張家那一口大鐵箱裡的這一批舊經書，從無到有，前前後後已經傳承

了四代。 

                                                 
3 日治時期，寶太殿神位、神像一度遭到「官廳」的扣押，幸得鄉鄰林有作保，只有紙糊的神位被燒，
木雕的神像則由林有迎回自家暫時供奉，此事記載於寶太殿經書總目No.275「再號伍首」之第廿二
∼廿三葉。至於在此之前，先偷偷把經書埋在甘蔗田沙堆的說法，則是張毅豪、張志帆堂兄弟聽他

們的祖母張王肉桂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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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張輦家第三代張漢鐘、張漢城、張漢等人正大興土木，主持著寶太殿新

廟的重新營建，而第四代張毅豪、張志帆等人則致力於這一批民間宗教經書內容的

理解與價值的發揚。只是，典籍浩瀚而雜亂，詩文玄妙而難懂，張毅豪、張志帆這

對堂兄弟花了十幾年的工夫，展開漫長的披閱瀏覽，又從祖母、鄉鄰口中不斷地進

行訪談，終於撰成《寶太殿史傳》草稿4，並對這一批舊經書的來龍去脈瞭若指掌。 

然而，典籍雜亂的窘況，詩文難懂的困境，目前依舊困擾著張家的幾代人，他

們衷心期待有緣人的出現。有緣人者，指的不僅僅是要能器重這一批舊經書的存在

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人還得有能力跨越語言、文字和思維的障礙，去理解那一位

老道長的心靈世界才行。 

在機緣到來之前，張家後人仍將一本先人勸善救世的初衷，繼續努力維護這一

批舊經書，並有意在新廟落成時成立文物陳列館，予以永久典藏。 

逝者已往，儘管這一位老道長據說是仙佛轉胎降生，號為「順天聖君」，明明

住在「福建省臺南府嘉義縣打猫西堡田心庄」5，卻又自稱係「觀音血脈轉人張安然，

居住桂洲省義明府孝明縣保安庄」6；一旦陽壽終了，他當年虔誠追隨的大批信眾（如

「一是許求，二是王鬧，三是許知母，四郭定，許琛、鄭春⋯⋯」7）也好，或者對

他「呆言忤逆」的人（如「崙仔王栽，又陳金寶之長男，北港街打銀店蔡文德之工

人，仝街五二六號番蔡擇，柴林腳王天玉之子王榮」8）也罷，世間的恩怨情仇全部

一筆勾銷，所留下來的形象恰恰又似一個謎樣的凡人。 

這位凡間的道長，既口頭創造了三十幾葉的勸世長詩《赦罪公羅懺》，也曾動

腦筋把它濃縮成六、七葉的小冊子《赦罪公羅經》，希望「有人善意買此詩」，為

了薄利多銷，「貧家之人好買賣，一本詩，有人喜買四厘錢；富家要買，有加無小

                                                 
4 傳由張毅豪執筆，文分「緣起」、「救世仁聖順天君」、「佛骨蛇身四王公」、「寶太初開七元基」、「寶
太式微七星凋」、「寶太再開八賢膺命」、「繼往開來連理枝」、「正信明理」八段，第九段「萬年香火

立道基」擬敘述建廟盛事而尚未動筆。 
5 引自寶太殿經書總目No.275「再號伍首」之第七葉。 
6 引自寶太殿經書總目No.301《夢中詩懺救劫滅罪經》之第七葉；類似的講法，又見於寶太殿經書總
目No.300《赦罪公羅經》經尾處。 

7 引自寶太殿經書總目No.275「再號伍首」之第廿一葉。 
8 引自寶太殿經書總目No.281「再號拾壹首」之第四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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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瑞（隨）人意」，現今大鐵箱內還剩有如此小型抄本八部，可以證明道長似

乎做過這種小買賣；但奇怪的是，他又為什麼要說「不論貧富善人傳送詩，有人傳

我此詩賣，照詩行事，不可欺貧重富。不買要錢，要買免錢！」9呢？莫非這場買賣

其實真的只是個幌子，是故意說給當年擔心這位老道長造經蠱惑人心的日本官廳聽

的？ 

綜觀寶太殿現存的三、四百部民間宗教經書，其出自於張輦口述者，上通天文，

下達地理，又照應到世間凡人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慾，乃至豬犬牛馬、一草一木，

無不關心。 

令人倍感新鮮有趣的是，做為日治時期身處窮鄉僻壤的一位老道長，他竟有十

分前衛的行動去迎接台灣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當年若干時代活動（例如農地重劃、

豬舍改建、柏油鋪路、糖廍製糖）與新奇事物（例如手錶、電話、收音機、耕耘機），

全都意外地在他口述的經懺中可以發現得到10。 

此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還意外發現張輦身上可能還有一項極其罕見

的創舉，那就是連他的遺言居然也是用他創作經懺的形式來傳達。他這份以「心至

功明大定，事至不知陽長，恐逢我身息，問至知家心澇煩」（心志功名大體抵定，

不曉得自己留在陽間的日子還能有多長，惟恐自己生命即將停息，因此心煩⋯⋯）

為開端，長約七百字上下的家訓遺書，強調「夫正婦賢一掌生」，在臨死前交給了

他的妻子張陳氏硯，張陳死前又交給她長媳張王肉桂收藏，張王肉桂死前再慎重地

交給她的孫子張志帆，做為傳家之寶，代代相傳。 

那份塞入一個小鐵盒（長、寬各約 7 公分，高 4 公分）的經懺遺言11，裡頭預

言的成分有多高多靈，外人無從判斷，但我們卻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圍繞在這位老道

長身上的許多不可思議。 

                                                 
9 以上引文，均見於寶太殿經書總目No.300之《赦罪公羅經》。 
10 此類涉及當年社會新奇事物的道經詩文，主要集中在寶太殿經書總目No.123∼155副題「昭本議話
甲言」的《佛文君主經註》之中。 

11 該遺書暫時列在寶太殿經書總目No.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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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民間經書的書目整理 

嘉義溪口寶太殿所藏的民間宗教經書，著實不好整理，以下筆者將之區分為「兩

套壹佰伍拾肆首不同的《佛文君主經註》（含《煥經》、《昭本議話甲言》）」、

「《越經》、《太上玉文經》、《玉化明聖經》與《玉書經》」、「《再號》∼《再

號貳拾肆首》」、「單獨成冊的自創經書」、「外界流通的經懺科儀抄本及其他」

等五大類，依序介紹其內容與價值： 

（一）兩套壹佰伍拾肆首不同的《佛文君主經註》 

   （含《煥經》、《昭本議話甲言》） 

寶太殿所藏經書，不僅厚薄不一，而且散亂不清。八七水災過後，掌理寶太殿、

負責保管經書的張輦六子張琴旺，將搶救下來的經書曝曬整理，謄抄校對，又編有

名為《經首各本為號》的藏經目錄，以毛筆登錄了二八八種，但他的這份編目只是

隨機登錄，又不完整，且無體例可言。筆者在張輦家第四代子孫張毅豪、張志帆堂

兄弟的協助之下，予以比對重編，總算理出一點頭緒，確定在這批經書佔最大份量

的是兩套壹佰伍拾肆首不同的《佛文君主經註》。 

第一套壹佰伍拾肆首的《佛文君主經註》，每首一冊，首尾俱足，中缺九冊12，

另有五十四冊重複抄本。這套經書，經名變來變去13，第肆拾伍首改名《君主議越

解經註》，第肆拾陸首改名《運天言君主經註》，第肆拾柒、肆拾捌首改名《金經

大利訴解運君主經註》，第肆拾玖首改名《分吉胎孕君主經註》，第伍拾首改名《君

主經和解萬物赦人罪經註》，第伍拾壹、伍拾貳首改名《論訴天地明君主經註》；

第伍拾壹首起，又增別名曰《煥經》，連續四十九首，所以第玖拾玖首《佛文君主

股經註》別名《煥經肆拾玖首》；但自第壹佰貳拾參首《佛文君主經註》起直到第

壹佰伍拾肆首，則又別名曰《昭本議話甲言》。 

                                                 
12 第 5、14、19、39、53、80、135首缺佚，第 90、91首僅存封面暨首頁。 
13 《佛文君主經註》，或簡稱《君主經註》、《君主經》，又名《君主股經註》、《對詩君主經註》、《君主
詩經股文註》、《君主經文歌註》、《五文君主經註》、《五文君主歌註》、《佛文君主股經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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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壹佰伍拾肆首的《佛文君主經註》，仍是每首一冊，原本應該有一五四

首，但只編到「壹佰伍拾肆首伍拾柒號」就停了，中缺「壹佰伍拾肆首捌號」，「壹

佰伍拾肆首肆拾肆號」又有一冊重抄本。這不全的第二套《佛文君主經註》經名固

定，只有「壹佰伍拾肆首一號」別名《昭本議話甲言》，「壹佰伍拾肆首貳拾貳號」

別名《佛藏安火經》。 

這兩套加起來共二一一首的《佛文君主經註》，都是張輦以閩南話唸歌詩的方

式口授，而由許求用不規範的漢字加以筆錄，其思想內容十分駁雜，很難完全理解，

連經名、別名都不容易解釋14。不過，其中還是有許多有趣的材料，例如《壹佰肆

拾首佛文君主經註／昭本議話甲言》記載： 

孔子出麒麟，明聖出鐵器。自是出明人，自物盡鐵出。鐵力解粗工，草路換

道明。道路安鐵船，船排見上山。鐵力度運糧，省和物歸價。 

這段似乎是在對汽車的發明，以及機器取代人力，表達他的議論。 

又如《壹佰伍拾肆首佛文君主經註／昭本議話甲言》記載： 

掩在鐵講話，昭事辦公案。亦有大官小官共有奸，人民百姓共災難。鐵器唱

歌盡生聲，有在幼女解明名。自聲鐵器解官廳，朝臣君主共氏名。⋯⋯天有

寶、人有物，說話絲線引。電言千講萬鄉里，應話一時知。自言通名和，天

下銅橋造。歸吉滅吉早懺詩，銅橋滅劫電話時。 

這二段文字依然費解，但前者好像是在談論收音機裡的廣播劇（他把它稱作「機器

戲仔」），後者則明確提到電話。 

汽車、收音機、電話等物，在張輦所處的日治時期，都是當年台灣社會的新奇

事物，一位僻居嘉義鄉下的道長，竟能把它們一一帶進講經說道之中，保留著早期

台灣人民（宗教人士）面對「現代化」的心態和反應，這是始料所未及的事，也可

以說是《佛文君主經註》（集中在《昭本議話甲言》這部分）所具有的一種社會史

料價值。 

                                                 
14 第一套壹佰伍拾肆首《佛文君主經註》之第 51∼99 首，抄本別名《煥經》，張琴旺所編《經首各
本為號》一律著錄作《換經》，莫非「煥經」實乃「轉換經文」之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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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經》、《太上玉文經》、《玉化明聖經》與《玉書經》 

除了兩套壹佰伍拾肆首不同的《佛文君主經註》之外，張輦口述的經書可能還

有另外一大套，名曰《越經》15，但只寫下前三十八首，今缺「貳拾肆號」、「貳

拾伍號」二冊。其中「拾陸號」至「拾捌號」別名《安神伍煞經》，「拾玖號」、

「貳拾號」別名《聖文觀說》，「貳拾壹號」至「參拾捌號」則別名《道經聖文》。

至於這套《越經》何以如此命名？由於閩南話「越」有「轉」的意思，因此「越經」

或即意謂「轉換經文」也說不定。 

寶太殿所藏道教經書，成套者尚有《太上玉文經》、《玉化明聖經》、《玉書

經》三種。《太上玉文經》共六首（第二首又有一冊重抄本，簡稱《玉文經》），

《玉化明聖經》共九號（今缺壹號、三號），《玉書經》則分五卷（卷三又有一冊

重抄本）。 

張輦曾孫張毅豪《寶太殿史傳》草稿主張張輦口述經書： 

以儒、釋、道為本，儒言五常五倫，釋闡慈悲喜捨，道舒清靜無為，⋯⋯不

論儒、釋、道，所闡者無非天地六道、修身養德之方，有宏志者當孜孜奉行，

故數百部經中，論儒之「君子經」、佛之「佛文經」、道之「玉文」、「玉

化」、「玉虛（書）」經，加上越、換、詩、誦等合計約佔經數百分之九十

九以上，餘懺、史則不足百分之一耳。16 

按張輦口述經書，確實揉合了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內容，但因這些閩南語經書文

字深奧難懂，其中所蘊含的各種教義及其價值，一時之間實在很難完全領略，猶待

破解。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上述兩套不同的壹佰伍拾肆首《佛文君主經註》，以

及《越經》、《太上玉文經》、《玉化明聖經》與《玉書經》，加起來雖有二百六

十幾部之多，但其餘編纂成冊者尚有以下的一百多部，所佔比例並不是那麼低，而

價值則可能還要更高一些。 

（三）《再號》∼《再號貳拾肆首》 

                                                 
15 在《越經壹號》的封面上，「越經」二字之上留有「壹佰伍拾首」字樣。 
16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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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太殿所藏經書成套者已如上述，其餘都是單獨成冊，不過這些單冊仍有二十

五本是有連續編號的，稱為《再號》，並編有《再號壹首》至《再號貳拾肆首》： 

1.《再號》：仍名《佛文君主經註》，又有一冊重抄本。 

2.《再號壹首》：首句「天理存聖」。 

3.《再號貳首》：又有一冊重抄本，均無書名，但據其內容以及一張脫落的封

面，知道它是《地府通關經》。 

4.《再號參首》：首句「懷抱淨瓶出天宮，眼前劫韻來得凶」，無書名，但據

內容比對，可知此書即另一抄本名為《勸救善真經孝文》（正打古閻經）

者17。 

5.《再號肆首》：首句「人不知強漸時頌」。後半合訂一部《明聖代學經》的

內容，均無書名。 

6.《再號伍首》：封面有毛筆書寫「歷吏」二小字18。 

7.《再號陸首》：首句「開不可居」。 

8.《再號柒首》：首句「告公公」。內容是目連戲文，不全。 

9.《再號捌首》：首句「公聖春秋憂冬收」。 

10.《再號玖首》：首句「查夜夢起一手詩」19。 

11.《再號拾首》：首句「德化注論添祖太」。 

12.《再號拾壹首》：內有四號，「第一號勸兄弟」、「第二號勸先生」、「第

三號勸親成朋友」20、「第四號勸庄中正人」；另有一冊抄本，殘破不堪，

均無書名。 

13.《再號拾貳首》：無書名，未完，其內容與另一冊名為《聖氏度人經》者同，

故知應作此經名。 

14.《再號拾參首》：首句「孔子文諸欲聖禮」。 

                                                 
17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為《打古嚴》。 
18 按「歷吏」乃「歷史」的筆誤。 
19 按「查夜」即「昨夜」，「一手」即「一首」。 
20 按「親成朋友」即「親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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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再號拾肆首》：首句「日日定善明」。 

16.《再號拾伍首》：此本今缺。 

17.《再號拾陸首》：首句「天導號易賜明」。 

18.《再號拾柒首》：首句「超渡別時神恩禮懺，渡曹公議」。 

19.《再號拾捌首》：首句「天，論前行氣」，又有一冊重抄本，均無書名。 

20.《再號拾玖首》：首句「訴在天祖」。 

21.《再號貳拾首》：首句「祭典萬國姑魂」21。 

22.《再號貳拾壹首》：此本今缺。 

23.《再號貳拾貳首》：首句「十二時人經血部行」。 

24.《再號貳拾參首》：首句「人金靜所」。封面有毛筆書寫「天文」二小字。 

25.《再號貳拾肆首》：此本今缺22。 

以上這二十五本，之所以被編入《再號》之列，估計都是張琴旺整理編目時，

封面業已脫落，不知書名，姑且暫名「再號」以等候尋回書名或重新命名的緣故，

其實彼此之間並無關聯，而且其中不無正是兩套壹佰伍拾肆首《佛文君主經註》的

缺本的可能。 

《再號》∼《再號貳拾肆首》之中，《再號貳首》（《地府通關經》）、《再

號參首》（《勸救善真經孝文》）和《再號柒首》（目連戲文）這三本，乃以國語

書寫，屬於外界流通的經懺科儀抄本，自有保存與校勘傳統經懺、戲文的價值；其

餘二十二本都是依閩南話所記，應該歸為張輦自創的經書，其中《再號伍首》載有

大量「福建省臺南府嘉義縣打猫西堡田心庄貴姓張安然」（即張輦本人）與寶太殿

的相關「歷史」資料，《再號拾壹首》也有張輦勸兄弟、勸先生、勸親友、勸村人

的勸善內容，真實地反映出日治時期台灣農村鄉里的人際關係與道德觀念，值得重

視。 

（四）單獨成冊的自創經書 

                                                 
21 按「姑魂」即「孤魂」。 
22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曾予著錄，故知原有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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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寶太殿所藏《再號拾壹首》「第四號勸庄中正人」末尾的記載： 

⋯⋯正人者，聽得好莫得喜，聽得呆莫惱氣，不可忤言呆語來罵時。 

各經懺要日瀆（讀）□回： 

《大聖佛經取詩一道通四方》 

《天皇寺五公論明聖人經》 

《夫君懺》、《赦罪公羅懺》 

得取後見懺詩： 

《夢中詩懺救劫滅罪經》 

《救劫滅罪議斷陰陽經》 

《天皇寺五公議取聖人經》 

《明聖代學經》 

可見張輦在世講經說道時，已為自創的經書一一命名。如今，上述八種經懺中，《大

聖佛經取詩一道通四方》、《天皇寺五公論明聖人經》、《夫君懺》、《救劫滅罪

議斷陰陽經》、《天皇寺五公議取聖人經》五部已佚，幸而《赦罪公羅懺》、《夢

中詩懺救劫滅罪經》、《明聖代學經》三部尚存。 

張輦自創經懺而亡佚者不少，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過而今又完全

消失者，尚有《釋迦佛祖經》、《二十八宿經》、《孔夫子五文詩》、《佛神化通

經詩》、《玉虛經》、《代天巡狩經》等六部。 

現存張輦自創的單獨成冊的經書，留有書名者有十三種、二十二冊：1.《赦罪

公羅懺》：又有一冊重抄本；2.《赦罪公羅經》：此與《赦罪公羅懺》有別，存小

型抄本八冊，內容相同，封面「公羅」二字都被塗改作「功勳」，但正文則仍名曰

《赦罪公羅經》；3.《夢中詩懺救劫滅罪經》；4.《明聖代學經》23；5.《訴頌天地

安方》24；6.《神符秦經》；7.《天源轉輪地源龍》；8.《神符救劫經》：又有一冊

重抄本；9.《判役明案經》25；10.《田螺行冬田》：雖缺封面，但張琴旺所編《經

首各本為號》記有《壹首田螺行冬田》，故知書名為此；又有一冊重抄本，書名改

                                                 
23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作《明聖大學經》。 
24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作《訴頌天地安淨》。 
25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作《判役明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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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新寶曆日待明天地氣善人傳》；11.《誦讀風雨調順經》26：僅存封面一張；12.

《天降教子經》：僅存重抄一紙；13.《四季分雨詩》：抄本，共二紙。 

此外，單獨成冊的張輦經書又有十六部缺名抄本：1.首句「吉明，念聖慶天停」；

2.首句「喜靜定玉龍」；3.首句「詳轉，天喜賜勉」；4.首句「可情，勉存愿法謝天

明」；5.首句「□成功慈」；6.首句「郭求問安」；7.首句「事曰：人心念信如議芍」；

8.首句「早早天明上」；9.首句「造開天無極聖尊源老祖」；10.首句「人利自金約

相逢」；11.首句「公，勤曆議功食自先」；12.首句「長春論聖餘」；13.首句「不

定其罪破生胎」；14.首句「千宗教文主問讀」；15.首句「聖定刑心□」；16.首句

「心至功明大定」。 

以上近三十種張輦經書，各具特色，例如《赦罪公羅懺》，全書三十二葉，除

抄錄十二卦詩之外，張輦運用了不少開天闢地的傳神話傳說，以及「沉東京，浮福

建」、「蔡端明重造洛陽橋」等民間故事，用閩南話娓娓道來，一直講到鄭成功開

台、日本軍兵犯台的台灣史事，生動有趣；又如《赦罪公羅經》，這種只有六、七

葉的小冊子，極可能是張輦當初編來賣給信眾的小型善書，每冊手抄本的售價是四

厘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是，上述首句「心至功明大定」的無名抄本，其實正

是張輦的臨終遺言，做為道長的他，竟連遺訓也是用他創作經懺的形式來傳達的，

果然神奇。 

（五）外界流通的經懺科儀抄本及其他 

寶太殿所藏經書除了該殿開基祖張輦自創者之外，其中摻雜著若干外界流通的

經懺科儀抄本，計有抄本九種：1.《祖太佛神化明戒詩》；2.《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下半接抄《文昌帝君陰騭文》；3.《□□經》：視其內容，應即《明聖經》；4.《渡

赦解愿懺經》；5.《奉請神佛讚經》；6.《謝神補運經》；7.缺名：首句作「太極分

高後」，後半接抄某部「目連戲文」，當獨立為一書；8.缺名：首句作「「玉虛宮

元始天尊跋」，又有一冊重抄本；9.缺名：首句作「南京蒼天府雷震落下，打毀一

                                                 
26 張琴旺所編《經首各本為號》著錄作《聖神誦讀風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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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石碑，現出經文」。 

這些抄本，有可能是張輦當年所見過的民間宗教文獻，不過更有可能是張輦之

子張琴旺用以參考的書籍，所以寶太殿所藏尚有以下十種善書刊本：1.《彌陀經》：

台南市高砂町「昌仁堂」印行，大正十年（1921）；2.《玉皇真經》：苗栗銅鑼「斐

成堂商會」印行，昭和六年（1931）；3.《列聖真經合編》：存卷參、卷肆、卷柒、

卷玖四冊，昭和七年（1932）；4.《壽世良箴》：民國丙子（二十五）年；5.《慈航

寶鑑》：彰化大村「慈善堂」印行，民國四十五年（1956）；6.《救苦真經》：民

國甲辰（五十三）年；7.《靈官真經》；8.《石龜溪感化堂覺路真經》：卷一文部、

卷二行部、卷三忠部、卷四信部四冊，雲林斗南「石龜溪感化堂」印行；9.《佛祖

救苦真經》；10.《心經》。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寶太殿中還有大大小小的手抄殘頁近百張，這些殘頁

抄手不只一人，有些或許是早先許求、王鬧筆錄張輦口述的最初草稿，有些則為張

琴旺、張印父子重新過錄的筆跡，箇中內容仍待一頁一頁加以清理鑒別。 

四、結語 

同樣也在民國八十六年（1997），十月二十六日中午至下午三點半，據說玄天

上帝復於嘉義溪口寶太殿降筆示言： 

救世渡世兩重開，法語慈航渡世代。 

心口合一天門開，勸化諸理渡明來。 

明世明菓天喜知，前生來世了愿代。 

懺文諸書表現代，至理明賢應公開。27 

直到今天，時間又隔了近十年，寶太殿那口裝滿一批舊經書的大鐵箱，終於從

嘉義搬來到台南，在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

                                                 
27 引自張毅豪寶太殿降乩詩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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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上，進行首度公開的展覽。 

好不容易，一口大鐵箱是在眾人面前打開了，裡面一批舊經書的目錄也在不斷

比對中得到了初步的整理。不過，自言居住在「桂洲省義明府孝明縣保安庄」的順

天聖君張安然，他的凡與不凡，玄與不玄，能否遇到真正的有緣人來參破？誰也料

不準。但可以肯定的是，舉凡關心東亞漢文獻暨台灣民間宗教文化的學界同好們，

必然樂觀其成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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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寶太殿經書總目（初編） 

（一）兩套壹佰伍拾肆首不同的《佛文君主經註》（含《煥經》、《昭本議話

甲言》） 
總目 
編號 原始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1 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 
2 貳首 君主經   
3 參首 君主經註   

4 肆首 君主經註  
又有二冊重抄本

（4-1，4-2） 
5 伍首   缺 
6 陸首 君主經註   
7 柒首 君主經註   
8 捌首 君主經註   
9 玖首 君主經註   

10 拾首 君主經註   

11 拾壹首 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1） 

12 拾貳首 君主經註  
又有二冊重抄本

（12-1，12-2） 
13 拾參首 君主經註   
14 拾肆首   缺 
15 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16 拾陸首 君主經註   
17 拾柒首 君主經註   
18 拾捌首 君主經註   
19 拾玖首   缺 
20 貳拾首 君主經註   
21 貳拾壹首 君主經註   

22 貳拾貳首 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22-1） 
23 貳拾參首 君主經註   
24 貳拾肆首 君主經註   
25 貳拾伍首 君主經註   
26 貳拾陸首 君主股經註   
27 貳拾柒首 君主股經註   

28 貳拾捌首 君主股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28-1） 
29 貳拾玖首 君主股經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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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參拾首 對詩君主經註   
31 參拾壹首 對詩君主經註   

32 參拾貳首 對詩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32-1） 
33 參拾參首 對詩君主經註   
34 參拾肆首 對詩君主經註   
35 參拾伍首捌 對詩君主經註   
36 參拾陸首 對詩君主經註   
37 參拾柒首 對詩君主經註   
38 參拾捌首 對詩君主經註   
39 參拾玖首   缺 
40 肆拾首 君主股經註   
41 肆拾壹首 君主股經註   

42 肆拾貳首 君主股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42-1） 

43 肆拾參首 君主詩經股文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43-1） 
44 肆拾肆首 君主詩經股文註   
45 肆拾伍首 君主議越解經註   
46 肆拾陸首 運天言君主經註   

47 肆拾柒首 金經大利訴解運君

主經註   

48 肆拾捌首 金經大利訴解運君

主經註   

49 肆拾玖首 分吉胎孕君主經註   

50 伍拾首 君主經和解萬物赦

人罪經註   

51 伍拾壹首 論訴天地明君主經

註 
另早訴來煥經第

壹首  

52 伍拾貳首 論訴天地明君主經

註 煥經第貳首 又有一冊重抄本

（52-1） 
53 伍拾參首   缺 
54 伍拾肆首 君主經註 煥經第肆首  
55 伍拾伍首 君主經註 煥經第伍首  
56 伍拾陸首 君主經註 煥經第陸首  
57 伍拾柒首 君主經註 煥經第柒首  

58 伍拾捌首 君主股經註 煥經第捌首 
仙事答  

59 伍拾玖首 君主股經註 煥經第玖首  
60 陸拾首 君主經文歌註 煥經第拾首  
61 陸拾壹首 君主股經註 煥經拾壹首  
62 陸拾貳首 君主股經註 煥經拾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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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陸拾參首 君主股經註 煥經拾參首  
64 陸拾肆首 君主經詩註 煥經拾肆首  

65 陸拾伍首 五文君主經註 
聯文答言至六十

九首 
煥經拾伍首 

 

66 陸拾陸首 五文君主經註 煥經拾陸首  
67 陸拾柒首 五文君主經註 煥經拾柒首  
68 陸拾捌首 五文君主經註 煥經拾捌首  
69 陸拾玖首 五文君主經註 煥經拾玖首  
70 柒拾首 五文君主歌註 煥經貳拾首  
71 柒拾壹首 五文君主歌註 煥經貳拾壹首  
72 柒拾貳首 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貳首  
73 柒拾參首 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參首  
74 柒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肆首  
75 柒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伍首  
76 柒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陸首  
77 柒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柒首  
78 柒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捌首  
79 柒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貳拾玖首  
80 捌拾首   缺 
81 捌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壹首  
82 捌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貳首  
83 捌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參首  
84 捌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肆首  
85 捌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伍首  
86 捌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陸首  
87 捌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柒首  
88 捌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捌首  
89 捌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參拾玖首  

90 玖拾首  煥經肆拾首 缺（僅存封面暨首

葉半張） 

91 玖拾壹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壹首 缺（僅存封面暨首

葉一張） 
92 玖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肆拾貳首  
93 玖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肆拾參首  

94 玖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煥經肆拾肆首 
在「玖拾肆首」之

前有「超經特股

明」字樣 
95 玖拾伍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伍首  
96 玖拾陸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陸首  
97 玖拾柒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柒首  
98 玖拾捌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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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玖拾玖首 佛文君主股經註 煥經肆拾玖首  

100 壹佰足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0-1） 

101 壹佰連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1-1） 
102 壹佰連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103 壹佰連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3-1） 
104 壹佰連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105 壹佰連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5-1） 

106 壹佰連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6-1） 

107 壹佰連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7-1） 

108 壹佰連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8-1） 

109 壹佰連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09-1） 

110 壹佰壹拾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0-1） 
111 壹佰壹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112 壹佰壹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2-1） 

113 壹佰壹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3-1） 
114 壹佰壹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115 壹佰壹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5-1） 

116 壹佰壹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6-1） 

117 壹佰壹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7-1） 

118 壹佰壹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8-1） 

119 壹佰壹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19-1） 

120 壹佰貳拾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0-1） 

121 壹佰貳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1-1） 

122 壹佰貳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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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壹佰貳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3-1） 

124 壹佰貳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4-1） 

125 壹佰貳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5-1） 

126 壹佰貳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6-1） 
127 壹佰貳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28 壹佰貳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8-1） 

129 壹佰貳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29-1） 
130 壹佰參拾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31 壹佰參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32 壹佰參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32-1） 

133 壹佰參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33-1） 

134 壹佰參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34-1） 
135 壹佰參拾伍首   缺 
136 壹佰參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37 壹佰參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37-1） 
138 壹佰參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39 壹佰參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39-1） 

140 壹佰肆拾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0-1） 
141 壹佰肆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42 壹佰肆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2-1） 

143 壹佰肆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3-1） 

144 壹佰肆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4-1） 

145 壹佰肆拾伍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5-1） 

146 壹佰肆拾陸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6-1） 

147 壹佰肆拾柒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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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壹佰肆拾捌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48-1） 
149 壹佰肆拾玖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50 壹佰伍拾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51 壹佰伍拾壹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51-1） 

152 壹佰伍拾貳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52-1） 

153 壹佰伍拾參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53-1） 

154 壹佰伍拾肆首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又有一冊重抄本

（154-1） 
 
總目 
編號 原始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155 壹佰伍拾肆首一號 佛文君主經註 昭本議話甲言  

156 壹佰伍拾肆首二號 佛文君主經註 
伍拾肆首連一連

二致壇先請安神

讀經 
 

157 壹佰伍拾肆首三號 佛文君主經註   
158 壹佰伍拾肆首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   
159 壹佰伍拾肆首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0 壹佰伍拾肆首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1 壹佰伍拾肆首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2 壹佰伍拾肆首捌號   缺 
163 壹佰伍拾肆首玖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4 壹佰伍拾肆首拾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5 壹佰伍拾肆首拾壹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6 壹佰伍拾肆首拾貳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7 壹佰伍拾肆首拾參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8 壹佰伍拾肆首拾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   
169 壹佰伍拾肆首拾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0 壹佰伍拾肆首拾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1 壹佰伍拾肆首拾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2 壹佰伍拾肆首拾捌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3 壹佰伍拾肆首拾玖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4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5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壹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6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貳號 佛文君主經註 佛藏安火經  
177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參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8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   
179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   
180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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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   
182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捌號 佛文君主經註   
183 壹佰伍拾肆首貳拾玖號 佛文君主經註   
184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號 佛文君主經註   
185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壹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86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貳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87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參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88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89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0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1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2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捌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3 壹佰伍拾肆首參拾玖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4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號 佛文君主經註   
195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壹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6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貳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7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參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198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覆安  
又有一冊重抄本

（198-1） 
199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0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1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2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捌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3 壹佰伍拾肆首肆拾玖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4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5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壹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6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貳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7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參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8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肆號 佛文君主經註   
209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伍號 佛文君主經註   
210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陸號 佛文君主經註   
211 壹佰伍拾肆首伍拾柒號 佛文君主經註   
（二）《越經》、《太上玉文經》、《玉化明聖經》與《玉書經》 
總目

編號 經 名 原始編號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212 越經 壹號  
在「越經」之前有

「壹佰伍拾首」字

樣 
213 越經 貳號   
214 越經 參號   
215 越經 肆號   
216 越經 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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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越經 陸號   
218 越經 柒號   
219 越經 捌號   
220 越經 玖號   
221 越經 拾號   
222 越經 拾壹號   
223 越經 拾貳號   
224 越經 拾參號   
225 越經 拾肆號   
226 越經 拾伍號   
227 越經 拾陸號 安神伍煞經  
228 越經 拾柒號 安神伍煞經  
229 越經 拾捌號 安神伍煞經  
230 越經 拾玖號 聖文觀說  
231 越經 貳拾號 聖文觀說  
232 越經 貳拾壹號 道經聖文  
233 越經 貳拾貳號 道經聖文  
234 越經 貳拾參號 道經聖文  
235 越經 貳拾肆號  缺 
236 越經 貳拾伍號  缺 
237 越經 貳拾陸號 道經聖文  
238 越經 貳拾柒號 道經聖文  
239 越經 貳拾捌號 道經聖文  
240 越經 貳拾玖號 道經聖文  
241 越經 參拾號 道經聖文  
242 越經 參拾壹號 道經聖文  
243 越經 參拾貳號 道經聖文  
244 越經 參拾參號 道經聖文  
245 越經 參拾肆號 道經聖文  
246 越經 參拾伍號 道經聖文  
247 越經 參拾陸號 道經聖文  
248 越經 參拾柒號 道經聖文  
249 越經 參拾捌號 道經聖文  

 
總目

編號 原始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250 一首 太上玉文經   

251 二首 太上玉文經  

又有一冊重抄本

（251-1） 
經名無「太上」二

字 
252 三首 太上玉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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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四首 太上玉文經   
254 五首 太上玉文經   
255 六首 太上玉文經   

 
總目

編號 經 名 號 次   

256 玉化明聖經 壹號  缺 
257 玉化明聖經 貳號   
258 玉化明聖經 參號  缺 
259 玉化明聖經 肆號   
260 玉化明聖經 伍號   
261 玉化明聖經 陸號   
262 玉化明聖經 柒號   
263 玉化明聖經 捌號   
264 玉化明聖經 玖號   

     
總目

編號 經 名 卷 次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265 玉書經 卷壹   
266 玉書經 卷貳   

267 玉書經 卷參  
又有一冊重抄本

（267-1） 
268 玉書經 卷肆   
269 玉書經 卷伍   
（三）《再號》∼《再號貳拾肆首》 
總目

編號 原始編號 經名或首句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270 再號 佛文君主經註  
又有一冊重抄本

（270-1） 
271 再號壹首 「天理存聖」   

272 再號貳首 地府通關經  
又有一冊重抄本

（271-1） 

273 再號參首 勸救善真經孝文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打古嚴」

另 有 一 抄 本

（273-1） 

274 再號肆首 「人不知強漸時頌」  
後半合訂《明聖代

學經》 

275 再號伍首 「第一首，近眠議此

為他信」 
封面小字註云「歷

吏（史）」  

276 再號陸首 「開不可居」   
277 再號柒首 「告公公」 （目連戲文）  
278 再號捌首 「公聖春秋憂冬收」   
279 再號玖首 「查夜夢起一手詩」   
280 再號拾首 「德化注論添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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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再號拾壹首 「第一號勸兄弟」  
又 有 一 冊 抄 本

（281-1），殘破
不堪 

282 再號拾貳首 聖氏度人經  
另 有 二 冊 抄 本

（282-1，282-2） 
283 再號拾參首 「孔子文諸欲聖禮」   
284 再號拾肆首 「日日定善明」   
285 再號拾伍首   缺 
286 再號拾陸首 「天導號易賜明」   

287 再號拾柒首 「超渡別時神恩禮

懺，渡曹公議」   

288 再號拾捌首 「天，論前行氣」  
又有一冊重抄本

（288-1） 
289 再號拾玖首 「訴在天祖」   
290 再號貳拾首 「祭典萬國姑魂」   
291 再號貳拾壹首   缺 
292 再號貳拾貳首 「十二時」   

293 再號貳拾參首 「人金靜所」 封面小字註云「天

文」  

294 再號貳拾肆首   缺 
（四）單獨成冊的自創經書 
總目

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295 大聖佛經取詩一道通四方   缺 
296 天皇寺五公論明聖人經   缺 
297 天皇寺五公議取聖人經   缺 
298 夫君懺   缺 

299 赦罪公羅懺   
另 有 一 冊 抄 本

（299-1） 
首尾略殘 

300 赦罪公羅經  

封面「公羅」二字

都被改作「功勳」

（意即「功勞」），

但正文則仍名曰

「赦罪公羅經」

現存小型抄本八

部（300，300-1∼
300-7） 

301 夢中詩懺救劫滅罪經    
302 救劫滅罪議斷陰陽經   缺 

303 明聖代學經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明聖大學

經」 
 

 
總目

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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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訴頌天地安方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訴頌天地安

淨」 
 

305 神符秦經    
306 天源轉輪地源龍    

307 神符救劫經   
又有一冊重抄本

（307-1） 

308 判役明案經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判役明按

經」 
 

309 田螺行冬田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壹首田螺行

冬田」，重抄本名

曰「新寶曆日待明

天地氣善人傳」

 
又有一冊重抄本

（309-1） 

340 誦讀風雨調順順  
《經首各本為號》

記作「聖神誦讀風

雨順」 
僅存封面一張 

341 天降教子經   僅存重抄一紙 
342 四季分雨詩   抄本共二紙 

 
總目

編號 經 名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343 釋迦佛祖經   缺 
344 二十八宿經   缺 
345 孔夫子五文詩   缺 
346 佛神化通經詩   缺 
347 玉虛經   缺 
348 代天巡狩經   缺 

 
總目

編號 經 名 首 句  複本及其編號 

349 缺名抄本 「吉明，念聖慶天

停」   

350 缺名抄本 「喜靜定玉龍」   
351 缺名抄本 「詳轉，天喜賜勉」   

352 缺名抄本 「可情，勉存愿法謝

天明」   

353 缺名抄本 「□成功慈」   
354 缺名抄本 「郭求問安」   

355 缺名抄本 「事曰：人心念信如

議芍」   

356 缺名抄本 「早早天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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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缺名抄本 「造開天無極聖尊

源老祖」   

358 缺名抄本 「人利自金約相逢」   

359 缺名抄本 「公，勤曆議功食自

先」   

360 缺名抄本 「長春論聖餘」   
361 缺名抄本 「不定其罪破生胎」   
362 缺名抄本 「千宗教文主問讀」   
363 缺名抄本 「聖定刑心□」   
364 缺名抄本（張輦遺書） 「心至功明大定」   
（五）外界流通的經懺科儀抄本及其他 
總目

編號 經 名 首 句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365 祖太佛神化明戒詩    

366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下抄「文昌帝君陰

騭文」  

367 □□（明聖）經    
368 渡赦解愿懺經    
369 奉請神佛讚經    
370 謝神補運經    

 
總目

編號 經 名 首 句 副題或別稱 複本及其編號 

371 缺名抄本 「太極分高後」 
後半接抄某部「目

連戲文」，當獨立

為一書（371-1）

另有抄本殘頁若

干 

372 缺名抄本 「玉虛宮元始天尊

跋」  
又有一冊重抄本

（372-1） 

373 缺名抄本 
「南京蒼天府雷震

落下，打毀一塊石

碑，現出經文」 
  

 
總目

編號 經 名 卷 次 印行時間 印行地點 

374 彌陀經  大正十年（1921）台南市高砂町「昌
仁堂」 

375 玉皇真經  昭和六年（1931）苗栗銅鑼「斐成堂
商會」 

376 列聖真經合編 卷參 昭和七年（1932）
印行  

377 列聖真經合編 卷肆   
378 列聖真經合編 卷柒   
379 列聖真經合編 卷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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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壽世良箴  
民國丙子（二十

五）年印行  

381 慈航寶鑑  
民 國四十五 年

（1956）出版 
彰化大村「慈善

堂」 

382 救苦真經  
民國甲辰（五十

三）年  

378 靈官真經    

379 石龜溪感化堂覺路真經 卷一文部  
雲林斗南「石龜溪

感化堂」 
380 石龜溪感化堂覺路真經 卷二行部   
381 石龜溪感化堂覺路真經 卷三忠部   
382 石龜溪感化堂覺路真經 卷四信部   
379 佛祖救苦真經    
380 心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