Ўക೯ၸওԴηᜢܭȨၰݤԾฅȩǵȨคࣁԶݯȩаϷȨΓ܄ȩޑፕॊǴ
٠่ӝᐕўޑӚᅿਢٯǴԶჹжᆅޣӵՖډȨΓ܄ϯᆅȩගрΑ
ࡐӭࡌǶဠӃғමࢂȨӄ୯ণᏢࣽޗᏢπբᒤϦ࠻ȩޑሦᏤǴჹܭж
ύ୯ࡐӭߐޑᆅኳԄԖుϪᇡǴځΚঀவԴηࡘགྷύ֎ڗȨΓ܄ϯ
ᆅȩඵችǴ܈ૈჹ҅ޟҞ୯ϣӸӧޑ٤ᆅᄄຝԖ܌ᇚǶ
Ȩၰ௲ፕᏝȩύᑵฦᅽӃғޑȤ၂ፕၰ௲ଆྍɡɡঋፕԴηᆶၰ௲ޑᜢ
߯ȥЎǴឦܭჹၰ௲ଆྍୢᚒޑӆᇡǶԐӧШइ҃ǴᑵฦᅽӃғ൩ම
рހȠڬછٿᅇԐයၰ௲ȡȐѠчǺЎࢭрޗހǴ2::9 ԃȑǴჹᏢࣚЬၰ
௲ബܭۈᅇ҃ၰഊᇥගр፦ᅪǴҗԜЇวΑ߈ԃᏢࣚᜢܭၰ௲ଆྍޑ
ਗ਼ፕǹԶҁЎ߾ჹᢀᗺՉΑख़ҙǴ٠ᇡࣁǺၰ௲Ώҁβے௲Ǵ
ᒿҁβЎϯǵಞ߫ԾฅԋǴচคബ௲௲Ьᆶബ௲ԃжǹόၸӧࡾࣿਔයǴ
ၰ௲ࣽޑሺϷঅՉ֡ߐݤςӸӧǴԶࡾࣿаࡕၰ௲ޑว߾ᆶԴη৲৲࣬ᜢǶ
ȨፕᏝȩύЦՋѳӃғޑЎകȤђ׆ᛪণᏢᆶԴηণᏢКၨፕȥǴ߾வжȨނ
ᏢȩࡋفޑǴჹԴηᜢܭӹۖޑౢғǵၮ࣮ݤՉΑ၍ញǴᇡࣁځᆶ
ՋБђ׆ᛪণᏢࡐޑӭϣࢂ࣬೯ޑǴҗԜӣᔈΑ߈ԃᏢࣚჹܭύ୯ণᏢޑ
ȨيҽȩϐᚶᅪǶॊٿጇЎകᗨฅόคёᄮϐೀǴՠץځຑᆒઓࠅࢂॶ
ளޭޑۓǶ
Ȩၰ௲ڂᝤȩឯҞύǴଯᑫᅽറγޑЎകჹբࣁђᡫᝊਡЈߞһϐȠᡫ
ᝊϖጇЎȡ่ޑᄬՉΑፕǴᇡࣁȠᡫᝊϖጇЎȡ೯ၸޑȨϖՉ
КᜪȩᡏسԶࡌᄬΑঁёаયਔޜϷϺӦނឦޑ܄ӹۖკԄǴځჹϺǵ
ӦǵΓΟ֖ޑޣឪڀᡏ߄ࣁȨΟϖӝکȩޑҥᡏ่ᄬǴ೭ࣁȠᡫᝊϖጇЎȡ
ޑӚᔈҔගٮΑၮբᐒڋǶҎमȐFabrizio PregadioȑӃғޑЎകǴ߾வϣ
ϏঅྡྷࡋفޑჹమжቅܴȠঅࡕᒣȡՉΑϩǴᇡࣁቅܴჹϣϏ
ݤ࣮ޑБय़ᆶ೭ࢌޑ٤നਥుဓޑڰϣߥठǴќБय़Ξᆶ
ङၰԶႭǴԶ҅ࢂ೭ᅿȨόӕ࣮ݤȩǴനಖᏤठΑբࣁᡏޑϣϏύ
ϐόӕکࢴےЍޑسౢғǶȨӜΓ۳٣ȩឯҞύǴླྀҥখӃғޑЎക௶ॊΑ
ЛᐛܿЬৢ ܭ2:58 ԃ 21 ДୖᢀଧՋ٫ᑜқξၰᢀޑݩǴቅঢ়௲߾
ుӣᏫΑВҁӜᏢޣ㞯р౺՜Ӄғޑᅿᅿ۳٣Ƕ㞯р౺՜ӃғමҺВҁ
ၰ௲ᏢߏǴჹၰ௲ࣴزрၸѮεଅǴቅঢ়௲ޑЎക߄ၲΑύ୯
Ꮲࣚჹ㞯р౺՜ӃғޑӅӕᚶۺǼ

≷ᜇᛵᾭ

ҁයޑȨዺȩࢂဠ٧ࢨӃғޑȤԴηᜢܭΓ܄ϯሦᏤکᆅࡘޑགྷȥǴ

ᐂ

弘道 （季刊）

≷ᜇᛵᾭ
ᧁ!

!␙
!

1

≞
老子關於人性化領導和管理的思想 / 董京泉

᭖⊹⍁
13

試論道教起源 —— 兼論老子與道教的關係 / 蕭登福

30

古希臘哲學與老子哲學比較論 / 王西平

43

以「身」為中心論老子的生命態度 / 王佳哲

᭖ᗦ⛈
51

《靈寶五篇真文》的結構及應用 / 高興福

66

「修道之辨」：劉一明及其《修真後辨》 / 〔意〕玄英撰、田茂泉譯

᭖⍹Ꮒ
81

劉淵然、邵以正與明初淨明道統重構 / 葉文學

97

明代早中期泰山道教活動編年輯證 / 朱學斌、張

冶

᭖♐ᰰ
107

十大元帥崇拜與圖像研究 / 李黎鶴

124

道教造像起源略考 / 李泰達

ᑀዷᙗᗇ
131

毛澤東參觀白雲山道觀紀實 / 楊立剛

134

大家的風範，永遠的記憶 —— 深切懷念坂出祥伸先生 / 劉雄峰

⍆ᰰᝂᥖ
137

道教禁忌研究的新成果 ——《道教時日禁忌研究》評述 / 徐

141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紀要
（10—12 講） / 林灼芳、吳雲霞、劉傲然

≞!!ᡮ

菲

3132 〃䲻 5 㢮虃俌䲻 98 㢮虄!0!3132 〃 23 㢗⎉䏗
Feature
1

Lao Tzu's Thought on Humanistic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 Dong Jingquan

Daoist Forum
13

On the Origin of Daoism: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zi and
Daoism / Xiao Dengfu

3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Laozi's
Philosophy / Wang Xiping

43

On Laoz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Taking the Concept of "Body" as the
Research Focus / Wang Jiazhe

Daoist Scripture
51

The Structure and its Use of Lingbao Wupian Zhenwen / Gao Xingfu

66

Discrimination in Cultivating the Dao: Liu Yiming (1734-1821) and
His Xiuzhen Houbian / Witten by Fabrizio Pregadio,
Trans. by Tian Maoquan

Daoist History
81

Liu Yuanran, Shao Yizhe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neage
inJingming Daoism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 Ye Wenxue

97

Chronological Evidence on Daoist Activities on Mount Tai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 Zhu Xuebin, Zhang Ye

Daoist Arts
107

A Study of the Worship to Ten Marshals and Their Portraits / Li Lihe

124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aoist Statues / Li Taida

Past Events of Famous Persons
131

A Record on Mao Zedong's Visit to Baiyun Shan
Daoist Temple / Yang Ligang

134

The Manner of a Great Master, Enduring Memories ——
a Heartfelt Memorial for Prof. Sakade Yoshinobu / Liu Xiongfeng

Academic Information
137

New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Daoist Taboos: A Review of the
Daojiao Shiri Jinji Yanjiu / Xu Fei

141

Summary of the Online Course of "Daoist Ritual" from the
Chinese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10-12 Lectures) / Wu Yunxia et al

Call for Papers

≷ᘥỒ

Ὴ!!愵處棡㤍孏欨㾾懢㛨ⴇ柱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㤀⪶ⴇ櫡榳㛨厖ᾼ⢚㜖⒥䦣䰅㏏
▜崌Ὴ佷處灒⇴㬽
▜崌⏾Ὴ佷處嗘朆㾔ҷ◷☛ℕҷ唺幱ҷ㤦⢚㦀ҷ弨㽠⊏ҷ囼䉂テҷ押う⑳ҷ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栂⌯䘚
ⴇ姢槶⛞虃⁴䂱尭⭢㶞㒋概䉉〞虄處
㥞ġġġ⫆虃ŔŵŦűũŦůġœįġŃŰŬŦůŬŢŮű虄ҷ⿇ㅦ棫虃ŇŭŰųŪŢůġœŦŪŵŦų虄ҷ栂炢㍘ҷ
栂冏〼ҷᾐġġġ䋛ҷ墑ⷚ戵⪺ҷ∔橪⻟虃ŇųŢůŤŪŴŤŶŴġŗŦųŦŭŭŦů虄ҷ剰⳩䖪ҷ
⑭㧋㜖虃ŋŰũůġōŢŨŦųŸŦź虄ҷ㣝巟㫨ҷ␘䲠㛱ҷ␘₁ⴖҷ欻嬎㸨ҷ
ᾘ㻵⢚桓ҷ㣀弙⎸
Ὴ!!佷處扼ġġġ㳵
⏾Ὴ佷處弨䖒⪶ҷ㣝㷇㞝
佷悾⭣♰虃⁴䂱尭⭢㶞㒋概䉉〞虄處
䮚㮑㤍ҷᾐ⦈⁐ҷ噚ら㶠ҷ汧喻㧠虃ŗŪůŤŦůŵġňŰŰŴŴŢŦųŵ虄ҷ㎗⢚焜ҷ
楢▘仈ҷ⃤ら㞝ҷ灒㼆ㅆҷ灒㷇摡ҷ⭫ġġġ䚮ҷ⭫ⴗ尯ҷ㣝⪶啾ҷ㣝ġġġ⏪ҷ
㣝懯⢚ҷ灝ㅦ㾊ҷ␘⢉䡪ҷ䡶⢚焜ҷ◑滻ㅦҷ䫐ⷴ㹿虃ŕŦųųźġŌŭŦŦŮŢů虄ҷ
テġġġ㟀ҷ㩽䛀⎸ҷ⳺‵。ҷ䔚㐎㜖ҷ㷹㧑。ҷⷈㅦ啾ҷ專䦂䰦ҷツひⅬҷ
ツ䄳㺹ҷ䱯⇘㜖ҷ弨姪㤀
⦆姛佷悾處栂ġġġ䋫
。棱宼宗處㨐⯘⊏
咀㜖冊峾 0 宑處䚿咑㹘 İ 㥞ġġġ⫆虃ŔŵŦűũŦůġœįġŃŰŬŦůŬŢŮű虄ġ
⓿!!⏆處➘ⶅ宼宗⓿⏆㢘柟⋻▇

憩宙⢿⣏處欨㾾㜿䛛ⷾ朏棡㤍孏彾 ĳĹ 埮棡㤍孏伫▗⪶㮢 Ĵ 㮢
欨㾾懢㛨ⴇ柱ġġҿェ懢Ӏ佷悾扷
憩宙梊尀處虃ĹĶĳ虄ĳĴĸıġĹĹĸıġ
梊ⳟ抄⣏處ũŬŵŤŁťŢŰŪŴŵįŰųŨġ
⢚株佁榐處ũŵŵűĻİİŸŸŸįťŢŰŪŴŵįŰųŨ
⢚株㮨䀥⎙埮處ŊŔŔŏĮĲĸĳķĮĲĺıĳ

䏗㲙㏏㢘!!屚⒎冊⓿

特
稿

ᒘጛ⚆ᚑʡؒ˽ᄴዲᘍ႓୩ᛵូầ

董京泉!ᾼ⢚䫍㢒䭠ⴇ柱欻⋚ㆬῊ儸䦣䰅柱

人性化的領導和管理如今已成為

己，以及與「人為」相對立的自然而然、

一個時尚的理念，在政界和企業家中一

自然天成、事物的天然本性等涵義。天

些人在實戰這種管理理念，取得了良好

地萬物皆有其天然本性和天然狀態，

的效果，但少有人知道它的思想淵源。

它們自己如此、本來如此、自然而然

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地存在和發展著，後人在翻譯西方同義

本主義思潮；在中國，則可以追溯到

詞時就借用老子「自然」的觀念，稱其

2500 多年前的老子哲學。老子哲學中

為自然界或大自然。但我們不能由此而

具有豐富的人性化領導和管理的智慧，

將老子的「自然」說成是大自然界或自

這主要表現在關於「道法自然」、「無

然界，正如羊吃草，但不能把吃草者皆

為而治」，以及關於「人性」的論述之

視為羊一樣。事實上，在先秦並沒有自

中。

然界或大自然的概念，與之相當的是天
地或天地萬物。因此，老子所說的「道
法自然」，也並不是說「道」要效法大

ᾏ

自然或以大自然為法則，因為在老子看
來，道是最高的實體，而「自然」則是

講「道法自然」、「無為而治」，

最高的實體所體現的最高的價值或原

首先需要解析老子所說的「自然」和

則。道不依賴於任何外力，也沒有任何

「無為」的涵義。「自然」這一概念是

外力可以左右它，完全是自己成就自己

老子首創的，但他所說的「自然」與近

的。這是道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道

現代所說的大自然或自然界不同。從古

法自然」的意思是說，道以自己的樣態

文字學來看，自然是自己如此、從來如

為依歸，以自己的內因決定了自身的存

此、通常如此、勢當如此和自己成就自

在和樣態，亦即以自成為法則；就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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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而言，「道法自然」是指道順應萬
物的發展變化而不加干涉，以聽任萬物
依其本性而自生、自長、自化、自成為
法則，亦即因任萬物按照「自己那樣」
而存在和發展變化。
「無為」也是老子首創的，它是
老子政治哲學的核心範疇。老子所說的
「無為」大體上有以下幾種涵義：
第一、無為是「似無而實有」的
行為。「无」（無）在上古先民那裏，
和與神靈相交通的「舞」是同一個字
（甲骨文即是如此），具有「似無而實
有」的涵義，因此「無為」就是似無而
實有的行為。似無而實有的行為是指那

珍海味、瓊漿玉液，聽之以《九韶》仙

些已經發生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不

樂的做法；《莊子 • 應帝王》中講的

為人所感知或很少被人意識到其存在及

北海之帝倏和南海之帝忽為中央之帝混

作用的行為。這種行為大體有兩種類

沌開鑿七竅的行為，以及人們對動植物

型：一是事物本身有自組織（一切生物，

的強行遏制或拔苗助長等等，都是「反

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的特性，因

自然」的行為，其結果必然事與願違。

而作為行為主體的人無需直接作用於客

第三、無為是無私志、無私欲之

體，只需為其自然的發展變化提供必要

為，無主觀妄作之為。老子在講到無為

的環境和條件（比如為其提供必要的陽

時，總是強調要出以公心，要「生而不

光、空氣、水分、養料、食物等）；二

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

是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內在規律和發

第二章，以下凡引《老子》，皆只注明

展變化的趨勢，以「道」所體現的柔弱

章次），「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的方式加以引導、輔助或變革的行為。

不宰」（五十一章）等；他所說的「為

如庖丁解牛時，做到了「以神遇而不以

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合於桑林

無為」（四十八章），要「損」的也主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 •

要是私心私欲，所以作為行為主體的人

養生主》）

要「少私而寡欲」。（二十章）他還強

第二、無為是順應事物的自然本

調要力戒主觀妄作，指出：「知常曰明。

性而為，是對某些「反自然」的行為的

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是說

規避和反動。「反自然」的行為包括：

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是明智的。如果不

統治者違逆民眾的自然本性，對民眾實

了解事物的發展規律，妄自作為，其結

施的直接控制和粗暴干預；《莊子 •

果必然是沒有好結果的。

至樂》中講的魯國君王對海鳥飼之以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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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為老子政治哲學範疇的「無
為」，決不是無所作為之意，而是指人
的這樣一種行為原則和行為方式：按照
因循事物特別是人的自然本性及發展趨
勢的基本要求，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以
道所體現的柔弱的特點和方式加以輔
助、引導或變革，或者並不直接作用於
客體，只是為其自然的發展變化提供良
好的環境和條件。這種行為方式的主要
特點是似無而實有。無為既是對以上行
為方式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反自然」
的行為或過多干預的行為的限制和消

第四、無為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解。在無為原則下的一切作為，都應按

因此，高明的領導不是管束型、包辦型

照「道法自然」的原則要求，不強行，

的領導，不是事必躬親、日理萬機的領

不偏私，義所當為，理所應為，如行雲

導，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領導。作

流水，雁過長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為主要領導人，有所為的主要是關係全

與「無為」相對應的是「有為」，

局的戰略決策，重要崗位的幹部配備，

而「有為」在《老子》中只出現過一次，

工作的關鍵環節等；有所不為的主要是

即七十五章的「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無關大局的事務，力所不及或希望不大

為，是以難治（「難治」，馬王堆帛書

的進取方向等。

作「不治」，即無法治理）。」由此可

總之，老子所說的「無為」並非

見，老子所說的「有為」並不是有所作

望文生義的「不為」或無所作為，而是

為的意思，而是一個反義詞。因此，後

一種「善為」，是善於作為的人用以實

來的黃老道家所主張的「君無為而臣有

現「無不為」這個最終目標的最佳手

為」並不符合老子的思想。如果對「有

段。正如任繼愈先生所說的：

為」做正面理解，那麼「無為」就是最

Դ η ޑȨ ค ࣁ ȩǴ ό ࢂ 
คࣁ܌ǴԶࢂҔȨคȩޑচ߾ѐ

好的「有為」，因為「無為而無不為」。
（三十七章）

ȨࣁȩǶ܌аૈډԖऩคǴჴ
ऩǴаଏࣁǴаӺࣁװǴа
ۙࣁ՜Ǵа১ࣁமǴаόݾࣁݾǴ

‛

வԶᙦΑύ୯ђжᒣࡘݤ
གྷǴࡌҥΑύ୯ђжࢋޑᒣ

講老子人性化領導和管理的思

ݤᡏسǴᆶᏂৎȠܰȡۘখ଼

想，首先需要知道老子關於人及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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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老子說：「道大，天大，地大，

要 想 使 天 下 人 誠 心 歸 往， 卻 又 反 其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而為之，我看是無法實現的。天

（二十五章）在人類思想史上，曾經把

下人是神聖的啊！對他們不可強行所

「神」或上帝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

為，也不能硬性控制。強行所為的，必

歐洲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之前一直如此，

然失敗；硬性控制的，必將失去。大凡

後來的資本家在實際上又把「物」（金

人及人類社會之中——有的前行，有的

錢等）看得比人還重要，而老子卻把人

後趕；有的沉穩，有的強悍；有的羸弱，

與道、天、地共同視為宇宙中的「四

有的剛健；有的能當大任，有的不堪負

大」，而把「神」和「物」排出在外，

擔。因此，明道的聖君總是——摒棄過

從而在人類思想史上空前地提升了人的

度，杜絕奢侈，不走極端。這裏強調了

地位。《老子》中雖然也提到「神」，

不能違背規律，違逆人心而強行所為，

但正如侯外廬先生所指出的：「『神』

要根據人的不同特點、不同習性而進行

在老子書中是泛神一類的概念，完全義

引導和輔助。

理化了。」2 老子雖然也談「萬物」，

關於人性，中國歷來有性本善、

談「金玉」，談「難得之貨」等，但他

性本惡、性無善無惡、性有善有惡的說

認為它們的價值都不能與人相比擬。因

法。毛澤東指出：

此，老子既不是神本主義者，也不是物

ԖؒԖΓ܄೭ᅿܿՋǻฅ

本主義者，而是最早倡導以人為本的思

ࢂԖޑǶՠࢂѝԖڀᡏޑΓ܄Ǵ

想家之一。順便指出，現在的中共中央

ؒԖܜຝޑΓ܄Ƕӧ໘ભޗ㚊

之所以強調我們的發展觀要「以人為

൩ࢂѝԖ໘ભޑ܄Γ܄ǴԶؒԖ

本」，這主要是針對「以物質財富為本，

ࣗሶຬ໘ભޑΓ܄Ƕ4

以 GDP 為本」的發展觀而來的，旨在
消除物本主義的思想影響。顯然，神本

魯迅先生在談到人性時，言語形象而犀

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內地己經沒有市場

利，他說：

了。

ԾฅǴȨ഻ࡗࠉǴΓϐ
關於對人的領導和管理，老子提

出了一個總的指導原則。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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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析無疑是正確的，深刻的。但

ဃΓѐࣗǴѐǴѐੀǶȐΒΜΐ

是，人作為一種類的存在，畢竟具有某

കȑ

些共同性的東西。

對這一章，如果譯成白話，那麼就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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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人的需
求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它們分別是：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他所說的「生理
需求」是指空氣、水、吃飯、穿衣、性
慾、住宅、醫療等。他說，這種需求若
得不到滿足，則有生命危險；「安全需
求」是指勞動安全、職業安全、生活穩
定、希望免於災難、希望未來有保障等；
「社交需求」是指個人渴望得到家庭、
團體、朋友、同事的關懷、愛護和理解，
這是對友情、信任、溫暖、愛情的需要；
「尊重需求」是指自我尊重、自我評價
以及尊重別人；「自我實現需求」是指
要求完成與自己能力相稱的工作，最充
分地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成為所期望
的人物，亦即自我理想的實現。「自我
實現需求」是人的最高的需求。在這五
種需求中，「生理需求」是基礎，如果
生理需求不能得到基本的滿足，其他的

欻䔚⦕⾪㢇ҿ冐ⳟӀ

需求就談不到了。馬斯洛說的人的這五
種需求，大體上是對的。

態，因而是最淳樸、最能體現人的自然

在老子看來，人性或人的共同性

本性的。老子認為，人應當盡量地保持

的東西是甚麼呢？一是天性淳樸，二是

這種淳樸天性；如果因為受到社會的種

求生存，三是圖發展，四是有思想——

種污染而不幸失去了，就應該盡力恢復

雖然對於不同的人群來說，其具體內容

它，這就是所謂返樸歸真，「復歸於嬰

和實質是不同的。

兒」（二十八章）般的精神狀態。

1、關於天性淳樸。老子說：「含

2、關於求生存。人在衣食無著、

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

朝不保夕的情況下，首先是圖生存，就

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

是要繼續活下去，他們必然為此而進行

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

不懈的鬥爭。老子說：「是以聖人之治，

不嗄，和之至也。」（五十五章）是說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嬰兒的本性就是道德涵養最深厚的人的

（三章）他要求統治者對人民要「無狎

本性，它集中表現為「精之至」與「和

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七十二章）

之至」。嬰兒沒有受過私有制社會及其

他還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

觀念的污染，保持了道所賦予的原始狀

是以饑；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為，是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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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

老子說：「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

是以輕死。」（七十五章，馬王堆帛書）

而弗能為。」（六十四章，郭店簡本）

這都是針對人（主要是廣大民眾）之求

這裏說的「萬物」主要是指「萬民」即

生存而言的。求生存，也就是馬斯洛所

人民群眾。這裏說的「自然」是指人民

說的「生理需求」。

群眾的這些自然本性。「聖人能輔萬物

3、關於圖發展。人在生存或溫飽

之自然而弗能為」，就是要國家和社會

已不成問題的情況下，還要圖發展，即

的領導者、管理者應當尊重並因循人民

爭取物質文化生活包括教育水平能有顯

群眾的自然本性而給予積極的引導和輔

著提高。所以，老子認為在理想的社會

助，以促使他們能自我化育，自己成就

中，應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自己，而不能違逆人民群眾的自然本性

居，樂其俗」（八十章）的。我們現在

而任意妄為，胡作非為。否則，必然遭

說的「安居工程」大概就來自老子說的

到人民群眾的厭棄和反抗，並最終將為

「安其居」。「樂其俗」是指精神文化

歷史所淘汰。

生活。人民群眾這種圖謀發展的自然本
性是無止境的，這種「無止境」也並非
壞事，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4、關於有思想。這是說，只要是
成年人，都是有理想、有信念、有意志、

在當代，管理已經成為一門科學，

有追求，對問題有見解的，具體情況雖

叫做「現代管理學」。如果說管理科學

然千差萬別，但在不同於牛馬、不願被

是知識，那麼管理哲學則是智慧。管

任意驅使、任意欺凌，追求自由、平等

理哲學以形而上的視角審視人類管理的

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老子》中這方

現象，並加以歸納、概括和抽象，從而

面的論述很多，兹不贅述。

成為管理實踐的思想靈魂。如果說《老

我認為，人的這些自然本性，任

子》中也有一些管理思想，那麼它不是

憑三皇五帝、天王老子使盡渾身解數，

具體的管理知識，而是管理哲學，管理

對它都是無可奈何的。即使是奴隸社會

的大智慧。「無為而治」及「輔萬物之

的奴隸和服刑期間的罪犯，他們雖然形

自然」就是老子管理哲學或管理智慧的

同牛馬，但其自然本性一條也沒有被消

核心，也是領導和管理的最高境界。

除，而且也是消除不了的，只是缺乏實
現的條件而已。

弘道

何謂「無為而治」？孔子說：「無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

應當說明的是，這裏說的人的自

正南面而也已。」（《論語》）意思是

然本性與人的自然屬性不同，因為自然

說，無為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是舜帝

本性涵蓋了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就現

吧！他幹了甚麼呢？不過是修身正己、

實的人而言，自然屬性是基礎，社會屬

正襟危坐在帝王的寶座上罷了。因此，

性是本質。人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認

孔子所理解的「無為」除了修身正己之

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綜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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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無需做甚麼事。關於「無為而治」，

點，而這一觀點卻正是老子最為光輝、

在《老子》中有三段最重要的話：一是

最令人稱道的思想。令人稱奇的是，它

第三章的「為無為，則無不治」，二是

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

三十七章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

旨是相吻合的。馬克思說，我們的領導

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三是六十三

者是人民的公僕；毛主席說，我們的領

章的「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導幹部不是人民的老爺，而是人民的勤

因此，老子說的「無為而治」，可以

務員；《國際歌》唱到：「從來就沒有

作兩種理解：一是以「無為」的方式去

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

「為」，就可以達到大治，即社會和諧，

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要堅信：

天下太平；二是要以「無為」的方式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理國家和社會。這兩種理解的共同點是

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再高明的領導者也

「無為」並非不做事，而是「為」或做

是順應歷史潮流，尊重人民意願，引導

事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就是「輔萬物

和輔助人民實現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使

之自然」。

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切不可本末倒

從根本上說來，老子「無為而治」

置啊！

的主體不是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其

老子還說：「聖人云：『我無為，

基點或目標是使廣大民眾自我化育，自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己成就自己。老子把領導者分為四等，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他說：

（五十七章）廣大民眾「自化」、「自
ϼǴΠޕԖϐǹځԛǴᒃ

正」、「自富」、「自樸」，是領導和

ϐ៉ϐǹځԛǴࣙϐǹځԛǴ߬ϐǶ

管理的目標，也是「無為而治」、「輔

ߞόోىǴԖόߞోǶϥǴځ

萬物之自然」的結果。

قǶфԋ٣ၱǴԭࣣۉГǺȨך
ԾฅȩǶȐΜΎകȑ

老子又說：「聖人常無心，以百
姓之心為心。」（四十九章）這是說，
最好的領導者總是不堅持主觀己見，而

這是說，最好的領導者，其部下僅僅知

把老百姓的見解和意願作為自己的見解

道他的存在（有的版本是「不知有之」，

和意願，與老百姓同心同德的。處在人

即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最理想的領

類文明發展的初期、2500 多年前的老

導者總是思慮再三、慎重決策呀，極少

子的管理思想尚且如此，那麼作為社會

發號施令。這樣一來，老百姓把事業搞

主義國家的領導者或管理者實施「無為

成功了，都說：「這是我們自己幹成功

而治」，更應視人民群眾為主體和基

的呀！」這不是說明主體和基點是其部

點，真正做人民的「公僕」，引導和輔

下及普通民眾，而領導者或管理者只對

助人民實現「自化」、「自正」、「自

他們起引導和輔助的作用嗎？如今一些

富」、「自樸」，而不應以人民的「父

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領導者和管理者

母官」自命，盛氣凌人，頤指氣使；民

也許不願意看到和接受老子的這一觀

營企業的老板也應善待廣大員工，真正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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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廣大員工當有思想、有欲求的人看，

現，老子關於人性化管理的思想是他的

不能只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具，以示不

「無為而治」的思想和方略的重要體

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

現。那麼在「無為而治」的管理實踐中

歷史和現實的實踐證明，「無為
而治」的管理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例如：

怎樣與人的自然本性的四種表現相適應
呢？

在中國歷史上，漢初和唐初實行「無為

先說「天性淳樸」。老子說：「其

而治」，結果出現了「文景之治」和「貞

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觀之治」的國泰民安的局面；就現代而

缺。」（五十八章）意思是說，國家的

言，在美國紐約，貝爾實驗室（其研究

政治寬柔，民眾就會淳厚；國家的政

工作卓有成效，曾經誕生過十多項世界

令繁苛，民眾就會狡黠。因此，要使人

第一的發明）的負責人陳煜耀指著辦公

民淳樸，必須實行寬柔的政治；相反，

室裏懸掛的「無為而治」的條幅說：「最

如果政令繁苛，像秦始皇的暴政那樣，

好的領導者是能幫助人，讓人不再需要

人民為了應對「察察」之政，就會由淳

他。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既要做到你在

樸而變得狡黠。老子還說：「以智治

領導別人，又要做到別人並不認為你在

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干預他」；在日本，被譽為「經營之神」

（六十五章）顯然，這裏所說的「智」

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記者有甚麼經營

是邪智，歪門邪道。正人先正己。老子

秘訣的問題時說：「我並沒有甚麼秘

說：「聖人云：『……我無欲，而民自

訣，我經營的唯一方法，是經常順應自

樸。』」因此，要使部下或民眾恢復淳

然而然的法則去做事」；在中國，香港

樸的天性，領導者或管理者首先應當在

金融界的巨人、新鴻基銀行有限公司董

「返樸歸真」上做出表率。老子說：「知

事會主席馮景禧說：「服務行業的財富

人者智，自智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靠管理，而管理又是靠人去實行的。把

者強。」（三十三章）這是說，人貴有

權力交給你的部屬，充分放權給他們，

自知之明，真正的強者是那些能夠戰勝

這樣，不僅解脫了你，也會使你的事業

自己的人。老子還說：「聖人處無為之

有一個大的發展。」由於種種原因，這

事，行不言之數。萬物作焉而不為始，

些實例還有著自身的某些局限性，所以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不可能完全實施老子所倡導的「無為而

（第二章）這是說，身教重於言教，領

治」；可以設想，如果老子的「無為而

導者或管理者應當出以公心，無私奉

治」得到全面落實，前景將更加美好。

獻，不謀取私利。在生活上，要「見素
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政風帶
民風，長此以往，那些「狡黠」的部下

⡪
前面談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四種表

和民眾也就會返樸歸真、「復歸於嬰
兒」了。
領導者應當淡泊名利。這裏講一
個歷史故事。孫叔敖是楚國的令尹，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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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宰相。他淡泊名利，《莊子 •

裏舉個例子。一位高官在新任中央某一

田子方》、《荀子 • 堯問》、《呂氏

部委的部長之後，看到人才流失的情況

春秋 • 知分》都說他「三得令尹無喜

嚴重，他提出和採取了「事業留人，感

志，三去令尹無憂色」。他勤政廉潔，

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原則和措施，人

精於兵法和水利，對楚國的強盛並稱霸

才流失的情況得到遏制，各級幹部的積

於諸侯作出了重大貢獻。有一天，有

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發揮。我以

個叫肩吾的人對孫叔敖說：「您三次

為在「三留人」中，「事業留人」是基

做令尹而不感到榮耀，三次離職而沒有

礎，「待遇留人」是關鍵，「感情留人」

憂色。我起初不相信您會這樣，現在看

是潤滑劑。

您鼻間欣然自適，您的心裏是怎麼想的

最後說「有思想」。人在步入成

呢？」孫叔敖說：「我有甚麼過人之處

年、走上工作崗位後，都是有理想、有

呢！我認為爵位的來不能推卻，爵位的

信念、有意志、有追求，對問題有見解

去不能阻止，因而得失不在於我，我只

的。作為領導者或管理者，對其中的正

是沒有憂色而已。我有甚麼過人之處

確部分應當積極鼓勵，對其中的錯誤認

呢！況且我不知道可貴的是在令尹呢，

識應當加以引導，幫助糾正。老子說：

還是在我？如果是在於令尹，就和我無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關；如果是在於我，就和令尹無關。我

（四十九章），「人之不善，何棄之

心滿意足，張望四方，哪裏顧得人間的

有？」（六十二章）因此，對有錯誤認

貴賤呢！」一個封建士大夫尚且能如

識和犯錯誤的部下，決不應厭棄。共產

此，我們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領導幹

黨有對幹部職工做深入細緻思想工作的

部如果孜孜以求個人名利，甚至為此而

優良傳統。現在實行的辦公自動化固然

不擇手段，難道不應汗顏嗎？

有許多便捷之處，其局限性是見物不見

次說「求生存」。人生在世，衣

人；辦公室或工作間安裝了「電子眼」，

食住行，必不可少。不僅是自己的生

管理者足不出戶，對部下的工作情況似

活，而且還要贍養老人，撫育子女。作

乎就可以一覽無餘了。但是，借助「電

為領導者或管理者對此應當充分理解和

子眼」，只能看到部下的表面現象，卻

同情。特別是在當前物價偏高的情況

看不到他們的內心世界：他雖然坐在辦

下，如果把員工的可支配收入（指「三

公室裏，但他究竟在想甚麼、做甚麼，

險」之外的純收入）定得過低，使其在

管理者或領導者未必真能了解。因此，

生活上捉襟見肘，甚至難以為繼，何

要充分調動部下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

以能留住員工中的優秀分子和業務骨幹

造性，除給予合理的物質待遇外，深入

呢？

細緻的思想工作是不可少的，而且應視
再說「圖發展」。人在得到溫飽

為不可或缺的法寶。因此，應經常找部

之後，還要圖發展，爭取自己的社會地

下談談心，有甚麼思想疙瘩，應及時幫

位有所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所改

助化解。否則，會嚴重影響其積極性、

善，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這

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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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不同於獸類的一個顯著特點

元）給每個員工以充分的信任，重視員

是有自尊心，同時希望受到別人的尊

工的自主創造性，為每一個員工搭建了

重，當然也需要尊重別人。因此，作為

成長的平台，處處為員工著想。它的董

領導者或管理者如果隨意傷害下屬的自

事長張勇說，企業管理「不是管理員工

尊心，特別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讓人出

的手腳，而是激發員工的大腦」。他把

醜，必然引起不良後果，甚至會造成長

「海底撈」定位為員工的成長平台，使

期的敵對情緒。因此，要多鼓勵、多表

每個員工都能在這個平台上通過工作改

揚、少批抨、少指責，盡量避免當面訓

變自己的命運。

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慶油田曾搞

當然，自己的部下都想得到提拔

過「評功擺好」活動。說有一個湖南籍

和重用，而不同的部下的德性和才能之

的工人，是一個「老落後」，總是挨批

差距卻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

評和訓斥，他自己則「破罐子破摔」，

領導者或管理者能否出以公心、知人善

以此形成了惡性循環。但在「評功擺

任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老子說：「知人

好」活動中，大家千方百計地找他的優

者智」（三十三章），「善用人者，為

點，結果發現他最近一次回湖南探親，

之下。」（六十八章）

按時回來了。就此而大加表揚。他由此

劉邦用人的基本政策是，凡是能

受到鼓舞，精神為之一震，他從此各方

為其出力獻策的，不管其出身經歷如

面嚴格要求自己，最後居然成為一個積

何，他都能量才錄用，並按其功勞大小

極分子。因此，在有些情況下，可以把

授官封爵。比如：彭越出身於漁民，此

批抨變為私下的提醒。當然，也不要走

後又曾為「盜」，英布因觸犯秦法而被

向另一個極端，放棄批抨與自我批抨

處黥刑（面部刺字），他二人都因功而

的，因為這是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

被封王；以屠狗為業的樊噲封舞陽侯；

部下都是有理想、有追求、有上

馬車夫夏侯嬰官至太傅；曾以編織維生

進心的。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或管理

的周勃，後來擔任了太尉（掌管全國的

者怎樣創造條件，使自己的下屬感到自

軍事）；布販子出身的灌嬰做了御史大

己所在的不僅是一個崗位，而且是一個

夫；農民起義的頭目酈商被封曲周侯。

自己成長的平台，就是一個需要認真研

以劉邦重用韓信為例：劉邦聽信

究的問題。要使自己的部下在政治上和

蕭何的推薦，採納他的建議，對當時還

業務上短則一年、長則二、三年能有所

是下級軍官的韓信設壇拜將。韓信拜將

提高。比如安排培訓，在職或短時間的

之後，攻城略地，屢建奇功。但他有時

離職學習，安排一幫一的「對子」等。

會為謀求個人的名、權、利而做出不顧

使得每一個部下都應覺得在自己的部門

大局的事情來。劉邦則針對韓信的特

或單位有「奔頭」。這對於 30 歲左右

點，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我們知道，

的年輕人特別重要。比如：「海底撈」

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韓信明修棧道、

飯店（1994 年只是 4 張桌子的麻辣燙

暗度陳倉，殺死章邯，收復三秦；用木

小 店， 到 2010 年 營 業 額 已 達 到 15 億

罌渡軍，平定魏地；背水一戰，打破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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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他還用水淹戰術殺死了項羽的猛將

國，子發率領楚軍抵禦之，結果因齊軍

龍且。漢高祖四年（前 203 年），韓信

銳不可當，不得不三次退卻。楚國的賢

在垓下佈置了十面埋伏，迫使項羽自刎

良大夫雖絞盡腦汁，但終無禦敵良策，

於烏江，為滅楚建漢立下赫赫戰功。

齊國的軍隊反而愈戰愈強。於是，那個

劉邦在登上皇位之後，在大宴群

善於偷盜的士兵對子發說：「我有一點

臣的會上，他在談到自己何以能取天下

小技，願為您施展一下。」子發說：「那

時，曾這樣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好吧！」子發也不問他究竟幹甚麼、怎

決戰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

麼幹，就讓他走了。這個小偷士兵當晚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

趁夜色去偷了齊軍將領的帳篷來獻給子

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

發。子發派人把軍帳歸還給齊軍將領，

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

說：「昨夜我們有個戰士出去採集燒柴，

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

得將軍之帳篷，謹使歸還於您。」第二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

天夜間，他又去偷了齊將的枕頭，子發

也。」5 因此，劉邦可謂知人善任、實

又差人送還齊將；第三天夜間，他又去

戰「善用人者，為之下」的一個典範。

偷了齊將頭髮上的簪子，子發又遷人歸

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還之。齊國的軍隊聽說了這件事，皆毛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骨悚然。他們的將軍與軍師磋商後說：

（二十七章），就是在老子看來，領導

「現在如果再不趕快撤兵，楚軍恐怕要

者應當做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

取我們的人頭了。」於是趕快班師回國

老子又說：「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而去。

（六十二章）

這個故事說明了甚麼呢？說明領

大家知道《水滸傳》裏有個善於

導者只要善於用人之長，則其小技薄能

偷盜的時遷，在關鍵時刻成了大用，但

皆可以發揮它的效用；同時證明老子說

那是文學作品，而我這裏要講的是一個

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乃不易之

真實的歷史故事。

論。1964 － 1965 年搞農村社教運動（當

話說楚國的大將子發好求技道之

時也叫「四清」運動）時，起初是學習

士。當時楚國的市井中有一個善於偷盜

王光美同志的「桃園經驗」，要求社教

的人去見子發，說：「聽說你很想求技

工作隊的成員必須純而又純，不僅本身

道之士，我是一個善於偷盜者，我願憑

要清白，而且要查三代，查七大姑、八

自己的技道在麾下當一名士兵。」子發

大姨，不允許有任何污點。後來糾正社

聽了，顧不得繫衣帶，也不等把帽子戴

教運動中的極左傾向，毛主席說：「金

周正，就趕忙出來以禮相見。他的左右

無足赤，人無完人。社教工作隊員幹嘛

衛士進諫說：「偷者，天下之盜也，您

非得搞得那麼乾淨？我看犯過貪污盜

何必以禮相待呢？」子發說：「他不是

竊、多吃多佔錯誤的也可以當隊員。他

從你們之中可以得到的人才啊！」

們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知道貪污盜

此後沒有多久，齊國興兵討伐楚

竊、多吃多佔的竅門在哪裏，這反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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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是用人上的極而言之，
我們當然不會去重用小偷和那些犯過嚴

ᕙ 
ġġ

利於查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

重錯誤的人。

‣
此外，作為領導者或管理者，對
部下還應處理好約束與自由的關係。毫
無疑問，管理，作為組織管理，首先是
一種約束，一種制度化的控制，借助於
制度化和行為化的控制達到組織的既定
目標。但是，也應看到，追求自由，不
願受約束，是人的天性。從一定意義上
說，自由是生命的最高價值，也是生命
成長和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因此，一
定的約束固然必不可少，但部下要求有
自由發展的空間不見得就是壞事。比如
李白，他說自己是「五嶽尋仙不辭遠，
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
虛舟〉）。可以設想，如果當初把他
關在辦公室裏，讓他「閉門造車」，
他是不可能寫出那些氣勢磅礡、思想新

有可能被束縛，甚至被扼殺，那就與管
理的初衷背道而馳了。法國羅浮宮新的
出入口設計，在法國沒有選到合適的方
案，最後選定了法籍中國設計師貝聿銘
設計的金字塔。但貝聿銘的方案是廢了
幾個月才拿出來的。如果不給貝聿銘那
麼多的自由時間，這種精品設計是不可
能實現的。因此，在管理中怎樣把握好
約束與自由的「度」，處理好約束與自
由的辨証關係，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索
和研究的重要課題。B

穎的詩章來的。老子說的「輔萬物之自
然」，就是要為廣大民眾留有充分的
「自化」、「自成」的發展空間，領導

2ǳ! ҺᝩཇǺȠԴηᛢ᠐ȡȐч٧Ǻ
ч٧კਜᓔрޗހǴ3117 ԃȑǴ। 8Ƕ

者主要是為其自由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

3ǳ! ߠѦᚴǺȠύ୯ࡘགྷ೯ўȡಃ

政治環境和必要的條件。應當看到，在

2 ڔȐч٧ǺΓ҇рޗހǴ2:68 ԃȑǴ।
377Ƕ

一些優秀的部下中蘊藏著極大的積極
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管理者若能給予
一定的自由發展空間，他們的這種積極
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有可能得到較好
的發揮；相反，如果約束太緊，控制過
嚴，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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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壇論教

ᾦ⊹᭖ᩪự
⌋履冐ⳟ厖懢㛨䠓杫⅑
蕭登福!╿ᾼ䭠㐏⪶ⴇ㍘䚷ᾼ㜖亊
道教為本土宗教，隨本土文化、
習俗自然形成，原無創教教主與創教年
代。但在春秋時道教的科儀及修行法門
均已存在，而春秋以後道教的發展，則
和老子息息相關。道教的修行法門，來
自老子的養神、養形，老子的學生為道
教神仙人物，老子的再傳弟子安期生為
方士也是仙人。漢代帝王崇敬老子，張
道陵攀附老子，《魏書 • 釋老志》言：
「道家（道教）之原，出於老子。」1
即以老子為道教之始源。道教原不始於
老子，但以老子對道教經典及修行法門
等的重大影響，老子可以說是使道教定
型的重要人物。戰國以後道教的發展，
離不開老子，以此而言，視老子為教
主，在情感上亦是可行。

ˢ

乃是鬼道，不關老子。」唐初佛僧法琳

ᾏҷ懢㛨䀟弆ʟʟ懢㛨㞾㢻⢮
㛨虇㐍ᾜ⎿␄㛨〃╙␄㛨冔
筆者《周秦兩漢早期道教》2 一書，
闡述道教不創始於張道陵，認為張道陵
創教之說，是出自北周釋道安《二教
論》，出於佛道相攻，佛徒貶抑道教之
詞。北周釋道安《二教論 • 服法非老
第九》說：「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

《辯正論》、道宣《廣弘明集》煽其風，
遂積非成是。其用意在借醜化張道陵，
而矮化道教，用以達成佛先道後，佛優
於道的目的。其實在北周釋道安之前，
我們找不到張道陵創教說，梁僧祐《弘
明集》所載眾多佛、道二教相爭相互論
戰之文，亦皆未見張道陵創教說，而是
以孔、老、釋三人分別代表儒、道、釋
三教；由於三人中以老子年最長，所以
北周的釋道安才會刻意以張道陵代替老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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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便於誇說佛在道前。
以歷史的演變來看，古老文明所

《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道書，

衍生的宗教，通常都是隨著本民族的文

淮南王劉安有《枕中》、《鴻寶》、

化、信仰、民俗逐漸形成宗教，所以找

《苑秘書》、《鄒衍重道延命方》，而

不到教主，其後新出的宗教才會有教

王逸《楚辭》注引了《陵陽子明經》。

主。例如隨印度文化形成的婆羅門教沒

上述這些道書，都可確定撰成於戰國或

有教主，埃及的多神教、以色列的猶太

西漢。再者，興起於西漢末盛行於東漢

教等等，都找不到教主；同樣的，道教

的讖緯書，與道經關係亦至為密切。

也沒有教主。這些本土宗教，都是隨着

而葛洪《抱朴子 • 遐覽篇》記載其師

各民族本身的文化、習俗、哲學思維，

鄭隱所藏道書，計有二百六十一種，

逐漸發展而成，並不是由某人所獨創。

一千二百九十九卷。

佛教是改良婆羅門教而來，所以才會有
教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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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產書》、《十問》、《合陰陽》、

至於在組織教眾方面，據《後漢
書 • 馬援傳》，早在東漢光武帝建武

就以形成宗教的要件來說：道教

十七年，卷人維氾和他的弟子李廣，都

以求長生成仙為宗，以符咒、存思、導

曾以宗教力量，組織群眾，並聚眾造

引、藥餌、房中、辟穀為修鍊之方，以

反。而靈帝熹平年間有駱曜，光和中有

神祇方位、服色、祭法為壇場儀軌。由

張角、張脩，稍後有張魯等，這些人

春秋戰國開始，這些記載不絕於書。以

都是以宗教的力量來教化民眾，組織民

壇場科儀而言，從《史記 • 封禪書》、

眾。道教有系統的組織教眾，雖較佛教

《史記 • 秦始皇本紀》、《史記 • 孝

略晚，但並不說明它早期沒有信徒，或

武本紀》看來，秦漢兩代的國家祀典，

信徒較少。初期道教是昌盛於帝王，而

大都參酌儒書及方士之說而制訂的，

不是興盛於民間；戰國時的齊威王、宣

其中又以受方士壇儀的影響較深。再

王、燕昭王、楚王，其後的秦始皇、漢

以道教經籍來說，《漢書 • 藝文志》

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王莽

所收的神仙十家二百五卷、房中八家

等等都是帝王而好神仙。而遠在張道陵

一百八十六卷，以及散見於《漢志》五

之前的西漢之世，上至帝王將相、公卿

行、雜占、醫方等類別中之道書甚多。

大夫，下至一般庶民百姓，崇信長生修

《漢志》是採取西漢劉向《別錄》、劉

仙，及導引服食者，已相當多。

歆《七略》等書而成，可以確定這些書

筆者《周秦兩漢早期道教》由宗

撰成於先秦至西漢初。此外，《史記》

教定義敘述起，再談論張道陵前道教的

卷六〈秦始皇本紀〉引避鬼方書、戰國

經書、修行法門、宗教科儀等均已存

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秦阮倉

在，以此來論述道教不始於張道陵，張

撰《仙圖》、劉向《列仙傳》引《仙

道陵僅是道教歷史洪流中的一個宗派。

書》、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引書》，

古籍中並沒有張道陵創教之說，稱道教

湖南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卻穀食氣》、

為張道陵所創者，實始於隋唐時期佛

《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

道二教的相攻，由北周末隋初的釋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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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論》倡始。

《史記 • 五帝本紀第一》也把黃帝擺

道教不僅不是創自張道陵，道教

在五帝之首，為之列傳，但在《史記 •

也找不到真正的創教者。道教係隨著中

五帝本紀第一》中則無修仙之事，且司

國本土文化而形成的宗教，世界上這一

馬遷在文末「太史公曰」說：

類伴隨古老文化而形成的宗教，有中國

ᏢޣӭᆀϖࡆǴۘخǴฅȠۘ

的道教、印度的婆羅門教、以色列的猶

ਜȡᐱၩ൏аٰǴԶԭৎق㲢ࡆǴ

太教、埃及的多神教等，都是找不到創

ځЎόႯǴᙚಓӃғᜤقϐǶ

教者。相對的，由印度教而來的佛教，

Ͼη܌ৌϒୢϖࡆቺϷࡆᛠ

由猶太教而來的基督教、天主教，以及

ۉǴᏂ܈ޣόǶȐȠў Ǹ ϖ

回教等，這些後起的宗教，才有創教教

ࡆҁइಃȡȑ

主。古老的本土宗教，它們是由各自本
身的文化發展而成，也隨著時間在本土

由「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看來，

中，吸收其他教派與外來文化而成長。

有關黃帝的事蹟，司馬遷本身也是有所

以道教而言，歷史上分裂為眾多派別，

懷疑的。五帝及夏，文獻不足，商代甲

最後仍匯入道教洪流中。

骨，西周金文，也是吉光片羽，無法推

道教既是隨着本土文化逐漸形

知彼時道教所呈現的形式。但如以道教

成，那麼最早有道教的記載，該是在何

重方術、求長生的相關史料來看，東周

時呢？《史記 • 封禪書》說：

春秋時期已存在。

ࡆЪᏯЪᏢиǾǾࡆߍ
२ξልǴ᠗ႳܭξΠǴႳࡽԋǴ
ԖᓪࠟचᎴΠ߆ࡆǹࡆ᚛Ǵ
ဂԽࡕவޣΎΜᎩΓǴᓪΏ
ѐǴᎩλԽόளǴΏᓪ
ᎴǴᓪᎴܘቝǾǾࡺࡕШӢӜځ
ೀГႳ෫ǶȐȠў Ǹ ࠾ᕝਜȡȑ

‛ҷ㤀◷㞴䭚㟑㢮虇懢㛨㝈⩺䫭
尹⾁⳧⢷
一般研究道教起源及神仙說的學
者，都會注意到《史記 • 封禪書》所
載戰國時期三仙山及齊烕王、宣王、燕

上引黃帝且戰且學仙，表示道教在彼時

昭王派人入海求仙人之事，以為神仙事

已存在，不是始於黃帝。但今所見和黃

蹟始於戰國初期。其實在此之前，神仙

帝相關的史料，都是周朝所撰造，如

事蹟及修鍊方式，已見載於史籍，春秋

《左傳》、《國語》、《管子》、《列

時期道教方士及修行法門，均已存在，

子》、《莊子》、《韓非子》、《呂氏

並流行於當時。《史記 • 封禪書》載

春秋》、《戰國策》等書中，已有黃帝

述春秋時期，萇弘以方術事周靈王（西

事蹟之記傳。有關黃帝的記載，也許是

元 前 571 年 —545 年 ）。《 史 記 • 扁

據傳聞而來，但因撰寫成文字，已遠在

鵲倉公列傳》，載扁鵲所遇到的長桑

周世，難以當成史實來論斷。因此《史

君，能隱形現形，有奇藥，能令人洞見

記 • 封禪書》雖然大談黃帝修仙事，

垣外之人及洞見五臟病狀癥結。《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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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載述道教許多神祇，如西王母、句

偽出。3 雖然《管子》「僊」字未必指

芒、蓐收、日月神、風神、河、海等神，

仙人，但《說文解字》云：「僊，長生

不死民以及不死藥之煉製，都出現在此

僊去。」漢劉熙《釋名》：「老而不死

書中，而《山海經》中所說的大壑、禺

曰仙。」漢代的僊字已做不死仙人來解

彊、夸父、姑射之山，以及鯀禹治水的

釋。「僊（仙）」字在《詩經》、《管

神話、崑崙仙聖所居的論述等等，常被

子》中已出現，可能還沒用來代表不死

《列子》、《莊子》、《楚辭》等暗引

長生之人，但這不能證明春秋時期沒有

其說；且《列子》、《莊子》等書中已

神仙方術及追求不死之方，《山海經》

有「仙」字，而《山海經》尚未用及

多次述及不死藥、不死民，只是當時把

「仙」字，由此種種情形看來，此書當

不死之人，仍當做「神」來看待，到戰

不會晚於戰國，其撰成年代應在春秋之

國後才用「仙」來做為修煉有成的不死

世。再者，春秋時的《老子》，其書已

民專稱。

有養形、養神修道之方。以此看來，道

由上所述《史記》載周靈王（西

教神仙長生說在春秋時已存在，不始戰

元前 571 年—545 年）時的萇弘以方事

國。

靈王；扁鵲之師長桑君，「取其禁方書
宗教方面，修行的目的，在追求

盡與扁鵲」，扁鵲西元前 529 年左右入

超越凡體，求取不死之身。以道教而

晉診病，長桑君其年代亦與萇弘相近。

言，不死身即是神仙。在中國神仙不死

《山海經》有巫咸不死藥的敘述。此外，

的追求，春秋時期已存在。但《墨子 •

《老子》書中已有修鍊之方。《老子》

明鬼篇》卻僅分天神、地示（祇）、人

書中恬惔寡慾、清靜無為、抱一守魂魄

鬼三者，三者祭祀禮樂雖然有別，其

不離，強調其息綿綿不絕及專氣致柔，

地位皆尊高於人，能賞善罰惡，禍福於

都是修仙法門。由以上種種跡象看來，

人，可以統稱之為「神」或「鬼」。既

神仙之說當孕育於春秋時期，且起源於

是如此，人不必經過死亡為鬼即可因長

春秋時期，當時已有方術及求仙的事實

生而成神仙的概念，在周朝春秋末年已

存在，只是「僊（仙）」字尚未被用來

開始出現，何以春秋末的《墨子》有鬼、

做為不死長生人的代稱詞，「仙」仍列

神而無「仙」字，該如何來解讀呢？

入「神」中，所以《墨子》仍以天神、

「仙」古作「僊」，「僊」字在

地示（祇）、人鬼三類來稱呼鬼神。

周朝已有之，《詩經 • 小雅 • 賓之初
筵》：「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漢
毛亨傳曰：「屢，數也。數舞僊僊然。」
僊僊有飛揚之意，用來形容舞袖。《管

ᾘҷ䛀ҿ▁宧Ӏ㏏悘㝈⩺‚忮虇
䢚㞴䭚㟑㢮䠓䫭尹

子 • 宙合第十一》：「適善，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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僊也；是以無乏。」《詩經》是孔子

道教隨本土文化而逐漸形成，本

據西周至孔子前現成的詩彙編而成，

難以探討它的起源問題，但西漢成帝時

《管子》也有新出土簡策，證明其非

的谷永，則以為方士神仙術數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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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春秋時代周靈王時之萇弘。《漢書》

但未必是源自萇弘。因為在萇弘同時代

卷二十五〈郊祀志下〉載西漢成帝好

的長桑君、老子都已有神仙的事蹟或神

道，谷永上書諫諍，文中曾論及自周

仙理論的興起。方術及不死的追求，以

靈王至漢成帝時方士源承情形，今錄於

史料看，似乎存在東周春秋時期的中晚

下：

期，尤其在周靈王時已有明顯的記載，
ڬܯўѶటаଲઓϐೌᇶ

如《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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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靈王於西元前 571 年至 545 年在位，
當時萇弘以「方」事靈王，即是指萇弘
以道教方術事靈王。文中說：「貍首者，
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
劉宋裴駰《集解》云：「徐廣曰：『狸，
一名不來。』」《漢書》卷二十五〈郊
祀志第五上〉直接把「設射貍首」，換
成「設射不來」，文云：

ࣣаೌጁທளǴ၊ӮҷູǶ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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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永論方士，而以周世史官萇弘以鬼神
之術事周靈王為方士之始，並認為方士

貍，或作「狸」，也稱狸貓，哺乳類動

實無助於治國。方士即是追求神仙之道

物，形狀與貓相似，屬肉食性動物，食

士，先秦稱方士，西漢起，方士、道士

物以鳥類、鼠、蛇、蛙及果實為主，常

互用，東漢後則多稱為道士。以上谷永

以伏擊的方式獵捕其他動物。狸貓在周

之說，乃是源於司馬遷《史記 • 封禪

朝，另一名字為不來，「設射貍首」是

書》說。

用貍貓頭當箭靶子來射，取其諧音，將

以史料來看，方術出現在萇弘時，

不來朝見天子之諸候，設貍首，呼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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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勝咒詛之術，所以萇弘可以說是春秋

的死，《莊子 • 胠篋篇》說「萇弘值」，
值是刳腸而死，劉安《淮南鴻烈解》卷

時的方士了。司馬遷說：「周人之言方

十三〈氾論篇〉則說是「車裂而死」。

怪者，自萇弘。」方怪，是方術神怪之

莊子是戰國時人，去春秋之世未遠，應

說，正因如此，所以西漢的谷永以為神

以莊子說為準。又，唐代陸德明《經典

仙方術之說起於萇弘。

釋文》：「《淮南子》曰：『萇弘鈹裂

之，當會因此致病而死。此是方術中的

萇弘以忠心事周王，力圖振興王

而死。』」可見「車裂」原作「鈹裂」，

室，甚至用方術招致諸侯來朝，是個博

指被用刀劍剖裂，和《莊子》說法相同，

學多聞之人，孔子曾訪樂於萇弘，但後

唐代《淮南子》本子原不誤，今本《淮

來卻因為周謀事，而得罪晉國趙鞅，趙

南子》作「車裂」，應是唐後傳抄致訛。

鞅責逼周人，周人為取悅趙氏而殺死萇

世人對此的解說是萇弘忠心，血變成碧

弘，事見於《左傳 • 魯哀公三年》：

玉，因而有「碧血丹心」一詞。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對於萇弘之

《史記 • 封禪書》載萇弘以方事

死，莊子曾為其抱屈，莊子言：「昔者
龍逢斬，比干剖，萇弘值，子胥靡，故

靈王，當指萇弘以方術事靈王，所以設

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莊子 •

士了。又《史記 • 扁鵲倉公列傳》載

胠篋篇》）又，《莊子 • 外物篇》說：

扁鵲所遇到的能隱形有奇藥的長桑君，

ѦނόёѸǴࡺᓪ၊ǴК

亦應是神仙方士之流；扁鵲在春秋晉昭

υǴᆆηئǴൾٰԝǴਰअΫǶ

公、定公（西元前 529 年左右）入晉為

ΓЬವόటځԽϐ۸ǴԶ۸҂Ѹ

趙簡子診病，則長桑君之年代亦應與萇

ߞǴࡺҴࢬܭԢǴѶԝܭါǴ

弘相近。《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

ᙒځՈΟԃԶϯࣁᅸǶȐȠಷη Ǹ

列傳〉載：

Ѧނጇȡȑ
《呂氏春秋》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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詛咒射貍首；萇弘可以說是春秋時之方

ࡧޣǴࠁੇଗᎄΓΨǶۉ
છМǴӜຫΓǶϿਔࣁΓްߏǴ
ް࠼ߏਬ։ၸǴࡧᐱڻϐǴத

ѦނόёѸǴࡺᓪ၊ǴК

ᙣၶϐǴߏਬ։ҭࡧޕߚதΓ

υǴᆆηئǴൾ䗂ԝǴਰअΫǶ

ΨǶрΕΜᎩԃǴΏࡧڥ֤دǴ

ΓЬವόటځԽϐ۸ǴԶ۸҂Ѹ

໕ᆶᇟГǺȨךԖБǴԃԴట

ߞǶࡺҴࢬЯԢǴѶԝǴᙒ

ᆶϦǴϦЙݧǶȩࡧГǺȨལ

ځՈΟԃԶࣁᅸǶᒃವόటځη

ᒍǼȩΏрځᚶύᛰϒࡧǴȨ

ϐֵǴԶֵ҂ѸངǴࡺֵρᅪǴ

ࢂаԣϐНǴΟΜВǴނޕ

ම η ൿǶȐȠ ֈ М ࡾ ࣿ Ǹ Ѹ ρ

خǶȩΏځڗБਜᅰᆶࡧǴ

ጇȡȑ

۹ฅόـǴࢣߚΓΨǶࡧаځ

《呂氏春秋》是暗引《莊子》之文，唐

قᛰΟΜВǴຎࠢـБΓǹ

代成玄英疏：「碧，玉也。」對於萇弘

аԜຎੰǴᅰـϖᙒ่ǶȐȠ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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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Ǹ ࡧঊϦӈȡȑ
文中所言的長桑君，能隱身不見，且給
予扁鵲的藥，吃了能洞見牆另外一邊的
人，這樣能懂得方藥、隱形的人物，不
僅是方士，也是神仙；所以唐司馬貞
《索隱》在長桑君下注云：「隱者，蓋
神人」。
《史記 • 扁鵲倉公列傳》，載扁
鵲所遇到的長桑君，能隱形，有奇藥；
則長桑君亦應是神仙方士之流；扁鵲在
春秋晉昭公、定公（西元前 529 年左右）
入晉為趙簡子診病，那麼扁鵲之師長桑
君，其年代亦應與萇弘相近。又，扁鵲
事蹟，在《列子 • 湯問篇》已記載：「魯
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
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而《鶡冠子 •
世賢篇》也載扁鵲兄弟三人皆能治病，
以扁鵲醫術最佳。正因萇弘及長桑君其
行為與後來的方士不別，所以《漢書 •
郊祀志》載西漢谷永論述歷代方士時，
即由周靈王時之萇弘說起。

世仍如此，如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媧，
人身蜥蜴尾的日神、月神等。不僅中國
如此，西洋早期的神話傳說也不乏人與
動物形貌相結合在一起的神祇，如埃及
的人面獅身，希腊神話中天神宙斯的人
頭馬身弟弟（Chiron）、蛇髮女妖、半
人羊的森林神 Satyrs 等。
《山海經》的撰作年代，《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說是撰成於周秦間，但
以其書中有不死藥及不死民之敘述，卻
尚未用及「僊（仙）」字，和戰國書廣
用「仙」字者不同；且所述人獸雜混的
鬼神形貌，和《左傳》、《國語》、《墨
子》等春秋時代之書相同，文字簡樸，
《列子》、《莊子》、《楚辭》都暗引
其書之說；《山海經》一書的〈山經〉
係祭祀鬼神之書，以此看來，《山海經》
之撰作，應在春秋時期。
《山海經》是載述神話的書，也
是宗教用書。所載述的不是凡人，而是
它方異國及神祇的世界。《山海經》中
所言者，有神人、異獸、奇山、異水、
礦物、植物、神奇國度等等；其中所言

⡪ҷҿ⸀㼆伢Ӏ㏏嬚䠓懢㛨䫭
ㆬ㊂
《山海經》一般被視為神話書，
但極可能它是宗教祭祀方面的用書，至
少書中〈山經〉這一部分，確實是為祭
祀某一神祇時設供所用的文字。書中所
述奇形怪狀人獸合形的神祇，在周世似
極普遍，《國語 • 晉語二》、《墨子 •
非攻》等書所載人面白毛虎爪的蓐收
神、人面鳥身的句芒神，這些神祇的造
型都與人類有所差異。這種情形，在漢

的異獸奇物，可以服佩食用，而神人則
供祭祀禱請。它所言的大都是異於凡世
的神仙國度，或它方異國。神話未必即
是宗教，但宗教常涵容神話；神話和宗
教二者，有時容易區分，有的則也難以
區分。而《山海經》一書，既是神話書，
也是宗教祭祀時所用之書，同時涵容了
二者。
《山海經》是由「山經」與「海
經」所組成，《山海經》中的〈山經〉
和〈海經〉二部分有明顯的差別。〈海
經〉多神巫、不死藥、崑崙山等神仙傳
說；〈山經〉多異獸、奇物及祀神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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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經〉部分，有南山經、西山經、
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等五經；每一
經再細分若干小經，如南山經分南山首
經、南次二經、南次三經等，依此類推。
〈山經〉在每一小經之文末，都附有該
經神祇形貌及祭祀神祇之法，如《南山
首經》文末說：「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
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
一 璧， 稻 米、 白 菅 為 席。」《 西 次 三
經》文末說：「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
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既
載述神祇形貌、祭祀時所使用的牲物、
糈米、璧玉、酒等等，可見《山海經》
是祭祀神仙、記錄神仙的典籍。由此可
以看出《山海經》與祭神有關，它除是
神話書外，也是宗教用書。
《山海經》中「海經」所保留的
神話，比「山經」更多。在「海經」部
分，所述身生羽翼及長生不死之人，有

中的羽民、不死民，即是兩漢所謂的仙

羽民、不死民、不死山、不死國。所述

人。因此《山海經》雖不言「仙」，然

之不死藥（仙藥），有丹木玉膏，及巫

仙人之說實已見於《山海經》，而巫彭、

彭、巫咸等神巫鍊製之不死藥。《山海

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等方

經 • 海內西經》及《山海經 • 大荒西

士，則是神仙不死藥之煉製者。如《山

經》都有神巫與不死藥之敘述，《山海

海經 • 海內西經》記載：

經 • 海內西經》說：「開明東有巫彭、

໒ܴܿԖׅ൹ǵܢׅǵׅǵ

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

ׅቬǵׅΥǵׅ࣬Ǵ֨⢡⫠ϐνǴ

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

ࣣᏹόԝϐᛰаຯϐǶ⢡⫠ޣǴ

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可見

ೂيΓय़ǴມॄԽ܌ఠΨǶȐȠξ

巫彭等神巫即是鍊製仙藥之方士，他們

ੇ Ǹ ੇϣՋȡȑ

持有長生不死藥以救治被貳負臣所殺的
窫窳。又《山海經 • 海外南經》言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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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山海經 • 大荒西經》言：

羽民與不死民，而屈原《楚辭 • 遠遊》

εϐύǴԖξӜГᙦݪҏ

也說：「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

ߐǴВД܌ΕǶԖᡫξǴࠍׅǵ

鄉。」東漢王逸注：「因就眾仙於明光

ׅջǵׅ㢯ǵׅ൹ǵۄׅǵׅǵ

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

ׅᘶǵܢׅǵׅᖴǵׅᛥΜׅǴ

之民。」據王逸之說，則知《山海經》

வԜϲफ़ǴԭᛰࣉӧǶȐȠ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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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ȐȠξੇ Ǹ ՋԛΟȡȑ
《山海經 • 海內西經》亦載：
ੇϣஜடϐǴӧՋчǴࡆ
ϐΠǶஜடϐǴБΖԭٚǴ
ଯйǶԖЕңǴߏϖ൨Ǵε
ϖൎǶय़ԖΐϔǴаҏࣁᘖǴय़
ԖΐߐǴߐԖ໒ܴᛌӺϐǴԭઓ
ϐ܌ӧǹӧΖϐᠯǴهНϐሞǴ
ߚϘऎವૈϐᠯǶȐȠξੇ
 Ǹ ੇϣՋȡȑ
上述所說的不死藥，有巫咸等十巫所煉
製的人工合成仙藥，有自然生長的峚
山玉膏。而《山海經 • 海內西經》所
說的崑崙山，是天帝在人間的都城所在
（帝之下都），是「百神之所在」，有
開明獸守門。文中雖未言及「仙」字，
 Ǹ ੇϣՋȡȑ
《山海經 • 西次三經》有曰：
Ξ Ջ ч Ѥ ԭ Β Μ ٚǴ Г 
ξǴځӭϏЕǴယԶهಳǴ
ԶهჴǴښځӵႪǴ१ϐό
ବǶϏНрోǴՋࢬܭݙዾᐛǴ
ځύӭқҏǴࢂԖҏᆯǴځচݦ
ݦ෯෯Ǵࡆࢂ१ࢂǴࢂғҎ
ҏǶҏᆯ܌рǴаឲϏЕǴϏЕ
ϖྃǴϖՅΏమǴϖښΏធǶ
ࡆΏڗξϐҏᄪǴԶϐᗛξ
ϐǶዠྼϐҏࣁؼǴ୲ๅᆒஏǴ
ᐛᐜԖԶӀǴϖՅวբǴаࢋک
খǶϺӦଲઓǴࢂ१ࢂǹ։η
ܺϐǴаᑇό౺ǶԾξԿܭᗛ
ξǴѤԭϤΜٚǴځ໕ᅰᐛΨǶ
ࢂӭڻചǵ܁ᛌǵڻങǴࣣ౦ނ

而不死民、羽民，即是《楚辭 • 遠遊》
中之真人、仙人；其巫咸、巫彭等煉藥
士，亦即是古時之方士。其中巫咸，
乃殷帝太戊時之臣子，主巫事者。《尚
書 • 商書 • 咸有一德第八》云：「伊
陟相大戊，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
於巫咸，作《咸乂》四篇。」漢孔安國
傳云：「贊，告也。巫咸，臣名。」《史
記 • 封禪書》說：「後八世至帝太戊，
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
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司馬
遷以巫咸為巫事興盛之始。《山海經》
中的巫咸，疑即據傳說中的商朝臣子巫
咸而來的。
由上述史料，及《山海經》所載
看來，方士和神仙之說，可以往前推到
春秋之世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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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極為密切。
老子的修行方式，主要有二：養

‣ҷҿ冐ⳟӀ㢇ᾼ㏏嬚懢㛨䫭
ⅽ擙㹤朏

神、養形。養神是恬惔寡慾，修煉心性
之功；養形是專氣致柔、綿綿若存之事。
不僅影響周秦，甚至內丹修性、修命皆

老子是春秋時期的人，年世約與

和養神養形有關，修性即是養神，修命

長弘和長桑君相近，活動期間應該在周

為養形。可以說自戰國以後，道教的修

靈王時期。《老子》一書，據郭店出土

鍊法門，都受到老子所啟發與引導，如

竹簡看來，戰國中期已被用來殉葬，放

《文子 • 下德》篇言：

入墓穴中，則其撰成年代應早於戰國。
而老子的學生文子及其後的列子、莊
子，在所著書中，一再引用《老子》書
及老子的言行事蹟。可以看出《老子》
書應撰成於春秋時期，應是老子所撰。

ԴηГǺيݯǺϼᎦઓǴ
ځԛᎦǶઓమཀѳǴԭࣣჱǴ
ᎦғϐҁΨǹޥԼጥǴкဎဉǴ
ٮ༐టǴᎦғϐ҃ΨǶȐȠЎη Ǹ
Πቺȡȑ

《老子》書中已有修鍊之方，而
這些修煉法門在老子之前應已存在，如

《文子 • 下德》引老子之語，明白的

《管子 • 心術上》、《管子 • 內業》

說出了：「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

都對道體及修道有所論述，但其說尚欠

形。」將老子修道治身之方式，區分為

完備，且書撰成年代難確定，如在老子

養神、養形二者。養神是心神清平，是

前，則老子當是沿承其說而加以闡揚。

精神方面的涵養；養形是身體安適，是

《老子》書中有道生一的道體論，

形體方面的維護。此說被莊子所沿承，

論述道之生物，及物之返道。有修道之

《莊子 • 刻意篇》對此有所解說，以

方法，如第六章說：「谷神不死，是謂

為恬澹寡慾、清靜無為，是養神的工

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夫，吹呴呼吸、熊經鳥伸，是養形工夫。

存，用之不勤。」又如《老子》第十章

《文子》書中所引老子的修鍊工夫，大

所說的「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

都可以分為養神、養形二者來討論它。

「滌除元覽，能無疵乎」、「天門開闔，

如《文子 • 道原》說：

能無雌乎」等等，這些都和形神不離的

 Γ ᡏ ϐ а  ค ѳ ܰǴ మ

守一法，及專氣吐納、導引呼吸有關。

ృࢋ১ǴપᆐનᐆǴόᆶނᚇǴ

《老子》第五十章說：「蓋聞善攝生

ԿቺϺӦϐၰǴࡺᒏϐΓǶ

者」，由此語，可見彼時攝生（養生）

ΓޣǴޕερԶλϺΠǾǾࣁค

之說盛行，已有善攝生者存在。《老子》

ࣁǴ٣ค٣ǴޕόޕΨǶᚶϺၰǴ

書中也敘述了得道者的境界，能使天清

хϺЈǴቑ֎ǴӗࡺયཥǴ

地寧，使「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ᆶॿഈǴᆶॿ໒Ǵᆶখࢋڔ

兵」。從道體論、修行法門、修行境界

Ǵᆶ९һǴᆶϺӕЈǴᆶ

等論述看來，《老子》書和神仙修鍊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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सޣǴزԶઓǹઓܭ഻ࡗ
ࡘቾϐޣǴઓᅰԶԖᎩǶࡺ

፲ ጛ
ġġ

ၰӕᡏǾǾϻЯൣපᔿᔸϐ

ΓҔЈൺ܄Ǵ٩ઓ࣬ןǴԶள
ಖۈǴࢂаځჶόფǴԶόኁǶ
ȐȠЎη Ǹ ၰচȡȑ
文中，文子由清虛無為的真人，敘述到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
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
天同心，與道同體」；說明了「養神」
之外，也須「養形」。不使「形傷乎寒
暑燥濕之虐」，此為養形；不使「神傷
於喜怒思慮之患」，此為養神；兩者兼
顧，才能成為真人。
文子與孔子同時，《文子》一書，
全是在闡釋老子的哲理思想，由於近代
地下文物的出土，已可確知該書為先秦
舊籍。4 在上述引文中，我們很清楚的
看出《文子》將老子無為清靜的思想與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術相配合，來論述
真人的修煉境界；並且進而主張去喜怒
以使神不傷，所謂：
഻ࡗޣǴၰϐٕΨǹኁൿޣǴ
ቺϐѨΨǹӳޣǴЈϐၸΨǹ
༐టޣǴғϐಕΨǶΓεࡗઇǴ
ε഻ቜǴᖓว⇽Ǵᡋئࣁ܀Ǵ
ኁൿขЈǴ੯ΏԋᑈǹΓૈନԜ
ϖޣǴջӝܭઓܴǶȐȠЎη Ǹ
ၰচȡȑ

其次養形。」養神即老子之恬淡無為，
養形即吐納呼吸。《文子》之說並非孤
證，以老子思想和吐故納新修仙術相
配，其說又見於《莊子》書中，如〈刻
意〉篇載：
ᩢ֎ڥǴӗࡺયཥǴᅜ
ചҙǴࣁტԶςخǹԜၰЇϐγǴ
ᎦϐΓǴ൹ტԵޣϐ܌ӳΨǶ
ऩϻόڅཀԶଯǴคϘကԶঅǴ
คфӜԶݯǴคԢੇԶ໕Ǵόၰ
ЇԶტǹคόבΨǴคόԖΨǹ
ᐠฅคཱུǴԶऍவϐǴԜϺӦ

《文子》以老子思想和噓吸陰陽、吐故

ϐၰǴဃΓϐቺΨǶࡺГǺϻࡣ

納新相提並論的真人修鍊法，說明了老

‘ᅃǴคคࣁǴԜϺӦϐѳ

子之哲理思想，在春秋時，至遲在戰國

Զၰቺϐ፦ΨǶࡺГဃΓҶҶోǴ

時已被用來做為修仙術；《文子 • 下

߾ѳܰخǶѳܰ߾ࡣ‘خǶѳܰ

德》又說：「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

ࡣ‘Ǵ߾ኁόૈΕǴٕ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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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ࡺځቺӄԶઓόᖝǶȐȠಷ

已有方士以老子之術來修仙求長生。屈

η Ǹ څཀȡȑ

原《楚辭 • 遠遊》：

《莊子 • 刻意》將修煉之境界分為二

ᅃᓉаࡣඍϥǴᐠคࣁԶ

種，其一為「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ԾளǶᆪ݊هϐమლϥǴᜫ܍॥

經鳥申」等養形之人；其一為「恬惔寂

Яᒪ߾ǶΓϐҶቺϥǴऍ۳

寞，虛無無為」、「德全而神不虧」的

ШϐฦиǶᆶϯѐԶόـϥǴӜ

養神之人；莊子認為養神者的境界，遠

ᖂԶВۯǶڻഡᇥϐૼٍࢃϥǴ

在養形者之上。而最可注意者，莊子將

⎱ᗬϐளǶ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和恬惔寂寞、虛靜

րஒவЦൈԶুᔍǴᓓϤ

無為相並而談，其說，應沿承自文子，

ԶؘϥǴᅋ҅Զ֖රᗪǶ

而皆是出自《老子》。《老子》思想的

ߥઓܴϐమዂϥǴᆒΕԶ㚄ᘸ

被用來修仙，除上述外，又見於《莊

ନǶഩ॥аவϥǴԿࠄணԶ

子 • 在宥》篇中敘述黃帝向廣成子問

൘৲ǶـЦηԶஎϐϥǴቩ൘

道，廣成子告以：

ϐکቺǶГǺၰёڙϥǴόёǶ

คຎค᠋ǴܤઓаᓉǴஒ
Ծ҅ǶѸᓉѸమǴคമζǴค
འζᆒǴΏёаߏғǶҞคـ܌Ǵ
Ըค܌ᆪǴЈคޕ܌ǴζઓஒӺ
Ǵ  Ώ ߏ ғǶ ǾǾ ࡺ  ךঅ ي
ίΒԭྃخǴր҂૰ǶȐȠಷ
η Ǹ ӧ࠽ȡȑ
文中所言廣成子長生修仙術，亦即是老
子的清靜無為、「為腹不為目」（《老
子》十二章）、「塞其兌，閉其門」（《老
子》五十二章》）、「為學日益，為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老子》
四十八章）等道理，據此而修鍊，可以
達到廣成子所說「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的境界。不僅《莊子》書
將恬惔無為，拿來和導引吐納等神仙術
相論；再者，我們由稍後屈原所寫的文
章中，也可以看到屈原把清靜無為當成
是修仙的主要方式，這些都可以印證在
戰國之世，甚至在春秋末的文子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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ځλคϣϥǴځεคࠡǶคྖԶ
ሲϥǴ۶ஒԾฅǶ൘ϾઓϥǴ
ܭύڹӸǶаࡑϐϥǴคࣁϐ
ӃǶபᜪаԋϥǴԜቺϐߐǶᆪ
ԿԶၱ᪰ϥǴ۹ЯրஒՉǶϝ
ԳΓܭϏЫϥǴ੮όԝϐᙑໂǶ
ຬคࣁаԿమϥǴᆶੀ߃Զ
ࣁᎃǶ
屈原在〈遠遊〉一文中，把老子清虛、
寡慾、自然、無為、恬澹、靜默、壹氣、
和德等老子思想；以及道家思想中「道
可受不可傳，其小無內，其大無垠」等
道家對於「道」觀念的闡釋，引用到
修仙上來。將道家對道的領悟，拿來做
為成仙的法門，並且與王喬、赤松等仙
人並論，以仙人為得道者。而屈原的這
種觀念也可以在莊子中找到端倪，《莊
子 • 大宗師》已將得道者和神仙人物
混為一談。只是屈原的文章中，則更可
充分的看出戰國的道家人物及神仙煉養
的關係。《莊子 • 大宗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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ϻၰǴԖԖߞǴคࣁคǴ

аځ഻ࡗϐόکΨǶ഻߾ӭǴ

ёԶόёڙǴёளԶόёـǶ

ࡗ߾ӭǶࢂаၰޣ഻߾࡚ᩢǴ

ԾҁԾਥǶ҂ԖϺӦǴԾђаڰ

ࡗ߾ቃݻǴаکϐǶ֎ϺӦϐᆒ

ӸǶઓଲઓࡆǴғϺғӦǴӧϼ

ǴჴځǴࡺૈЙੰǶ፠Γϐ

ཱུϐӃԶόࣁଯǴӧϤཱུϐΠԶ

܌аளੰޣǴമ॰ବǴқԠᢿ

όࣁుǹӃϺӦԶόࣁΦǴߏܭ

๊ǴԾΕНύǴϷޮൣ ϐӦǴ

ђԶόࣁԴǶ⥄ॡМளϐǴа

όඵȐޕȑԏՊǴࡺளੰోǹԖ

৽ϺӦǶȐȠಷη Ǹ εৣےȡȑ

ȐΞȑѷඵᩢⅶԶନѐϐǴࢂа

在《莊子》文中，把悟道與神仙之說，

ӭੰԶܰԝǶ7

併合為一。屈原以道體混神仙方術，實

《引書》將老子的清靜寡欲，引伸為去

由莊子肇其端。而《莊子》的「豨韋氏

喜怒之情，不欲以多喜多怒擾亂清靜之

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

心。《引書》之說和子書《文子 • 道原》

這段對諸得道者所作的描述，則又應是

相近，今引錄於下：

源自《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之文。

 Γ  ޣǾǾ ᚶ ε ၰǴ х Ϻ
ЈǴቑ֎ǴӗࡺયཥǴᆶ

又屈原《楚辭 • 遠遊》文中可以

ॿഈǴᆶॿ໒Ǵ! ᆶখࢋڔǴ

明顯看出，拿老子的恬淡寡欲、清靜

ᆶᮟһǴᆶϺӕЈǴᆶၰࣁ

無為、壹氣和德等道理，來做為修仙法

ᡏǶค܌Ǵค܌धǴค܌഻Ǵ

門，如此才能和赤松子、王喬等同壽、

คࡗ܌ǶނҎӕǴคߚคࢂǶ

共遊。屈原《遠遊篇》用老子思想來修

ϻЯൣපᔿᔸϐसޣǴز

仙，清儒蔣驥等人已開始注意及此了 5。

Զઓǹઓܭ഻ࡗࡘቾϐޣǴ

由上所述，屈原引老子之說以修

ઓᅰԶԖᎩǶǾǾϻ഻ࡗޣǴ

仙的思想，可以上追至莊子，莊子之說

ၰϐ㭁ΨǹኁൿޣǴቺϐѨΨǹ

又可以上追至文子。文子為老子的學

ӳޣǴЈϐၸΨǹ༐టޣǴғ

生。文子更將老子清靜寡欲的思想具體

ϐಕΨǶΓεࡗઇǴε഻ቜǶ

化，加以衍伸為去除喜怒憂悲驚怖，

ᖓว⇽Ǵᡋئࣁ܀ǴኁൿขЈǴ

《莊子 • 在宥篇》也說：「人大喜邪，

੯ΏԋᑈǶΓૈନԜϖޣǴջӝ

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此種修仙

ܭઓܴǶȐȠЎη Ǹ ၰচȡȑ

養生法門，又見於 1984 年江陵張家山
出土漢簡《引書》：
ΓғܭమǴόඵȐޕȑངځ
ǴࡺӭੰԶܰԝǶΓϐ܌а๓
ᜉǴ૫ȐԐȑ૰ܭǴаځόૈ
ځΨǶૈ๓ځԶჴځǴ
߾ճخيځǶΓϐ܌аளੰޣǴ

《文子》據傳為老子的學生辛計然所
撰，道教稱之為《通玄真經》，收入於
《正統道藏 • 洞神部 • 玉訣類》。《引
書》稟承《文子》之說，將老子的清靜
寡欲，具體化而成為去喜怒之情，不欲
以多喜多怒擾亂清靜之心。又，《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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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欲身與天地相求，猶橐籥也，虛

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而不屈，動而俞（愈）出。」其文意蛻

《列子 • 周穆王》說尹文子之師為老

自《老子 • 第五章》，可以看出不僅

聃，尹文之弟子為老成子，學幻於尹

是以老子之思想來做修仙術，甚至是以

文，可以隱形現形（存亡自在），可以

《老子》書為修仙書。

改變四季，讓冬天打雷，夏天結冰；能
使飛禽變走獸，走獸變飛禽。這些描述

⋼ҷ冐ⳟ╙⌅ⴇ䚮│㞾懢㛨䠓䫭
⁉䏸
從現存的春秋戰國史料上看，老
子思想和修仙法門關係密切，《文子》、
《 列 子 》、《 關 尹 子 》、《 莊 子 》、
《楚辭 • 遠遊》、《引書》等書中，
都可以明顯的看到運用老子的思想來修
仙；因而老子與神仙術，在戰國時已存
在，甚至可能在春秋（文子）時，也已
和神仙修煉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再
者，《老子》不只是修仙書，甚至老子
本人，也可能即是修仙之人，《文子 •
下德》篇中明說老子有養神、養形兩種
治身法門，而養神、養形即是道教之神
仙修煉術，因而《史記 • 老子韓非列
傳》說：「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司馬
遷這樣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早在戰國
初期的列子，戰國中期的莊子，在他們
的書中，都把老子說成是神仙人物，不
僅如此，也把老子的學生關尹子、尹文
子、亢倉子，老子的再傳弟子老成子、
列子等人，看成神仙人物。
老子及其弟子的被神仙化，至
遲在戰國之初，即已形成了，《列子 •
仲尼》說：「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庚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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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道教仙人無異。《莊子 • 天下》
也說：「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
哉！」《莊子 • 逍遙遊》說：「列子
御風而行。」這些說法，證明在戰國
之世，已把老子神仙化了。不僅老子被
神仙化，老子的學生關尹子、尹文子、
庚桑子，以及老子的再傳門人老成子、
列子，都成為神仙人物。這些人是道家
人物，也是神仙人物。道家人物即是神
仙人物，在道家書中，自己即是如此認
為，並不是後人刻意攀引；道家、道教
混合為一，也由此可見。
上述是老子弟子中，有明顯的記
載，被視為神仙人物的人。此外，老子
還有其它的弟子，未被神仙化。《莊
子 • 則陽》說：「栢矩學於老聃。」
《莊子 • 庚桑楚篇》說：「老聃之役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並說庚
桑楚之弟子有南榮趎者。亢倉子即庚桑
楚，其弟子為南榮趎。而《莊子 • 應
帝王》、《莊子 • 寓言》載陽子居向
老聃問道，自稱弟子，他也算是老子的
學生了。陽子居，《列子 • 黃帝》作
「楊朱」。此外，班固《漢書》卷三十
〈藝文志〉說文子是老子的弟子 7，《史
記 • 貨殖列傳》載范蠡和計然說越王
勾踐復國之事，裴駰《集解》云：「計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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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
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
師事之。」
又《史記 • 樂毅列傳》云：

皇甫謐《高士傳》卷中云：
 ݞ Ρ Γ ޣǴ ό  ޕՖ ୯ Γ
ΨǶܴԴηϐೌǴԾۉӜǴۚ
ݞϐǴȠԴηകѡȡǴࡺШ

ԽϦᏢࡆǵԴηǴځҁ

ဦГݞΡΓǶᏯ୯ϐ҃Ǵፏ

ৣဦГݞΡΓǴό܌ځޕрǶ

ߠҬݾǴႭᇥϐγǴࠍа༈࣬

ݞΡΓ௲ӼයғǴӼයғ௲Л

ǴΡΓᗦيঅၰǴԴԶόᖝ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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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Ƞଯγ䝀ȡȑ

௲ܭሸଯஏጤՋǴࣁఆ࣬୯ৣǶ
ȐȠў Ǹ ኾӈȡȑ

由皇甫氏之言看來，戰國時河上丈人之
注本，在晉世應當還在。且其書由《史

以上是老子派門中，河上丈人一系的傳

記》所言河上丈人傳安期生看來，安期

承情形。河上丈人是戰國時人，《隋書》

生好神仙養生，《史記 • 封禪書》云：

卷三十四〈經籍志〉「道家類」云：「梁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

不合則隱。」河上丈人是安期生的老師，

在《老子》書諸注中，最早者當為戰國

則戰國時河上丈人之書，亦應是以神仙

河上丈人注，其次漢文帝河上公注，二

說來註《老子》。河上丈人，年世在戰

人名字相近。漢代河上公注今存在，多

國之末，不可能是老子的學生，應是老

雜道教神仙養生說以注《老》。而戰國

子再傳以下的門弟子。今將老子的學生

時之河上丈人注本今則已亡佚。但西晉

及再傳、三傳以下等門人，表列於下：

弘道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27

上表老子弟子及再傳的門人中，除栢

知在東周春秋時期，道教的修行法門及

矩、陽子居、南榮趎外，都是神仙人物。

術儀已流行於當時，不是始自戰國時齊

而三傳以後的安期生，是戰國末秦初的

威王、宣王、燕昭王的海外求仙。

方士，依然被視為神仙。再者老子所傳

《老子》書中有道體論，有修鍊

的弟子中，再傳門人范蠡為軍事家及謀

之方，有得道境界之敘述，尤其「載營

略家；三傳以下的蓋公、曹參為政治家。

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元覽」

從這些史料看來，老子、關尹、

等修心養神及吐納鍊形的修鍊工夫，更

亢倉子、老成子、列子、莊子等道家人

與神仙說關係密切。《老子》書在戰國

物，在當時即常被視為神仙中人，是道

諸子書中已被當做神仙修鍊書來看待，

家人物與神仙人物原本即有極密切之關

老子其人在諸子書中亦被視為神仙人

係。同時由兩者的關係上看，應是道

物。甚至老子的學生如關尹子、尹文

家、道教本是一體，被分為二，是後人

子、亢倉子（庚桑楚），其再傳弟子老

的妄加分別。

成子、列子等，在《列子》、《莊子》
書中，也都成為神仙人物。這些可以看

ᾒҷ仟ġġ尭
道教為中國本土宗教，隨著本土
文化、習俗之成長、演變，而逐漸形
成，雖然《史記 • 封禪書》載黃帝且
戰且學仙，而鼎湖成道，龍迎上天。但
畢竟黃帝之事久遠，而夏商及西周文獻
亦不足，但以現存文獻來看，東周春秋
時道教方術及求長生的修鍊法門已儼
然成形。我們可以由四方面來印證春秋
時，道教的修行方法及方術即已盛行於
當時：（1）春秋周靈王大臣萇弘，見
周室衰微，欲以方術招來諸侯，所用為
道教方術。（2）長桑子能隱形現形，
其弟子扁鵲能洞視臟腑，已與道教神仙
方術不別。（3）《山海經》所載多祀
神之方，及不死藥之煉製，《山海經 •
海內西經》所言崑崙山為天帝之下都，
皆和道教神仙說相關。（4）《老子》
書被視為修仙書，老子其人及弟子，被
視為神仙人物。從上述四方面，可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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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老子其人其書，在道教的形成及神仙
修鍊說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老子》修鍊法門，分養神、養
形；養神以恬惔寡慾、清靜無為主，養
形以綿綿不絕的專氣致柔及魂魄抱一為
主。其影響而為莊子的心齋坐忘，與熊
經鳥伸之說。在周世的修仙法門上，都
以養神為主，而兼修養形。兩漢《淮南
子》、《周易參同契》、兩部《黃庭經》
等都深受老子修行法門的影響。宋後修
行以內丹為主，而內丹的修性與修命，
即是沿承老子養神、養形而來。可以說
從老子所處的春秋時代以後，道教的修
仙法門都深受老子的啟發與影響。而老
子的學生也都成為道教的仙聖人物。因
此，東漢王充《論衡 • 道虛篇》說：
「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
《後漢書 • 祭祀志下》及《後漢書 •
襄楷傳》載漢桓帝於宮中立祠祀老子，
並於延熹八年遣使至陳國苦縣祠老子；
九年以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效天
樂，親祠老子於濯龍，把老子當成天界

道
壇論教

之主尊來祭拜。正一派的張道陵自說五

5ǳ! Ƞ Ў η ȡ  ਜǴȠ ᅇ  דȡ

斗經傳自老子，並闡揚老子修仙之道。
北齊 • 魏收《魏書 • 釋老志》云：「道

ԖᒵǴ߈ШᏢޣමᅪࣁځଵਜǴՠ
ΐΎΟԃݞчۓᑜ 51 ဦՋᅇύξᚶ

家之原，出於老子。」以老子為道教之

ЦቅঅოрβޑԮᙁύǴԖȠЎηȡූ

創始人。
道教是隨著中國本土文化發展而

ᙁǴځύЎӷᆶȠЎηȡ࣬ӕޑԖϤകǴ
٠Ԗ٤ࢂόܭـϞҁȠЎηȡύǴ

成的宗教，本無創教者與創教年代，但

ࢂϞҁժѨޑժЎǶҗܭՋᅇოޑр

以今日所見，文獻較完備者為東周春秋

βǴϞΓςዴޕȠЎηȡਜߚࡕΓଵ
ਜǴΏӃછᙑᝤǶЎηջीฅǴȘቅֺș

時期，而此時期老子其人其書，都是主
導道教的發展與修行法門，從戰國至明
清，道教的發展皆離不開老子。道教雖
不是創自老子，卻可以說是定型於老
子。如以老子對道教的影響來談，在情
感上以老子為教主，亦似比以黃帝為教
主，較有依據。B
ȐҁЎම࠹᠐ว߄ ܭ312: ԃ : Д 2:ȋ
36 ВҗើԀεᏢᖐᒤޑȨಃѤۛஜ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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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柬嬎䢐䫍㢒䭠ⴇ柱懢ⴇ䦣䰅ᾼㅒ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講演錄》中

髓、真面貌，與學界專家共同探討。

錯解老子所說的「無」，認為中國無哲
學。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傳入中國，研
究者林林總總，沒有人對黑格爾的錯誤

ᾏҷ杫㝋ⴖ喻䏸䚮㎟⛞槛

斷言進行批評、辯解，反而是默許、附
和。如有學者說：

古希臘歷來被視為歐洲乃至西方

ύ୯ࡘགྷલϿࢂ҅ޑ

哲學的故鄉，第一位哲人是泰勒斯，一

ȨނᏢȩջȨޕፕȩǴӢԶ

般推算他活動的年代是公元前 585 年前

ѬؒԖوђ׆ᛪণᏢٗኬޑவ

後。羅素《西方哲學史》言：「他是希

ȨԾฅȩډȨΓЎȩޑၰၡǴԶ

臘的七哲之一，七哲中每個人都特別以

ࢂவ໒ۈջوӧவȨΓЎȩډ

一句格言而聞名；傳說他的格言是：『水

ȨԾฅȩޑȨҁᡏፕȩࡘᆢޑၰ

是最好的』」；「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記

ၡǶ2

載，泰勒斯以為水是原質，其他一切都
是由水造成的；泰勒斯又提出大地是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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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引領者胡適

在水上的」。2 晚於泰勒斯的畢達哥拉

說：「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鼻祖，是中國

斯，「大約鼎盛於公元前 523 年」（羅

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學家。」這個

素第 55 頁），他把「數」視為事物的

評價是絕對準確的，只有《老子》能夠

原型，認為數構成宇宙的「秩序」，凡

代表中國哲學。老子所說的「道」，以

物皆數。「鼎盛於約公元前 500 年」

及圍繞著「道」在《老子》文本中展開

（羅素第 68 頁）的赫拉克利特認為：

的諸多論述，其中蘊蓄著「物理學」、

「這個世界對於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

「量子力學」的豐富內涵。本文擬從古

的，它不是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

西方哲學與老子哲學比較的角度，來展

它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一團永恆的

現老子所說的極具現代科學意義和現代

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

哲學意義的「道」及其哲學思想的真精

分寸上熄滅」；「火的轉化是：首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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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海的一半成為土，另一半成為旋
風」。這些學說，在今天看來，很明
顯，都不符合現代科學的實證，當然皆
難以成立。「鼎盛期是公元前 420 年左
右」的德謨克里特，「是蘇格拉底和智
者們同時代的人」，與同伴留基波創立
了「原子論」：
дॺ࣬ߞނࢂҗচηᄬ
ԋޑǴচηӧނȋȋԶόࢂ
ӧ൳Ֆȋȋࢂόёϩޑǹচη
ϐ໔Ӹӧޜǹচηࢂόё྄
ྐޑǹচηම҉ᇻࢂǴԶЪஒ
ᝩុ҉ᇻࢂǴӧၮޑǶচη
ޑኧҞࢂคज़ޑǴࣗԿচηޑᅿ
ᜪΨࢂคज़ޑǴόӕѝӧܭελǶ
٥ٚγӭቺᇥၸǴࡪྣচηፕޣ
ޑᇥݤǴচηӧࡋБय़Ψࢂό

ӕޑǶ4
對於「原子論」，羅素評論說：
চηፕޣΏࢂᝄޑ،ۓፕ
ޣǴдॺ࣬ߞނࢂ٩ྣԾฅࡓ
ԶวғޑǶቺᙢլܴٚқӦցᇡ
ၸҺՖ٣ނёаҗܭᐒጔԶวғǶ
Γॺޕၰ੮୷ݢȐᗨᇥ೭ঁΓࢂ
ցӸӧᗋԖୢᚒȑමᇥၸҹ
٣ǺȨؒԖࣗሶёаࢂคᆄวғޑǴ
ނࢂԖҗޑǴԶЪࢂѸฅ
ޑǶȩޑዴд٠ؒԖᇥܴՖаШࣚ
Ծۈ൩ᔈ၀ࢂѬ܌চԖٗޑᅿኬ
ηǴ೭ᗺ܈ёаᘜϐܭᐒጔǶ
ՠࢂѝाШࣚѿӸӧǴѬޑᝩុ
ว൩ࢂคёׯ׳Ӧᐒఓޑচ߾
܌ዴޑۓΑǶ٥ٚγӭቺکձΓ
ࡰೢдکቺᙢլٚ٠ؒԖᇥܴচ
ηޑচۈၮǴՠࢂӧ೭ᗺচ
ηፕޣाКץຑдॺޑΓࣽ׳Ꮲள
ӭǾǾ٣ჴǴচηፕޑޣፕा
Кђж܌මගрၸޑҺՖځд
ፕǴ߈ܭ߈׳жࣽᏢޑፕǶ5
羅素的評論是基本正確的。略晚於泰
勒斯而早於德謨克里特與留基波 200
多年的老子概括的「道」，以及圍繞
著「道」所展開的一系列關於宇宙萬
物生成的論述，就包藏著人們難以識
辨、難以看透的「原子論」學說。《老
子》第 25 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強名之曰大。」5 老子這裏所說的
「有物」之「物」，是先於天地生成之

儔亯ҿ嬎㝈⚁ⴇ▁Ӏ㢇

前就生成而存在之「物」。這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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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是只有一種，而是許多種「混合

的觀察發現，相互對比，非常精確！極

構成」。這樣的描述，在現代高科技之

具科學性、真理性。

前，只能是玄奧的「天書性」文字，古

以德謨克里特為代表的古希臘哲

人看不懂，猜不透，理自當然。可是，

人認為，「原子之間存在著虛空；原子

在今天有了高科技的參照，就大不一樣

是不可毀滅的；原子曾經永遠是，而且

了。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論」言：

將繼續永遠是，在運動著的」，這與老

ᛈ ࣆ ϐ ߃Ǵ  ނ፦ ѝ ૈ а ύ

子的描述，也十分相近。只是他們直指

ηǵ፦ηǵႝηǵӀηکύ༾η

「原子」，而老子卻說「吾不知其名，

୷ҁಈηᄊӸӧǶӹۖᛈࣆ

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老子為甚麼

ϐࡕޑόᘐᑩǴᏤठྕࡋکஏ

這樣說呢？這可見出老子智慧之高，思

ࡋࡐזΠफ़Ƕᒿྕࡋफ़եǵհ

考之透徹，用詞之準確、精妙。「字之

ࠅǴԋচηǵচηਡǵϩ

曰『道』」，是說這個「道」，不是「可

ηǴ٠ፄӝԋࣁ೯தޑᡏǶ

以為天下母」的這個「物」之真名，只

ᡏᅌᏉᆫԋࢃǴࢃ

是一個「字」，真名是甚麼？他說「不

ԋӚᅿӚኬޑ㚌ࢃسࢃکǴന

知其名」。這當然不是「無名」，也

ಖԋॺךӵϞޑډ࣮܌ӹۖǶ7

不是「不可名」。老子說「強名之曰
『大』」，是一個勉強的命名。所謂「勉

原子、原子核在形成之前，是「只能以

強」，因為這只是從「有物混成，先天

中子、質子、電子、光子和中微子等基

地生」的這個「物」的存在狀態——漫

本粒子形態存在」，老子說「混成」，

無邊際，茫茫一片「無」之狀態說的。

與「大爆炸理論」多麼吻合！喬治 •

這個「大」，只能是一個暫時的命名，

伽莫夫的「大爆炸」理論，雖為假設，

有待於後世去給它再定真名。另外，特

但後來經過哈勃望遠鏡的觀測之實證，

別重要之處在於他終歸不是物理學家，

逐漸得到科學界的認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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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這個特殊之「物」命名，還要包含

對「先天地生」的這個「混成」

思想、精神方面的豐富內容，於是才選

之「物」，老子用「寂兮寥兮，獨立不

擇了「道」。因此，在第 1 章開宗明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來描

義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述。按照現代科學儀器的觀察發現，原

名」。他要說的「可道」之「道」、「可

子有 109 種。原子是由中間一個原子

名」之「名」的「道」，不是平常、一

核和外面圍繞它旋轉的電子組成。如果

般所說的道路、道理之「道」，而是特

把原子放大到十層樓那麼大，原子核只

指性、特定性的「道」，是具有「物質

有黃豆那麼大，圍繞原子核旋轉的一個

性能」的可以開天闢地、創生萬物的

或幾個、十幾個電子僅有微粒那麼大，

「道」。故而，緊接著說「無，名天地

原子內部，空空如也。老子說「寂兮寥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裏的「無」，

兮」，又描述原子圍繞原子核「旋轉」

是特指人的肉眼看不見的「有物混成」

為「周行而不殆」，這與現代科學儀器

的「物」，是有內質存在的「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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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格爾與我國現當代一些著名老子研

以為天下母」的「道」。老子用「道」

究專家們所說的甚麼也沒有的「無」；

來概括宇宙萬物生成的本源，實在是太

「有」，在這裏特指「天地」這個大

高妙了！既有物理學的內涵，又具有哲

「有」，有了天地才能生萬物，所以天

學意義，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

地是「萬物之母」。從古至今，所有說

統一體。對於這個「視之不見」、「聽

「有名，萬物之母」者，是不符合人類

之不聞」、「摶之不得」的「道」，老

文明發展實際的。因為，「名」是人類

子在不厭其煩地反復描狀，言說，足

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有的，「有名」

見老子對他苦心積慮概括出來的這個內

怎麼乃是「萬物之母」呢？《老子》言：

涵豐富的「道」之珍重。就憑著這個

ຎϐόـӜГӮǴ᠋ϐόᆪ

「道」，老子就站在了古今中外哲學思

ӜГ׆Ǵ⟘ϐόளӜГ༾ǶԜΟ

想之峰巔了，無人能夠企及！我們前文

ޣόёठ၄ǴࡺషԶࣁǶځ

所列舉的諸多西方著名古典哲學家，哪

ό゠ǴځΠόࢁǴᛣᛣόёӜǴ

一位能夠像老子這樣，用哲學性的概

ൺᘜܭคނǴࢂᒏคރϐރǴค

念，表達出宇宙萬物生成的科學性本源

ނϐຝǴࢂᒏ்Ƕ߆ϐόځـ

來？只是可惜從古至今沒有人能夠識得

२ǴᒿϐόࡕځـǶȐಃΜѤകȑ

老子所說的「道」之真面，還在不斷地
遭受誤解，這可以說首先是中國哲學史

「無」，是甚麼狀貌呢？是「無狀之狀，

的悲哀！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是甚
麼樣子呢？就是一種似有非有、似無非
無的狀況。難以言說，難以描狀。所以

‛ҷ杫㝋┮ⳟ䠓懚⑤⛞槛

老子說「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按
「宇宙大爆炸」理論，宇宙大約在 150

羅素說：「亞里士多德和別人都

億年以前，所有物質都集中到一點，這

指責他（按：指「留基波」）和德謨克

個點叫做「奇點」，有極高的溫度，溫

里特並沒有說明原子的原始運動」，

度又極度升高，發生了大爆炸。這「奇

「事實上，原子論者的理論要比古代所

點」之說，與老子「混而為一」之說，

曾提出過的任何其他理論，都更近於近

何其相似！

代科學的理論」。此辯解不無道理。但

老子說「一者，其上不皦，其下

是，「沒有說明原子的原始運動」，

不昧」，這「一」是「上」（即往前）

卻不能不說這是當時「原子論者」的缺

與「下」（往後）的分界點。往上「不

憾！然而，在《老子》文本中卻多有包

皦」，是不明不清的，老子說「繩繩不

含著「原子的原始運動」的論述。

可名，復歸於無物」。這「無物」的

以往學界多從哲學、事理方面對

「無」，不是甚麼都沒有，是有「狀」、

「反者道之動」進行解讀，今天我們則

有「象」，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擬開掘其物理學方面的內涵。老子所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說的「道」之物質性方面，實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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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動」，既符合哲理、
事理，又切合科學原理。宇宙生成之
前、之後的原子運動，都是永遠存在、
永不停息，老子用「寂兮寥兮，獨立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來描
狀、表達，非常精確！「反者道之動」，
這首先是指的「物」理，是物質性的能
動狀態；因而，「道」是一種充滿活力
的物質性存在，絕不是一般所說的僅僅
是純靜態的「形而上學」，更不是有的
「老子研究專家」所說的「甚麼也不是
的 X」。
關於「道」的原子性運動，《老
子》中多有表述。第 42 章說：「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生
一」的「一」，就是第 14 章「故混而
捛⩺⪩ㅆ

為一」的「一」，指的就是「大爆炸」
理論所說的「奇點」；有了這個「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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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是他所說「先天地生」的「混

之「一」，才生成了宇宙、天地；有了

成」之「物」，是第 21 章「道之為物」

天地，才分出了陰陽「二相」；陰陽匹

的「物」，是第 52 章「見小曰明」的

配，「沖氣以為和」，才生成了萬物。

「小」，是第 56 章「和其光，同其塵」

「三」，是「一」的累加二成「眾」，

的「塵」，這些都是老子「不知其名，

故曰「三生萬物」。「道生萬物」，實

字之曰道」，而實則是現代科學所說的

則是原子運動生萬物。「生」，就是

「原子」——「根據泡利不相容原理，

「道」的運動過程。如果「道」僅僅是

每個原子軌道上最多有兩個電子運動，

純靜態的「形而上學」，那麼，老子說

它們的自旋方向相反」，「自然界有兩

「道生萬物」就成了一句虛語！

種電荷——正電荷和負電荷，電荷之間

還有第 43 章「天下之至柔，馳騁

的相互作用規律是：「同種電荷相互排

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一般注

斥，異種電荷相互吸引。」都是相背、

家、論者都將「至柔」解作「道」，「道

相向的反向運動。還有，電源、電池的

無堅不摧」。「無有」即「無」，「無

電流反向，「在電源內部，電子由正極

有」也就是指的「道」。河上曰：「至

向負極運動；在外電路，電子由負極向

柔者水，至剛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

正極運動。電子運動方向的反方向為電

無所不通。」王弼曰：「氣無所不入，

流方向」。

水無所不出。」兩家都沒有深思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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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水還是氣，都能「貫堅入剛」、
「無所不入」、「無所不出」嗎？對於
這樣明擺著的自然物相之理，老子觀察
得十分精細，也思考得非常明徹。故而
他說「無有入於無間」，而不是水、氣
入於無間。
電 子、 光 子 是「 有 」 還 是「 無
有」？現在可以肯定地回答：有。但誰
能用肉眼看得見？對於人的肉眼看不見
的「道」，老子特指為「無」。這「無」
是有「內質」的存在，其實質就是老子
所說「不知其名」的原子。「無有」，
即「無」中之「有」。現當代，經過高
科技處理以後就能在電視機、電腦、手
機中成像，顯現於螢屏，人們完全可以
用肉眼觀賞了。老子在 2500 多年前就
發現了原子運動、原子成像、電子傳播
的物理學、量子力學現象，而予以真實

冐ⳟ

地描述，這在中外的哲學著述中是絕無
僅有的！

極小所以是看不見的。這些多就在虛空

老子關於「道」的這些運動、傳

中運動（因為虛空是存在的）；於是它

播、穿透性能的描述、表達，都十分肯

們由於聯合而產生了生成，由於分離而

定，毫不含糊，絲毫沒有假設的意味，

就產生了毀滅。」10 這說明到了公元前

而且完整系統。然而，古代西方的哲學

200 年後，古代西方哲學家們對於「虛

家們卻眾說紛紜，大都是假設。譬如對

空」與「存在」問題還在爭論。可是

「虛空」的認識，留基波說：「虛空是

老子一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就

一種不存在，而存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

做出了肯定性回答。而且說「無有入於

不存在。」8 羅素說：「我們可以把巴

無間」，在沒有間隙的堅硬之物中「馳

門尼德式的立場表示如下：『你說有虛

騁」。只可歎這些物理學、量子力學現

空；因此虛空就不是無物；因此它絕不

象，中國古人不懂，未加追究，而現當

是虛空』。」9 亞里士多德則認為：留

代的哲學家們又熟視無睹，不作研討，

基波「承認有沒有虛空的運動，而存在

妄做結論，就實在讓人費解了！

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不存在；因為存在就

從泰勒斯開始，到亞里士多德這

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來說，乃是絕對的

些著名的西方古代哲人，他們對於世界

充滿，而這種充滿卻不是一；反之它是

的本源問題的追問，可以說是就事論事

一種多，這種多為數無窮而且由於體積

的物理學探討。然而，老子卻站在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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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高度，做出了「道」這個極具哲學

息 」， 這 絕 不 是 牽 強 附 會。2016 年 2

意義的概括。他對「先天地生」的這個

月 21 日「中國新聞網」有網文〈2016

「不知其名」的「混成」之「物」，「字

年物理學家為甚麼會刷屏：新粒子或

之曰道」；在第 21 章中，他確認「道

「現身」〉（此文科普中國、卡卡新聞、

之為物」的物質性，言之鑿鑿，鐵板上

央廣、天極、環球等網均刊載同題文

釘釘，確真無疑。儘管是「唯恍唯惚」，

章）說：「『閉關』多年的激光干涉引

看不清楚，但卻是「恍兮惚兮，其中有

力波天文台（LIGO）終於在 2016 年聽

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到了 13 億年前兩個黑洞相撞產生的『巨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象、

響』以及探測到此過程中的引力波。」

物、精、信，這都是真實的存在，真實

現代高能科學儀器探測到了 13 億年前

不虛。《管子 • 內業篇》說：「精也者，

的宇宙存留信息，《老子》第 21 章則

氣之精者也。」按照現代科學原理，氣

說「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是分子組成，「氣之精」，當然應該是

（甫者，始也，指宇宙萬象之初始），

「原子」之類的更小粒子了。中國古人

二者說的是相同的宇宙物理現象。現代

對物質的構成，已經追尋到了「精」的

高能儀器探測到的宇宙信息存留現象，

地步。

與老子所「閱」的宇宙現象十分吻合。

老 子 在 描 述 了「 道 之 為 物 」 的

「道」之「形而上」這一面，其

「象」、「物」、「精」、「真」之後，

核心是人的意識、精神，人的意識、精

落腳到「其中有信」，可見「信」之重

神，皆由人的心腦思維活動所產生、形

要。在先秦、兩漢文獻中，「信」有多

成。心腦思維活動，實則是心腦細胞、

種含義和用法：如「信誓」，《詩 •

神經組織的粒子活動，這實際就是一種

衛風 • 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物質性活動。思維活動的結果，形之於

「守信用」，《左傳 • 宣公二年》「賊

語言、文字，顯現於書籍、螢屏等載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真

體，也是一種物質性的轉化與傳遞。這

誠不欺」，《論語 • 學而》「為人謀

其間，意識、精神始終和物質緊密地聯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符

繫在一起。近年，給機器人輸入既定程

契，憑證」，《墨子 • 號令》「大將

序，具有了人的思維能力，可以和高明

信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

的棋手對弈，這無可辯駁地說明了意識

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這些，都

的物質屬性。

是社會人文類的行為和事理，往往要用

「道」的內質是原子，因此「道」

語言文字來表達，屬意識形態範疇。老

才具有了鮮活的能動性。意識、精神的

子所說的「信」，當然包含了這許多方

活力，來源於原子運動。由人的意識、

面的內容。這樣老子所說的「道」，既

精神活動所創造、生成的信息產品，就

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質和精神

今天的網絡來說，再由粒子來傳遞、傳

的統一體。

播，這一切，實則皆是物質性的活動。

「 信 」 類 似 於 今 天 所 說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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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第一」的觀點，是相類、相近的，

วΑཥ׳ޑλൂޑՏǴћႝ

也可以說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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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形而上」這一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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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奧性」，今天的科學是難以探索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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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信息時代的粒子運動、粒子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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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十分玄奧、十分神秘，科學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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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索窮盡。宇宙之大、歷史之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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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玄奧、神秘，要說探索窮盡，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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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預言。因此，《老子》第二十五章

ૈݢǶࢂܭȨૈȩ൩Ѹжඹނ

將「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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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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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包容的內容實在是太豐富

ύޑȨ٣ނȩޑᅿᆒྡྷϯǹѬ

了。老子說：「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ࢂނၸำύޑᅿ܄Ƕ

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ॺךёаЄགྷӦעѬӕܭᇲ

天地萬物，古往今來，都包括其中了。

լճޑОǴՠѬࠅࢂᐯᐨޑၸ

形而上、形而下，物質與精神、意識，

ำǴԶόࢂᐯᐨܿޑՋǶȨᐯ

也都統統包容在「道」的概括之中了。

ᐨܿޑՋȩςவ߈жނᏢ

歷來的研究者，大都是沿著《易

ύΑǶவλޑᙯԶፕډεޑǴ

傳》「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思路、定位，

ϺЎᏢৎΨόӆϢעॺךϺᡏ

僅僅認為「道」是精神性的。沒有看到

࣮ԋ҉ࡡޑΑǶǾǾѬஒᛈࣆǴ

老子的哲學論斷是以堅實的科學認知為

྄ྐϪՉࢃԶ߇ܭᅿቶݱ

基礎的。道，作為宇宙、萬物生成的總

ᅐޑᡏރᄊǶ22

根源、總根據，基本方面在於它的物質
屬性，不是在於它的精神屬性。而精神
屬性這一面，卻是「道」的性能和作用，
在人類的一切活動中得以體現和顯現，
是曆世研究者最為重視、推崇的一面，
應用範圍極大，包含內容極其廣闊、廣
泛。現在要說「道」是物質、指的就是
粒子，人們必然難以接受，完全可以理
解。
老子、管子所說的「精」，古代
希臘的智者們所說的原子，近代物理學
家探討得更為精細。羅素說：
 ނ Ꮲ ৎ Ψ ό Ң ১Ǵ д ॺ

其實，老子所說的「信」，就包容著比
原子更小的電子、質子和中子；「無有
入於無間」的這個「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就是「信息」傳播、
顯現活動，將現當代的一切量子力學現
象都囊括其中了。「光速在宇宙播散的
波能」，與老子的描狀，是完全契合的。
「入」，既是「道」之「動」，又是「道」
之「能」。《老子》第 51 章曰「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這裏所說
的「勢」，即是指的「道」所生的宇宙
間萬物生成的「外趨內動」之動能、動
勢。這幾近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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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說。勢，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哲學

處說「自然」〉一文。這裏有必要再將

內涵。具體地說，「勢成之」是講大自

老子的「自然觀」與西方古代哲學的

然界的萬物在道和德的生成化育過程中

「自然」論，略作比較。羅素說：

的外部環境的趨使作用以及內部質之構

ჹܭҾკჹၮբрࣽᏢှ

成的運動演化作用。這裏的「勢」是對

ᇥޑΓٰᇥǴନΑϿኧຝቺᙢլ

自然界的萬物生成起因、過程、規律之

ٚߓک൳ԯቺٗኬޑϺωݩ

能動作用的發現和描述，其物理學、哲

ԶѦǴપᆐޑΚᏢᢀᗺ൳Яவٰ

學之深刻意義的重大和深遠，令人驚歎

ΨόමளډၸསҢǶٰ࣮ѝԖٿ

不已！

ຝωࢂख़ाޑǴջޑނၮ

「道」及「道」所生的宇宙間萬

ᆶϺᡏޑၮǶӧ߈жࣽᏢৎ

物生成、發展、演化的「外趨內動」之

ٰ࣮Ǵيޑނᡏࢂࢎߚதᆒ

動能、動勢，不只是「波能」，而是

ጏޑǵڀԖ౦தނޑȋϯᏢ่

「道」與萬物「永恆」的「物理」變化

ᄬޑᐒఓǹࣽᏢޑཥว

「過程中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

х֖ނᆶᐒఓϐ໔߄ޑय़

是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存在，老子用

ᗶྎޑᕭλǶՠӧ׆ᛪΓٰ࣮Ǵ

「道法自然」（第 25 章）來概括。宇

߾עᡉฅࢂคғޑڮၮӕϯӧ

宙萬物的生成、演化，都是依從著「自

ނၮ㚊य़Ǵࠅ՟Яࣁ׳ԾฅǶ

然而然」的法則、規律而不斷地進行。

ϞϺঁλ࠸ηϝฅӧҔԾૈي

不言而喻，「自然而然」是「道」的特

όૈၮ೭٣ჴǴٰձࢲޑ

性。關於羅素所說「從小的轉而論到大

ނᆶځдܿޑՋǹӧӭ׆ޑ

的」云云，老子用「大曰逝，逝曰遠，

ᛪΓٰ࣮Ǵձࢂӧ٥ٚγӭቺ

遠曰返」來概括。

ٰ࣮Ǵ೭ᗺҁي൩ගҢΑނ

從以上的分析、比較，可以看出，

Ꮲޑදၹፕ୷ޑᘵǶ

《老子》文本中對「道」及圍繞著「道」

ӧ٥ٚγӭቺޑբ㚊Ǵނ

所作的有關論述，不僅包含了西方古代

ᏢȐQiztjptȑ೭ঁӷΏࢂᜢܭ

智者「原子論」的內涵，而且包容了近

 ׆ᛪ Γ  ܌ᆀ ࣁȾPhusisȿȐ ޣ ܈

現代物理學、量子力學的內涵，高度概

QiztjtȑࣽޑᏢǹ೭ঁӷΓ

括，非常準確、系統而完整，經得起

ࣁȨԾฅȩǴՠࢂ٠ό࡞ӳܭ

現代高科技的檢驗，極具科學性、現代

܌ॺך፟๏ȨԾฅȩ೭ঁӷޑཀ

性、哲學性。

ကǶॺךϝᙑӧᇥȨԾฅࣽᏢȩ
ᆶȨԾฅўȩǴՠࢂȨԾฅȩځ

ᾘҷ杫㝋Ӂ卹䋅ӂ⛞槛
「自然」，這是目前國內哲學研
究的一個熱門話題，我也曾撰〈從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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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ȑ൩ࢂाߏԋᐎᐋǶ23
細讀上面羅素的兩段論述，可以看出，
近代以來西方所說的「自然科學」與
「自然史」之「自然」，與古希臘的
哲學家所說的「自然」本義，不是完
全 等 同 的。“Phusis”， 按 希 臘 文 本
義，被譯為中文之「自然」，但是它
「卻很少意味著“Phusis”的意義」。
而“Phusis”，「是與生長有關」，羅
素認為「可以說一個橡子的『自然』
（『性質』）就是要長成橡樹」。這是
說「自然」是「橡子」生成橡樹的性
質、性能。在希臘人看來，把顯然是無
生命的運動同化在動物運動裏面，特別
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一特點本身就
提示了物理學的普遍理論的基礎。因
此，「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裏，物理學
（Physios）這個字乃是關於希臘人所
稱 為“Phusis”（ 或 者 Physis） 的 科
學」。這就是說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物

理學」，與近代以來所說的無生命的關
於單純機械運動的「物理學」不同，而
是將研究有生命的動植物的運動、演化
機理的「生物學」融合在一起的。實則
是說，大自然、自然界的性質、性能是
「自然」；這個「自然」，不是實體，
不是名詞，而是依附於實體存在的性
質、性能。這和老子所說的「自然」的
真義，是完全吻合的。
「自然」一詞，老子之前中國古
典文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在《老子》
書中出現 5 次，最先見於第 17 章「百
姓皆謂『我自然』」。百姓，是一個群
體稱謂詞，老子是從「我自然」的角度
提出，是個體性行為感受，表示的是自
然而然的狀態、樣子。「自然」是依附
「我」這個主體而存在。
第 23 章開頭的「希言自然」，則
有所不同，沒有點明行為主體。按全章
文意分析，老子是暗指當世的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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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天地一樣，風雨有節，少行政教法

《老子》第 25 章曰：「人法地，

令，少言、貴言，這才符合宇宙、萬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說道

物自然而然地發展變化的規律（本文用

的法則是自然而然。實際是說人、地、

「規律」一詞，僅是對應現代哲學用

天、道的法則，都是自然而然。以人為

語，並不是說老子當時就有「規律」的

起點，貫串「四法」。

指謂），也才合乎「道」。這裏賦予了

老子所指稱的百姓、我、聖人、

「自然而然」的法則義、規律義，不只

萬物、道，猶言羅素比喻的「橡子」；

是表示狀態、樣子。

其「自然」（性質），是依附於「橡

第 51 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子」而存在的道理是相同的。這說明不

也沒有點明行為主體。但從本章前文中

論是古希臘還是古代中國的哲人，對於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一句來看，是

大自然、自然界尚沒有準確的認識，是

指的「萬物」、「常自然」。是說「道

他們正在探索的課題，因此他們不可能

之尊，德之貴」並沒有誰給「萬物」下

用「自然」來指稱大自然、自然界。

命令，是恒久地自然而然形成、存在，

北大教授鄭開言：「我斷定，在愛

也恒久地自然而然地尊道、貴德。這一

奧尼亞哲學家那裏，……『自然』對於

章和第 17 章相同之處，「自然而然」

他們從來沒有意味著世界或者那些組成

都是表示行為主體的狀態、樣子的。所

世界的諸事物，而總是指內於這些事物

不同的是，前者有「百姓」、「我」的

之中，使得它們像它們所表現的那樣表

限定，是個體感受角度。此處則明確指

現那種東西。」鄭文又說：「亞里士多

的群體。

德把古希臘時期的『自然』（Physios）

第 64 章結尾「以輔萬物之自然，

含義條分縷析為以下六種：（1）生長物

而不敢為」，從行文分析，「以輔萬物

的生長；（2）生長物的種子；（3）自

之自然」者為「聖人」，而「萬物之自

然物的運動根源；（4）質料；（5）自

然」，與第 51 章「常自然」者為「萬

然物的本質；（6）任何事物的本質。可

物」，句式不同，而意思卻完全相同。

見，亞里士多德歸納的 Physios 的含義包

「萬物」之「自然而然」，不僅表示狀

括事物的本性、本質、本原、事物之所

態、樣子，同時也包含著法則、規律的

以如此的基礎以及事物化生、創化的動

內涵。「不敢為」是不敢妄為，不敢違

力等，庶幾近乎道家自然概念。」13

背萬物自然而然發展變化的法則、規律
而盲動、妄為，但並非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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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而 言 之， 希 臘 文 的 Physios，
是一個生長、變化的概念。「自然哲學」

從以上 4 章可以作出歸結，老子

是對世界本原的內質的研究。亞里士多

所說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既

德對古希臘「自然」概念含義的確認，

表狀態，並兼有法則、規律義。這個法

沒有當做大自然、自然界，而主要是指

則、規律義，不是「自然」的有意識的

的自然界的事物之內質、性能和動勢。

自覺，而是道、萬物之性能的自然而然

河上公注解老子的「道法自然」為「道

的動勢、趨向之體現。

性自然」，即是說「道」的性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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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而然」，這是極其切中老子本

存在，人的肉眼看不見，老子用「無」

義的。老子說「道」生「萬物」，道的

來描狀，因此《老子》第 1 章說「無，

性質、性能與萬物是一致的。「萬物」

名天地之始」。這個「無」不是甚麼都

就是亞里士多德說的「生長物」、「自

沒有，而是「有物混成」，有許多質子、

然物」。希臘文……是一個生長、變化

中子、電子、光子、中微子等粒子混成

的概念，「自然哲學」對世界本原的研

而存在之「物」。「無」，生成了天地；

究。

天地這對「大有」生成了萬物，所以老
然而，王中江教授認為：「『法』

子說「有，名萬物之母」。第 40 章說「天

是『法則』，也就是『效法』，更恰當

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 2 章說

地說是『遵循』或『遵從』，『不違』

「有無相生」。「道」是生成亞里士多

14

與 此 同 義。」 提 出 了「 道 」、「 效

德所說的「生長物」、「自然物」的真

法」、「自然」的創新觀點。2018 年《人

實存在。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

文雜誌》第五期葉樹勳先生所寫〈老子

哲學家，只追溯到萬物生成、構成的層

「自然」觀念的三個問題〉一文認為：

面，而老子卻以「道」這個極具科學根

߈ԃٰǴၰৎᏢࣚൎᙅԴη

底的哲學概括，追溯到了宇宙生成之前

ޑȨԾฅȩᢀۺ໒Αཥ፺ޑ

的境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古

ࣴǴࢌ٤ᏢޣჹԴηޑȨԾฅȩ

今中外，只有老子才能說出這樣高人一

ᢀۺගрΑᅿКၨᐱޑှ

等、超拔難及的絕妙之精言警語！這樣

ຎفǴЇวΑᏢࣚཥޑፕǶ೭

的絕妙警言，作為老子之學生的孔子不

ᅿຎޑفਡЈᢀᗺࢂǴԴηȨԾ

能領悟，他和他的弟子所作「易傳」說：

ฅȩόႽ೯த܌ှٗޑኬǴࢂ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ࡰȨၰȩޑឦ܄ǴჴሞѬࢂࡰ

這是從有形、無形的層面、視域將「道」

ᆶȨၰȩ࣬ჹޑނԾρԶฅޑ

與「器」，截然分開為「形而上」、「形

ރᄊǴȨࢂᇥȨၰȩਏݤȨԾฅȩǴ

而下」。他們不知「道」是「形而上」

ȨၰȩаȨԾฅȩࣁݤǶ26

的存在，卻是「形而下」之「器」的生
成基因、根苗；同時「形而下」之「器」

其實質，他們都是將「自然」對象化了，

又是由「道」所構成。「道」是「形而

當做可「效法」之實體——大自然、自

上」與「形而下」的統一體。

然界了。本人有〈論老子所說的「道法

不只孔子及其門徒不知「道」，

自然」〉和〈自然而然：從源頭處說「自

作為老子思想的繼承者、老莊並稱的莊

然」〉等文，對目前流行的「效法」說，

子，將老子所說的「無」完全「虛無

提出了不同見解，可以參閱。

化」了，要「用『未始有無』以及『未

要搞清「道」與「自然」的關係，

始有夫未始有無』來否定它」（北京

必須先搞清老子所說的「道」的實質是

大學教授王博語）。老子之「道之為

16

甚麼，我已有多篇論文發表。 簡而言

物」之「物」以及「無，名天地之始」

之，其實質就是「粒子」，先於天地而

的「始」，莊子都要一概否定掉，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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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真知老子之「道」！還有魏晉時的
王 弼， 錯 解《 老 子 》 第 1 章「 無， 名

7ǳ! ـȨԭࡋԭࣽȩϐȨӹۖε
ᛈࣆፕȩຒచǶ

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說：「凡

8ǳ! Șमșўဓ Ǹ ᓅߎǴ

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

ܴ፣ǵֆ۸ຬǺȠਔ໔ᙁўȋȋவε

物之始」，「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

ᛈࣆډࢰȡȐߏǺ෫ࠄࣽᏢೌמр

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其實，人

ޗހǴ2::3 ԃȑǶ

類給萬物起名時，萬物早在千萬年之前
就存在了，「有名」怎麼能是「萬物之
母」呢？這不是違背歷史真實的一派胡
言嗎？可是，歷來卻尋尋相因，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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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ᆋᖮᆌᠥጱ፬⊹ᒘጛᛵᘒឯ
王佳哲!垖⽭⪶ⴇ㛎㹊厖⋻⌀䴰䖕ⴇ柱

「身」的本義為懷孕，如徐中舒
編《甲骨文字典》言：「從人而隆其

ᾏҷӁ幃䚮ӂ厖Ӂⅽ怺ӂ

1

腹，以示其有孕之形。」 由「懷孕」
的本義引申為「人之全體」。《老子》
文本中，「身」與「家」、「國」、「天
下」、「民」同時出現，如：「以身觀
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2；「奈何萬乘之主，
3

「身」與「生」音近而義通，皆含
「生命」的意蘊，但其中仍有差異。《說
文解字》釋「生」義曰：「生，進也。
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從生。」6
其造字本義為「草木破土萌發」，之後
引申為產生、母產子等，如：「亂之初

而以身輕天下？」 「欲先民，必以身

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產生），君

後之」4。這說明「身」是強調獨立存

子信讒」（《詩經 • 小雅 • 巧言》）；

在的自我，指一己之生命整體。老子對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母

待生命的態度是「貴身」，該詞源於「貴

產子）莊公及共叔段」（《左傳 • 隱

大患若身」5 之說，「貴」作動詞時指

公元年》）。之後又引申為活著的狀態，

「重視」，如「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如：「死生（活著）契闊，與子成說。」

（《禮 • 中庸》），「聖王者不貴義
而貴法」（《商君書 • 畫策》）。因此，
「貴大患」即重視大的禍患。「若」指
相似、與……一致。由文意推知原句中

（《詩經 • 邶風 • 擊鼓》）「生」與
「死」相對，分別生命的兩種存在狀態。
《老子》中的「生」兼含以上兩
種意義。一是表示出現、產生義，如
「有無相生」、「生而不有」、「先

應省略了一個「貴」字，完整的句式應

天地生」；7 二是指活著的存在狀態，

為「貴大患若貴身」，意思是重視大的

如「善攝生者」、「人之生」、「長生

禍患應像重視生命一樣，因為只有如此

久視」8。「貴生」一詞是動賓結構，

才能禍不及身。此句最終目標指向「貴

「貴」屬動詞，即「重視」，「生」

身」，即：生命至上，應珍重、保全生

是名詞，所以指「活著的狀態，生命延

命。為進一步明晰老子對生命的態度，

續的過程」。「貴生」源自《老子》第

應對《老子》文本中與「身」相關的概

七十五章：「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念加以廓清。

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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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9 上位之人「貴生」、「求生之厚」

作，凶」13。世間存在三種類型的人：

的行為，導致「民之輕死」，蘇轍云：

第一種「生之徒」，蔣錫昌注：「長

10

「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 正確做

壽之類」14，在先天便決定了是長壽之

法應是「無以生為」。「無以生為者」

人；第二種「死之徒」，即「短命之

即無為於生的人，順應自然之規律，不

類」15，在先天便決定了是短命之人；

為生而強作為。老子強調「無為」，

第三種「生生」之人。「人之生」在帛

「無以生為」是「無為」思想在自我生

書本中為「而民生生」，許抗生注：「以

命中的具體運用。「貴生」與「無以生

生為生，指太看重生道的意思。」16 即

為」含義相反，指重視生的狀態，一味

一味求生、過分養生，此種行為適得其

求生，並企圖通過人為延長生命的存在

反，將「動之死地」，即加速自我生命

時間，這無疑是老子反對的行為。

隕滅的速度。所謂：「知常曰明，益生

此句傅奕本為：「民之輕死者，

曰祥。」17 生命應因循自然之常道，妄

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生生之厚」

自增益會導致災難。王弼注「益生」曰：

在《老子》第五十章也有提及：「出生

「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18 其中，

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祥」即「妖」，指災禍。因此，「生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

生之厚」與「貴生」一樣，皆指個體妄

11

以其生生之厚。」 王弼注「出生入死」
12

曰：「出生地，入死地。」 這是每個

44

弘道

自求生、自生其生，無疑違反了「出生
入死」的生命自然規律。

人必須順應的自然規律，是生命之常

「貴生」、「生生之厚」造成的

道。若違背此規律，便是「不知常，妄

危害包括兩個層面：個體層面上損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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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加快走向死亡的速度；國家
層面上損害百姓生命，統治者無法治理
好天下。人之生命由「道」派生，與萬
物平等，且皆為短暫的存在，只有「道」
才是永恆不變、不生不死的。早期道教
對長生不死的追求屬於「貴生」、「生
生之厚」的行為，其幻想肉身不死和羽
化升天，不承認個體生命在宇宙大生命
中的短暫性，違背「出生入死」的規律
而強作為，企圖通過煉丹、養生等行為
得道成仙、獲得永生，反而給自我生命
帶來災難。歷史上有很多皇帝因迷信道
教而使國家動盪、百姓不安。
重視生命，實現自身價值，其功夫
在於「修身」。《老子》第五十四章言：

身」實現的是「道」所賦予的德性。儒

অϐيܭǴځቺΏǹঅϐ

家「修身」有統一的標準，即擴充內在

ܭৎǴځቺΏᎩǹঅϐܭໂǴځ

之「仁」以成君子、成聖賢。因此，在

ቺΏߏǹঅϐܭ୯ǴځቺΏᙦǹ

「仁」與生命不能共存的情況下，寧可

অϐܭϺΠǴځቺΏදǶ2:

捨去生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老子之「修身」不同於儒家的「修身」。
首先，文本中的四個「修」呈現出一個
立體結構，並非單線條的遞進關係。儒
家的「修身」思想體系需要自我生命不
斷向外擴展，「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四者屬遞進關係，
以「修身」為起點，逐步上求，最終實
現「平天下」的理想目標。老子認為
「道」是大全、整體，每個人在「道」
中是自然而平等的關係。人與人因天分
不同，求道之路不盡相同，身、家、鄉、

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 衛靈公》）
孔子的「修身」以成君子是為了
維護在當時社會已面臨崩潰的道德準則
和禮儀制度，「殺身成仁」是在具體時
代的極端境遇中所給出的一種價值抉
擇。老子所追求的是合於道的社會，
人在混沌的淳樸中以自然之性生存。
李霞認為儒家強調「人的生命的倫理價
值」，而道家重視「人的生命的本然價
值」。20 因此，應在不同層面理解老子
與孔子賦予「修身」的不同含義。

國皆可通達「道」，不同的人以不同
的方式實現生命的價值。其次，老子的
「修身」追求順其自然，沒有統一標準，
而應各盡其性。「自然」於「道」是本
性，於人則為最高的德性，人通過「修

‛ҷӁᾜ卹幃ӂ
上文已說明「貴身」之「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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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屬動詞詞性。老子主張聖人應

「不尚賢」，如言：「不尚賢，使民

「不自貴」，如言：「聖人自知，不自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

21

現；自愛，不自貴。」 若將其中的「貴」

見可欲，使民心不亂。」24 這並不能說

解釋為「重視」，則不符合老子本義，

明其思想是消極的、反動的，而應從兩

因其明確主張人應重視自我的生命。此

個層面來深入理解之：首先，老子言：

處，「不自貴」之「貴」屬形容詞，指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

價值高的、地位高的，且在句中活用作

之為善，斯不善已。」25 如果將賢、善、

動詞，意為：把……視為價值高的（地

美作為衡量個體的價值標準，會失去其

位高的）。因此，「不自貴」的意思是：

自然屬性而被固化為一種定在。人們為

不應賦予自我以尊貴的屬性，不以名加

了達到這些標準而不擇手段，從而使美

身且不標榜自我。這是老子所贊同的做

變為醜，使善變為惡。如此一來，賢、

法，對「貴」的如此解釋更契合文本的

善、美的價值標準本身喪失了提升個體

思想脈絡。

生命品質的功能，淪為誘使人性墮落的

陳鼓應釋「自愛不自貴」義曰：

深 淵。 釋 德 清 注：「 尚 賢， 好 名 也。

22

名，爭之端也。」26 其次，如果一個社

張岱年認為：「如自貴其身，則人必賤

會極力標榜仁義、崇尚賢能，這種做

「聖人但求自愛而不求自顯高貴。」
23

之。」 聯繫上一句可知，只有真正做

法本身即證明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原

到「自知」與「自愛」，方能「不自現」、

始自然人性的混沌狀態，出現了狡詐、

「不自貴」。一個能「自知」與「自愛」

虛偽與奸邪，因為一切評判原則都有

的人必定是有尊嚴且對自身有確切的認

與其相背反的一面。美與醜、善與惡，

知，如此便能在行為中處處合於「道」

互為彼此而存在，失去一方，另一方

的規範，在實現自我理想目標的同時不

也沒有存在的意義。老子言：「失道

傷及他人，不做越界之事。「自愛」與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貴身」意義相近，指重視、愛惜自我

失義而後禮。」27 其治國理念的目標是

的生命與尊嚴。值得注意的是，「貴」

使社會回到「尚賢」之前的自然狀態，

在形容人時指地位高的、尊貴的，在形

實現「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河上公

容物時指價值高的、貴重的。老子不僅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28 在道

要求個人「不自貴」，而且要求整個社

的層面，世間萬物萬事並無貴賤之分。

會「不尚賢」，對物的態度應做到「不

「尚賢」屬「名」的層面，「難

貴難得之貨」。

46

弘道

得之貨」是「利」的層面。「可欲」之

「尚賢」本是儒家的思想，指要

物是對「尚賢」與「難得之貨」的概稱，

使自我的德行趨向賢者、善者，並以此

是對名、利的總結。因此「聖人之治」

作為應追求的價值目標：「見賢思齊

不應當採取「欲望政治」的手段，不以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 •

名加身、自我標榜，也不應該人為對自

里仁》）；「君子尊賢而容眾」（《論

然之物區別對待，不刻意尊貴與貶斥，

語 • 子張》）。與之相反，老子提倡

而應做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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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物，故無棄物」29。如此方能使百姓

宏大的天地著眼，旨在為人的生存奠定

淳樸寡欲，使萬物按各自本性自然而然

理論依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地發展。

道法自然。」36 天地效法自然之道，而

只有「不自貴」才能真正做到「貴
30

人師法天地。與天地的長久相比，人的

身」，反之便是「自矜者不長」 。河

壽命何其短暫，但與永恆之「道」相比，

上 公 注：「 好 自 矜 大 者， 不 可 以 長

天地又是有限的存在。只要人能盡其天

31

久。」 老 子 言：「 名 與 身 孰 親？ 身

年而不中道夭折，就能夠在自然之性中

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得到長久，可以與天地共同歸於宇宙的

32

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章直接點明

大化洪流。

「身」重於名與利。成玄英云：「甚

天地因「不自生」而長久，人因

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

「後身」、「外身」而「身先」、「身

損智。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

存」。其中，「身先」與「身存」是重

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

視生命的具體表現形式——「身先」即

其為敗亡，禍必深厚。」33 由此可知，

生命至上，「身存」即保全性命。河上

過多的名譽與財富都會給生命造成傷

公注「後其身」曰：「先人而後己者

害，且所獲名利愈多，隱藏在其中的

也。」37「後其身」在帛書本中為「退

禍害也愈大。身居高位之人更應對名

其身」，因此也可理解為「功遂身退」

利保持警惕，聖人治國應以「身」為

之意。總之，「後身」即「不敢為天下

貴，遠離名利，以聖人自身為表率則

先」，具體做法是「守柔」。老子以「嬰

百姓上行下效，如此便如河上公所云：

兒」和「水」喻指「柔」：「專氣致柔，

「財力不累身；聲色不亂於耳。治身

能嬰兒乎？」、「天下莫柔弱於水，而

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憂。」

34

攻堅強者莫之能勝」38。「柔」象徵生
命暗藏的潛力和源源不斷的能量。水
之「柔」方能「善利萬物」，嬰兒之

ᾘҷӁㄛ怺ӂ厖Ӂ⪥怺ӂ

「柔」方能「無遺身殃」。人之「柔」
即「不爭」、「後身」，如此方能「天

《老子》第七章云：「天長地久。

下莫能與之爭」。「外其身」指個體應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將自我生命超拔於世俗對立的價值觀之

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上，「超越價值差別並不是取消價值差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

別，而是從道的高度對價值差別持守中

35

私。」 「天長地久」是對天地自然狀

的態度。守中即玄同」39。因此，重視

態的描述，其之所以能長久存在的原因

生命並不意味事事以己為先，也不意味

在於「不自生」，如成玄英云：「不自

著沉溺於一己之見。當生命與「道」合

營己之生也。」（《道德經開題序訣義

一，順萬物之自然，便不為外物所累，

疏》）即天地不著意為生而生，不造作

因「道」而完滿，歸於宇宙之造化，獲

妄為，而因任自然，歸順於道。老子從

得長久的存在。「聖人無常心」即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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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私心與偏愛，尊重不同人各自的屬

天地長久的原因是「不自生」，

性，如此便不會落入對立雙方的一端，

人效法天地，因循生命規律的自然延

才能以自我之「道心」體察整全的人世

續，具體做法是：以「後身」、「外身」

間，達到「玄同」境界，具體表現為：

而「身先」、「身存」，以「無私」而「成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其私」。「身先」、「身存」是重視生

王弼注「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命的表現形式。聖人對名望、利益採取

其私」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

超然物外的態度，因其知曉個體本身的

40

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由

局限性，警惕由欲望帶來的災難，從而

此可知「無私」本身並非手段，而是老

將自我置於人為紛爭之上，先人後己，

子所追求的價值，「成其私」是自然而

不刻意偏私，從而實現自我價值並獲得

然的結果，而不是刻意滿足的一己私

精神的提升與完滿。「我獨異於人，而

利。劉笑敢的解釋為：

貴食母。」便是對之一理想人格狀態的

ဃΓȨࡕيځȩǵȨѦيځȩ

描述。

Ψࢂ၈ޑǴԶόࢂࣁΑၲډȨي
ӃȩǵȨيӸȩࡼࡺޑᣭॵǶԴ
η܌ᒏȨԋدځȩόࢂёаଓ

⡪ҷӁ㢘怺ӂ厖Ӂ䊰怺ӂ

ු܈ᜱ่݀ޑǴԶࢂӢځคدԶ
「有身」、「無身」與「貴身」

Ծฅᕇள่݀ޑǶ52

均出自《老子》第 13 章：
春秋時期，國與國之間戰爭頻發，面對
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化為灰燼，老子對人
類的深切之愛化為冷靜的思索。生命是
意義得以發生的基礎，是人類與外界交
互的載體，是獲得自由發展的前提。因
而，重視生命便成為老子一以貫之的思
想和為人處世的方式。
「無私」之「私」與「成其私」

ѨϐऩᡋǴࢂᒏᚲଋऩᡋǶՖᒏ
εऩيǻր܌аԖεޣǴ
ࣁրԖيǴϷրคيǴրԖՖǼ
ࡺаࣁيϺΠǴऩёϺΠǹ
ངаࣁيϺΠǴऩёԎϺΠǶ
此章中，「寵辱若驚」與「貴大患若身」

對其進行詳細分辨。陳鼓應對「成其

置於開頭，隨後依次說明。二者並非隨

私」的解釋為：「成就他自己。」 如

意組合，其中存在邏輯關聯：老子先對

此便與「無私」之「私」（物欲、名利

寵辱問題進行思考，由寵辱聯想到其對

之私）區別開來。劉笑敢做了進一步的

個體生命造成的禍患。「貴身」者以生

區分，認為：「『無私』之『私』是指

命為上，唯恐寵辱為自身帶來損害，因

自私自利之心；『成其私』之『私』是

此得寵亦驚，失寵亦驚。與此相反，渴

指個人價值或目標的實現，是個人能力

望受寵之人必心懷私欲，眷戀名利，這

43

與成就自然而然地獲得承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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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意義不同，王弼的注釋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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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然生命的大忌。若有人將自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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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生命置於首位，不會為了滿足欲

賤，渴望受寵，容易以不正當手段企圖

望與獲得權力而損害生命，則可將天下

獲取恩賜，這同樣使生命失去本真。此

的治理託付給這樣的人。

處，王弼用老子對反的風格進行解釋：

「無身」、「有身」之「身」與「貴

「寵必有辱，榮必有患，寵辱等，榮患

身」之「身」意義不同。劉笑敢認為：

同也。」45 由此可知，寵與辱共生共存，

ȨคيȩϐȨيȩख़ӧρ

相互轉換，二者在根源處是一致的，皆

ϐدճǴѸฅЇଆճޟလǴ

源於人為而產生的分判，會對生命造

ᅾឺيǴӢԜᆶȨεȩӕǶ

成傷害。「寵為下」指相比受辱，得寵

ȨيȩϐȨيȩࢂғڮϐǴ

造成的危害更大，因「受寵者」容易因

ࢂಥᚆΑШ߫ճϐޑឺޟ

寵而產生精神依賴，失去人格獨立性，

يǶ55

所以應保持警惕，「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與此同時，還應不斷提升自我的

因此，「有身」、「無身」和「貴身」

精神境界，在得寵與受辱之時都能看透

之間的關係為：「有身」之「身」是生

背後的運作機制，不為外界的判定所困，

命中多餘的欲望，對生命本身有害無

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和對生命的重視，使

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自身永葆自然的健康與自由的活力。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所以應加以去
除。老子主張「為腹不為目」，即人應

‣ҷ仟ġġ尭

滿足基礎生活需求，去除多餘私欲，從
而達到「無身」的境界，回歸生命的自

當今時代與老子所處的春秋時期

然淳樸。最終，擁有「無身」之境界的

已有很大不同，但人所面臨的基礎問題

人才能做到「後身」、「外身」，徹底

從未改變。如何對待自我的生命，如何

擺脫由欲望帶來的禍患，成全生命之真

面對自身的欲望，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

身。這說明，老子將「身」（生命）作

係，如何實現自身的價值……這一系列

為唯一的價值尺度去衡量一件事情是否

問題無不困擾著當代人類。當科技的進

自然而然，是否合於「道」。

步帶來更豐富、多元的商品和文化生

「寵」與「辱」的施與者人為對

活，人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滿足，

他人進行褒貶與揚棄，因而「寵」與

與此同時產生了精神的迷失，失去存在

「辱」兩種行為本身即不合「道」。若

的價值。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應

自我修養沒有達到一定境界，寵、辱為

返回中國哲學本源尋求解決之方。老子

生命帶來的只能是禍害。一般人在受寵

對生命的重視，往小處說即獨善其身、

之時容易忘乎所以，自以為貴，同時擔

保全性命；往大處說，即尊重、愛護每

心失去這種恩惠，因而生命受到束縛，

一個人的生命。生命是一切可能得以實

失去自然本真，甚至刻意逢迎以討好施

現的基礎，是價值與意義創造的必要條

與者；受辱之時便萬念俱灰，自以為低

件。每個人應關愛自我與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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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珍視生命為基礎與他人之間形成溫情
的鏈接。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應以「無
身」之境界「後身」、「外身」，成
就他人方能成全自己，因自我與他人互
相依賴、互相牽制、共生共榮。重視生
命在個體層面有利於自身價值的實現，
在國家層面有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在
人的類屬性層面有利於「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形成與完善。在「道」之高度，
人與萬物是平等的存在，因而老子重視
生命的思想同樣要求人類珍愛所有物種
的生命，進而尊重與守護宇宙自然之大
生命。B

2ǳ!৪ύǺȠҘମЎӷڂȡȐԋ
ǺѤοᜏਜрޗހǴ3125 ԃȑǴ।
:42Ƕ
3ǳ!ȘșЦ൸ݙǴኴӹਗ਼ਠញǺ
ȠԴηၰቺݙȡȐч٧ǺύਜֽǴ
3122 ԃȑǴ। 258Ƕ
4ǳ!ӕǴ। 82Ƕ
5ǳ!ӕǴ। 286Ƕ
6ǳ!ӕǴ। 43!Ƕ
7ǳ!ȘܿᅇșǴ෯ёལኗǺ
ȠᇥЎှӷϞញȡȐߏǺᔃਜޗǴ
2::8 ԃȑǴ। 944Ƕ
8ǳ!ӕ ݙ3Ǵ। 8ǵ। 8ǵ। 76Ƕ
9ǳ! ӕ Ǵ । 24:ǵ । 24:ǵ ।
271Ƕ
:ǳ!ӕǴ। 2:3Ƕ
21ǳ!ଯܴǺȠۧਜԴηਠݙȡȐч
٧ǺύਜֽǴ312: ԃȑǴ। 2:7Ƕ
22ǳ!ӕ ݙ3Ǵ। 24:Ƕ
23ǳ!ӕǶ
24ǳ!ӕǴ। 4:Ƕ
25ǳ! ጯᒴܱǺȠԴηਠດȡȐ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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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寶五篇真文》ᛵᶬₐ⑬ᏸ
高興福!ᾼ⪽㶠㝞⪶ⴇ⚁ⴇ厖㛨ⴇⴇ柱
《靈寶五篇真文》作為古靈寶經 1 的核心信仰，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和討論的
焦點 2。本文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試從「五行比類」體系建構的視角來探
討《靈寶五篇真文》的結構和應用問題。

ᾏҷ‣姛伀槭
「五行」有廣、狹之分，狹義的「五行」包括水、火、木、金、土五個基本
元素 3，廣義的「五行」則是以「五」為核心的比類體系，而《靈寶五篇真文》
正是以廣義的「五行」作為理論基礎的，如《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以下簡稱《靈
寶五符序》）中的「靈寶五帝官將號」確立了五方、五老君、五帝、五色、五龍、
五氣、五星、五數、四季和天干的對應關係；「太清五始法」則確立了五方、四
時八節、五行、五帝、五靈、五星與五臟的對應關係 4。《元始五老赤書五篇真
文天書經》（以下簡稱《五篇真文天書經》）的「元始五老靈寶官號」基本沿襲
了《靈寶五符序》所確立的對應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靈寶五篇真文、五帝
真符、五方元炁之天、元始五老君、五帝、五龍、干支、五方官將、五炁、五行、

ҿ⋒⭚‣冐廳㢇䔘䵖䢮㜖⪸㢇伢Ӏ扷⎕⋶ⵈ
虃╗▜ҿ⪹ᾙ㺭䔓棗ⶅ‣䵖䢮㜖廳㢇Ӏ虇䶰䯀ҿ廳㢇䢮㜖ӀҸ悘㝋ᾘⵅ㢻ҿ懢坞Ӏ䲻 2 ⌙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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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五嶽、五臟、五牙、五方玉女之間的對應關係 5。《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
訣妙經》（以下簡稱《赤書玉訣妙經》）是對《五篇真文天書經》的解釋，其不
僅在《五篇真文天書經》的基礎上明確了五星與四方二十八宿的對應關係，而且
將「五方靈童」也納入既有的比類體系之中 6。成書時間晚於《五篇真文天書經》
的《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以下簡稱《真一五稱符上經》）也借
老君之口將五方、五星、五帝、五稱符、五嶽靈官、五符玉女、五臟、四時、五行、
五音、五色、五數、四象、五靈、天干日等對應起來 7。
五篇真文

青帝玉篇

赤帝玉篇

黃帝玉篇

白帝玉篇

黑帝玉篇

五帝真符

青帝真符

赤帝真符

黃帝真符

白帝真符

黑帝真符

五稱符
五方天

九炁青天

三炁丹天

一炁黃天

七炁素天

五炁玄天

五方

東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五數

九

三

一或十二

七

五

元始五老

青靈始老

丹靈真老

元靈元老

皓靈皇老

五靈玄老

五方帝君

靈威仰

赤熛弩

含樞紐

曜魄寶

隱侯局

五神

勾芒

祝融

禺強

蓐收

玄冥

五靈童

青靈童

赤靈童

黃靈童

素靈童

黑靈童

五龍

青龍

赤龍

黃龍

白龍

黑龍

五靈官

弘道

東鄉諸靈官 南鄉諸靈官 中央諸靈官 西鄉諸靈官 北鄉諸靈官

五符玉女

青腰玉女

朱陵玉女

黃素玉女

白素玉女

太玄玉女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德

少陽

太陽

中和

少陰

太陰

五星

歲星

螢惑

鎮星

太白

辰星

二十八宿

東方七宿

南方七宿

西方七宿

北方七宿

五靈

左青龍

前朱雀

螣蛇

右白虎

後玄武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

寅卯

巳午

辰未戌醜

申酉

亥子

四時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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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稱通明符 南稱通陽符 中稱萬福符 西稱通陰符 北稱通神符

立春、春分 立夏、夏至

四季

立秋、秋分 立冬、冬至

五嶽

東嶽泰山

南嶽衡山

中嶽嵩山

西嶽華山

北嶽恒山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五牙

青牙

朱丹

黃庭戊己

明石

玄滋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甜

辛

鹹

五音

角

徵

宮

商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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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靈寶五符序》、《五篇真文天書經》、《赤書玉訣妙經》和《真一五稱
符上經》所建構起來的「五行比類」體系被其他古靈寶經廣泛運用，如《太上洞
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以下簡稱《三界通微內思妙經》）將四季、干
支、五方、五炁與四時的對應關係運用到存思五臟神的修道實踐之中 8；又如《太
上靈寶芝草品》9 對五色玉芝、五帝玉芝和五方芝的描述完全是根據五方、五色、
五味、五帝、五靈的比類關係作出的 10。但事實上，以「五」為核心的比類體系
早在成書於戰國末期至西漢的黃老學著作中就已經形成了，如《管子 • 幼官》11
的本、副圖確立了五方、五色、五味、五音和五數的對應關係 12；《管子 • 四時》
也以五方來對應五行、四時、四氣和日月星辰 13；《管子 • 五行》還討論了五方
與五帝的對應關係 14。相較之下，成書於周秦時期的《呂氏春秋 • 十二紀》的「五
行比類」體系更為系統，即除了以四時來匹配五行、五方、五音、五色、五臟、
五帝、五神、五祀、五數和天干之外，還確立了五方與二十八宿的對應關係 15。
成書於漢代的《禮記 • 月令》與《呂氏春秋 • 十二紀》的內容完全一致 16。還
有《淮南子 • 時則》也對「五行比類」體系做了發展和完善 17。總之，「五行比
類」體系至漢代已經十分系統和明確了。
四季 五方 五行 天干 五音 五數 五味 五色 五靈 五臟 五帝 五神
春
東
木 甲乙 角
八
酸
青 蒼龍 脾 太皞 句芒
夏
南
火 丙丁 徵
七
苦
赤 赤騮 肺 炎帝 祝融
季夏
中
土 戊己 宮
五
甘
黃 黃騮 心 黃帝 後土
18
秋
冬

西
北

金
水

庚辛
壬癸

商
羽

九
六

辛
鹹

白
黑

白駱
玄驪

肝
腎

少皞 蓐收
顓頊 玄冥

若要建構一個以「五」為核心的比類體系，就必須形成「全息同類項」19 的
系統對應。鑒於古靈寶經將傳統的「五行比類」體系置於《靈寶五篇真文》的統
合之下，本文將古靈寶經以「五」為核心的概念系統稱為「五行統類」。相較於
傳統的「五行比類」體系，古靈寶經的「五行統類」體系有兩個顯著的不同：一
是《靈寶五篇真文》取代了「合一之氣」20 的地位，成為了天地萬物的總根源，
如《五篇真文天書經》曰：「元始洞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生於元始之先，空洞
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靈文晻藹，乍存乍亡。」21《靈
寶五篇真文》由元炁凝結而成，且承載著宇宙的精神力量，故早在天地未開之前
就已經存在了。古靈寶經借由「五行統類」體系完成了對世界的神化，同時也強
化了對《靈寶五篇真文》的信仰。《靈寶五篇真文》作為這一體系中的最高存在，
對整個宇宙的運行和發展都具有支配作用；二是古靈寶經的炁數配置與傳統的「五
行比類」體系不同。古靈寶經的五方炁數，即東九、南三、中一、西七、北五，
取的是五行納音數的「老數」，而傳統「五行比類」體系取的則是「壯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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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蕭吉的《五行大義》曰：「凡五行有生數、壯數、老數三種。木生數三、壯
數八、老數九。火生數二、壯數七、老數三。土生數五、壯數十、老數一。金生
數四、壯數九、老數七。水生數一、壯數六、老數五。」23 古靈寶經所取「老數」
都是奇數或陽數，意在傳達「尚陽貴生」的理念，如《太上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
然妙經》（以下簡稱《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曰：「太上靈寶，先天地而生，然
後有天地。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極於九。」24 即天地萬物皆由
五方元炁化生。當然，這二者也具有一致性，即以「五」為核心的概念系統旨在
建構一個能夠囊括時空及天地萬物屬性的宇宙圖式，以便實現對世界的具象認識
和把握。

‛ҷᾘ‣▗☛
「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 25，而基礎的含義是指天、地、人
合一。簡單來說，「天地是對立的，天地與人卻不對立，它們與人合一，而且通
過人的中介，天與地也調和了，統一了。」26「三」儼然成了中國古人觀察和認
識宇宙的基本架構。「五」也是一個神秘的數字 27，郭沫若先生說：「數生於手，
古文一二三Ḿ，此手指之象形也。」28「五」作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之一例，
早在周代就已經融入政治文化、禮儀風俗和典章制度之中。可以說，「五」凝聚
了中國人對時空及事物屬性的整體性認識，反映了中國文化對「天地人一體同構」
理念的認同，是中國人獨特的思想律 29。若結合古靈寶經的「五行統類」體系來
看，其在縱向上涵蓋了天、地、人三者，橫向上則是以「五」為核心的「全息同
類項」的系統對應。古靈寶經的「三五合和」結構以五星、五嶽、五臟為核心要素，
這正好可與天、地、人三者形成對應。《靈寶五符序》曰：
Γᓐ༝ຝϺǴىБݤӦǴᎳࣁࢃٍǴҞࣁВДǴ࣭ࣁчЏǴԸࣁޗዾǴ
ሷࣁЫξǴαࣁԢݞǴᏁࣁҏҡǴѤަࣁѤਔǴϖ᠌ݤϖՉǴҭࣁϖࡆǴ
ҭࣁϖఆǴࣁϖࢃǴΠࣁϖᔃǴϣࣁϖЦǴѦࣁϖቺǴϲࣁϖǴϯࣁ
ϖᓪǶ41
在漢代「人副天數」或「天人感應」的思維框架下，人根本就是天地的效法者。《靈
寶五符序》因為成書時間較早，所以仍將「天」視為最高的存在。與之不同的是，
於東晉末年成書的《靈寶經》開始將《靈寶五篇真文》奉為最高的存在，如《五
篇真文天書經》曰：
ϖࡆ಄ǴᆒӧϺࣁϖࢃǴύᆒӧΓيύࣁϖ᠌ǴΠᆒӧӦࣁϖᔃǶ
ࡺΟϡϐ㣑ǴӚԖ܌ឦǶϺคϖЎǴΟӀόܴǶΓคϖЎǴคаҥǶӦค
ϖЎǴϖᔃόᡫǶ42

54

弘道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道
籍典教

ҿ廳㢇䔘宲⬨伢Ӏ扷⎕⋶ⵈ虃悘㝋ᾘⵅ㢻ҿ懢坞Ӏ䲻 7 ⌙虄

古靈寶經有「符文同源」之說。既然《靈寶五篇真文》可以「上制天機，中檢五
靈，下策地祇」，那「五帝真符」也應有同樣的神妙，即在天為日月五星，在人
為身內五臟，在地為五嶽河瀆。《赤書玉訣妙經》也解釋說：「（五篇真文）運
明五星之光，殖地五嶽以安鎮，澳人五府以養神。」32《靈寶五篇真文》以「五方」
為結構，如《赤書玉訣妙經》曰：「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篇鎮一方，皆元始自然
之書。」33《太上洞玄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以下簡稱《諸天靈書度命妙經》）
曰：「真文既與五老帝君，各受一通真經妙訣，安鎮五方。」34《真一五稱符上經》
曰：「五帝各受太上靈寶自然真文一篇，經乃分為五篇。」35 南齊嚴東《度人經注》
卷三曰：「元始安立五嶽，佈置五篇。真文鎮於五方，五帝鎮守。」36 表達的都
是《靈寶五篇真文》分鎮五方的含義。《靈寶五篇真文》一方面超越五星、五嶽
和五臟，另一方面則與三者形成系統的對應。成書於東晉末期的《真一五稱符上
經》解釋「洞玄靈寶五稱符」曰：
ᡫޣǴၰ೯ΨǶૈ೯εၰԿᡫǴ٬אઓǶᝊޣǴૈᆶϺӦ࣬ߥǴࡺ
ГᡫᝊǶϼǴၰϐཱུ൧ǶϖᒏϺӦΓ಄ڮΨǶࢰҎޣǴᆶࢰޜҁεΨǶ
ϖՉϐ҆ǴࡺГϖᆀԾฅ಄ǶᔈϖࢃǴڋठϖЏӝ࿉ǶΠ߄ϖᔃǴϖՉӕ
ਥǶύᝊϖ᠌ǴϖၰϐਥǴϖॣӝሂǶ48
「靈寶」一詞最早見於《太平經》，且有多重含義 38。「靈寶」的原義並不是指《靈
寶經》，而是代表天、地兩極 39，如《五篇真文天書經》曰：「上謂之靈，施鎮五嶽，
安國長存。下謂之寶，靈寶玄妙，為萬物之尊。」又說：「天地分判，天號之靈，
地號之寶，故曰靈寶。」40 南齊嚴東《度人經注》卷二曰：「在天曰靈，在地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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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玄為靈，入藏為寶，故曰靈寶。」41 除了天、地兩極，古靈寶經還特別凸顯了
人的主體地位，如《靈寶五符序》曰：「天生萬物人為貴。」42《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曰：「夫生，惟人為貴。」43 如此說來，「靈寶」應有「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含義，
尤其是《真一五稱符上經》「五謂天地人符命」一句，揭示了天之五星、地之五
嶽和人之五臟的統一性。《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上又云：
ϻϺคᡫᝊǴՖаᝬܴǶӦคᡫᝊǴՖа߄ǶઓคᡫᝊǴՖаΕǶ
ΓคᡫᝊǴՖаளғǶࡺϺӦΓΟϖӝǴӕܭΨǶ55
《靈寶五篇真文》的功用涵蓋了天、地、人、神四者，正所謂「三五合和、同歸
於道」。古靈寶經試圖建構一個能夠涵蓋天、地、人三者的宇宙圖式，而《靈寶
五篇真文》就是這個圖式的核心。
如前所述，《靈寶五篇真文》若要實現對天、地、人三者的支配，就必須與
五星、五嶽和五臟對應起來。而據敦煌 P.2861+P.2256 號抄本可知，靈寶天書真
文共有 1109 字，包括《靈寶五篇真文》668 字 45、《大梵隱語自然天書》256 字、
《皇人太上真一經諸天名》63 字，以及「闕無音解」46 的天文 122 字 47。可以肯
定的是，《靈寶五篇真文》的「五方」結構深刻影響了其他天書真文的分佈，如《皇
人太上真一經諸天名》64 字包括東方赤書玉文 12 字、南方赤書玉文 12 字、中央
赤書玉文 16 字、西方赤書玉文 12 字和北方赤書玉文 12 字 48；「闕無音解」49 的
122 字秘篆文包括《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中的《三部八景玉文》96 字、五方
魔王姓諱符名 10 字 50 和《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妙經》（以下簡稱《五鍊
生尸妙經》）中的《黃帝煉度五仙安靈鎮神中元天文》16 字，而除了《三部八景
玉文》的 96 字之外，其他二者的分佈都與「五方」結構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
《五鍊生尸妙經》中處在中央位置的《中元天文》16 字與「四炁天文」256 字 51
是一個整體，而這 256 字秘篆文與《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以下簡
稱《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中的《大梵隱語自然天書》相同。《大梵隱語自然天
書》256 字平均分佈於「四方三十二天」之中，而「四方三十二天」的結構同樣
是以「四方」或「五方」為基礎的。古靈寶經對「四方三十二天」多有論及，如
《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以下簡稱《空洞靈章經》）中有「儵欻四八，大
象交周」52 之說；《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以下簡稱《度人經》）
為「四方三十二天」配備了主宰者，所謂「三十二天，三十二帝」53；《諸天內
音自然玉字》明確了「四方」與「三十二天」的對應關係 54；《五鍊生尸妙經》
在「四方三十二天」之外特別凸顯了「大羅之天」的至上地位 55，有將「四方」
結構演為「五方」結構的傾向 56。古靈寶經除了以「四方」來分配「三十二天」
之外，還引入了佛教的「三界」觀念，如《諸天靈書度命妙經》中就明確表達了
「三界二十八天」的內涵，即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二十八天之
上為三清天和大羅天 57。很顯然，「四方」與「三界」表達的是不同的結構內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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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者代表的是一種平面結構，後者代表的則是一種垂直結構。綜合來看，古靈
寶經的「四方三十二天」應是一種有別於佛教「三十六天」58 的、以四方為基礎
的、立體的螺旋結構。對此，可試從三個方面來作解讀：一是「四方三十二天」
並不處在同一個平面上。據《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可知，「三十二天」之間
都有特定的距離，如太黃皇曾天去太明玉完天九億九萬炁，玉完天去清明何
童天八億萬炁 59。古靈寶經以「炁」為單位，如《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曰：
「一炁三千里。」 60 這說明「三十二天」或「三十六天」處在一個遞進升高的
序列之中；二是「四方三十二天」與「四方元炁之天」61 是一一對應的，如《雲
笈七籤》卷二一曰：「四方亦言四天也。……四方四天，故言四天，非是天外更
別四天也。」62 這意味著《靈寶五篇真文》與《大梵隱語自然天書》的基本結構
是一致的；三是梁代道士宋文明早就以「如羊角而上」的比喻來形象描述「三十二
天」的空間結構。宋文明一方面堅持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和四種
人天或四梵天的說法，另一方面則試圖將「三界」和「四方」兩種空間思維融合
起來，如《靈寶雜問》曰：「羊角者，猶莊子之義也。敷齋威儀太極真人云：莊
子是南華仙人，故其可據羊角則如腸道周迴而上。上者轉高，此是重累，亦是遍
四方也。」63 據《道德義淵上》的解釋可知，太黃皇曾天處在三十二天的底端，
太極賈奕天則處在三十二天的頂端，再往上就是「三清天」和大羅天。若將「四
方三十二天」勾連起來，豈不就是「如羊角而上」的空間結構嗎？這種結構模式
在成書時間較晚的《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64 中也可以獲得佐證。此經確立了
「四方三十二天」與八真人居所的對應關係 65，以第一序列的四天為例，即皇曾
天、和陽天、孔升天和霄度天對應定光真人及居所洞陽之闕絕觀台，而這四天都
處在四方八天的底端。試想一下，若「三十二天」是一種垂直的結構，那這種對
應關係就是不能成立的。換句話說，古靈寶經的「四方三十二天」雖然借鑒了佛
教的空間思維，但仍以傳統的「四方」或「五方」66 觀念為基礎。靈寶天書真文
的「五方」結構除了與天之五星、地之五嶽和人之五臟形成對應之外，還表達了
靈寶之教遍及一切時空的含義。

ᾘҷ䢮㜖㍘䚷
《靈寶五篇真文》作為「五行統類」體系中的最高存在，可以支配宇宙、社
會與個人的存在和發展，而「三五合和」的結構為《靈寶五篇真文》的應用提供
了運作機制，如《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曰：
ϻᡫᝊϖЎǴࣣϺӦϐਥǴϯғϖԴǴᕴϖࢃǴΠᙼϖᔃǴၮᏤϖՉǴ
೯Γϖ᠌ǴӼᎦઓǴߥ୯ჱৎǴ٬ࡆЬᑫໜǴؠόуǴࢫݢόؑǶ78
《靈寶五篇五文》上運五星、中通五臟、下鎮五嶽，既能解厄除災，又能安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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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還能使人長生不死，這基本上概述了《靈寶五篇真文》的應用。《靈寶五篇
五文》的應用主要有四項 68，如敦煌 P.2861+P.2256 號抄本概括說：
ޣЬєΐϺࡆǴਠઓиკᒵǴиठϐݤǹΒޣЬєϺஎࢃ۔Ǵ
҅ϺϩࡋǴߥ୯ჱ҇ϐၰǹΟޣឪᇙ㑗ϤϺϐ㣑ǹѤ௷ޣзНࡆǴڋєᓪ
ചΨǶ7:
由於五篇真文「本同其一篇」，故四項應用是完全相同的，即求仙致真，使人白
日飛昇；正天分度，維繫天體正常運轉；攝魔束鬼，制伏六天鬼精之害；禳劫除災，
尤以洪水為患。現就《靈寶五篇真文》的四項應用依次分說：
首先，「校神仙圖錄」意味著個體能否飛昇成仙取決於人的宿世因緣，如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曰：「人行若有本，皆由宿世功。」 70 即十方仙真
之所以得道，「莫不由其前行積善所致」71。所謂「惡惡相緣，善善相因，是曰
命根」72，唯有借助先世的善功才能「丹書綠字，列圖玄名。」73 元始天尊普召
天界一切神靈「采算錄籍，推校本源」74 的目的是為了考筭人的善惡功過，以便
削除宿世罪根，令人生死得度。這一應用對靈寶齋法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古
靈寶經詳細闡述了四種齋法，分別是歲六齋、月十齋、八節齋和三元齋。「歲六
齋」是指在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所修齋法；「月十齋」是指
在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三十日所修齋法；「八節齋」是指在八節日所修齋法 75；「三元齋」
是指在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所修齋法 76。修學者之所以在歲六
月、月十日、八節日和三元日（還包括庚申、甲子日等）修齋持戒，是因為這些
時間都是天界神真集算天元、推校運度、糾察功過、考筭善惡、校定仙錄、搜擇
種人的關鍵節點，故修齋持戒者可削除罪錄、記名仙籍、得為種民、克得真人。
其次，古靈寶經將天體的運行納入《靈寶五篇真文》的統御之下，如《赤書
玉訣妙經》卷上曰：「諸天星宿，各有分度，至於徑道錯越，更相侵犯，或有異
見於四方境域，皆由天氣運度否激之災。……故元始垂文，和天安地，解災卸患，
安國寧民。」77 天地運度的否激之災皆由陰陽失調所致，一旦諸天星宿錯越，各
種災異就會如約而至，並對天地萬物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如《五篇真文天書經》
曰：
ϖ Б ၮ ᜢ Ο Μ Β ᙟǴ ΐ ί ΐ ԭ ࡋǴ  ڬϖ Б ϐ 㣑Ǵ ࣣ  ၮ ϡ  ߙ ۈ
ϐ㣑ǴᙯᡫᝊҎҏξύᜢǴڬፏϺВДࢃஎΜޜϐѦǴΐሹΐ
ΐίΐԭΐΜΐࡋǶϺ㣑ϸնϐؠǴϺӦғξοԢੇߎҡΓ҇ਔϯ
Ƕ89
值此天地改易、萬物崩壞之際，唯有借助《靈寶五篇真文》的神異妙用才能「總
御玄關，迴轉諸天」，進而恢復「氣清三關，災滅九冥，陰陽調和，國土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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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五篇真文天書經》有「集算天元，推校運度」79 之說，《赤書玉訣妙
經》也有「校定天元，推數劫會」80 的說法。所謂「天元」，即天之度數，反映
的是日月星宿的運度週期。宇宙的運行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規律可尋，如南齊
嚴東注「元洞玉曆」曰：「二儀分判，日月星宿於是列明。眾聖所珍，號為玉曆，
記天地之劫運，推曆度數。真人書記其事，撰集成經，故曰玉曆也。」81「元洞
玉曆」是關於天地運度週期的記錄，據此可以預測日月星宿的運行，並及時對「徑
道錯越」的現象進行修正。《靈寶五篇真文》對天體的統御完全是基於天文曆算
之學來實現的，如《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曰：「日主陽道，日行一度；月
主陰道，月行十三度；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日圍千里，月圍一千二百里，天地
相去一億五萬里。」82《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曰：「天去地九萬里。」83 諸如此
類的說法與《周髀算經》「日行一度，而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徑「千二百五十里」，「天離地八萬里」84
的說法相近。可見古靈寶經為了建構道教的宗教宇宙論，廣泛吸收了傳統的天文
曆算之學。
再次，《靈寶五篇真文》可攝制酆都六天鬼炁，以達到攝魔束鬼的效驗。「六
天」具體指酆都山六天宮，其形成當與江南地區流傳下來的酆都山傳說有關，即
將北方統治死者的世界稱為酆都山六宮 85。東晉上清派已有「六天」的思想，如
《真誥》卷十五《闡幽微第一》曰：「凡六天宮，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86《真誥》
卷十七《握真輔第一》曰：「六天攝威，消滅魔氣。」87《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
有妙經》曰：「以威震除六天萬鬼，兇惡之魔也。」88 相近的說法在成書於東晉
中期的《上清經》中還有很多。上清派主張攝製「六天」的目的是為了「消魔」，
即只有「消魔」才能與道合真 89。古靈寶經關於「六天」的論述明顯源自《上清
經》，如《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曰：「左命三天文，右攝六天兵。」90《太
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曰：「唯六天大魔王，來奉承經師爾，上三
天司直仙官監察之矣。」91《太極左仙公請問經下》曰：「六天為三界大魔王，
領六天鬼神之事。」 92「六天」在《上清經》和古靈寶經中儼然成了統率惡鬼
的鬼魔，而《靈寶五篇真文》正好有「正鬼氣」、「檢鬼精」的功用，如《赤
書玉訣妙經》卷上曰：「赤書玉文，檢攝鬼鄉，北酆三官，明速傳行，千魔束爽，
萬鬼送形。」93 具體來說，就是以「三天」之氣蕩滌「六天故氣」、以「三天」
善神代替「六天」惡鬼 94，從而實現「主攝六天鬼炁」或「主攝天魔北帝萬鬼
事」 95 的效驗。根據小林正美先生的研究，成書時間較早的《靈寶五符序》中
已經出現了「三天」的概念 96，如「上三天太上靈寶真經」、「九天靈書三天
真寶」、「三天太上伏蛟龍虎豹山精文，名之曰八威策」、「三天太玄陽生符」、
「三天太玄陰生符」等 97。東晉中期的《上清經》中也有「三天」的概念，而
且明確表達了以「三天」代替「六天」的思想內涵，如《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
元變經 • 流金火鈴》曰：「上激九天之威，下滅六天之凶。……三天立正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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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除六天之始，以傳太微天帝君。」98《洞真太上神虎玉經》曰：「以三天立
正之始，傳付太微天帝君，使威制六天，斬馘鬼神。」99 古靈寶經也將「三天」
與「六天」對立起來，如《五篇真文天書經》曰：
ϞΟϺ㌶ၮǴϤϺၰՉǴᚇݤ໒ϯǴԖΟϤίᅿၰǴаញٰޣϐЈǶ
Ԝݤၮ૾ǴΟᓪϐࡕǴ۪ηϐԃǴᚇදǴրၰΏՉǶ
٩ҎࣽѤնǴϤϺǴၰՉǶ211
既然「三天盭運，六天道行」的結果是雜法並行，那唯有以「三天」之炁正「六
天」之炁才能使雜氣全消，進而讓真道暢行於世。《五篇真文天書經》中還載有
「元始上三天太上大道君制六天總地八威策文」這樣的符，且同樣是將「上三天」
與「六天」對立起來。
最後，《靈寶五篇真文》可以主攝「洪災湧溢之數」，以度甲申大水洪災。
古靈寶經對洪災的重視或與東晉時江南地區多發洪水有關 101。但「甲申大水」並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洪災，而是導致天地改易、萬物崩壞的大劫災，所謂「五行相
促，運度機關。陰陽否激，結成災沖。大劫傾汔，蕩穢除氛。九河受對，洪災激川。
水母徘徊，鳥馬合群。日月冥會，三景停關。」102 甲申洪災擁有極強的破壞力量，
如《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曰：「至水劫改運，洪災滔天，水泛其尸，漂於無
崖之淵。」103 儘管如此，《靈寶五篇真文》還是能斥退四會之災，這充分體現了
赤書真文的神異妙用。《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上云：
ϺӦεնϐҬǴࢫНѤрǴᑲᘸନൾǴคᒪǶԜϐਔǴϺӦӝǴ
Γ҇ᅆࢬǴคൺ๓ൾǶԖדᏢϐγǴளᡫᝊЎεնǵλնϐ಄ǴΏё४
०ԳԶଯᢀǴฦᡫᔃԶੌ๔ǶΏܴᡫЎϐ֮ǴଁܥεնϐҬǶ215
古靈寶經一般將洪水發生的時間定於「甲申之會」105，如《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
神章經》曰：「大運將期，數終甲申，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
考算功過，善惡當分。」又說：「甲申洪災至，控翮王母家。」106 甲申洪災到來
之時，三官將考罰善惡、揀擇種人，而唯有佩著「靈寶真文大劫、小劫之符」者
才能於末世飛昇成仙。鑒於「大數有期，甲申垂終，運度促急」107，應該及時推
行靈寶道法，如《諸天內音自然玉字》曰：「真經下世，角音龍釋，得遇吾此道，
其祚自強，以保甲申，普度天人。」108 否則將不能讓至學之士免脫洪水之害。在
《五篇真文天書經》中還有「青帝佩青書黑繒五寸度洪流大水之災」、「赤帝佩
朱書青繒九寸度洪災」、「黑帝佩黑書白繒七寸度甲申大水洪災」109 等說法，也
都是在強調《靈寶五篇真文》的度世之功。
事實上，除了《靈寶五篇真文》，《大梵隱語自然天書》和《皇人太上真一
經諸天名》也有相應的功用。但總體來看，主「諸天度數期會」、「人鬼生死，
轉輪因緣」，以及「服御求仙，練神化形，白日騰空」110 的功用並沒有超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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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五篇真文》的應用範圍。
總之，古靈寶經通過將傳統的「五行比類」體系置於《靈寶五篇真文》的統
合之下，建構了一個可以容納時空及天地萬物屬性的宇宙圖式。這一圖式以五篇
真文、五星、五嶽和五臟作為核心要素，而四者的縱向對應預示著《靈寶五篇真
文》可以統攝天、地、人三者。《靈寶五篇真文》的「五方」結構深刻影響了其
他天書真文的空間分佈，就連深受佛教影響的「四方三十二天」也堅持以傳統的
四方或五方觀念為基礎。《靈寶五篇真文》對天、地、人三者的含攝具體表現為
「三五合和」的立體結構，這為《靈寶五篇真文》的四項應用提供了運作機制。
簡單來說，宇宙的週期運行會引發各種各樣的劫災，如星宿錯越、甲申洪水，以
及六天氣逆、群魔縱肆等，而《靈寶五篇真文》或是正天分度，或是主攝洪災湧
溢之數，或是正六天鬼炁，只為度人末世飛昇。B

2ǳ! ύѦᏢޣჹȨᡫᝊȩۓࣚޑӸӧࡐεޑϩݔǶ၁ـቅӿǺȠϤරၰ
௲ђᡫᝊޑᐕўᏢࣴزȡȐੇǺੇђᝤрޗހǴ3129 ԃȑǴᆣፕಃ 2ȋ3
।ǶҁЎ܌ᇥޑȨђᡫᝊȩ୷ҁ᠍ݮΑВҁᏢޣεసהᅟݤ࣮ޑǴջஒඩྦྷЎ
ਜ Q/3972,Q/3367 ύᒵޑȠᡫᝊȡᆀࣁȨђᡫᝊȩǶ၁ـȐВȑεసה
ᅟǴቅݢǴЦ܍ЎਠǺȠፕђᡫᝊȡǴၩȠၰৎЎϯࣴزȡಃ 24 ᒠȐч٧Ǻ
Οᖄਜ۫Ǵ2::9 ԃȑǴಃ 596 ।Ƕ!
3ǳ! ၁ـ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ȐԋǺѤοΓ
҇рޗހǴ3112 ԃȑǴಃ :9ȋ239 ।ǹᑵฦᅽǺȠϤරၰ௲ᡫᝊࢴࣴزȡȐᆵчǺ
ཥЎᙦрހϦљǴ3119 ԃȑǴಃ :84ȋ211: ।ǹ၏ۅγ Ǹ ् Ǹ ༞ᅟୗǴ၏ҡ
ืǵ৪ܴǺȤၰ௲ޑӹۖϐ಄ȋȋȠᡫᝊЎȡޑϣ่کᄬϐϩȥǴȠے
௲Ꮲࣴزȡ2:97 ԃಃ 3 යǹֈדǺȤԐයᡫᝊޑϺਜᢀȥǴݓЬጓǺȠȨၰ
௲௲ကᆶжޗȩ୯ሞᏢೌࣴፕЎȡȐੇǺੇђᝤрޗހǴ3114 ԃȑǴ
ಃ 682ȋ6:8 ।ǶќـȤឪєч㑗ଲ៥هਜҏᆶᡫᝊϖጇЎȋȋȠϼࢰҎ
ᡫᝊهਜҏ֮ȡਠ᠐ࡵᒪȥǴȠے௲Ꮲࣴزȡ3121 ԃಃ 5 යǹЦ܍ЎǺȤȨᡫ
ᝊԾฅϺЎȩᆶύђၰ௲௲ᡏࡌޑسᄬȥǴዐ፣ǴఉวЬጓǺȠၰ௲ᆶࢃЏ
ߞһȡȐᔮࠄǺሸᎹਜޗǴ3125 ԃȑǴಃ 57ȋ217 ।ǹЦษДǺȤ୷ܭઝጆЎޑ
ȠᡫᝊϖጇЎȡӝਠϷࣴزȥǴȠຝўᏢࣴزȡ3125 ԃǶќـȤԐයၰ௲ઝ
ጆЎࣴزȥǴȠՋࠄ҇εᏢᏢൔȡ312: ԃಃ 9 යǶ
4ǳȠۘਜ Ǹ ࢫጄȡГǺȨ߃ГϖՉǺГНǴΒГОǴΟГЕǴѤГߎǴ
ϖГβǶȩ၁҇ـǴЦ଼ኗǺȠۘਜݙȡȐੇǺੇђᝤрޗހǴ3115 ԃȑǴ
ಃ 32: ।Ƕ
5ǳȠၰᙒȡಃ 7 нȐЎނрޗހǴੇਜ۫ǴϺࢭђᝤрޗހᖄӝрހǴ
2:99 ԃȑǴಃ 42:ǵ431 ।Ƕ
6ǳȠၰᙒȡಃ 2 нǴಃ 887ȋ8:1 ।Ƕ
7ǳȠၰᙒȡಃ 7 нǴಃ 297ȋ29:ǵ2:4ȋ2:5 ।Ƕ
8ǳȠၰᙒȡಃ 22 нǴಃ 744ȋ746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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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ǳȠၰᙒȡಃ 35 нǴಃ 79: ।Ƕ!
:ǳȠϼᡫᝊࠔȡᔈࢂϤරਔයޑբࠔǶ၁ـԙຫճǺȠၰᙒϩᜪᚒှȡ
Ȑч٧ǺহрޗހǴ2::7 ԃȑǴಃ 44: ।Ƕ
21ǳȠၰᙒȡಃ 45 нǴಃ 427ȋ429 ।Ƕ!
22ǳȠᆅηȡޑϖՉࡘགྷډڙ܈Ƞۘਜ Ǹ ࢫጄȡޑቹៜǶ၁ـቅ୯۸ǺȠమ
ᙁȤᆅҸȥ߃ȡǴȠЎނȡ3127 ԃಃ 4 යǶ
23ǳ!Ꮏ๔ስኗǴఉၮǺȠᆅηਠݙȡȐч٧ǺύਜֽǴ3115 ԃȑǴ
ಃ 292ȋ2:2 ।Ƕ
24ǳ!ӕǴಃ 953ȋ965 ।Ƕ!
25ǳ!ӕǴಃ 976 ।Ƕ
26ǳ!ᆢⷭኗǴఉၮǺȠֈМࡾࣿញȡȐч٧ǺύਜֽǴ3121 ԃȑǴ
ಃ 6ȋ36: ।Ƕ
27ǳ! ླྀϺӹኗǺȠᘶݙȡȐੇǺੇђᝤрޗހǴ3115 ԃȑǴಃ
283ȋ32: ।Ƕ
28ǳ!ՖჱኗǺȠూࠄηញȡȐч٧ǺύਜֽǴ2::9 ԃȑǴಃ 48:ȋ543 ।Ƕ
29ǳȠֈМࡾࣿ Ǹ ΜΒइȡکȠᘶ Ǹ ДзȡஒȨβȩჹᔈޑਔзࡾܭ
ࣿϐ໔Ǵՠ٠όൂᐱଛаਔДǶᆶϐόӕࢂޑǴȠూࠄη Ǹ ਔ߾ȡȠў Ǹ Ϻ
۔ਜȡکȠࡾࣿᕷ៛ Ǹ ϖՉჹȡஒԃϩࣁࡾǵহǵۑহȐДȑǵࣿǵоϖ
ঁਔࢤǴҞࣁࢂޑΑᆶϖБǵϖՉֹӄϰଛଆٰǶ
2:ǳ! మǺȤவߐڻၼҘ࣮ύ୯ђжೌኧᏢޑӄ৲ፕࡘགྷȥǴȠШࣚے௲
ࣴزȡ2::: ԃಃ 3 යǶ
31ǳ! ဠҸޑȠࡾࣿᕷ៛ Ǹ ϖՉ࣬ғȡГǺȨϺӦϐǴӝԶࣁǴϩࣁ
ǴղࣁѤਔǴӈࣁϖՉǶȩ၁ـᗈኗǴᗛণᗺਠǺȠࡾࣿᕷ៛ကȡȐч٧Ǻ
ύਜֽǴ2::3 ԃȑǴಃ 473 ।Ƕ
32ǳȠၰᙒȡಃ 2 нǴಃ 885 ।Ƕ
33ǳ! ᑵฦᅽǺȠၰৎၰ௲ᆶύβՕ௲߃යကวȡȐੇǺੇђᝤ
рޗހǴ3114 ԃȑǴಃ 8:ȋ97 ।ǹȠϤරၰ௲ᡫᝊࢴࣴزȡȐᆵчǺཥЎᙦр
ހϦљǴ3119 ԃȑǴಃ 8:9 ।ǶќـᑵฦᅽǺȤၰ௲ϖБΟࣚፏϺȨኧȩᇥ
ྍȥǴȠԋεے௲ᆶЎϯᏢൔȡ3112 ԃಃ 2 යǹЦ߿ǺȤђᡫᝊܺޑ१ϖᆶ
ϖՉϐኧȥǴȠύ୯ၰ௲ȡ3129 ԃಃ 2 යǹഋࡿ֗ǺȤԐයၰፏϺ่ᄬࣴزȋȋ
аၰᙒҁȠϼᡫᝊϖ಄ׇȡࣁύЈȥȐξܿεᏢ 3117 ԃറγፕЎȑǶ
34ǳȐВȑύዞΖǺȠϖՉεကਠݙȡȐؕђਜଣǴ2::9 ԃȑǴಃ 39 ।Ƕ
35ǳȠၰᙒȡಃ 6 нǴಃ 976 ।Ƕ
36ǳ!ᚳᐆǺȤᇥȨୖȩȥǴȠύ୯ࣽޗᏢȡ2:92 ԃಃ 6 යǶ
37ǳ!ᚳᐆǺȤϖՉྍȥǴȠύ୯ࣽޗᏢȡ2:95 ԃಃ 4 යǶ
38ǳ!ယᏦǴҖεᏦǺȠύ୯ђжઓઝኧӷȡȐч٧ǺࣽޗᏢЎрޗހǴ
2::9 ԃȑǴಃ 91 ।Ƕ
39ǳ!ݣऩǺȠݣऩӄȡȐч٧ǺࣽᏢрޗހǴ2:93 ԃȑǴಃ 226 ।Ƕ
3:ǳ!៝ᎢখӃғᇡࣁȨϖՉȩҔаȨᗄਔзǵБӛǵઓᡫǵॣࡓǵܺՅǵ
१ނǵૌښǵၰቺǴаԿࡆܭЦسޑک୯ৎࡋڋޑǶȩ၁៝ـᎢখǺȠ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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ᅇޑБγᆶᏂғȡȐੇǺੇђᝤрޗހǴ3116 ԃȑǴಃ 2 ।Ƕ
41ǳȠၰᙒȡಃ 7 нǴಃ 432 ।Ƕ
42ǳȠၰᙒȡಃ 2 нǴಃ 898 ।Ƕ
43ǳȠၰᙒȡಃ 7 нǴಃ 2:6 ।Ƕ
44ǳȠၰᙒȡಃ 7 нǴಃ 311 ।Ƕ
45ǳȠၰᙒȡಃ 2 нǴಃ 913 ।Ƕ!
46ǳȠၰᙒȡಃ 22 нǴಃ 744 ।Ƕ
47ǳȠၰᙒȡಃ 3 нǴಃ 336 ।Ƕ
48ǳȠၰᙒȡಃ 22 нǴಃ 744 ।Ƕ
49ǳ! ঙ׆ੀǺȤȠᡫᝊȡޑрᆶᕷ़کᡫᝊࢴޑԋ߃ȥǴȠၰ௲
ЎϯཥȡȐԋǺѤοΓ҇рޗހǴ2:99 ԃȑǴಃ 276ȋ277 ।Ƕ
4:ǳ! ݤ୯ᏢޣநቺᙢӃғᇥǺȨᡫکᝊࢂϩࣁΒޑǴж߄ઓဃޑϺӦٿ
ཱུǶȩ၁ـȐݤȑநቺᙢݙǴλǺȤᜢܭၰ௲ೌᇟȨᡫᝊȩޑȥǴȠݤ
୯ᅇᏢȡಃΒᒠȐч٧ǺమεᏢрޗހǴ3116 ԃȑǴಃ 2ȋ38 ।Ƕ
51ǳȠၰᙒȡಃ 2 нǴಃ 885ǵ8:: ।Ƕ
52ǳȠၰᙒȡಃ 3 нǴಃ 311 ।Ƕ
53ǳȠၰᙒȡಃ 7 нǴಃ 432 ।Ƕ!
54ǳȠၰᙒȡಃ 6 нǴಃ 976 ।Ƕ
55ǳȠၰᙒȡಃ 22 нǴಃ 743 ।Ƕ
56ǳȠϖጇЎϺਜȡکȠهਜҏ֮ȡၩޑӷኧԖ܌όӕǴջޣ
ࣁ 783 ӷǴࡕ ࣁ߾ޣ779 ӷǴЬाࢂӢࣁȠهਜҏ֮ȡύޑȨࠄБΟ㣑ϏϺ
ЎهਜȩѝԖ 259 ӷǴКȠϖጇЎϺਜȡϿΑ 5 ӷǶԖᏢޣᇡࣁȠهਜҏ
֮ȡঅׯȠᡫᝊϖጇЎȡӷኧޑҞࣁࢂޑΑٛЗࢻ៛ϺЎޑϣǶ၁ـЦ
ษДǺȤ୷ܭઝጆЎޑȠᡫᝊϖጇЎȡӝਠϷࣴزȥǴȠຝўᏢࣴزȡ3125
ԃಃ 11 යǶ
57ǳ! ԖᏢޣᇡࣁȨᚅคॣှȩ ޑ233 ӷઝጆЎޑញЎςڂၩǴӢԜ
٠όࢂؒԖॣှǶ၁ـЦ܍ЎǺȤђᡫᝊύȨϺЎȩکȨ಄კȩޑញ᠐ᆶࣴزȥǴ
ȠȨၰ௲ࣴޑزཥຎഁǺၰ௲ᆶύ୯ЎϯϷޑޗᜢ߯ȩ୯ሞᏢೌࣴፕЎȡ
Ȑ३ෝύЎεᏢǴ311: ԃȑǹЦษДǺȤԐයၰ௲ઝጆЎࣴزȥǴȠՋࠄ҇ε
ᏢᏢൔȡ312: ԃಃ 9 යǶ
58ǳȠύၰᙒȡಃ 6 нȐч٧ǺহрޗހǴ3115 ԃȑǴಃ 623 ।Ƕ
59ǳ!၁ـȠᡫᝊϖ಄ׇȡǴȠၰᙒȡಃ 7 нǴಃ 453 ।ǹȠهਜҏ֮ȡǴ
Ƞၰᙒȡಃ 7 нǴಃ 2:7ȋ2:9 ।ǹȠΟࣚ೯༾ϣࡘ֮ Ǹ ϼཱུΓᇥѤۑమᗿ
ܺ१ϖУݤȡǴȠၰᙒȡಃ 35 нǴಃ 799 ।Ƕ
5:ǳ! ԖᏢޣᇡࣁȨᚅคॣှȩ ޑ233 ӷઝጆЎޑញЎςڂၩǴӢԜ
٠όࢂؒԖॣှǶ၁ـЦ܍ЎǺȤђᡫᝊύȨϺЎȩکȨ಄კȩޑញ᠐ᆶࣴزȥǹ
ЦษДǺȤԐයၰ௲ઝጆЎࣴزȥǶ
61ǳȠၰᙒȡಃ 45 нǴಃ 457ȋ464ǵ454ȋ455 ।Ƕ
62ǳ! ջܿБΐϺЎǵࠄБΟϺЎǵՋБΎϺЎǵчБϖϺЎӚ 75
ӷǴӅी 367 ӷǶ၁ـȠၰᙒȡಃ 7 нǴಃ 372ȋ375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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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ǳȠύၰᙒȡಃ 4 нǴಃ 77 ।ǶȠࢰޜᡫകȡӧȠ҅ၰᙒȡύ٠
ؒԖԏᒵǴҁЎ٩Ᏽۭޑҁࢂඩྦྷ Q/34:: ဦכҁǶ
64ǳȠၰᙒȡಃ 2 нǴಃ 4ȋ5 ।Ƕ
65ǳȠၰᙒȡಃ 3 нǴಃ 643ȋ646 ।Ƕ
66ǳȠϖᗗғν֮ȡГǺȨځǴคཱུคഗคՅǴε
ᛥϐϺԾฅҏЎǴᕴύѧϡϺ։ǶȩȠၰᙒȡಃ 7 нǴಃ 371 ।Ƕ!
67ǳ! ቅӿӃғᇡࣁȠϖᗗғν֮ȡύޑȠύϡϺЎȡ27 ӷࢂࡕуޑǶ၁
ـቅӿǺȠϤරၰ௲ђᡫᝊޑᐕўᏢࣴزȡȐੇǺੇђᝤрޗހǴ3129 ԃȑǴ
ಃ 6:3 ।Ƕ
68ǳȠၰᙒȡಃ 2 нǴಃ 915 ।Ƕ
69ǳ!၁ـȐВȑλ݅҅ऍǴЦษДǺȠύ୯ޑၰ௲ȡȐᔮࠄǺሸᎹਜޗǴ
3121 ԃȑǴಃ 231ȋ238 ।ǹමєࠄǺȤΟΜϤϺᇥࢂ࡛ኬԋޑȥǴȠύ୯ၰ௲ȡ
2::4 ԃಃ 4 යǹЦษДǺȤၰ௲ΟΜϤϺᇥྉྍȥǴȠᏂၰࣴزȡ3128 ԃಃ 11 යǶ
6:ǳȠၰᙒȡಃ 3 нǴಃ 658ȋ672 ।Ƕ!
71ǳȠၰᙒȡಃ 45 нǴಃ 736 ।Ƕ
72ǳ!ڀᡏࡰܿБΐ㣑ߙϺǵࠄБΟ㣑ϏϺǵՋБΎ㣑નϺǵчБϖ㣑ҎϺǶ
၁ـȠၰᙒȡಃ 3 нǴಃ 656ȋ657 ।Ƕ
73ǳȠၰᙒȡಃ 33 нǴಃ 271 ।Ƕ!
74ǳȠၰᙒȡಃ 36 нǴಃ 44: ।Ƕ
75ǳȠΟࢰ੧៶ȡڔΟԖȠᏤЇΟӀȡޑЇЎǴӕኬޑϣёܭـȠϼ
ᏤЇΟӀΐᡂ֮ȡϐύǴ೭ཀښࡕࡐޣёૈࢂҗޣቚ़ԶٰǶ၁ـȠၰᙒȡ
ಃ 2 нǴಃ 966ȋ96: ।Ƕ
76ǳȠၰᙒȡಃ 2 нǴಃ 968 ।Ƕ!
77ǳ!ယᏦǴҖεᏦǺȠύ୯ђжઓઝኧӷȡǴಃ 225 ।Ƕ
78ǳȠၰᙒȡಃ 6 нǴಃ :15 ।Ƕ!
79ǳȠϖጇЎϺਜȡǴȠၰᙒȡಃ 2 нǴಃ 887ȋ895 ।Ƕ
7:ǳȠύၰᙒȡಃ 6 нǴಃ 623 ।Ƕ
81ǳȠၰᙒȡಃ 45 нǴಃ 738 ।Ƕ
82ǳȠϼҎΓᇥᝀᇢݤ፺֮ȡǴȠၰᙒȡಃ 7 нǴಃ 287 ।Ƕ
83ǳȠϼཱུΓኦᡫᝊᗿ࠶יሺፏाȡǴȠၰᙒȡಃ : нǴಃ 983 ।Ƕ!
84ǳȠϼҎΓᇥᝀᇢݤ፺֮ȡǴȠၰᙒȡಃ 7 нǴಃ 288 ।Ƕ!
85ǳȠፏϺϣॣԾฅҏӷȡǴȠၰᙒȡಃ 3 нǴಃ 657 ।Ƕ!
86ǳȠၰᙒȡಃ 2 нǴಃ 8:4ȋ8:8 ।Ƕ
87ǳȠϼࢰҎᡫᝊΟϡࠔיфቺᇸख़ȡǴȠၰᙒȡಃ 7 нǴಃ 994 ।Ƕ!
88ǳȠၰᙒȡಃ 7 нǴಃ 29: ।Ƕ
89ǳȠၰᙒȡಃ 2 нǴಃ 8:1 ।Ƕ
8:ǳȠၰᙒȡಃ 2 нǴಃ 8:4 ।Ƕ
91ǳȠၰᙒȡಃ 7 нǴಃ 2:5 ।Ƕ!
92ǳȠၰᙒȡಃ 3 нǴಃ 334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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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ǳȠၰᙒȡಃ 6 нǴಃ 963 ।Ƕ
94ǳȠၰᙒȡಃ 6 нǴಃ 976 ।Ƕ
95ǳ! ᒲᝊ⍋ਠᗺǺȠᆉΜਜȡȐч٧ǺύਜֽǴ2:74 ԃȑǴಃ 88ǵ
39ǵ65 ।Ƕ
96ǳ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Ǵಃ 594 ।ǶԖᜢၰ
௲ȨϤϺȩزࣴޑќـЦࢅےǺȤၰ௲ޑȨϤϺȩᇥȥǴഋႴᔈЬጓǺȠၰৎЎ
ϯࣴزȡಃ 27 ᒠȐч٧ǺΟᖄਜ۫Ǵ2::: ԃȑǴಃ 33ȋ5: ।ǹလӂӀǺȤவȨϤ
ϺȩډȨΟϺȩǺϤරډ໙ঞၰ௲ᗿᜓሺԄޑӆࣴزȥǴԏΕȠۙܺўϷځдǺ
Ϥර໙ঞၰ௲ࡘޑགྷўࣴزȡȐч٧ǺΟᖄਜ۫Ǵ3114 ԃȑǴಃ 3:ȋ67 ।Ƕ
97ǳȠၰᙒȡಃ 31 нǴಃ 68: ।Ƕ೭ࢤ၉ᔈྍԾȠ㑗ȡǴӢࣁȠᇦȡ
ڔΜΐȠᖀᔠಃȡГǺȨၰΒቪȠ㑗ȡǶȩ၁ـȠၰᙒȡಃ 31
нǴಃ 714 ।Ƕ
98ǳȠၰᙒȡಃ 31 нǴಃ 6:3 ।Ƕ
99ǳȠၰᙒȡಃ 44 нǴಃ 521 ।Ƕ
9:ǳ! ЦษДǺȤၰ௲ȨϤϺȩཷޑۺԋϷวȥǴȠᏂၰࣴزȡ3116 ԃ
ಃ 2 යǶ
:1ǳȠၰᙒȡಃ 6 нǴಃ 957 ।Ƕ
:2ǳȠၰᙒȡಃ : нǴಃ 984 ।Ƕ
:3ǳȠၰᙒȡಃ 35 нǴಃ 781 ।Ƕ!
:4ǳȠၰᙒȡಃ 7 нǴಃ 2:1 ।Ƕ
:5ǳ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Ǵಃ 591 ।Ƕ
:6ǳȠϖጇЎϺਜȡǴȠၰᙒȡಃ 2 нǴಃ 887ȋ895 ।Ƕ
:7ǳ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Ǵಃ 574ȋ586 ।Ƕ
:8ǳȠၰᙒȡಃ 7 нǴಃ 429ǵ449ǵ44:ȋ451 ।Ƕ
:9ǳȠၰᙒȡಃ 44 нǴಃ 666 ।Ƕ
::ǳȠၰᙒȡಃ 44 нǴಃ 675 ।Ƕ
211ǳȠၰᙒȡಃ 2 нǴಃ 887ǵ899 ।Ƕ
212ǳ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Ǵಃ 515 ।Ƕ
213ǳȠهਜҏ֮ȡǴȠၰᙒȡಃ 7 нǴಃ 2:1 ।Ƕ
214ǳȠύၰᙒȡಃ 4 нǴಃ 422 ।Ƕ!
215ǳȠၰᙒȡಃ 7 нǴಃ 2:1 ।Ƕ
216ǳ!λ݅҅ऍӃғᇡࣁђᡫᝊޑȨҘҙȩᇥࢂ٩ᏵమࢴȠమࡕဃ
ၰ։ӈइȡޑಖ҃ፕԶٰǶ၁ـȐВȑλ݅҅ऍǴቼǺȠϤරၰ௲ўࣴزȡǴ
ಃ 518ǵ53: ।Ƕ
217ǳȠၰᙒȡಃ 6 нǴಃ 955ǵ958 ।Ƕ
218ǳȠၰᙒȡಃ 6 нǴಃ 956 ।Ƕ
219ǳȠၰᙒȡಃ 3 нǴಃ 673 ।Ƕ
21:ǳȠၰᙒȡಃ 2 нǴಃ 888ȋ895 ।Ƕ
221ǳȠύၰᙒȡಃ 6 нǴಃ 623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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ᆋᣩጴ␇ᆌᅝ↩ዯᚘᗥ《修真後辨》
〔意〕玄英（Fabrizio Pregadio）撰!㊪䏍㢦㧈 Į 亟↺⦰ウ捛ㅆ捛⾛ Į 㴆⸀⪶⪶ⴇ
田茂泉譯!泾㤀⪶ⴇ㴆▁㜖⒥ⴇ柱

過去三四十年來的研究表明，內

然而，儘管劉一明的內丹學說在許多

丹絕非單一或統一的傳統。內丹文獻記

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但他的作品構成

載了多種多樣的學說和實踐——這些學

了內丹學說闡發歷史之整體鏈條中最

說和實踐，一方面因其受不同遺產（如

重要的一環。1

道教、佛教、理學、宇宙學、醫學和冥

劉一明出生於今山西省，是龍門

想或生理技術等）影響程度之不同而

派西北支系的第十一代徒裔。他年輕時

不同，另一方面也依其對教義原理之

曾患大病，在癒後進行的長途旅行中，

闡發或內丹實踐之表現的重視程度不

他結識了兩位重要的大師，他分別稱之

同而不同。現代研究——尤其是西方的

為「龕谷老人」和「仙留丈人」。1779

研究——有時忽略了這些方法之間的差

年他到訪今甘肅棲雲山，並在那裏定居

異。然而，這些差異一直是內丹史上自

了下來。他的後半生致力於教學、寫作

我認同的基本手段，而對這些問題的不

和慈善活動。他的著作主要包括內丹著

同看法導致了作為整體的內丹傳統中之

作和對內丹典籍的註疏，大部分收錄於

不同宗派和支系的產生。

《道書十二種》。此外，他還為道教、

在內丹宗派和支系中，內丹修鍊
方法的多樣性令人印象深刻。本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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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本以及一些醫學類著作做注，但
這些成果知者寥寥。

論 的 丹 法 與 劉 一 明（1734—1821） 有

本文以《道書十二種》中的《修

關。他對內丹的看法，一方面與這一傳

真後辨》為研究對象。如書名所示，劉

統的某些最根深蒂固的內容保持一致，

一明的意思是這部作品是《修真辨難》

但許多內容又與傳統背道而馳，以致

的延續部分。該書撰於 1798 年，內容

於脫離了公認的標準從而顯得激進了。

由他跟一個弟子之間的系列問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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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辨識力的運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
此之故，他不厭其煩地比較、對比不同
的觀點和方法，指出修行者何以悟道，
何以不能悟道。他的這一意圖在《修真
後辨 • 序》中以莊子的話說了出來：
ಷηᒏǺȨεၰόᆀǴεᒣ
όقǶȩ4ȐȤׇȥȑ
在莊子看來，道不可言說，亦不可討
論。於是乎劉一明問道：「稱且不可，
言且不可，更何可辨？」他繼續指出，
關於道的討論和言說遮蔽了大道的本來
面目：
ԜϒόளόமᒣǴаઇځᆀ
ϐόǹόளόಒᒣǴаቄقځ
ϐԖଷǶȐӕȑ
與此同時，劉一明也充分意識到了在區
分「真」與「假」時所面臨的困境和問
題：
ΓҭᆀخǴךҭᆀخǹΓҭ

120 個）構成。《修真後辨》沒署著作

خقǴךҭخقǹోޕΓϐᆀޣ

年代，但很可能是在《修真辨難》後不

ЯǴךϐᆀޣόЯǻోךޕ

久完成的。其討論範圍涵蓋了《修真辨

ϐᆀޣЯǴΓϐᆀޣόЯǻ

難》的大部分主題，但將這些主題編排

ోޕΓϐޣقଷЯǴךϐޣقό

為 26 篇系列短文，每篇探討與內丹相

ଷЯǻోךޕϐޣقଷЯǴΓϐ

關的某一特定主題。在本文中，我將嘗

ޣقόଷЯǻȐӕȑ

2

試討論劉一明《修真後辨》 所談內丹
學說的要點。

他對此類問題的回答堪稱典範：
ፔፔόǴፔଷፔόଷǴ
ࢂӧόᆀၰǵόقၰـޣԶԾޕ

ᾏҷӁ愷ӂ䠓㊞ㆬ
在上述兩部作品的書名中，「辨」
字意味深長。劉一明不斷地提醒讀者，
在對內丹的認知上，在內丹的修鍊過程

ϐǴրਜ਼ЯᒣǻȐӕȑ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對「假」做出
回應，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在討論和
言說中的「真」與「假」僅僅具有相對
的意義。然而，當我們保持在「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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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不言道」的狀態裏時，亦不可

用的範疇言之，則其體為一，其用則三：

忽視「真」與「假」的區分；事實上，

ᗨӜࣁΟǴځჴࢂǶޣ

無需討論，不用言說，我們應噹噹下覺

షϡϐကǴΟޣϩᡫϐᒏǶࢂ

知二者的區別。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

ᡏǴΟࢂҔǾǾΟԶǴԶΟǶ

劉一明履行了他作為道教大師的職能，

܌ᒏᛰΟࠔޣҔΨǴ܌ᒏىڀ

將討論和言說構築在「辨」的基礎之

༝ԋޣᡏΨǶόளقΟǴҭόள

上，以至於「不可稱之道，爭論可難於

قǶȐӕȑ

漸悟……不可言之道，學者可不難於默
「元精」、「元氣」、「元神」的運化

會」。

作用，產生所謂的「後天」。正是通過
它們，「無形生形，無質生質」5。有

‛ҷ⋗⪸厖ㄛ⪸

關後天精、氣、神所具有的不同面向，
劉一明在《修真後辨》開篇引述了署名

《修真後辨》首先區分了「先天」
和「後天」兩個範疇。這種區分對於理

ځᆒόࢂҬགᆒǴΏࢂҏࣤ

少的。「先天」指宇宙產生之前的範疇，

αύతǹځջߚ֎ڥǴΏޕ

屬 於「 無 」（Non—Being）； 而「 後

ࠅࢂϼનྟǹځઓջߚࡘቾઓǴ

天」則表示宇宙產生之後的範疇，屬於

ёᆶϡ࣬ۈКުǶ7

物紛然，萬象雜陳，萬事迭起。
雖然「先天」表示的是一種非顯
化的狀態，但被稱為內丹修鍊之「上藥
三品」的所謂「精」「氣」「神」卻皆
已含蘊其中。在這一階段，三者尚處於
初元未化之狀態，因而無形無象：

就人類而言，後天的「精」主要表現為
男子之交感精與女子之月經血；後天之
「氣」表現為普通的呼吸之氣；後天的
「神」表現為識神（或思慮之神），亦
即思維之心。
這個先天狀態是陽，後天狀態是
7

陰， 而從陽到陰的轉化被認為是不可

Ƞ Ј ӑ  ȡ ГǺȨ  ᛰ Ο

避免的。劉一明重申了中國人對這個問

ࠔǴઓᆶᆒǶ்்Ǽ݁݁

題的普遍看法，他多次談到「陽極則陰

ǼຎϐόـǴ᠋ϐόᆪǶவ

生」8 的說法。然而，先天狀態並未被

คӺԖǴഘڅԶԋǶȩГ்ǵ

永久性清除，而是隱藏在後天當中了。

Г݁ǵГԖคǴ߾ࣁคϐނ

有的人有保存它的天賦能力，而另一些

5

ёޕǶ ȐȤӃϺᆒઓകȥȑ

人則需在它隱匿後將其發掘出來。下文

更確切地說，「元精」、「元氣」、「元

我們將會看到，這對劉一明的內丹觀產

神」三者甚至無法彼此區分——雖然它

生了重要影響。

們稱名為三，然其實是一。用哲學上體

弘道

以說明：

解劉一明有關內丹的總體論述是必不可

「有」（Being）。在後一個階段，萬

68

白 玉 蟾（1194—1229 ？） 的 一 首 詩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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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劉一明提出了「先天真一之氣」的

ပϖΖǴόӧϖ᠌ϤǴό

概念。這種狀態無法定義或稱述，唯有

ӧϤਥߐᓐǴόӧԭମҤᘻǴԶ

用否定性的語句加以形容：

ӧЯҎᜢᘻǶ:Ȑӕȑ

ߚࡕϺ֎ڥǵࡘቾઓǵҬ

「先天真一之氣」唯一的駐足之所

གᆒёКǴҭߚϡᆒϡϡઓё

（place）是所謂的「玄關一竅」，而

ӕǶȐȤӃϺϐകȥȑ

玄關一竅實際上是沒有方所的（見下

後天、先天的「精」、「氣」、「神」
皆由此「先天真一之氣」產生：
ǾǾӃϺϐǴᐕն
ԶόᚯǴຬဂᜪԶᐱ൧Ǵғԝό
ܥǴԖคόҥǴࣁࡕϺᆒઓϐ
ਥҁǴࣁӃϺᆒઓϐЬৌǴΏ

文）。在內丹道的術語中，一如劉一明
所言，「先天真一之氣」即是金丹 10。
因此，劉一明的「金丹」實際上包括了
先天和後天，它將二者貫通起來，並可
以 通 達 超 越 二 元 性（non-duality） 的
最高狀態，即所謂的「真一」。

ԿϐނǴϺϐᝊǴΓشϐǶ
Ȑӕȑ

ᾘҷ⁉䠓䢚㹤

此外，就人類而言，此「先天真一之氣」
不能錨定於身體或心理之方所，亦不能

採擷散見於《修真後辨》不同章
節中的論述可知，劉一明對人的看法是

與身心諸象劃等號：
ᇂԜނόӧϣǴόӧѦǴό

複雜的。具體而言，劉一明的人論主要

␘ᾏ㞝ҿⅽ䢮ㄛ愷Ӏ㢇虃悘㝋ҿ坞⪥懢㢇Ӏ䲻 9 ⌙虇㎟抌處⾃墏㢇䫍虇2::3 〃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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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以下幾個大的概念。

ϥ்ϥǴ݁ϥϥǴځύԖ
ΓۚోǴӜГكઓǴဦГߏғტ

ȞΚȟҝᜱΚᙊ

ޣǹВ१ԯๆǴڹᗶᆾଚǴ

這個「玄關一竅」是非空間性的

ԖਔୠమѳǴԖਔᆙഈαǴڥ

個體的中心所在。劉一明在其《修真後
辨》的「玄關一竅」章描述了它的特

߾ᘻߐ໒Ǵ֎߾ᘻߐഈǶȐӕ

點，並列出了它的一些替代性名稱，比
如三個來自於《道德經》的說法「玄牝
門」「眾妙門」和「希夷府」11，以及
其他幾個具有相反相成意味的名詞，如
龍虎、龜蛇、戊己，等等：
ǾǾђΓόඪϐܭਜǴԶ
ΞόඪઝԶόقǶേϐГғఠްǵ
ҎԬߐǵᓪ߁Ꮭǵᓫೂᘻǵѹρ
ߐǵғԝᜢǵӉቺߐǵЊǵ
֮ߐǵ׆Ӯ۬ǵиՕӦǵڮ܄
ᘻǵϡઓ࠻ǵคҤǵ࠶ॣ୯ǵ
౦ӜǴคߚܴԜᘻǶ23ȐȤҎ
ᜢᘻകȥȑ
劉一明還賦詩一首，將「玄關一竅」描
繪成一個「非圓非方」的所在，裏面居

一個「地方」，但劉一明認為它是一種
非空間維度的存在，是「非身內物」。
此處劉一明的闡發為《修真後辨》的
「辨」字作了典範式的說明。他指出，
不同的道教傳統都將此「一竅」與身體
的某個部位等同起來：
ࡕШᏢΓόၶৣǴ܈ᇡα
ሷǴ܈ᇡ࣭໔Ǵ܈ᇡᤉߐǴ܈ᇡ
ԭǴ܈ᇡࠒോǴ܈ᇡ֨ૉǴ܈
ᇡ׀᎘Ǵ܈ᇡЈᘻǴ܈ᇡǴ
܈ᇡϏҖᜢϡੇǶ28Ȑӕȑ
相反，劉一明同意較早的內丹大師們的
觀點，即人的中心既不在身，也不在
心，而是如李道純（13 世紀後期）所言：

即金丹）以及「夜飲鴻蒙酒」的真人。

ՠӧᡏǴόࢂǶҭ

這位真仙被稱為「谷神」（出自《道德

όёᚆԜيǴӛѦ൨ǶፏϏ

經》）——因「谷神」 指的是「玄牝」，

ࣣό҅قӧՖೀޣǴՖΨǻᜤ

是以「真人」即「玄關一竅」本身：

ՁǴҭᇥόளǴࡺГҎᜢǶ

৴ϡηϞόெٿТҜǴख़ࣁ
ৣઓቪቹǴว܌ځ҂วǴݧ
܌ځ҂ݧǴаઓϐǴаཀࠨϐǴ
ԶӕΓГǺԜᘻኬӵጲ൙ 26Ǵ
ѦλԶϣεǴుόёෳǹߚ༝ߚ
27

܌аဃΓѝਜύӷҢΓǴԜύ
ӷҎᜢܴخǶ܌ᒏύޣǴߚύѦ
ϐύǴҭߚѤᆢΠϐύǴόࢂ
ӧύϐύǶ29
與以上說法相似，劉一明認為「夫玄關

БǴ  қ ࣬ ಄Ǵ ࡉ ܴ ࣬ ೯ǹ ځ

者，無形無象，豈有定位？不色不空，

ߐଯϖΡǴᗡѤЁǴԖߐ৻ٿǴ

焉有方所？」19 他還補充說：

໒ᚂǴѰԖߙᓪᙞǴѓԖқ
߁ޮǴԖԙഒ०ǴΠԖਜ਼ᓫҷ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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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傾向於把「玄關一竅」形容為

住著一位「日食黍米粥」13（「黍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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ဃԋՕԋиϐৎໂǶӼҥႳӧ

ӃϺϐவคύٰޣǴӼёܭ

ԜǴ௦ᛰొྡྷӧԜǴ่ϏӧԜǴ

ԖԖຝύϐЯǻȐȤдৎך

ಥϏӧԜǴԖࣁӧԜǴคࣁӧԜǴ

ৎകȥȑ

ۈಖфҔᕴӧԜǶȐȤҎᜢᘻ
കȥȑ

劉一明認為，「我家」和「他家」這兩
個術語須結合從先天到後天的轉變方可

因此，整個內丹修鍊的關鍵，都在此

理解。正是由於這一轉變，原本每個人

「玄關一竅」。

都擁有的「先天的真陽」（即「先天之
氣」），就隱藏在了「後天之陰」當中，

ȞΡȟȶשঢ়ȷᇅȶуঢ়ȷ

而整個世界也都處於此「後天之陰」的

「玄關一竅」含蘊真陽，而真陽

狀態。劉一明還通過《易經》卦象來說

是「先天真一之氣」的同義詞。正如我

明這一轉變。他用乾 ֟ 表示真陽，其

們所看到的，劉一明也稱真陽為「天上

與坤 ֦（真陰）結合形成後天狀態；

之寶」。隨著從前天到後天的轉變，真

由此，乾變為離 ֡，坤變為坎 ֤。真

陽隱退，對虛無的體認也隨之消失。劉

陽之精現在潛伏在坎卦上下兩側的兩個

一明用「我家」和「他家」來指稱這種

陰爻之中：

分裂性轉變。為了闡明該主題，他引用
了《悟真篇》的兩句詩：
ҶࡼѯଵࣁфΚǴᇡڗдৎ
31

όԝБǶ

ԜԿᝊৎৎԖǴԾࢂ༿Γ
όӄǶ32
劉一明對於這一問題的「辨」，是以嚴

ଳϐڷܭوǴࢂܭଳ
ࣁᚆǴڷჴԋ֢ǶǾǾഐܭ
ǴόឦךܭǴࡺГдৎǶȐӕ
ȑ
換句話說，「他家」指稱的是整個後天
的狀態，此後天之狀態為「陰」所掌控，
遮蔽了所謂「先天的真陽」：

厲批駁那種指稱「他家」為性行為的觀

ГךৎޣǴךϐᚆѐǴ

點為肇始的。這種觀點認為女子的身體

܌аᚆࣁךǹГдৎޣǴךϐ

為「他家」，即所謂的「陰中含陽」。

ࣁ܌ഐǴ܌а֢ࣁ۶ǶӢԖ

因此，持這種觀點的人意在通過「陰陽

֢ᚆϐϩǴࡺԖдךϐӜǶдך

雙修」收集真陽；這類修行者也使用同

ϐӜǴࢂ൩҂ൺٰقϐԸǶ݀

一套內丹術語，並認為與清修」法殊途

ऩൺǴ߾дջࢂךǴךջࢂдǴ

同歸。有關這類修行，劉一明說：

ѝࢂঁǴคԖٿኬǶȐӕȑ

Ԝ ࣣ ࡰ Ң Ӄ Ϻ ᛰ ғ ϐ ೀǶ
ࡕΓόޕђΓઝᒅǴـдৎৎৎ
ӷѡǴࣁ܈ζηǴࢬܭሗϏϐ
ೌǴהЈԦՉǴբᝉԭᆄǴΕܭ
ᛌϐୱޣǴόёݍᖐǶ۶ਜ਼ޕ

在丹道的話語體系中，真陽是在黑鉛
（後天之陰的象徵）中含藏的「真鉛」，
通過丹道修鍊它可被重新尋獲，並與後
天之陰，即蘊含於硃砂（後天之陽之
象）中的「真汞」發生作用。上文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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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卦象清晰地描繪了這一過程，即

а܄ԖϺ፟ϐ܄ǴԖ፦

通過內丹術，重新取回坎 ֤（即「他

ϐ܄ǹڮԖϺኧϐڮǴԖၰϐ

家」）中之陽，並用它來取代離 ֡（即

ڮǶϺ፟ϐ܄Ǵ ૈؼޕؼ38Ǵڀ

「我家」）中之陰，從而使乾 ֟ 和坤

Զᔈ٣ޣΨ 39Ƕ፦ϐ܄Ǵ

֦ 可以復返本來之樣貌，然後重新合

፣༿ඵόصǴޚమᐜǵٕ҅ό

二為一。

ޣΨǶϺኧϐڮǴϽტጁ೯ǵ
֚ՎǵߏอόޣΨǶၰ

Ȟήȟڽܓ

ϐڮǴখ଼પᆐǴሸғԝǴ҉

劉一明還用術語「我家」和「他

նߏӸǴϺӦόၴǴόޣܥ

家」來形容人生的兩極——性與命。性
是內在完美、自然清靜的，屬陰；命是
指個體的生命，關涉到人在外部世界的
不斷移動和變化，屬陽。正如劉一明在
《修真後辨》中所說的那樣，含蘊於
「他家」中的真陽應當被尋獲，以安
立一己之命。然後在「我家」中尋找真

Ϻ፟ϐࣁ܄Ǵ፦ϐࣁ܄
ଷǹၰϐࣁڮǴϺኧϐࣁڮ
ଷǶޣӃϺϐނǴଷࡕޣϺϐ
ނǶȐӕȑ
有關真命，劉一明認為每個人皆由「道

thinking mind〕）中釋放出來，以露顯

之一氣」而來，每一個體不過是一氣運

一己之真性：

化的短暫存在形式。就像任何其他實體

ڮឦдৎǴ܄ឦךৎǶӃ

或現象一樣，每一個體都作為存在的一

дৎόԝϐБаҥڮǴࡕךৎ

部分行使著自己的功能。這才是一個人

চԖϐނаΑ܄ǶيЈόΒǴ܄

「真正的命運」，它不同於普通的命運

ڮৎǴԶॿڮ܄ΑǶȐȤଷ

概念——後者不過是被動接受或承受的

ڮ܄കȥȑ

系列事件的鏈條而已。在劉一明看來，

為性命學說是根本性的。如早期的內丹
大師也稱性命為「修行之根本」22「金
丹之秘」23「煉丹之要」24 或「神仙之
學」25 等。劉一明本人也在另一著作中
說：「金丹之道，一修命、一修性之
道。」26
劉一明在《修真後辨》中，對性
命的性質作了重要闡釋。他認為由於從
先天轉變到後天，性與命各有二端：

弘道

劉一明接著補充說：

陰，並將其從假陽（即思維之心〔the

劉一明和許多其他內丹典籍的作者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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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命與壽命短長無關，與「富貴困亨」
無關，而在於「得先天真一之氣」。29
正如一己之真性可以被氣質之性
所遮蔽一樣，照命而行（following the
course） 也 可 以 掩 蓋 真 命。 劉 一 明 聲
稱，內丹可以讓人轉變自己的氣質之
性，發露其真性，可以改變其虛假的命
運，昭明其真命 :
অၰޣऩޕঅϺ፟ϐ܄Ǵа
ϯ፦ϐ܄ǹঅၰϐڮǴаᙯ
ϺኧϐڮǴڮ܄ϐၰளخǶȐӕ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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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

ࢂ܄ϐ܌ΨǶȐӕȑ

因此，內丹以其漸進的修鍊方法提供

「法身」本為佛教中佛陀的未顯現之

了 一 種「 逆 向 路 徑 」（inverting the

身，劉一明則用以表示「真命」之所寄：

course），使我們有可能先復命，再見
性。

ϻ Ԝ ي ݤǴ  ࢊ ϺǴ Π ࢊ
44

ӦǴ คᓐค׀Ǵคङคय़Ǵύ

ȞѳȟٙЗ
《修真後辨》之《真假身心》章
開篇說：

ҥόॸǶаځقখǴ߾ણ࿗ޜǹ
аࢋځقǴ߾ϯॿ৲ǹаځق
୲ڰǴ߾ΕНόྔǴΕОόกǴ
ΕߎҡคᛖǶ߁ٽόૈǴΘծ

ϞΓࣣГيЈǴѝޕЄϯϐ
يЈǴԶό҅ޕϐيЈǶȐȤ
ଷيЈകȥȑ

όૈуǴࢂڮϐ܌ΨǶȐӕȑ
劉一明對「法身」的描述中提到的「中
立」也可以見於其對「天心」的闡發。

在劉一明看來，「幻化之身」乃是肉身，

「天心」也可以理解為「天的中心」。

「幻化之心」則是產生情感、依戀和類

因此，「真身」和「真心」是同一中心，

似心理現象的心。感官功能和意念活動

即「玄關一竅」的兩個方面。

源於「幻化之身」，而情慾和其他煩惱
則源自「幻化之心」：

在此，劉一明又一次談到了從先
天到後天的轉變。因這一轉變，人們喪

ЄϯϐيǴԺيΨǹЄϯϐ

失了對「真正的」（true）身心的認識，

ЈǴΓЈΨǶԸሷՁαཀǴॿ

即「法身埋沒，幻身用事；天心退位，

Єيϐ܌рǹ഻ࡗࠉངൾటǴ

人心當權」34。通過修鍊內丹，可以達

ࣣΓЈϐ܌рǶ41 ϤਥߐᓐǴኬ

到「天心」所具之「靜篤」的狀態。35

ኬىа഼ғǹ42 ΎӰۺǴҹҹ

內丹告成之時，就會產出聖胎，即「瓜

ૈаठԝǶȐӕȑ

熟蒂落，脫出法身」36。因此，許多內
丹典籍所刻畫的內丹胚胎，相當於一己

與「幻化之心」和「幻化之身」分別對

的「法身」或「真身」。

應的，是所謂的「天心」和「法身」。
「天心」是「真性」所寄，劉一明對此
解釋說：

⡪ҷῈ懢⋸憣
Ԝ Ϻ Ј ό ࠣ ό ᵱǴ Կ  Կ

ᡫǴฅόǴགԶၱ೯Ƕаق

《修真後辨》中最重要的一章是

ځᓉǴ߾คᖂคૌǹаځقǴ

《上德下德》章。劉一明在此章中區

߾ԿઓԿ֮ǹаځقຝǴӵସ

分了兩種修鍊途徑，他稱之為「上德」

ДǴӵһ ޒ43Ǵӵ੧ǶόՅόޜǴ

和「下德」。37 這兩個詞都源自《道德

ջՅջޜǴόԖόคǴջԖջคǴ

經》，分別指「無為」和「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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ቺόቺǴࢂаԖቺǶΠቺ
όѨቺǴࢂаคቺǶ

49

《周易參同契》也曾引用此段文字，並
提出了「上德」和「下德」兩種悟道
之方：「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
之，其用不休。」39 這兩種途徑之間的
差異在於其所針對的人群的資性不同。
在劉一明看來，「無為」作為上品丹
法，對那些先天未有耗損，真元未被
破壞的人是適合的：
ᇂቺޣǴᡏӄቺഢǵଳ
҂ϐΓǶǾǾଳىڀϐਔǴ
પᆐԿᆒǴฅǴϖՉ㒾ᕠǴ
ѤຝکӝǴᝊނ٫ࣔǴҹҹڀӄǶ
ȐȤቺΠቺകȥȑ

既然金丹的種子已失，「無為」就不再
奏效，而「有為」卻有了用武之地。我
們需要一種「術」，以便尋回「後天之
陰」中的「真陽」和「後天之陽」中的
「真陰」，並讓二者重新結合，這就是
內丹道。由此之故，內丹道是一種「下
德」之方。
劉一明對「上德」和「下德」的
看法反映了早期內丹的部分傳統，對作
為整體的道教內丹的理解影響深遠。雖
然我不能在這裏解決這一問題，但劉一
明文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值得關注。劉
一明強調，保持真一（Unity）就是保
持先天狀態的完整性，但卻「非是未破
後天之身」41。劉一明這一提法，觸及
到了內丹道的一大核心問題。根據某些

如上所述，這類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能

傳統，「破身」是指男子首次失精，這

力，可以保存先天之不失；因此他們只

被認為是先天狀態喪失的標誌性事件：

需要知曉如何保有它就可以了。他們也

男精的首次散失相當於後天狀態產生時

需要明師的指點，但這一修鍊的根本仍

由乾 ֟ 轉離 ֡ 的進程。按照這一理解，

在於取法大道本身。因此，「有為」是

復返純陽之乾（或稱「真陽」，即丹家

無用武之地的，「無為」之煉養乃是通

所尋找的本元）的過程，是通過全一己

向「上德」之路。

之「精」來實現的；在此基礎上，「全

對於那些未能保有先天狀態的人
而言，「先天」是分散的，它隱藏在「後
天」之中，因而後天用事：
ऩϻΠቺޣǴԾཱུғϐ
ࡕǴӃϺςණǴϖՉӚϩǴѤຝ
όکǴፏᝊࣣނѨǶȐӕȑ

形」指的是後天身體的完整性。
劉一明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後
天身體的狀態不能作為區分「上德」和
「下德」的標準。他從兩個方面作了論
證。首先，後天之精屬於後天的「幻化
之身」，而非「法身」；其次，隨著個
體出生後呼吸和識神的發揮作用，後天

如此一來，欲復返先天狀態，僅藉「無

之精只能是「後有之物」，因此與原始

為」之方就行不通了：

先天狀態無關。42 由此，劉一明得出結

ऩаคࣁϐၰঅϐǴซӵႳ

論：「先天全則為上德，先天虧則為下

ύคᅿηǴНОฆޜ។Ǵᔮࣗޑ

德。」換句話說，「上德」與後天的身

٣ǻ 51Ȑӕȑ

體狀況無關，而由先天狀態保持的程度
來確定。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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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Ǵ  ࡘ ܈ᤉ ߐǴ  ࡘ ܈ሷ ᆄǴ

܈ᢀܴ

‣ҷ捠Ὲ

֨ૉ

5:

59

Ǵ  ܈Ӻ ᙏ ΠǴ ࡘ ܈

Ǵ  ܈ᢀ ޜǴ  ܈ᢀ ЈǴ ܈

在《修真後辨》中，劉一明談到：

З ۺǴ  ב ܈Ǵ  ܈ᓨ ර  ࡆǴ

「夫金丹者，太極也。……所謂煆煉金

܈᠘ᏉઓǴࡘ܈ઓрෘǶȐӕ

丹之說，即完成太極之旨。」43「太極」

ȑ

是一生二（即陰與陽，先天與後天）之
前的混一不二的狀態；通過陰陽二者的
和合煉得金丹，就可以開啟悟得混一狀
態之門戶。

在 劉 一 明 看 來， 修「 無 為 」 法 者 易
「 著 空 」， 行「 有 為 」 路 者 常「 執
相」。50 避免這些誤區的方法是將「無
為」和「有為」統合運用到內丹修鍊之

ȞΚȟȶԥ࣐ȷᇅȶณ࣐ȷ
在此核心定義之外，劉一明還重
點區分了金丹的兩個層面或階段。這兩
個階段分別以修鍊性、命為重點，恰好

中。在內丹的語境中，「無為」和「有
為」是指性命修鍊的兩個層面或階段：
ϻڮ܄ѸᚈঅǴπϻᗋा
ࢤٿǶȐȤቺΠቺകȥȑ

對應著「上德」與「下德」之方，或

循「上德」之方修鍊的人，可以同時完

「無為」與「有為」之道。這兩種方法

成以上兩個階段的修鍊：

也是《悟真篇》中一首詩的主題：「始
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眾始知、但見
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44 在

ቺޣόࡑঅڮԶջঅ܄Ǵ
܄ΑԶڮҭΑǶȐӕȑ

這段詩句之後，劉一明批評了在內丹修

其他修鍊者則當循序而行，先從事低層

鍊「有為」和「無為」上的錯誤觀點。

次的修命功夫，然後方可進入高層次的

有關對「有為」的誤解，他說：

修性階段：

ࡕΓόޕԖբࢂՖᇥǴ܈η
ϱၮǴ܈ၮᙯًݞǴ܈Ј࣬

ΠቺޣѸӃঅڮԶࡕঅ܄Ǵ
ΑڮΞѸΑ܄ǶȐӕȑ

ҬǴ܈Һ࿎࣬Ǵ܈ᆫတࡕǴ

由此可知，「上德」的修鍊路徑是通過

܈ፂഗߐǴ܈ፓ֎ڥϐǴ܈

「無為」一次性完成兩個階段的修鍊，

56

ྡྷҬགϐᆒǴࡕظ܈०ߎ Ǵ

是頓法；「下德」的修鍊方法是前後相

܈འମԶᘍᡎǴ܈տВДϐᆒǴ

繼循序而行，是漸法——修鍊金丹者可

 ܺ ܈ ᗪ ϐ Ǵ  ܈ О Զ ྡྷ ߎ

通過「有為」尋回金丹之「真種」，然

ҡǴ܈ஷζԶڗሗϏǴྡྷ܈ϺỢ

而再通過「無為」之法育養之。儘管劉

ϐ 57Ǵ܈ᆫϖ᠌ϐᆒǶȐȤԖ
ࣁคࣁകȥȑ
有關對「無為」的誤解，他說：

一明區分了這兩種修鍊方法，但他同時
指出：當「下德」者完成兩個階段的修
鍊之時，「與上德者同歸一途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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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ΡȟτϊᗚϞ

為此，內丹修鍊需要進入煉化「大還

循「下德」之法的人，其所從事

丹」的階段：

的兩個修鍊階段，分別對應著不同的丹

 ܭԜ ӆ у ӛ  π ϻǴ ख़ Ӽ

法。內丹修鍊的元素是內藥和外藥——

ǴൺҥႳǴஒԜᗋϏྕϐᎦϐǴ

內藥是自家的真汞（真陰），外藥則是

аԿཱུᓉᑑǴृΠଆϡǴൺၮ

他家的真鉛（真陽）：

಄ОǴᅌܜᅌబǴԾคԶԖǴ

ϣᛰޣǴρ܌ԖǹѦᛰޣǴ
дৎ܌рǶρ܌ԖޣǴᡫࢂ
Ψǹдৎ܌рޣǴႉࢂΨǶȐȤϣ
Ѧᛰނകȥȑ

Ծ༾ԶǴΜДजӄǴҐዕဓပǴ
ಥрيݤǴࢂГεϏǶȐӕȑ
大還丹的修鍊階段，是一種自無而有、
從微到著的「下坡」（descent）功夫。

在劉一明看來，這兩種元素分別與性、

因此，漸進式修鍊的內丹功法既包含從

命的修鍊有關。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

後天返先天的功夫，也包括從先天歸後

他還將兩種元素與兩個「身」聯繫在一

天的煉化；二者皆竣，內丹方告完成。

起，即「非外藥不能脫幻身，非內藥不

一旦內丹修鍊圓滿告成，先天和後天就

52

能脫法身」 。
這兩種丹分別是「小還丹」和「大

會混融為一——通過「無為」，我們可
以化後天為先天。

還丹」。「小還丹」是由真鉛與真汞和
合而成。劉一明用人所熟知的內丹意象

ȞήȟჂᏣᇅЭ

來描繪之，如鉛和汞，或是「金公」和

值得注意的是，劉一明還批評了將

「姹女」：
аႉڋǴаНᔮОǴаߎ
Ϧଛ㥚ζǴа߁ᎯهᓪǴаਜ਼
ᓫտԙഒǴадৎךڋৎǶȐȤε
λᗋϏകȥȑ

無形與有形混為一談的錯誤論調。按照
他的說法，這種觀點會把自己限制在後
天之內，從而消除了復返先天的可能。
如就人體而言，內丹道通常將腎
臟視為含有真陽的陰臟，將心臟視為含
有真陰的陽臟，即將腎和心等同於坎

修鍊小還丹之鵠的在於從「後天中返先

֤ 和離 ֡。與此不同，劉一明認為坎、

天」。這是通過內丹進行的「爬坡」

離是無形的原理，不應與身體器官等而

（ascent）功夫，是一種「逆向」的修鍊。

視之：

但是，這隻是內丹道的第一部分，
而此部分合成之丹藥容易意外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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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ԖǴόပܭคǴคԶૈғ

ق܌λޣǴᗋځϡǴൺځ

ǴคຝԶૈғຝǴՖளа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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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ྊ፦ԸǶȐȤӃࡕ֢ᚆകȥȑ
劉一明對鼎器也做了類似的「辨」，為
了便於討論，他首先引用了《悟真篇》
一段詩文：
ӃעଳࣁڷႳᏔǴԛཛਜ਼ټ
ᛰٰొǴࡽ០ΒނᘜၰǴݾள
ߎϏόှғǶ64

他運用了宇宙學上的「象」，即十二地
支，從而將修鍊者體內之火（internal
Fire）的循環流轉與外部時間的循環往
復（尤其是一天十二個時辰和一年十二
個月）對應了起來。在前面的六個階
段，體內之火在逐漸增強（稱為「進
陽」，也稱「陽火」），而在後面的六
個階段則逐漸減弱（稱為「退陰」，或

然後劉一明指出鼎器不應與外丹所用的

「陰符」）。繼而劉一明引用白玉蟾的

原料器具相等同，也不應理解為「女子

著名論斷「真火本無候」指出，真正的

之爐鼎」：

火候與普通的時間無關，更不用說用於

ᢀԜ߾ޕႳࣁঅྡྷϐ२
ǴऩคႳǴᛰԾՖԏǴϏԾ

表徵時間的各種「象」（如子、午、卯、
酉等）了。關於這一點，他說：

ՖྡྷΨǻՠႳߚѦय़ል៓ݝβ

ᏎǼԜΏϺϐηϱю٘Ǵᆶ

ϐႳǴҭߚሗϏζηϐႳǶ

ךՖੋǻϻϺԖϺϐਔǴךԖך

ȐȤࡕႳകȥȑ!

ϐਔǶȐȤηϱю٘കȥȑ

在劉一明看來，「鼎器」和金丹只是用

與此同時，劉一明卻又引用了《悟真

來表達無形之原理的代號和意象而已：

篇》中的一句詩：

 ځჴ Ⴓ  ߎ ϏǴ ࣣ ଷ Ӝ Ԏ
ຝǴᡉ៛৲ԸǶӜຝۘЪคǴ

ᕵԙࣳᆶႉǴόޕОং
Ψӵ໓Ƕ65

׳ՖԖζႳ؞ϐᘸՉٕ٣ओǻ

這樣一來，劉一明既強調了「本無候」

ȐȤҷྡྷΐႳകȥȑ

的重要性，同時又認為修鍊者「須知

因此，內丹修鍊與男女的「幻化之身」

候」。對他來說，這意味著無論是在內

無關，也與原料器具無關：

丹修鍊過程當中，還是在內丹修鍊之

வคύ่൩Ǵ٠คتζ
࣬Ǵόυ፦Ҝ៶ǶࡺђиϓǺȨႳ
ႳচคႳǴᛰᛰҭคᛰǶȩ܌ځ
ϓȨႳȩǵȨᛰނȩޣǴࢂॷ

外，人們都應「待時」而作，以規範自
己的行為，即所謂「陽生即進火之候，
陰生即退陰之候」。而內丹修鍊的時
機，也「非言時日之死候也」55。

ОొྞϐຝǴঅྡྷߎϏϐ
ݤǴԶߚჴԖႳϐᇥǶȐӕȑ

⋼ҷ仟ġġ尭

同樣重要的是，在採用一個（時間）體
系來確認金丹的修鍊步驟，即所謂的

本文主旨不在於窮盡《修真後辨》

「火候」方面，劉一明有自己的觀點。

所討論的全部話題，更無窮盡劉一明全

弘道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77

部學說之打算。本文之鵠的，端在概略

干氣質皮囊」，亦與「幻化之身」無關。

性梳理其觀點之要旨。作為總結，我想

揭櫫不同場域之間的通約性是丹

再談一下劉一明諸多論述中比較特殊的

法應有之一義，但對此的理解終究還是

一個方面。

要取決於修行者或讀者各自的主張。劉

由於「辨」是貫穿於劉一明《修

一明多次力勸其弟子和讀者從丹法的高

真後辨》整篇著作中的主題，這就無怪

層次上看內丹，從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丹

乎劉一明特別注重於批評那些他認為無

法的低層次；而不要局限自己的視角於

益甚至有害於修道的實踐和方法了。與

低層次上，因為在低層次上是不能理解

在他之前的許多大師一樣，劉一明反覆

高層次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在看

地將這類修行方法斥為「外道」或「旁

待問題上持二元論的立場——因為若以

門」。除了這些一般性的標籤，正如我

二元論立場觀之，其整個學說就會被簡

們所看到的，他的批評集中在對他所謂

化為正誤對壘，抑或優劣對決。

「幻化之身」和「幻化之心」之修行方

事實上，劉一明明確指出，內丹

法的批評上——這些方法不僅指涉一些

圓滿告成之時，以「有為」和「無為」

傳統的佛、道教修行方式，甚至還關涉

為基礎建構的兩種內丹的區分就會被超

到通常理解的內丹的各個方面。劉一明

越：

的意思顯然不是批評內丹本身，因為儘

ࣁቺΠቺޣΠЋԶǶऩ

管他視內丹為「下德」之方，他仍不遺

ډεၰֹԋǴόՠԖࣁҔόǴ

餘力地將這種修鍊方法推薦給所有那些

ջ ค ࣁ ҭ Ҕ ό Ƕ Կ  ܭӛ  

不能循「上德」之方修行的人。他的真

ǴձԖ֮ҔǴΞόӧԖคϐٯǶ

實意圖，是要提醒人們不要把自己局限

ȐȤቺΠቺകȥȑ

在「下德」的樊籠之內，而是要在從
事一己修行時，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停下

行文至此，劉一明所說的「向上一著」

來，然後趨向於「無為」（即「上德」） （以及他所說「下手功夫」）所指為何，
當已無須再定義或討論——重讀《修真
之路。
劉一明批評的另一焦點是陰陽雙

後辨 • 序》，答案不言自明。B

修。上文談到，劉一明反對以女子之身
體修鍊內丹，反對視女子的身體為「爐
鼎」從而收集金丹所需之元素的做法；
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錯誤地將「他家」
（陰中含真陽）認定為「實體的人」
（actual people）。在劉一明看來，這
種錯誤比煉丹者視無形法則為「幻化之
身」和安爐立鼎煉外丹更為嚴重。他認
為這一錯誤的原因在於不知金丹「從虛
無中結就」，而且「並無女性等相，不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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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ᮜᵩᅘᜭ᎔Ꮹ⎞ᚘᜧ淨明道統ᢽ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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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是一個發端於晉唐

與文獻的角度談及淨明道的發展歷程。

時期的許遜信仰而形成

然而，因史料闕如，學界對明代淨明道

於宋元時期的新符籙道

的研究多以明代中後期的「淨明道運

派。關於淨明道的歷史及發展脈絡，學

動」作為起點對明清淨明道進行梳理，

界多有專論，如日本學者酒井忠夫、秋

或將其納入正一道討論而一筆帶過，而

月觀暎，中國學者孫大寬、郭武、黃小

對明初近一個世紀淨明道發展狀況則未

石、許蔚等曾有關於淨明道研究的專著

見專門討論，《逍遙山萬壽宮志》、《淨

出版，近年來更有關於淨明道的研究論

明宗教錄》等淨明志書對此往往語焉不

文多篇，成果極其豐富。酒井忠夫、秋

詳。那麼，明初這一段被留白的歷史時

月觀暎等人的研究多偏向於對淨明道歷

期是否即是淨明道發展的「空窗期」

史的宏觀研究和縱向梳理，郭武則於淨

呢？

淨

明道歷史背景著墨較多，許蔚亦從歷史

從淨明道本身的歷史敘述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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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或明中期以前）近一個世紀被描述

真之傳，使其後的淨明傳承具有不拘一

為該道派「久湮不行」的沉寂期。從

格、綜羅各家的特色。明初的趙宜真、

《逍遙山萬壽宮志》的編修情況看，洪

劉淵然等人雖然與徐慧並非師承，但師

武十年（1378）鐵柱宮住持熊常靜刊成

承多方、法脈多元的宗派特色將他們跨

1

《鐵柱延真萬壽宮記錄類編》 之後，

時空聯繫在一起，並相繼被列入淨明嗣

至 正 德 十 五 年（1521）方 才由「道紀

派祖師之列，成為淨明道歷史敘述的固

司副都紀、鐵柱宮住持」鄧繼禹增訂而

定範式。趙宜真、劉淵然乃至邵以正於

成其志，此期間西山萬壽宮幾乎未被提

明初倍受褒寵，使其道派大顯於世，只

及，史志中亦未見關於淨明道派活動的

不過，這些輝煌的教派發展史並未在淨

記載。與此同時，趙宜真、劉淵然等人

明祖庭西山萬壽宮發生。因而，若從傳

以其宗承各家的道法優勢進入明初政治

統傳派模式看，明初趙劉邵一系道派的

視野，《淨明宗教錄》稱「時淨明之道

振興與淨明道關係甚微；但從「教外別

久湮不行，今復大顯於世者，實賴真人

傳」的道統承緒模式及宗派認同的自覺

（趙宜真）振起之力也」2，使淨明道

性看，該系在道派發展方面所取得的階

迎來了重振道派的歷史契機，並經過劉

段性成就完全可以定義為明初淨明道之

淵然、邵以正等人的努力，使淨明道成

「中興」。

為足以與龍虎山正一道並駕齊驅的「顯
趙宜真、劉淵然、邵以正一系的淨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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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道統重構有關。本文擬就該問題進行

劉玉於至元壬辰（1292 年）秋遇

派」，姑且稱之為淨明「中興」。這與

探討，以拋磚引玉。

洞真天師胡惠超告以「龍沙已生，淨
明大教將興，當出八百弟子，汝為之
師」4，自此開始了淨明道創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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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創設靖廬、收受門徒，使其所創淨
明道粗具規模，「由是開闡大教，誘

明初淨明道的「中興」問題，或

誨後學。……隱真、洞真靖廬次第興

淨明道是否於明初實現了「中興」的問

建，諸品秘要相繼收受」5。淨明二傳

題，學界尚無定論。淨明道自創教始，

黃元吉「悠然高居，唯以發明其師說為

一直以玉隆萬壽宮為主要活動中心，

己事」6，編集整理而成《淨明忠孝全

元代淨明道領袖人物劉玉、黃元吉、

書》，傳弟子多人。淨明三傳徐慧師

徐慧等皆在此遞相傳授，萬壽宮一直

承多方，師黃元吉盡得「中黃八極之

以淨明祖庭的形式存在。然而，元泰

妙」，又參全真藍道元於長春宮得「全

定元年（1324）淨明三傳徐慧「以母

真無為之旨」，後因母老竟歸，侍母

老竟歸，曲意順承二十餘年，殆終，

二十餘年，其間「千百里內，水旱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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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盡禮」 ，淨明道統承緒已離開萬

凶，請禱即往。士庶染病逢妖，輒書

壽宮，加之徐慧除嗣法淨明之外兼得全

符治癒之」7，度弟子數百人。淨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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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趙宜真從曾貴寬處「受清微諸階雷

地，並未形成相對固定的教團。此外，

奧，淨明忠孝道法」，後「師廣濟張

因其師承多元，所授內容或多以法術為

真人，得長春丘真人北派之傳」，又

主，而其身上的淨明屬性已不甚明顯，

「師玄一李真人，得玉蟾白真人南派

如趙宜真即被清微派尊為嗣師，趙氏本

之學」，曾遊白鶴山，訪晉匡仙遺址，

人亦對清微雷法之傳承有過很大貢獻。

結茅居之，收徒傳道，「從之者不遠千

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趙宜真的淨

里，雲集座下」，後因兵亂，攜弟子

明身份只不過是後人的追認，而非趙氏

遊湘蜀，歷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

本人的自我認同。而繼趙宜真之後的淨

跡，後還至贛州雩都紫陽觀居之，「弟

明五傳劉淵然的淨明身份亦存在類似問

8

子益眾」。 明初淨明五傳劉淵然「受

題，有學者認為，從金石、傳記等文獻

符法於胡、張二師」，後遇趙宜真「授

中並未見關於劉曾入西山萬壽宮學道之

以諸階秘奧」，並於金精山「復授以

記載，甚至趙宜真亦從未入住西山萬壽

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黃籙、

宮，因而其二人的淨明身份問題仍需小

玉籙、太極淨明等書」，能呼召風雷、

心求證。11 只不過，單靠其二人是否入

劾治鬼物、濟拔幽爽，無不響應，「然

住萬壽宮以確定其道派的淨明屬性顯然

於忠孝道法尤大彰顯」，又三年，趙

有待商榷，更不影響其對淨明學說的傳

宜真「告以金火返還大丹之訣、棲神

播。

9

煉氣，玄悟超卓」。 永樂間，劉淵然

從西山萬壽宮的發展情況看，自

謫滇居龍泉觀三載，期間收「徒殆百

元泰定元年（1324）春「以母老竟歸，

10

餘人」 。

曲意順承二十餘年」開始，作為淨明道

從以上淨明道諸師的求道、傳道

派領袖的徐慧的傳道活動並未在祖庭萬

情況看，除劉玉、黃元吉的活動範圍尚

壽宮，萬壽宮的影響力也漸消弭於核心

在西山萬壽宮之外，自徐慧開始，其傳

領袖的缺失，致使徐慧離開後的數十年

道活動範圍已不再局限於西山一帶，尤

間已漸蕭條，宮觀本身在道派發展過程

其至趙宜真之時，淨明學說傳播範圍更

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愈來愈小，道眾遠

廣，《淨明忠孝全書》稱趙曾攜弟子遊

離，作為宗教團體的淨明道也失去了賴

湘、蜀，足跡遍及白鶴山、晉匡廬山、

以傳承的核心和動力。至元末，不僅西

武當山、龍虎山、金精山等，這與元末

山萬壽宮已未見明顯的道士活動，淨明

社會動盪有關。此後，淨明道的傳承

學者亦散入其他道派，尤其是被劃歸入

與傳播便漸遠離作為祖庭的玉隆萬壽

正一道統一管理，逐漸失去了自身特

宮。後世多稱淨明道於明初已「久湮不

色。明初重整祀典之時，淨明祖庭的西

行」，但從徐慧、趙宜真的傳教活動看，

山萬壽宮已然被朝廷忽略，作為淨明祖

遠離玉隆萬壽宮並不意味著淨明道的沒

師的許遜至正統元年才被列入祀典 12。

落，徐氏曾度弟子數百人，趙氏亦然，

由此可見，明初淨明道確已湮沒無聞，

隨其學道者不遠千里而來，弟子益眾。

儘管民間亦有零星傳承，但尚未出現足

徐、趙等人所收徒眾雖多，但分散各

以力挽狂瀾於即倒的宗派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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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宮觀修葺方面看，據《逍遙山

幾乎散失了作為道派祖庭的吸引力而漸

萬壽宮志》，西山萬壽宮自宋大中祥符

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直到正統元年許

三年（1016）升觀為宮、賜額「玉隆」

遜被納入國家祀典 16 之時，已是七、

以來，經寶慶元年（1255）宋理宗重修、

八十年以後的事情。另外，清人金桂馨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重修大殿之

編修的《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七所羅列

後，直至明萬曆十三年（1573）方見重

的歷代玉隆萬壽宮宮觀營造及修繕記錄

13

修的記載 ，可見明初西山萬壽宮的祖

中，涉及明代的修造活動僅三條，即嘉

庭「光芒」已漸褪去。但自明中期起，

靖二十六年（1547）對通明大殿「重

除西山萬壽宮之外，體現許遜信仰的萬

加修葺，復賜額如故」17，萬曆十一年

壽宮卻不斷被興建，僅江西一省即建有

（1583）建逍遙靖廬 18 以及萬曆十七

萬壽宮 560 所，省外 670 多座。14 然而，

年（1589）重修三清殿 19。然而，自明

令人疑惑的是，從《逍遙山萬壽宮志》

中期開始，以許遜信仰為核心的萬壽宮

記載來看，自元仁宗延祐三年（1088）

則各地紛紛修建 20，足以說明淨明道統

起至萬曆十三年（1585）的二百多年

並未因明初玉隆萬壽宮之沉寂而逐漸湮

中，作為祖庭的西山萬壽宮竟無修繕方

滅，而是經過明初、中期一個多世紀的

面的記載，而明中期開始淨明宮觀在各

發展而逐漸恢復了往日風采，甚至傳播

地的大量湧現，至少可證淨明道的傳承

更廣。淨明道於明代中期及以後的繁榮

模式已發生較大變化，這一時期淨明道

則與趙宜真、劉淵然及邵以正等人的貢

之繁榮須歸功於明中期以前四處傳道的

獻有關。該系淨明學者從未踏入淨明祖

淨明學者的不懈努力與堅持。尤其是明

庭西山萬壽宮，但極其自覺地對淨明宗

初趙宜真、劉淵然、邵以正一系在淨明

派道統進行了接續和重構，因而其對淨

道統重構方面的努力，不僅使淨明道成

明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

功躲過了道派湮滅的危機，還順利實現
光彩奪目的兩大「顯派」之一，為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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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期淨明道興盛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

元季明初，一直以宗派正統自居

了淨明「中興」，使其成為明初政壇上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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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淨明祖庭玉隆萬壽宮一度陷入沉寂，
然而，趙宜真、劉淵然、邵以正

不僅未見有影響力的宗派領袖的記載，

等人主要活動於明初至中期，即從洪武

亦鮮見關於淨明道士活動的記述。因

初開始至天順間，歷時一個多世紀。這

而，一般認為，自徐慧於泰定元年回家

一時期，西山萬壽宮相對沉寂。雖然明

侍母之時起，淨明道統的傳播中心便已

太祖朱元璋曾於 1362 年入南昌過鐵柱

開始轉移。淨明三傳徐慧曾收徒數百

觀降香，但以此作為判定朱元璋對元

人，「弟子益眾，及其門者皆文學特達

末淨明道予以重視（或「為明代帝王

之士，雖六七十翁皆願從焉」21，但這

崇祀許真君豎立了先例」15）的依據顯

些傳道活動並未在玉隆萬壽宮進行，至

然不具有說服力。而此後的玉隆萬壽宮

其逝後，亦鮮見關於繼承其道統的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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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方面的記載 22。趙宜真雖被後世追

明奧旨之事。以上二書所記內容看，前

認為淨明四傳，但實際上其淨明奧旨並

者帶有對嗣派宗師的神化意味，而後者

23

非傳自徐慧，而是由曾貴寬所傳 ，張

則較詳實，但並非出自趙宜真的自我認

宇初《峴泉集》僅稱其從曾處「嗣諸法

同，而是源於明初劉淵然、邵以正等人

24

要」 而未提及淨明。就趙宜真而言，

在構建淨明道統時而進行的道脈追述。

其法脈多涉及清微雷法，內丹方面則會

趙宜真師承多元的道法特色使後

南北而一之。關於其得授淨明之旨之

世極難將其歸入某個具體道派，因而被

說，《逍遙山萬壽宮志》稱其「從真君

清微派及淨明道尊為嗣師，故有清微法

25

受淨明忠孝道法、清微諸階雷奧」 ，

及淨明法「久湮不行」兩種不同的敘述：

《淨明宗教錄》卷六則稱其「從曾真人

邵以正刊本《淨明忠孝全書》即稱「時

受淨明忠孝道法，間有闕文，悉加訂

清微、淨明之法久湮不行，今復大顯於

26

正，參考盡祥」 ，進而蓋建民先生認

世者，實真人振起之力也」29，《淨明

為曾塵外「也為淨明道之傳人，而這大

宗教錄》則隱去了「清微」30 二字，大

概也是趙曾得之真傳而被清微、淨明兩

抵可知該《傳》乃是根據邵以正刊本所

27

派尊為嗣師之緣由」 。這可為趙宜真

作，可以看出趙宜真被尊為淨明嗣法宗

得傳淨明奧旨之一證。此外，從劉淵然

師乃是後世根據宗派道統重構需要而追

相關傳記資料看，劉曾得趙「授以淨明

尊的結果，而這種追尊當始於趙嫡傳弟

秘奧，……復授以玉清宗教、無極淨明

子劉淵然。

28

等書」 ，則又可證趙宜真確曾得授淨

與趙宜真不同的是，劉淵然的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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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宗派認同是自覺的。這種自覺性不僅

其二，劉淵然的淨明道法主要源

體現在邵以正的宗派敘述之中，亦在其

於趙宜真，或得遇趙宜真之前即已授淨

他金石、方志中有所體現。王直〈長春

明學說薰陶，因其「每與同輩處，輒舉

劉真人祠堂記〉稱劉淵然「志行高潔，

忠孝為之主本」，趙宜真才發出「真良

由儒入道，凡其所行必依於忠孝，惓惓

器也」之歎，然後授其淨明忠孝道法。

31

焉為國祝釐，以濟民利物」 ，陳循〈龍

但劉淵然隨趙宜真學道過程中，所學則

泉觀長春真人祠記〉則有趙宜真「探其

多偏於清微法，不僅因為趙宜真擅長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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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忠孝」 之句，胡儼應邵以正之邀

此，亦與劉「學符法於胡、張二師」有

而作的〈長春劉真人傳〉中亦有劉「每

關。也就是說，起初趙、劉二人並未表

與同輩處，輒舉忠孝為之主本」，而後

現出極強的淨明宗派意識，至少在趙宜

「授以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黃

真仙逝之時，在其二人身上尚看不出其

籙、玉籙、太極淨明等書，……然於忠

以淨明為主的宗派認同。

孝道法尤大彰顯，至今淨明學者尊為

其三，劉淵然於洪武中「以道法

嗣師」33。以上三記當出於應邵以正授

顯」，於洪武二十六年（1392）得朱元

意而作。南京棲真觀與昆明龍泉觀長

璋召見，賜號「高道」，館朝天宮，並

春真人祠均於景泰間建成，邵以正序

花了近六年時間整理刊行其師著述，並

刊本《淨明忠孝全書》亦於景泰三年

曾編集整理《淨明忠孝全書》、《道德

（1452）刊行，其中對劉淵然的淨明宗

經集解》、《增注感應篇》及《仙傳外

派屬性的認定幾乎高度一致，而邵以正

科集驗方》等著述，其於永樂中謫滇之

的淨明宗派道統重構意圖亦昭然若揭。

時亦曾有《許祖淨明忠孝書》刊行。洪

從道統承緒看，趙宜真與劉淵然

熙元年，劉被召返京，賜長春真人號及

的淨明嗣派宗師身份是極具爭議性的，

大真人號，並於宣德初「奏請立雲南、

其原因如下：

大理、金齒三道紀司，以植其教」34。

其一，趙、劉二人從未踏足作為

以上足以說明，自洪武二十六年起，劉

淨明祖庭的西山萬壽宮。元代西山萬壽

淵然曾進行過道派構建方面的努力，並

宮極其繁盛、傳承不絕，淨明學者雲

最終將其道派認同偏向於淨明道。

集，更具備產生淨明傳人的條件，但至

以上分析可知，在明初以西山萬

元季卻未見極有影響力的宗派領袖出

壽宮為中心的淨明道陷入沉寂的大背景

現。趙宜真由儒入道，師承多方，其所

下，儘管趙宜真、劉淵然之道法宗承與

傳的淨明奧旨亦非源於西山，而是源於

淨明道關係並不是很大，但可看出其二

「郡之有道者曾塵外」，曾氏道法的淨

人並未自覺地融入當時備受尊崇的龍虎

明屬性亦未祥，因此，從道統傳承的角

山一系，因而可以大膽推測，其思想深

度看，趙氏亦不具備嗣法淨明之條件。

處一直隱藏著建立道派的意圖。趙宜真

其之所以成為淨明四傳，當歸功於致力

訪龍虎山嗣漢天師府時，「天師沖虛公

於明初淨明道統重構的劉淵然與邵以正

深嘉禮之，欲留不可」35；劉淵然亦曾

二人。

入龍虎山，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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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
36

宮於是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正統元年

協，相詆訐」 。不過，從各類傳記可

將許、韋二真君列入祀典之事或亦與劉

以看出，趙宜真雖然收徒多人，但並未

淵然重構道派方面的努力有關。而真正

進行過實質性的道派構建工作，僅將

實施淨明道派重構、實現明初淨明「中

「道門奧旨，皆綴輯成書」，「絕交處，

興」之人則是邵以正。

37

寡言笑」且「苦行峻節以自持」 ，保
持了一代高道形象。劉淵然則不然，不
僅刊行道書，並在遠離政治中心的雲南

‛ҷ扄⁴㳲䠓㽷㞝懢伀捜㭚

收徒傳道，奏請立道紀司「以植其教」，
其「教」所指者即淨明道派，只不過，

邵以正的淨明宗派重構意圖是極

其教派已與元代淨明道有了諸多差異，

為明顯的。與趙宜真、劉淵然不同的

其最著者即對清微雷法及全真南北派丹

是，邵以正道法來源相對單一，幾乎完

法的倚重和吸收。

全出於劉淵然所授，且因其智慧超群而

劉淵然於洪熙元年（1425）被召

得劉以法嗣屬之。據〈龍泉觀通妙真人

還京，「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

祠堂記〉，邵以正因劉淵然之薦入道錄

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

司，歷玄義、至靈、演法、正一等職，

38

，「屢賜手札，以尊師稱之」 ，「又

景泰中賜高士、銀印及真人號，天順初

頒以銀章，俾領天下道教事，選樂舞

賜號悟玄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

生十人為之徒，及輿帳供奉之具，校

人，領道教事。從道秩升遷的時間軸及

尉給事之人，靡不周備，光榮之盛，卓

其「政績」相關的活動軌跡來看，邵

39

40

冠當時」 。劉淵然之受寵與所獲權力

以正的淨明宗派重構始於宣德、正統之

已與龍虎山天師相等同，也意味著其宗

時，並漸次完成於景泰、天順間。一般

派領袖身份得到官方認可，並進而保障

而言，邵以正的宗派重構部署從以下幾

了其重構淨明道派的合法性。由此可

個方面展開：

知，劉淵然的淨明道派構建並未來自於

ȞΚȟߘпҔᄈቔేดၿಜޠ

趙宜真的授意，而是在順應時勢的前提
下對淨明核心信仰的自覺認同。其於洪

ܜ

熙、宣德初所獲得的政治影響力給了他

邵以正是繼承了元季明初趙宜

壯大教派勢力的契機。他雖然在京師收

真、劉淵然道統、法統的關鍵人物。

徒多人，或亦有眾多淨明學者投師於

趙宜真求學多方，融匯清微、淨明、全

他，胡儼〈長春劉真人傳〉即稱他「弟

真南北二宗道法為一身，有《原陽子法

子數百人，得其傳者皆為道官，餘散處

語》、《靈寶歸空訣》、《仙傳外科秘

41

四方，道化之及人者廣矣」 ，但道派

方》等著作傳世，除了表達濟世度人的

重構的重任最終交給了謫滇期間所收的

初衷，也帶有重振道派（在趙宜真的思

高徒邵以正，並舉薦邵氏進入道錄司充

想中，其所欲重振的道派亦未必是淨明

任道職，其道派影響力日增，西山萬壽

道）的意味。劉淵然於洪武中以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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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於洪武中被召進京，在短短數年之

其偕黃養正、金問等七人於宣德九年

中將其師著述編輯刊行，同時也刊印了

（1434）遊洞陽觀事，稱主觀事邵以正

《淨明忠孝全書》、《太上感應篇》、

率七人行祝香之禮，中午邵以正設宴款

《仙傳外科集驗方》等書籍數種，甚至

待一行人，酒酣即席賦詩倡和。45 說明

有《道德經集解》等思想性較強的著作

自劉淵然辭世後，邵以正一直主持北京

刊行。更有甚者，劉淵然於永樂中謫滇

洞陽觀事務，洞陽觀即劉淵然、邵以正

居龍泉觀並收徒傳教，其巨大的影響力

在京棲居之所。邵氏或於正統初升任演

直接或間接地導致長春派（南滇金丹符

法之職，然史書未載具體年月。正統八

籙派）的形成，其宗派構建方面的努力

年（1443），邵以正編成《長春劉真人

可見一斑。

語錄》以繼承其師遺志，而從正統九年

邵以正的道秩生涯始於宣德二年

（1444）英宗「命道錄司右演法邵以正

（1427）劉淵然之薦。是年，劉淵然告

點校道藏經於禁中」46 之事來看，此期

老請辭不許，「宣宗賜其劍，問曰：此

間邵以正在朝中已具有相當影響力，他

劍當傳誰？（淵然）對曰：臣法得之浚

也借此機會籠絡天下高道，為擴大其道

儀趙原陽，繼者惟邵以正耳。遂遣使召

派奠定了基礎。

42

還，使繼其後」 ，邵以正遂被召至京，

正 統 十 二 年（1407），《 道 藏 》

入道錄司任玄義之職，為其道秩生涯之

刊成並頒賜天下宮觀，邵以正升任左正

始，也是邵以正作為劉淵然嫡傳進入政

一，領京師道教事。左正一為道官之最

治視野之始。劉淵然對邵以正的器重始

高等級，邵以正的職權範圍雖然僅限於

於永樂初謫滇傳道龍泉觀，其時劉即已

京師，但實則已獲得統領天下道教的權

「嘉其（邵以正）勤懇，悉以道秘授之」

力。這可以看作邵以正具體實施淨明道

43

並發出「吾道有所屬矣」 之歎，並經

統重構的關鍵時期。從正統十二年起至

過十數年的言傳身教，最終認定邵為其

景泰八年（1457）的十年間，處於政

衣缽傳人。因而，宣德二年之薦可以作

治權力中心的邵以正屢獲封號，如景泰

為劉淵然宗派道統重構的部署得到官方

四年（1453）獲賜守玄沖靖高士號 47，

認可的標誌。同一年，劉淵然奏請立三

景泰五年十二月獲賜銀印及守玄沖靖秉

道紀司於雲南以發展其教派，命弟子蔣

承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 48，

日和、芮道材、潘爛頭等擔任道紀，作

「列於祭酒班之次」，正式踏上道觀品

為道統構建的外圍部署，薦邵以正進入

秩之巔峰，真正獲得了大展拳腳的機

道錄司，作為日後儹承其道脈的核心人

會，「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祈禳，必命

物。

真人主之」49 ，「寵遇隆厚，鮮與為
宣德七年（1432），劉淵然二次

儷」50。可以說，邵以正的政績幾乎都

請辭歸朝天宮養老，「真人乃留弟子邵

是在左正一任上（或英宗復辟之前）

以正，仍居洞陽（觀）以代祝釐，以

完成的，其宗派的構建、部署，宮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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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遂授道錄司右至靈」 。明人黃淮曾

的修造、建設也多在此期間完成，「荷

撰〈遊洞陽宮倡和詩序〉一文記述了

崇累朝，大倡其道於斯世」51，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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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以正曾經對淨明道統重構作出過重

彭定求抄本中的其他 24 則，內容主要

大貢獻。

涉及飛符、煉度、施食、齋醮等道法行
持，也有一些個人求道經歷以及勸道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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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彭定求抄本諸則語錄所涉及道法

著述是體現人物及宗派思想的重

大體與趙宜真所傳清微諸法有關，並且

要媒介，也是宗派道統傳承過程中必

部分談道法的語錄顯現出謹守師說的意

不可少的內容。作為趙宜真、劉淵然

識與態度。55

道脈、法脈的承傳者和明初淨明道統

最能體現邵以正宗派重構思想和

的構建者，邵以正「纘述之勤，而奉

意圖的是其於景泰三年（1352）刊行的

52

先淑後」 ，刊刻著述多種，卻無原創

《淨明忠孝全書》。《淨明忠孝全書》

性著作傳世，並非其無才華學識以著

為元代淨明道最重要的經典，是該道派

書立說，亦非其精修數十年而了無所

教義思想的集中體現。鑒於元代淨明道

悟，而是如其所言「以正無似，不能

「久湮不行」和出於道統重構的需要，

大有所立」53，且先師之言已「達夫之

邵以正於景泰間重刊該書，在劉淵然洪

54

道之極」 ，故而採取述而不作的方式，

武刻本基礎上增入趙宜真、劉淵然像

以刊行其師祖、師父及先賢著作，繼

傳，並請胡濙作序，闡明重刊原委，稱

承並踐行淨明忠孝思想。

「舊版歷歲彌遠，毀不復存，大道之妙

邵以正曾編集刊行《長春劉真人

幾為湮沒，每臨帙而感焉。遂以師祖、

語錄》、《淨明忠孝全書》、《青囊雜

先師像傳記錄於內」56。此書流傳極廣，

纂》、《玄宗內典諸經注》、《道德經

尤其對明代中後期淨明道產生了較大影

集解》及《古今通用直音》等著述多種，

響，甚至趙宜真、劉淵然被尊為淨明嗣

涉及淨明教義、信仰、哲學、內丹、醫

師亦與此有關，《逍遙山萬壽宮志》、

學、法術等諸方面，可以視為邵氏重構

《淨明宗教錄》等均將其二人列入淨

道派理論及思想的基本部署。以上諸書

明嗣派祖師之列，奠定了後世淨明道對

以《長春劉真人語錄》刊行最早，約於

趙、劉二人的歷史敘述基調。除邵以正

正統八年（1443）完成。該書有邵以

刊本外，該書尚有《正統道藏》本、嘉

正所作〈序〉，目前可見兩個版本：明

靖壬午鄧繼禹重刊本及嘉慶滇刻本。

人胡文煥所藏《新刻長春劉真人語錄》

《正統道藏》本為殘本，另有嘉靖壬午

一卷，收錄語錄 30 則，收入明胡文煥

鄧繼禹刊本 57，《天一閣書目》僅存其

《元宗博覽三十一種》卷三；另一版本

目，當以邵以正刊本為藍本，後附時任

為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八年彭定求抄

道紀司副都紀、鐵柱住持鄧繼禹題跋。

本《沖虛至道長春劉真人語錄》一卷，

此外，郭武先生曾對流行於雲南境內的

前有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劉真人語錄

《淨明忠孝全書》進行過深入討論 58，

序〉，後又有正統八年邵以正序，收錄

認為永樂中劉淵然謫滇期間曾刊行該

語錄 54 則。胡刻所收 30 則，內容大體

書。不過，嘉慶滇刻本雖然出自劉淵

談心性，或為勸道箴言，且多有殘斷；

然之手，亦可看作劉淵然構建其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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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嘗試，但至邵以正本《淨明忠

供奉南宗五祖白玉蟾，且清刻本《老子

孝全書》的刊出才真正奠定了趙宜真、

道德真經》扉頁即有白玉蟾、趙宜真、

劉淵然、邵以正一系的淨明正統地位。

劉淵然、邵以正並列的繪像 61，不僅是

邵以正及其重構的淨明道派亦表

邵以正一系淨明道對南宗丹法之倚重，

現出對內丹理論的關注，這不僅源於

亦充分說明邵以正的宗派道統構建對後

趙、劉二人的內丹學背景，亦源於邵氏

世淨明道產生過較大影響。

對當時內丹界混亂局面所表現出的痛心

此外，最能體現淨明道濟世精神

疾首，因而編集而成《玄宗內典諸經

之典籍，如《青囊雜纂》等，亦成為邵

注》一書，以正視聽。邵〈序〉稱：「予

氏構建的淨明道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淨

自受道於長春真人以來，每取諸經及先

明道「濟世度人」之傳統始於早期對許

正注釋之言，印證之，言殊理同，若合

遜的法術崇拜。許遜曾以「神方拯濟，

符節。而今之學者，務此者鮮。有慕高

符咒所及，皆登時愈。至於沉痾，亦無

處以為別有至道，而可以駕空凌虛，有

不愈者。傳聞於他郡，有疾者連路而求

不究至道者，渥於丹書，以意猜度，燒

療，日以千計」62。至宋元之時則形成

煉丹砂，或惑於傍蹊採取等術，自謂可

了淨明道忠孝倫理思想，強調「以醫濟

以登直出世，千門萬戶，遠誑後來，殊

世」。元季明初的趙宜真繼承了此傳

不知陰陽須採自家真，豈可外吾身而求

統，他「尤好濟人，至於醫藥，靡不研

之他人也。以至百無一成，老死非悟，

究，所著方論為多」63，並整理而成《仙

良可惜哉！」59 該書收錄《陰符經》、

傳外科秘方》以傳世。其〈序〉云：「余

《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

嘗聞先哲云：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

《消災經》、《定觀經》、《胎息經》、

於是遇好方書，輒喜傳錄，累至數十

《心印經》、《五廚經》、《入藥鏡》、

帙。見有偶疾者，如切己身，常製藥施

《青天歌》等注本凡十一種，其中兼承

與。一日先君子訓曰：施人以藥，不若

南北丹法的李道純及王道淵注本約占其

施人以方，則所濟者廣。從而有已驗之

半，如《清靜經》、《大通經》、《青

方，必與樂善之士共。」64 劉淵然亦如

天歌》、《入藥鏡》、《護命經》等均

此，不僅編集刊行《仙傳外科秘方》，

為二人注本。據張宇初《道門十規》曾

並於龍泉觀「檄龍施藥，甘雨布，疾者

對盛行於明代的丹經典籍所作的分類，

蘇，邦人感謝者接踵道路」65，邵以正

《洞古經》、《大通經》、《清靜經》

編集刊行《青囊雜纂》之意亦在於此。

為「內而修己」類經典，《陰符經》、

邵以正亦兼通醫術，並注重「以醫濟

《消災經》、《五廚經》等為「外而濟

人」的真踐實履。明吳正倫《養生類要》

世度幽」之經典，皆是「入道之梯航，

載，「神仙長春廣嗣丹」方乃「邵真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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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真之蹊徑」 。從所選注本可以看出，

傳施此方，吾郡數十人服，皆獲延年多

南宗丹法於明代流傳極廣，而邵以正的

子之效，茲不盡錄」66，明李時珍《本

內丹思想亦多偏向於南宗，從明代起，

草綱目》及明代眾多醫書均引用《青囊

作為滇南長春派祖庭的昆明龍泉觀即已

雜纂》中之藥方，足見該書影響之大、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道
史歷教

流傳之廣，也從側面說明了邵以正構建

效。邵以正憑藉督校《道藏》之功陞道

的淨明宗派確已享譽當時。

錄司左正一，不僅表明他具有深厚的道
學素養，亦具備宗派領袖的管理能力和

ȞήȟኅԞߟ৷п҅ඵၿࣃ

擔當，同時也得道了明皇室器重和對其

邵以正的淨明道脈傳承是極為清

道派的認可。

楚的。師從劉淵然後，幾乎沒有史料顯

憑藉其在道錄司及仕林貴胄間的

示邵以正師從他人，因而所承傳及賴以

威望，邵以正廣收門徒，籠絡人才，擴

傳予其徒裔者即淨明道脈，這不僅體現

大宗派影響力，「時通妙真人邵公掌玄

在劉邵親傳之事有大量的碑刻作為佐

教，為一時羽流所尊仰」67。其傳法不

證，甚至《明史》亦為其作傳，說明這

拘泥於宗派，其收得高徒無數，其中最

種道脈的傳承已獲得合法性。

著者如喻道純、胡守法等官至道錄司左

師承方面，劉淵然於宣德初親自

正一併獲封真人號，其他如湯與慶、丁

向宣宗坦言邵以正為其宗派的傳承人，

月淵、李希祖等皆充任道職，並得到邵

遂有賜劍之說，表明劉淵然所構建的淨

以正法術之傳。喻道純於「正統丙辰

明宗派已得宣宗認可，其推薦邵以正為

（元年）來遊於京師，禮……邵真人

其道脈傳人，不僅對邵氏寄予厚望，且

為師」68，邵「見而奇之，授以清微諸

意欲借宣宗之力為邵氏的宗派構建掃清

階符法、淨明觀斗禳星煉度、玉清混元

障礙並獲得皇家支持。在龍虎山正一派

五雲金籙火符之秘，無不曉暢」69，參

「獨霸天下」的明初政壇上，「另起爐

與督校《道藏》，並於成化間於昆明龍

灶」與正一派「分庭抗禮」原本就困難

泉觀構建通妙真人祠堂；胡守法於宣德

重重，而劉氏借助仁宗、宣宗之寵而重

間「上京師受度，後學於通妙邵真人，

振淨明道派的構想只是應對錯綜複雜的

盡得其道術之妙」70，度弟子多人，多

道派關係的權宜之計，但顯然已初見成

以道秩顯；湯與慶「隨通妙邵真人學

嬎⸀喻⪌ⴽの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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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秘法」71，後為茅山崇禧萬壽宮住
72

其一，修復北京白雲觀長春殿。

持，創建大茅峰聖佑觀 ；丁月淵因其

北京白雲觀始建於元代，舊名天長觀，

師湯若愚之薦拜謁邵以正，邵「奇其志

為「丘真人藏蛻之所」，洪武二十七年

趣淵靜，留一歲，悉授以清微諸階雷奧

（1394）由明太祖文皇帝重建，宣德三

道法，金火返還之旨，與夫棲神煉氣之

年（1428）太監劉順建三清殿，正統三

73

術」 並發出「道統得人，吾無憂矣」

年（1438）道士倪正道建玉皇殿，正統

之歎。

五年（1440）建處順堂祀長春真人丘處

從正統十二年（1447）至天順元

機，正統八年（1443）建衍慶（長春）

年（1458）的十二年是邵以正道秩生

殿、重修四師殿及山門等，景泰七年

涯的巔峰時期。這一時期，邵氏從左正

（1456）邵以正處順堂一側建殿三楹，

一開始，至英宗時賜號守玄沖靖高士，

並立石碑一方，作〈重建白雲觀長春殿

景泰五年「賜守玄沖靖真人邵以正以銀

碑略〉以記其事。該記云：「都城西南，

印」，其道階品秩皆已達到巔峰。這一

觀曰白雲，丘真人仙蛻在焉。舊有殿曰

時期，其宗派道統的構建亦得到皇室支

長春，乃清和尹宗師所構，以覆遺蛻而

持。天順元年，「朝廷賜邵法劍銀印，

奉真人者也。日就傾圯，念真人與先師

且問之曰：朕所賜者，日後付之何人？

劉真人偶同長春之號，而學祖趙真人又

對曰：臣固無似，臣徒雖多，而可托

受北派金丹之傳於真人，而以正實嗣派

74

者喻道純耳。」 從以上諸引文可以看

之雲孫也。乃謀新之殿三楹，既像真人

出，劉淵然、邵以正曾獲賜銀印及劍，

於其中，復圖十八大師暨祖師、先師之

甚至邵氏嫡傳弟子喻道純亦曾獲銀印之

像於其壁。經始於景泰丙子，落成於次

賜，足以說明劉、邵一系淨明宗派已逐

年。」75 李德晟於正德四年（1509）拜

漸打破了長期以來龍虎山一系一枝獨秀

謁並修復長春殿，作〈長春殿增塑七真

局面，至少在景泰間，統領道教及為皇

仙範紀略〉，稱「景泰丙子，我師祖通

家祝釐祈福的實權已轉移到邵以正一系

妙邵真人，撤堂拓地，備勒貞瑉」76，

手中，同時表明經過邵以正的努力，淨

則確有邵以正建長春殿之事。

明道已實現了中興。

其二，昆明龍泉觀長春真人祠。
永樂六年（1408），劉淵然謫滇旅居於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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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傳道授徒，成為有明一代推動雲南

邵以正興造道教祠觀之事，有據

道教發展的重要力量。邵以正於永樂七

可考者為三處：雲南昆明龍泉觀內的長

年（1409）師從劉淵然學道，不僅繼

春真人祠（或長春祠）；修復北京白雲

承了其道統，且繼承師志廣大其教派。

觀長春殿，增塑丘處機及十八大師、祖

〈龍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載：「滇

師趙宜真及其先師劉淵然像；建雩都

南龍泉山龍泉觀乃真人遇劉長春傳道之

（今於都）紫霄觀。其餘則為邵氏命其

所。觀故有長春祠，蓋真人所建。」77

高徒主持修建。皆可看作邵以正為重構

據〈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所載，淵然

道統方面所作的努力。

卒，邵以正感念其傳授之恩，「不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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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78，拿出朝廷所賜之物，委託當時

其徒李希祖於南京棲真觀建長春劉真

鎮守雲南的沐璘、鄭顒代為主持，以資

人祠堂，王直應其請作〈長春劉真人

建祠祭祀。該碑文由通議大夫工部左侍

祠堂記〉，稱該祠乃「守元沖靖秉誠

郎陳榮書就，於景泰七年（1456）三月

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邵公

所立，即表明該祠當於是年建成。龍泉

以正命其高第弟子、道錄司元義李希

觀長春真人祠具有道派祖庭意義，體現

祖為營建」85，從所用封號看，該祠亦

了邵以正的淨明道派重構意圖。

建於景泰間。另外，邵以正亦曾領師

其三，雩都紫霄觀。雩都紫霄觀，

命拜謁時任翰林修撰的周敘為昆明真

在紫陽觀一側。紫陽觀始建於隋代，

慶觀作序，以及宣德間受託請翰林院

趙宜真曾在此修煉，劉淵然亦在此投

學士蕭錙為昆明長春觀作序等，此不

師於趙。同治《貴溪縣志》卷十一載，

備述。

劉淵然「詣雩都紫陽觀師趙原陽，傳
79

綜上所述，自宣德初始，邵以正

其 法 」 ，「 長 春 真 人 劉 淵 然 猶 入 室

繼承其師遺志，從刊行著述、構建宮觀

焉」80，得趙衣缽之傳。趙卒葬紫陽觀

祠廟及廣收門徒等諸方面進行了淨明道

之後山，劉淵然曾意欲「建祠塚旁，

派體系構建。從皇家的認可和支持、士

81

有志未遂，亦化去」 ，最後由邵以正

紳貴胄的擁戴、徒裔在道錄司、道紀司

遂其願。《雩都縣志 • 外志》云：「（趙

的任職人數及職級可以看出，邵以正的

原陽）葬於（紫陽）觀之後山。（趙

宗派構建是成功的，儘管其未被後世淨

原陽）授其徒劉淵然，淵然傳於邵以

明道列入嗣師之列 86，但經過其不懈努

正，二人皆為真人。邵以所賜金帛請

力，曾「久湮不行」的淨明道重新進入

82

於朝，作觀祀之，賜名紫霄。」 這便

明初得以復興並成為享譽朝野、與龍虎

是紫霄觀之來歷。〈紫霄觀碑〉載：「守

山一系相比肩的道派，其影響力甚至持

玄沖靜秉誠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

續至成化、弘治年間，最終導致明代中

真人邵公以正，謂原陽之道傳之長春，

後期「淨明道運動」之形成。從這一角

長春則以傳於我，水木本源實有端緒。

度看，明初一個多世紀是淨明道發展過

以正無似，不能大有所立，徒竊其緒餘

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邵以正亦成

以事列聖、徼玄功而褒封加焉，皆師蔭

為實現明初淨明中興的關鍵人物，其行

所及也。若又不能崇教基、嚴祀事，豈

最篤，其功最大，其影響亦極深遠。

非所謂黍厥祖哉？乃具其傳道本末聞於
上，而請以所賜金幣作觀宇。上嘉其
義，許之，賜名紫陽觀。」83 另外，《雩

ᾘҷ仟ġġ尭

都縣志》又提及「景泰六年，贈（趙宜
真）崇文廣道純德原陽趙真人」84 之說，

淨明道經歷了宋元時期的繁盛，

故該觀當於景泰六年（1455）建成並追

無論其教派教義、倫理思想、宮觀規

贈趙宜真諡號。

模，還是教徒數量、學術貢獻等諸方面

除以上宮觀之外，邵以正亦曾命

均已趨完備。然而，由於元季明初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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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領袖人物的缺失、道派傳承模式
的變化等因素，淨明道活動中心西山萬
壽宮一度陷入沉寂，及至明代中後期方
見復興跡象。明初近一個多世紀西山萬
壽宮的沉寂並不足以給淨明道貼上沒落
的標籤，趙宜真、劉淵然、邵以正一系
以「教外別傳」的方式相繼進行了淨明
道統的接續和重構，尤其是邵以正最終
完成了明初淨明道統的構建，使該道派
於明初實現了中興，不僅為明中後期淨
明道的榮盛做好了準備，並從一定程度
上奠定了後世淨明道的宗派敘述模式和
發展方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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ȥǶୖ᎙ӓֻǺȠᇳচǵቅస
ฅၰેࣴزȡȐч٧Ǻے௲ЎϯрޗހǴ
3129 ԃȑǴ। 6ȑǶ
24ǳ!ӕ ݙ5Ǵ ڔ8Ǵ। 4Ƕ
25ǳ! കЎྨǺȠტȡȐч
٧ǺহрޗހǴ3114 ԃȑǴ। 92ȋ
96Ƕ
26ǳ! ӓֻǺȠᇳচǵቅస
ฅၰેࣴزȡǴ। 6Ƕ
27ǳ!Ƞ೮ᇿξტדȡ ڔ8 ၩǺ
Ȩ҅ϡԃǴࡪჸ٬ҡᐶࠩᇽǵॡϏ
Ԗфቺ҇ܭǴەӈڂޘǶຕϝࢊ៓ޘ
Ǵॡઐ៓ࢊᢀՋǴႠ໔፥Ӝ֮ᔮ
ტǶȩȐӕ ݙ5Ǵ। 2:ȑ ڔ25 ҭᒵ
च䋗ኗȤᒕകॡΒ։фቺȥǴᆀȨҡ
ᐶΏᖐΒ։ϐ٣Ǵ࠾കᆪǴၱڮᘶ۔
ڀઔнǴࣿࡾྃǴБय़ख़Խਔഢނ
Չ٣ȩǶȐӕ ݙ5Ǵ ڔ25Ǵ। 6ȑ
28ǳ!ӕ ݙ5Ǵ ڔ8Ǵ। 9Ƕ
29ǳ!ӕ ݙ5Ǵ ڔ8Ǵ। :Ƕ
2:ǳ!ӕ ݙ28Ƕ
31ǳ! ᏵȠ೮ᇿξტדȡ ڔ8
ၩǴѲࡹ٬ഋЎᕀȤტȥǵৰ
Ȥख़ཥҏໜტȥǵᓪ۟Γഋے
෯ȤტុᩐឃҖȥǵᅜЎᖐȤख़
অҏໜႳࡌҏࣤሙȥسӈ
ҭ߄ܴǴܴжύයǴӵ҅ቺǵໜቼǵ
ႠϐਔǴՋξტςፏᢀӭঅ
ᙄǴΞख़ཥԋࣁృܴၰࢲύЈǶ
32ǳ!ӕ ݙ4Ǵ। 3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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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ǳ! ߉ а ҅ т ҁȠ ృ ܴ ۸ ֵ ӄ
ਜ Ǹ ϏᰦၰΓ٣ჴȡύԖȨϖДఈВ
ڮηᑵۘ፣жᖴৣиஒӔǴࣁଚ१а
єໂᵫܻ϶၉ձȩϐѡǴаϷ၀Ўբޣ
Ջξᐑݓޣؼ۔මܭȨѹηࣿ
໔Ǵۈளᒃ߈ᚑՅǴЪᆾߥࠩઓᕴឪ
ፏႜਜǶᖏձיϒГǾǾ၃ࡽᒿيǴق
ซӧԸǴ࣬⎋ΟၩǴၞӼԋȩȐӕݙ
4Ǵ। 39ȑǴ߾εܢёޕ৪ችමԖ২ᑵ
ۘ፣ǵؼ۔ΓǴՠΕܴ߃߾҂ـ
ၩܭБדўᝤǶ
34ǳ!మȠӕݯӼᅽᑜדȡၩǺȨම
ቨǴဦლѦၰΓǴவϺӄݤڙঅ
ࢰܭసᢀǴளၶڬᜬиࡕаႜݤᇳচ
ǶȩȐȘమș࠴੍ܱঅǴȘమșڬҥ
ᛁǵᇳདᝪǺȠӕݯӼᅽᑜדȡǴ
Ƞύ୯ӦБᇞԋ Ǹ ԢՋ۬ᑜדᒠȡǴ
ಃ 78 нǴ। 3:1Ƕȑ
35ǳ!Șܴșӹ߃ኗǺȠৠࢨȡ
 ڔ5ȤᇳচȥǴȠၰᙒȡǴಃ 44 нǴ
। 343Ƕ
36ǳ! ӕ  ݙ5Ǵ  ڔ6Ȥ   Ϧ ϖ
ȥǴ। 42Ƕ
37ǳ! Ƞϼᡫᝊృܴے௲ᒵȡڔ
7Ǵߙᙒ݈Ǵύ୯ၰڐȠృܴے௲
ᒵȡᗺਠख़ӑҁǴಃ 3 нǴ। :7Ƕ
38ǳ! ᇂࡌ҇ǺȠၰ௲ߎϏࢴࠄ
ےԵፕȡȐч٧ǺࣽޗᏢЎрޗހǴ
3124 ԃȑǴнǴ। 722Ƕ
39ǳ!ӕ ݙ37Ǵ। :8Ƕ
3:ǳ!ӕ ݙ4Ǵ। 41Ƕ
41ǳ!ӕ ݙ37Ƕ
42ǳ! Ș ܴ ș Ц  ޔኗǺȤ ߏ ࡾ ቅ
ΓઐȥǴȠЎࡕȡ ڔ6Ǵ
ඳӑЎసሙȠѤӄਜȡȐᆵǺ
୍ӑਜᓔǴ2:97 ԃȑǴಃ 2352 нǴ।
538Ƕ
43ǳ! ȘܴșഋൻኗǺȤᓪࢨᢀߏ
ࡾΓઐȥǴഋࠢጓǺȠၰৎߎҡ
ౣȡǴ। 2372Ƕ
44ǳ!ӕ ݙ:Ƕ
45ǳ!ӕ ݙ21Ƕ
46ǳ!ӕ ݙ35Ƕ

47ǳ!ȘమșҏᝪǺȠܴўȡ
 ڔ3::Ȥӈ Ǹ ҅தȥȐч٧Ǻ
ύ  ਜ ֽǴ2:85 ԃ ȑǴ ಃ 36 нǴ ।
8765Ƕ
48ǳ!ӕ ݙ35Ƕ
49ǳ!ӕ ݙ47Ǵಃ 8767 ।Ƕ
4:ǳ! ൺѿεᏢጓǺȠൺѿεᏢკ
ਜᓔᙒีـБדᘀਜȡǴ୯ৎკਜᓔ
рޗހǶȘమșঞ໒ഏᝪঅǺȠநᅚ
ϡ ᑜ  דȡ  ڔ33ǴȨ ញ ၰ ȩǴ । 469ȋ
46:Ƕ
51ǳ!ӕ ݙ4Ǵ। 44Ƕ
52ǳ!ӕ ݙ4Ǵ। 35Ƕ
53ǳ!ӕ ݙ43Ǵ। 539Ƕ
54ǳ!ӕ ݙ21Ǵ। 2376ȋ2377Ƕ
55ǳ!ӕ ݙ51Ƕ
56ǳ! Ȥၯࢰᢀঀک၃ׇȥЎ
җܴΓూ࠹ܭቺΐԃ܌բǴԏΕȠϟ
ȡǴ҂ـচЎǴՠـറЎȤܴර
࠹ቺΐԃూΎΓၯч٧ࢰȥǴ
ځύගϷ߉а҅ሦΎΓՉઔ३ᘶ٠
ፎϐ٣Ȑiuuq;00cmph/tjob/dpn/do0t0
cmph`71ce8beg1212bp8i/iunmȑǶ
57ǳ! Ƞ ܴ म  ےᅴ ࣤ ࡆ ჴ ᒵ ȡ ڔ
228Ƕ
58ǳ! Ƞ ܴ म  ےᅴ ࣤ ࡆ ჴ ᒵ ȡ ڔ
345Ƕ
59ǳ! Ƞܴमےჴᒵȡ ڔ395Ǵඳ
ੀϖԃΜΒДЧҙచǴ। 9955Ƕ
5:ǳ!ӕ ݙ21Ǵ। 2377Ƕ
61ǳ!ӕ ݙ21Ƕ
62ǳ!ȠᙒѦၰਜȡǴಃ 8 нǴ। 3Ƕ
63ǳ!ӕ ݙ4ǴȨच䋗ׇȩǶ
64ǳ!ӕ ݙ43Ǵ। 43Ƕ
65ǳ! Ƞ ཥ  ࡾ ߏ څቅ  Γ ᇟ ᒵǸ
ׇȡǶ
66ǳ! ጩǺȤᇳەǵቅసฅ༓
ࢴృܴୢᚒӆȥǴȠے௲ᏢࣴزȡǴ
3127 ԃಃ 2 යǶ
67ǳ!ӕ ݙ63Ƕ
68ǳ! ȠϺሙਜҞ Ǹ ηȡ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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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ԏᒵȠృܴ۸ֵӄਜȡڔǴᆀȨܴ
ၰᒵ߉а҅⯑ఌឦच䋗ׇϓǴǾǾࢂਜ
ϐԖᇚܭΓΨεخǶࢫݓѹѓࡾ
֝љ॔ޔම৯ׇǴႠϹϱᎅᝩࣻࡕ
ະǶȩȐȠϺሙਜҞȡڔΟϐΒǴඳ
ӑమቼЎᒧኴтҁǴ। 59ȋ5:ȑ߾
ԾඳੀΟԃ߉а҅тҁϐࡕǴԿႠϹ
ϱȐ2633 ԃȑᎅᝩࣻтҁǴЪ܌Ᏽޣ
ջࢂ߉а҅тҁǶᏵȠ೮ᇿξტ
ȡڔȨᐕԛጓᝪۉМȩϩ܌ၩǴ
ёޕ၀ȠȡԾࢫݓΜԃϐࡕǴΞ҅ܭ
ቺΜϖԃȐ2632ȑख़ጓǴጓࣁޣȨᎅᝩ
ࣻǴၰइљୋइǴ៓ࢊՐȩǴ߾
ᇥܴȠృܴ۸ֵӄਜȡࢂܭ܈ԃख़тǴ
ख़тਔςஒ߉аׇ҅тҁբࣁᙔҁǶ
69ǳ! ݓǺȠȤృܴ۸ֵӄਜȥ
ࣴزȡȐч٧Ǻύ୯ࣽޗᏢрޗހǴ
3116 ԃȑǴ। 43ȋ44Ƕ
6:ǳ! Șܴș߉а҅ᒠǺȠҎےϣ
ڂፏݙȡǴȨࡕׇȩǴϺѤԃтҁǶ
71ǳ! Ș ܴ ș  ӹ ߃ ኗǺȠ ၰ ߐ
Μ ೕ ȡǴ ၩȠ ၰ ᙒ ȡǴ ಃ 43 нǴ ।
258Ƕ
72ǳ! ϑᆧฐǺȤȠၰᙒȡඑฝޑ
ހҁǵᄬԋᆶკႽࣴزȥǴᆵεᏢ
᛬ೌўࣴ܌زǺȠऍೌўࣴزтȡಃ
54 යǴ3129 ԃǴಃ 245 ।Ƕ
73ǳ!ȠђϞკਜԋᙴӄᒵ Ǹ
ᙴೌӜࢬӈȡȐч٧ǺΓ҇ፁғрހ
ޗǴ2::2 ԃȑǴಃ 23 нǴ। 225Ƕ
74ǳ!ӕ ݙ4Ǵಃ 41ȋ42 ।Ƕ
75ǳ! ȘܴșᇳەǺȠиѦࣽ
ᡍБ Ǹ ׇȡǴᝩࣻЬጓǺȠύ
ၰᙒȡǴಃ 33 нǴ। 81:Ƕ
76ǳ!ӕ ݙ51Ƕ
77ǳ! Ȥှ१ፏࢥȥǴȘܴșֆ
҅উኗǺȠᎦғᜪाȡǴႠѹη
ԃЕࡕξ܊ख़тҁǴ। 75Ƕ
78ǳ!ȘܴșЦኗǺȠࡘଈЎȡ
 ڔ34ȤၰᒵљѓҎကДసϦȥǴ
ܴѶݯϤԃڅҁǴ। 7ȋ9ǹȠុঅѤ
ӄਜȡǴಃ 243: нǴ। 783ȋ784Ƕ
79ǳ!ȘܴșЦԟঅǴᇛඳᧂᝪǺ
Ƞᘤᑜדȡ ڔ33Ȥ᛬ЎȥǶ
7:ǳ! ȘܴșလߝኗǺȠߎഊ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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ᢀדȡ ڔ2Ǵ। 33ȋ34Ƕ
81ǳ! Șܴș৪ྑኗǺȠขϼўጓ
ᒠ୯රቻᒵȡ ڔ229ȤचϦӺݤოၰ
ȥǴ। 24:Ƕ
82ǳ!ӕ ݙ21Ǵ। 2382Ƕ
83ǳ! Ș ܴ ș Ы ੍ ኗǺȠ ख़ ጓ ᛏ
ѠᄩȡǴЎసሙȠѤӄਜȡҁǴಃ
2359 нǴ। 455Ƕ
84ǳ!ȘܴșЦኗǺȠࡘଈЎȡ
 ڔ34ȤၰᒵљѓҎကДసϦȥǴ
ܴѶݯϤԃڅҁǴ। 7ȋ9ǹȠុঅѤ
ӄਜȡǴಃ 243: нǴ। 784Ƕ
85ǳ! Ș ܴ ș  ࢫ ڬᙢ ኗǺȠ ߎ ഊ
Ҏᢀדȡ ڔ2ȤදᔮേΓדౣȥǴ।
33Ƕ
86ǳ! Șܴșԙᘆ൧ኗǴȘమșम
༹ጓǺȠۓВΠᙑᆪԵȡ ڔ:5Ȥ॓
ᩳՋȥǶ
87ǳ!ӕ ݙ86Ƕ
88ǳ!ӕ ݙ43Ƕ
89ǳ!ӕ ݙ43Ƕ
8:ǳ! ਕϘǵᑵྡྷηᒧᒠǺȠᐕ
жញၰΓדނȡǴȠྛᑜדȡ ڔ22Ȥᚇ
ᜪ Ǹ иញȥȐԋǺЃါਜޗǴ2::9
ԃȑǴ। 6:3Ƕ
91ǳ!ӕ ݙ4Ǵ। 42Ƕ
92ǳ!ӕ ݙ43Ǵ। 43Ƕ
93ǳ! ȘܴșٰᏢঅǴȘܴș
⍐ᝪǺȠഔᑜדȡǴܴႠڅҁǶ
94ǳ!ӕ ݙ43Ǵ। 43Ƕ
95ǳ!நᅚȠഔᑜדȡ ڔ21Ȥи
ញȥǴȨч٧კਜᓔђᝤҁᘀтȩҁǶ
96ǳ!ӕ ݙ43Ǵ। 538Ƕ
97ǳ! ݓᆀǴ߉а҅҂ӈΕృ
ܴ༓ৣϐӈޑচӢόᆶፏਜޑᒧ
ྗԖᜢǴᗋӢࣁ߉а҅ેݤޑόપӕܭ
ࢌঁၰࢴǶฅԶԜᇥԖࡑᄮǴӢࣁᇳ
ەǵቅసฅϐેݤҭόપӕڀܭᡏၰ
ࢴǴՠځΒΓӈΕృܴ༓ࢴৣΏӢ
߉а҅тՉȠృܴ۸ֵӄਜȡа㏿܍ృ
ܴၰϐфǴ߉а҅ϐࡕځ২ဴ٠҂ख़
тǵቚु၀ਜǴࡺ߉Мۈಖ҂ӈΕృ
ܴ༓ࢴৣϐӈǶ

道
史歷教

ᚘᑴጱᴞᦤጢ᭖᠖᪳≷ᑧ␄♢
朱學斌!㾔啾⪶ⴇ⁉㜖ⴇ柱
張 冶!㹂⒦捠䃳僽⢿㢘柟⋻▇

14 世紀中葉發生的元明易代，不

夏變夷」的方式，對社會生活中瀰漫的

僅導致統治族群的變更，而且還引發了

「胡風」進行清整，恢復漢族的文化傳

一場對中國近世歷史影響深遠的社會文

統。這類禮俗改革當然也包括宗教禮俗

化變革。面對蒙元遺留的種種「弊俗」，

的內容。

明初在「復古」的旗幟下進行了大規模

無論是地方志，還是別集雜記，

的禮俗改革。其禮俗改革涉及的範圍，

都從不同角度表明了明代泰山境內存在

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遵照儒家政

的諸多道教宗派的興衰。但同時這些文

治理念，對元代因「寬縱」而造成的各

獻史料也存在著記述簡略的缺陷，無法

種失序現象進行嚴厲整飭，建立起符合

更詳細地反映全真岔派的傳承情況。從

傳統儒家文化的社會秩序；二是以「用

田野調查中得來的資料，尤其是「金石

⢥ 2!!㹿ⴘ棗㍘ⴽ

弘道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97

碑刻」1，則相對系統地記載了當時歷

地理位置，正是歷代帝王赴泰山祭祀祈

史條件下全真岔派的存在情況。但對於

願的必經之處，「皇家御道」就從山腳

金石碑刻而言，也面臨歷代碑刻保存不

下蜿蜒通行。玉皇山昊天金闕玉皇殿洞

善、登錄不全等情況，使得某些道觀及

門上有題名「太虛觀主持王守庵」，即

道士的記載往往成為孤例，難以深入研

為弘治年間（1488—1505）所立。3
ェ㹊ⓐ〃虃Ĳĵĺĸ虄

究。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結合金石和文
獻獲得了不少的信息，可以對明代泰山

全真道士程守真自弘治十年

的道教傳播情況有進一步瞭解。所輯道

（1497）起，先後重修玉皇殿、豐施侯

教資料以泰山金石為主，亦包括少量文

廟。信眾且於山中創建泰山行祠，此為

獻史料。部分史料描述雖無具體道士

碧霞廟祀首入馬山。4 此後又衍生出元

名諱，但為了說明某些道觀道士入住時

君分身馬山聖母（俗稱馬山奶奶）信仰：

間、道尼類別等，也收錄入內。關於明

「馬山聖母乃天仙玉女也，……為一邑

代早中期泰山道觀及道士記載按紀年順

生民之主，永享萬世之祀。」5 明代長

序列於下：

清碧霞行宮多有以馬山聖母陪祀者。6
ェ㹊ⓐ⋼〃虃ĲĶıĴ虄
三月，孝宗遣領道教事、掌朝天

ᾏҷ㷇㮑〃朢

宮事劉良輔賚香至泰山，祈靈祝壽。劉
良輔〈登泰山大頂〉刊於岱廟環詠亭。

永樂年間，道士周思德奉敕創建

末識：「誥封養和體道沖玄靜默遵範崇

泰安靈應宮（見圖 1）。思德（1359—

教演法保素凝虛真人、領道教事、掌朝

1451）字養真，號素庵野人，浙江錢塘

天宮事、東吳劉良輔識。玄門法孫吳玄

（今杭州）人。因善行靈官法，頗得成

義立。」7 吳玄義為天書觀住持道士。

祖恩寵，為其敕修天將廟以奉王靈官及

吳玄義之名亦見於今置立岱廟正陽門上

主法祖師薩真君。成化中朝天宮竣工，

泰安州天書觀鐵鐘題名。

周任提點，住持宮廷齋醮，儼然一朝國
師。 宣 德 七 年（1432）， 其 編 校《 上
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成書，為規範道

ᾘҷ㳲ㅆ〃朢

教齋醮道場，在各地道教科儀中被廣泛
使用。《泰安靈應宮志略》云：「父老

㳲ㅆ⋒〃虃ĲĶıķ虄

傳聞，係明永樂間道士周思德奉敕創建

萊蕪錦龍山釣魚臺（城東辛莊之

也，考無實據，故從略。」

2

南）西側立有〈重建玉皇宮記〉碑，碑
記北京靈濟宮道士曹玄敬雲遊萊蕪玉皇
宮後，重修並勒碑記其盛事。8 北京有

‛ҷェ㹊〃朢

靈境胡同，東起府右街，西至西單北大
街。明代，它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稱

長清玉皇山（歸德小屯）所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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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成祖朱棣在永樂年間下令修建，在

之巔）前東側有〈修玉皇殿記碑〉，碑

明代是一座頗受重視的皇家道觀。萊蕪

中有「不歲，有方士張靜海雲遊到此，

知縣何繼周撰碑文，中云：「至成化間，

結庵修行耶，將男李真奉舍送投禮出

忽有北京洪恩靈濟宮道士曹玄敬，壓彼

家。……李真奉立石。」11
➘棥ᾘ〃虃ĲĶĳĵ虄

繁華，雲遊四海於此山。」
㳲ㅆⓐᾘ〃虃ĲĶĲĹ虄

長 清 玉 皇 廟（ 張 夏 小 寺 村 北 寶

五峰山在岱西北麓（今濟南長清

山之巔）前牆上有〈修造舍財助緣之

區東南境），其上有五峰錯列，故名。

記碑〉，內有「玉皇庵住山全真董靖

初，泰和中全真道士丘志圓、范志明斸

芳、張靖海。」此題中張靖海與嘉靖元

地於山中，構茅數椽。至是時，其同業

年〈修玉皇殿記碑〉中張靜海當為一

王志深（號紀然子，名道崔道演弟子）

人。另有同年〈建立宮觀重修殿宇功德

自棲霞奉母至此，開闢山場，創修玉皇

碑〉，亦有此兩位道士題名。
➘棥⡪〃虃ĲĶĳĶ虄

殿及東西兩樓，鑿池引泉，貞祐初入粟
請額，號洞真觀。刊於五峰山洞真觀的

東昌通判姚奎在任嘗遊黃花洞，

〈明正德戊寅題神虛宮記碑〉，中有道

作〈遊石屋記〉記其風貌：「泰山東數

士題名：住持張崇美、住持張教純等。

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真之

9

據考，正德、嘉靖年間五峰山洞真觀

所。……有羽士四人，臒然而迓予青松

道士的傳承為華山派，其字輩排序為

絕壑間，前牽後擁，乃獲濟焉。」知其

「崇—教—演—全」。
㳲ㅆⓐ‣〃虃ĲĶĳı虄

時已有道士住持其間。長清靈岩寺墓塔
林有「全公首座壽塔」，墓塔上有銘文

濟南長清區馬山頂豐施侯廟創建

「道人張福增、張福□、劉福宗」。從

於元延祐元年（1314），保存的建築

中間「福」字輩統一的情況看，應為道

遺跡多為明代重修。現存從元後至元

士。12 靈岩寺不少墓塔上銘文中都出現

三 年（1337） 至 民 國 二 十 年（1931）

了「道人」字樣，但按其姓名書寫方式

的碑刻二十餘塊，這些碑刻詳細記載

來看，或為火居道士，寄寓於此。
➘棥⋼〃虃ĲĶĳĸ虄

了該道觀的興衰。馬山豐施侯廟〈明
正德十五年重修記碑〉載：「迄至我

長清玉皇殿（小寺村北寶山之巔）

朝弘治十年，道人程守真，發心募緣，

前東側刊有〈長清縣神寶山重修玉皇

修建玉皇殿宇，及又重修封施侯廟於

殿記碑〉，碑中有「原住山全真張靖

正德十年。」

10

海及弟子李真奉與其居民李倉，虔誠
竭力，鳩工鑄帝像。……羽士石常景

⡪ҷ➘棥〃朢

立石。」13 羽士即為道士之別稱。
➘ 棥 ⓐ ‛ 〃 厂 ⓐ ⡪ 〃虃ĲĶĴĴʟ
ĲĶĴĶ虄

➘棥⋒〃虃ĲĶĳĳ虄
長清玉皇廟（張夏小寺村北寶山

天書觀在宋真宗時初具規模，明
朝正德年間，在天書觀內又建了碧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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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殿。後來，信民們還募捐建成了中國

➘棥ⓐ⋼〃虃ĲĶĴĸ虄

少有的鐵塔（見圖 2）。

現立於五峰山三清殿〈洞真觀建

天書觀鐵塔修造於明嘉靖十二年

仙亭橋記〉碑，碑體細長，頗為纖細，

（1533）八月，現移置於泰安岱廟。鐵

碑上刻有雙龍戲珠，實為精妙。碑中

塔東北面第三層銘文有：

有道士題名：段崇高、張崇美、張教

ξܿѲࡹᔮࠄ۬ੀӼԀੀξ
ᡫᔈกঅՐǺੀ፵ǵቅ

隆等。15
➘棥ⓐ⋺〃虃ĲĶĴĺ虄

ዠǵɍǵЦ௲Խǵᇳੀɍǹ

長清蓮臺山環抱如城，又因形似

ၰγǺЦ׆Ӝǵֆੀ݊ǵଭᅽǵ

佛座蓮台而得名。傳說西漢初年齊人婁

׆ɍǵᆴ׆ǵЦǵЦඳ

敬曾在山中隱居，故又名婁敬洞山。長

߄ǵ㕙ඳֶǵቅۘቺǵၽۘᘶǵ

清蓮台山（張夏）立有〈八卦洞碑〉，

ᔈ࣬ǵۘےǵቅɍǵଯ

中有「涅槃道姑高大霞」。嘉靖二十三

ۡǵਔၰჱǵ೯मǵ௲Ϙǹ
ᅸᗪᡫᔈՐǺֆҎကǹȐॸ
ࢊȑၰูǺቅඳǵଯ௲ǵ
ᗬۘӜǵԙቺǶ25

補刻有「塑像道姑清朝桂」。16
➘棥‛ⓐᾘ〃虃ĲĶĵĵ虄
岱嶽區夏張鎮朱家莊全真觀在金
泰和年間（1201—1208）已有建置。王
道悅住持奉高修真觀，門徒眾多，其徒

⢥ 3!!⪸㢇孏旄⧣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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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陽子韓志具於泰安西南上章村建全真

➘棥‛ⓐ⋼〃虃ĲĶĵĸ虄

觀（今岱嶽區夏張鎮朱家莊），後其徒

建封院原係唐玄宗封禪後詔置之

張志起嗣主觀事，得州將李貴等資助，

寺，在宋徽宗尊道的大背景下，此院被

大起殿堂，祀以三清，殿宇宏麗甲於東

敕令改為道觀昇元觀。20 此一唐封禪名

州。17 現存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寺遂湮沒不著。本年十一月，道士李應

〈重修全真觀碑記〉，登州府庠蓬萊逸

奉重建昇元觀，前饒陽縣知縣長清杜泰

士海濱子曲經撰文。銘文中有：

為撰記碑，末識：「事竣下山，值道左

Րԙ׆Ҏ፸Ǵ֧דόΥǴ

昇元觀大門落成，募修道人南華郡李

బٮਫǵដኴǴჺԖѮ

應奉以其工控告，將立碑紀事以侈遭

ηڀբϐЈ҂ၱǴΏаൔԶڏǴ
ࡕ྅ӹԃుǴߎগပǶǾǾ

逢。」21
➘棥‛ⓐᾒ〃虃ĲĶĵĹ虄

ႠΒΜΟԃྃԛҘٍࣿΐДΜΟ

馬山豐施侯廟立〈明嘉靖二十七

ВҁᢀՐቼҥҡǶၰ҅

年重修隔馬山豐施侯祠記碑〉，中有道

љၰ҅ǺᇳճǵߞۘǶᆻٚ

士崔教隆等。
➘棥‛ⓐῬ〃虃ĲĶĶı虄

ξՐඳసǴ২ླྀ௲ϡǵ௲
ົǵ৪௲ृǶ೯ၰՐഋសǴ

楊繼盛〈自書年譜〉卷自述泰山

ঞиǴ২நᛁǵቅکǶᡫ

之遊云：「遂登至頂，有道士三十餘人，

ᔈՐԯඳֶሌҴᒲǴඳ౺Ƕ

奏仙樂，提香爐，迎接至玉女祠，乃設

ҁᢀၰȐΜΎΓౣȑǶᡫ

拜席於中，欲贊禮使予拜，予遂叱散。」

ၰγֈੀǶҏࣤቴζ߷Ǻ๓ǵ

東昌府推官謝肇淛〈登岱記〉中載：

ϼǵሦǶϼξՉၰΓǺЦ

「一散髮道人，趺其上，召之至。自言

ᄽ೯Ǵၰ϶፣Ƕ29

洛人也，苦行十五年矣。問其姓名，不

22

對。」23

此碑中出現了當時泰安城眾多道觀名

賢子峪是平陰縣一個自然村。本

稱，如：通道宮、靈應宮、靈陽宮、玉

年，平陰縣學生王河朔（維蕃）撰〈賢

皇廟、太山行宮等，其中有些道觀史料

子峪重修廟堂記碑〉，中云：

失載，可補志書之闕。
➘棥‛ⓐ‣〃虃ĲĶĵķ虄
長清萬德黃豆峪村東側舊有龍泉
觀（2014 年在其遺址上建起規模宏大
的建築群，更名「合龍寺」），屬德府
貢薪之地。立有〈重修龍泉觀記〉，記
重修龍泉觀之事，應有德府增益。碑文
中有道士「□崇□、張崇雲」，另有玄
徒「張教和」。末有款識「德府管山場
官」及「管山場旗校」數人題名。19

ࢫோך୯රҥڋۓݤǴઓϐ
҅εޣǴࡌҥဦǴॿԖۓᚐǴ
คσǶԶځӢਔཤଜǴܭە
β߫ǴߡܭΓޣǴऩӽଣᢀ
ϐǴҭ҂ځـεోǶǾǾྃ
ϐ҅ቺЧၰΓቺߏǴ߫ۉӼǴ
ࢂވۈξϐذǴǴѳ܁
ҡǴࡌკႽаۚϐǴࡽԶᝩϐ
ޣЮΓǴቴӹࣁϐᓑ௳ǴკႽ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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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ᓨښǴԖၰΓቺቨۉǴӜൻ

➘棥ᾘⓐᾒ〃虃ĲĶĶĹ虄

㕙ǴᐏαϐΓΨǶ

平陽通判李東生撰〈斑鳩店新建

按碑文所言，明朝初年並未對佛道寺觀
建置有過多干涉。正德丙寅年為正德元
年（1506），道士安德長應是賢子峪道
觀之創建者，但此道觀香火並非興盛。
萬德寬在嘉靖庚子年（1540）又修繕
之。
➘棥ᾘⓐ〃虃ĲĶĶĲ虄
東平道士王陽輝（號三陽）率其
徒昝復明（號雲山）至泰山卜地修真。
德藩承奉于志清與開封士人張樂峰，為
築室於泰山南麓的凌漢峰下，此為三陽
庵創構之始。陽輝卒後，復明住持觀
中。24 該觀自創立伊始就與當地官紳關
係密切。〈三陽庵新建門閣記碑〉記載：
「嘉靖間，道士王三陽率其徒昝復明輩
卜築居之。歷數年所，方外士黃冠羽衣
尋幽棲止者如雲集，鳥窩蜂房，□列上
下，王公大賈亦□捐金橐糧以給其饔
飧。」三陽之先或同時，有靜虛道人王
一山亦修道於凌漢峰下。一山字秀峰，
號靜虛。工於醫術，多奇驗，四方就醫
者無算，先結廬於南墅，後徙茲山。25
➘棥ᾘⓐ‣〃虃ĲĶĶķ虄
八月，宮山道士劉玄詔攜徒於新
泰蓮花山中創建太平草庵（後世改為太
平禪院）。〈宮山創立太平草庵記〉
石刻於 2004 年由修路施工人員發現，
2006 年春天因索道下站建設，將其移
至站房西牆，壘砌在牆基。〈宮山創立
太平草庵記〉中記題名：「立庵道士劉
玄詔，徒弟許淨東、舒淨文、□守山、
王淨名、韓淨林、王淨亮、吳淨曉、路
淨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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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廟碑記〉，碑文述道士于演清於明
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嘉靖三十七年
（1558）九年時間於山東東平縣班鳩鎮
建玉皇廟之事。碑文中有：「自嘉靖庚
戌（1550）苦心勸化，竭力經營，迄今
戊午（1558），合後先歲月而計之，約
九祀而功始完，敢請文於公也，何如？
道士為誰，演清其法名，于其姓也，是
為記。」27
道人雪蓑子題「玄之又玄」。此
碑現存萊蕪市鋼城區的棋山觀村。雪蓑
子能詩善書，約生於明成化末年，歿於
嘉靖末年。據民國二十四年《續修萊蕪
縣志》記載：「雪蓑子姓蘇名洲，河南
杞縣人也，善書法及詩賦，嘉靖年間遊
寓山左，遨遊章萊二邑。」碑陰為主持
和捐款者名單，中有「本觀住持徐清太
立」，「本觀」當指棋山洞真宮。28
➘棥⡪ⓐ‛〃虃ĲĶķĴ虄
有靜虛道人王一山修道於泰山凌
漢峰下。侯貴撰〈靜虛道人墓表〉末有：
「孝弟張一任，孝徒張禮朴、徒孫劉
來緒」，當是王一山之傳人。29 從碑文
「道人術多奇驗，四方就醫者無虛日」
所述，王一山或為正一道人。
➘棥⡪ⓐ‣〃虃ĲĶķķ虄
萊蕪城東北望夫山又叫萬福山，
因山頂如冠，亦名冠山。離望夫石不遠
處便是石佛寺，石佛寺乃一洞穴，故名
石佛洞。弘治十一年，僧人覺安創修石
佛。覺安去世後，佛洞荒廢。道士吳真
方、趙教和重建此洞，有馬宗玉撰〈古
佛洞記〉為證。現碑斷裂成三段，文字
尚可識。30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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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衛人王清曾往泰山遇雲水道

三月，山陰（今浙江紹興）舉子、

士，授其接骨方，清還家試之，獲神驗。

陽明學者張元忭所撰〈東遊記〉記泰

凡跌蹼傷折，用其藥敷之立愈，傷處接

山之遊云：「明日戊戌為四月朔，步入

31

之，骨窣窣有聲，三日即如舊。 雞鳴

靈岩最高處，攀蘿而行一里許，為甘露

山位於濟南長清萬德鎮靈岩南路，麻衣

泉，有亭其上。……又上里許，出是山

洞位於雞鳴山南里許，山洞位於山腰，

絕巘，為證明龕，一道士居之，辟煙火

有開鑿石室，人稱紅門，石室內有〈開

者數年矣。出黃精啖二子，二子欲從之

山道士〉碑，未署紀年。中有「李教材，

長往而未能也。道士贈以詩曰：『修真

徒弟：王演蓬、李演松、李演寶、張演

何必入深山，要識無心即大還。一切機

32

真、侯長安；徒孫：吳全東」。 根據

關都遣卻，許君平地作神仙。』二子笑

王演蓬出現在萬曆四年的題刻中，可知

而受之，遂辭去。」據此知時靈岩寺

開山道士李教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間

內有道士活動。35 又陸可教〈南旋與館

（1522—1566）。

中諸年丈〉書云：「（證盟功德龕）
口有一聾道人歷歲不下，仗樵者致供
耳。」36 亦可互證。
栕㌅‣〃虃ĲĶĸĲ虄

‣ҷ栕㌅〃朢

岱陰扶山子房洞（今歷城區高而
栕㌅‛〃虃ĲĶķĹ虄

鄉東溝村境）世傳為漢留侯張良遁跡修

崇福寺位於新泰羊流鎮秦家莊村

真之所，後世遂構為道觀。嘉靖四十五

北，現寺廟早已無存。現存於新泰羊流

年（1566） 十 月， 香 眾 修 整 洞 宇， 立

秦家莊崇福寺的〈重修崇福禪院寺記〉

「白雲洞（即子房洞）題名碑」。本年

33

碑，中有道人張教玄。 元延祐七年十

正月，本山道人謝真清又於洞壁勒碣，

月〈重修崇福禪院之記〉碑陰有「祖師

題曰「子房東隱仙洞」37。

宗派之圖」，皆為僧人。明碑〈重修崇

本年前後，道士柴慧庵修煉於岱

福禪院寺記〉中記「至爾我朝皇明正統

東摩天嶺下之峪，建庵名潛仙庵（又名

嘉靖三十有二年，荒歲歉土，郡斯人續

四陽庵）。先後開闢山門、堂房等，在

而散之，僧絕化地異外之流，殿宇傾

此焚修近二十年。

頹，梁木柱璧而破朽矣」。故而重修，

泰山西南桃花峪林區有〈碧峰寺

雖重修後崇福禪院寺仍以僧人住寺為

重建鐵佛殿碑記〉，由陝西按察司副使

主，但亦有道士入住。
栕㌅⡪〃虃ĲĶĸı虄

蕭太（大）亨撰書，詳細地記述了明朝
隆慶年間重修佛殿的經過。碧峰寺因供

三陽觀（庵）位於山東泰山五賢

奉鐵佛，俗稱「鐵佛寺」。早圮，僅存

祠北凌漢峰山腰。本年，三陽庵住持道

此碑及廟址。碑記中有「客歲，寺主明

人昝復明「增置殿閣，繚以石垣」，德

講協道人劉子孝□朝山」等文字。38

恭王（朱載墱）聞之捐資市宅院地畝，
34

以為焚修之資。

刑部郎中、前濟南府同知、署泰
安州事、安陽翟濤撰文的〈修建元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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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碑記〉，今置於岱廟天貺殿東側，此
碑原立於泰安城西校場路西側的元君行

⋼ҷ仟Ҷ尭

宮，又稱泰山行宮中。碑文載：「時道
人朱孝同、王金寶、李守清相視既久，

道教發源於中國本土，且在元代

欲建元君行宮，恐力弗勝，往謀於郡。

依然興盛，所以明初道教的禮俗改革重

善士邵汝儀、劉貴、李宗儒、徐仲德等

點不在於「用夏變夷」，而在於元代對

輩諸君，遂欣然捐貲賂地，又募一郡之

道教的「寬縱」而造成的各種失序現象

人各出私帑，以助工成。」

39

進行糾正。改革的重點在於鞏固皇權，

萊蕪城西十四五里許張里街村現
存〈重修觀音廟記〉碑，中云觀音廟久

對各種不利於政權穩定的各種異端及其
思想進行封殺。

已廢，有道人朱大忠募緣，重修此廟。

全真道因同蒙元關係緊密屬於

此碑中道士朱大忠究竟是臨近道觀道

「寬縱」的範疇當予以糾偏。且明太祖

士，或是在觀音廟舊址重建道觀之道

崛起於江南，在宗教上首先獲得正一道

40

支持，因此明立國後，對正一道優禮有

士，碑文中未言。

栕㌅⋼〃虃ĲĶĸĳ虄

加。明太祖在洪武七年《御製玄教齋醮

雲庵道人亦秀在馬山（肥城安臨

儀文序》中言：

站鎮北村）創建雲陽庵玉帝廟，信眾立
〈創建雲陽庵玉帝廟記〉論述其事。

ਞᢀញၰϐ௲ǴӚԖΒ২Ƕ

41

ႶԖᕝǴԖ௲ǶၰԖ҅ǴԖӄ

在此附論道士柴慧庵的生平事跡。柴慧

ǶᕝᆶӄǴ୍аঅيᎦ܄Ǵ

庵原名告，字於昭，號五溪，又號無累

ᐱࣁԾρԶςǶ௲ᆶ҅Ǵа

子，江南崑山（今江蘇崑山）人。應天

ຬಥǴࣁֵηཁᒃϐǴΓ

府尹柴奇之子。初為太學生，棄家室入

উǴࠆ॥߫ǴځфεࠌخǶ55

武當，祝髮為頭陀，閱〈大藏〉有省。
後師事異人「麩子李」為道士：「去之
泰岱，居二十年，人有見之者，八十餘
矣，而神甚王。」42 山西參議蕭大亨禮
重其人，萬曆二年（1574）前後為其移
建庵宇，並撰立〈柴慧庵道行碑記〉（在
四陽庵故址，已殘毀過半，據碑文考為
蕭大亨撰，碑題已失）。43 據此可推導
柴慧庵活動的時間範圍在嘉靖至萬曆間
（1522—1589）。

朱元璋認為「正一」有「益人倫，厚風
俗」之效，而全真教「獨為自己而已」，
因此，他對道教門派的傾向一目了然。
故明廷在「代祀嶽瀆」使節的選拔上，
專從正一道中選取。
在「揚正一、抑全真」的宗教政
策的影響之下，明代早期泰山地區全真
道活動亦隱而不顯，留記不多，這一狀
況持續到明代中期才得到改變。嘉靖年
間，泰山全真道開始復興，主要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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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觀和洞真觀的興盛。通過對明代早
中期泰山道教金石及相關文獻的梳理，
對明代泰山道教的傳播、延伸、道觀創
建時間、佛道之爭等問題都可以加深認
識，對研究全真教在泰山的傳播發展具
有積極意義。B
ȐҁЎ߯୯ৎࡕߎ୷ࣽޗයၗշ
ҞȠ ੀ ξ ጓ ԃ ೯ ў ȡȘ  Ҟ ጓ ဦǺ
27G[T161șسӈԋ݀ϐȑ

2ǳ! ҁЎύࡰ܌ȨੀξߎҡȩǴ
ࡰϩթӧੀξୱϣȐхࡴੀξΠ
Ϸੀξڬൎޑᑶǵߏమǵཥੀǵࠤޥǵ
ѳǵܿѳǵჱӦȑڅԖЎӷߎޑ
ҡǶѳᑜࢫݓΜΟԃමឦܿߴၰߴԀ
۬Ǵՠమжឦੀξ۬ǴࡺҁЎϝஒځય
ΕεੀξϐጄൎǶ
3ǳ! ȤੀӼᡫᔈדౣȥǴԏᒵ
ܭȠଵξܿ࣪Ϧևፎঅ⚂ဃ፣ഊቴϷ
ੀξᡫᔈђၞਢȡǴ2:54 ԃȐ҇
୯ΟΜΒԃȑ9 ДǴύ୯ಃΒᐕўᔞਢ
ᓔӄےဦΒϖǴਢڔဦ 356Ƕ
4ǳ!ࡿහǺȠߏమڅȡȐᔮࠄǺ
ᔮࠄрޗހǴ3131 ԃȑǴ। 351Ƕ
5ǳ! ᇳፁܿǺȤӄၰᆶ҇໔ߞ
һϐ໔ޑϕǺаᔮࠄߏమଭξ႖ଭᙦ
ࡼߠቴࣁঁਢزࣴޑȥǴȠӄၰࣴزȡ
ಃᒠǴ। 291Ƕ
6ǳ!ȘܴșȤख़অᙦࡼߠઐȥǴ
ӕ ݙ4Ǵ। 2177ǶҥଭξᙦࡼߠቴՋ
ୁǶ
7ǳ! ȘܴșȤᅸᗪϡ։Չȥ
ȐႠΎԃȑǴӧߏమቺຉၰߏࠤ
ࠄξઓቴǶ
8ǳ! ȘܴșቅؼᇶǺȤฦੀξε
ഗȥǴύ୯୯ৎკਜᓔǵऍ୯ࠖՕᐪ٧
კਜᓔᙒܗҁǶ
9ǳ! БўדᒤϦ࠻ǺȠᑶߎҡ
דȡȐч٧ǺጕးਜֽǴ3128 ԃȑǴ

। 321Ƕ
:ǳ!છ୯ࡇǺȤܴమаٰȐ2479ȋ
2:5:ȑੀξၰࢴԵౣȥǴȠύ୯ၰ௲ȡ
3122 ԃಃ 4 යǴ। 41ȋ47Ƕ
21ǳ!ӕ ݙ5Ǵ। 276ȋ299Ƕ
22ǳ! ܴमǺȠੀξҡڅȡȐч
٧ǺύਜֽǴ3118 ԃȑǴ। 3127Ƕ
23ǳ!ӕǴ। 3122ǶΞـȘܴș
ᔈᒦǺȤੇဤЎलȥڔΜΟǴܴ
ΟΜΖԃڅҁǴ। 21ǶҁЎаԜᆶ
ࡿහȠߏమڅȡȐ। 951ȑញЎϕਠǶ
24ǳ! ӕ ݙ22Ǵ। 3129ǶҁЎа
ԜᆶࡿහȠߏమڅȡȐ। 378ȑញ
ЎϕਠǶ
25ǳ! ᜢܭϺਜᢀ៓༣ሎЎǴёـ
ቆ♻ǺȤύ୯ђжߎឦࡌᑐࣴزȥǴ
ࠄ٧ǺܿࠄεᏢрޗހǴ3126 ԃǴ।
547ȋ552ǶҁЎբٿࡕޣԛჹ៓༣
ՉܡឪǴញ᠐ሎЎ่݀ޑᆶቆ♻ᒵЎ
λ౦ǴԜೀ௦Ҕޣញ᠐่݀Ƕ
26ǳ! ⍍ǺȤੀξӄၰᆶޗ
ࣴزȥȐύ୯Γ҇εᏢ 3122 ԃറγᏢ
ՏፕЎȑǶҁЎаԜᆶછ୯ࡇǺȤܴమ
аٰ )2479ȋ2:5:* ੀξၰࢴԵౣȥǴ
Ƞύ୯ၰ௲ȡ3122 ԃಃ 4 යǴ। 41ȋ
47 ᒵЎϕਠǶȠߏమڅȡಃ 235 ।
҂ၩᚒӜǶ
27ǳ!ӕ ݙ4Ǵ। 48:Ƕ
28ǳ! Ș ϡ ș ֺ η ृǺȤ ӄ  ᢀ
 ȥǴ  অ ғǺȠ ӄ ϡ Ў ȡȐ ࠄ ٧Ǻ
ስрޗހǴ3115 ԃȑǴಃ 2 нǴ।
291Ƕ
29ǳ! Ƞੀξҡڅȡ। 2993 ӈԜ
Ǵ҂ԖញЎǶӕ ݙ22Ǵ। 3129Ƕ
2:ǳ!ӕ ݙ4Ǵ। 4:7Ƕ
31ǳ!ȘчֺșȤܹϡᢀ௷ྮȥǴ
ࠬᙦᄪǺȠੀξᐕжҡڅᒧݙȡȐߙǺ
ߙੇࢩεᏢрޗހǴ2::4 ԃȑǴಃ
34: ।ǶΞཥрчֺȤࠬೕოדȥҭග
ϷԜ٣Ƕ
32ǳ! ȘܴșੀǺȤεܴ୯ξܿ
ᔮࠄ۬ੀӼԀܹϡᢀख़অεߐϐȥǴ
ഋࠢǺȠၰৎߎҡౣȡȐч٧ǺЎނр
ޗހǴ2:99 ԃȑǴ। 2398Ƕ
33ǳ! ȘܴșླྀᝩȠԾਜԃȡ
Ȑᙒݞч࣪ЎߥނៈύЈȑǴଯරम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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ߎෂǺȤླྀᝩȤԾਜԃȥڔԵౣ
ȥǴȠЎࣿࡾނȡ3122 ԃಃ 3 යǴ
। 72ȋ83Ƕ
34ǳ! ȘܴșדໜǺȤۡўȥڔ
ΜΖȨΐΜȩǴȠύξНדᘀтξדȡ
ڔΒȐч٧ǺጕးਜֽǴ3115 ԃȑǴ
। 438Ƕ
35ǳ! ȘܴșᑵεՎǺȤࡌҥΟ
ȥǴੀξᔞਢᓔȠۡᆐכӸុጓȡ
ڔǴ2::3 ԃǶȘమșЦሽ᛫ǵȘ҇୯ș
ЦՎᒕጓǴሸྨऍᗺਠǺȠۡᆐכӸӝ
ጓ ȡȐ ᔮ ࠄǺ ξ ܿ Γ ҇ р ޗ ހǴ3129
ԃȑǴ। 44ȋ45ǶȘܴșΪՉǺȤख़
অੀξΟᢀȥǴȠࠤكξᓔЎȡ
ڔΜϤǴܴ໔ΪጎڅҁǴ। 38ǹ
ȘܴșժӜǺȤԳϯӃৣЦϦᒈ፵ო
ȥǴаΟࣣҥΟᢀǶ
36ǳ! ȘܴșߠǺȤᓉၰΓო
߄ȥȐႠѤΜΒԃҥǴӧΟᢀၰγ
݅ȑǴȠۡᆐכӸុጓȡڔϖǴੀξ
ᔞਢᓔǴ2::3 ԃǶȘమșЦሽ᛫ǵȘ҇
୯șЦՎᒕጓǴሸྨऍᗺਠǺȠۡᆐכ
ӸӝጓȡȐᔮࠄǺξܿΓ҇рޗހǴ
3129 ԃȑǴ। 276Ƕ
37ǳ! ȘܴșȤξϼѳነசᚒ
ȥǴཥੀѱᐕўЎϯࣴزଣᒠᒵǴт
ܭཥੀѱࡹ۬ᆛઠǴচᚒࣁȤξബҥ
ϼѳȥǶ
38ǳ! ڬԮғঅǺȠ҇୯ΒΜΟԃ
ុঅܿߓᑜדȡڔΜΒȤ᛬ЎדȥǴ
Ƞύ୯БדᘀਜȡȐчӦБ! ಃ 475
ဦȑȐѠчǺԋЎрޗހԖज़ϦљǴ
2:87 ԃȑǴ। 439Ƕ
39ǳ!ӕ ݙ9Ǵ। 335ȋ336Ƕ
3:ǳ! ȘమșЦሽ᛫ǵȘ҇୯șЦ
ՎᒕጓǴሸྨऍᗺਠǺȠۡᆐכӸӝጓȡ
ȐᔮࠄǺξܿΓ҇рޗހǴ3129 ԃȑǴ
। 276ǶԜۘӸǴՠइԃڅӷᅐ⠸Ƕ
41ǳ!ӕ ݙ9Ǵ। 338ȋ339Ƕ
42ǳ! Șమșத⍌ǺଳໜΜϤԃт
ҁȠߎξᑜדȡڔΜΟȤΓނΒ Ǹ ᛬
ೌȥǴȠύ୯БדᘀਜȡȐύӦБಃ
516 ဦȑȐѠчǺԋЎрޗހԖज़ϦљǴ
2:94 ԃȑǴ। 68:Ƕ
43ǳ! ӕ ݙ4Ǵ। 55:Ƕޣ٩კ
Тϕਠ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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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ǳ! Ș ܴ șȤ ख़ অ  ᅽ ᕝ ଣ ӽ
ȥǴཥੀѱᐕўЎϯࣴزଣᒠᒵЎ
ϷܗҁǴтܭཥੀѱࡹ۬ᆛઠǶ
45ǳ! ȘܴșᑵεՎǺȤࡌҥΟ
ȥǴϞҥᙑ֟ǹȘܴșΪՉǺȤख़
অੀξΟᢀȥǴϞҥᙑ֟ǹȘܴș
ΪדǺȤӄசࡌᢀᚒӜȥǴୌӄ
சᏛǹȘܴșժӜǺȤԳϯӃৣЦϦᒈ
፵ოȥǹȘܴșำӺ૽ǺȤ᱈ξ
ྡྷৣȥǴࣣҥΟᢀၰγ݅Ƕ
46ǳ!ȘܴșϡᦸኗǴᒲܴጓਠǺ
ȠϡᦸȡڔΖȐੇǺੇђᝤр
ޗހǴ3126 ԃȑǴ। 2:8ȋ2:9ǹҡڅ
ϞӸԔߑϾቴǴᓛ܍ਗ਼ǺȠҡᓐޑᏂ
ৎЎȋȋԔߑЎᒵȡǴᔮࠄǺሸᎹ
ਜޗǴ3112 ԃǴ। 693Ƕ
47ǳ! Șܴș! ഌё௲ǺȠഌᏢγ
ӃғᒪዺȡڔΜϤǴܴڅҁǴ। 3Ƕ
48ǳ! ȘܴșȤᖴమࢰӜᅻȥǴ
ୌηୁܿߐࢰ܊ᏛǹȘమșঞҸୈǺ
ȠۡំȡڔΒΎȤߕំ Ǹ บྷξȥǴ
ቼΜΒԃ݀լڅҁǴ। 29Ƕ
49ǳ!ӕ ݙ22Ǵ। 2679Ƕ
4:ǳ!ӕ ݙ22Ǵ। 4:7Ƕ
51ǳ!ӕ ݙ9Ǵ। 343Ƕ
52ǳ! ᇳ ፁ ܿ ǺȠ ξ ܿ ၰ ௲ 
څ Ǹ ڔࠤޥȡȐᔮࠄǺሸᎹਜޗǴ
3131 ԃȑǴ। :8Ƕ
53ǳ! Șܴș৪ൺખǺȠሙᘀ
ፋȡڔΟȤਮϖྛȥǴమቼтҁǴಃ
27 ।ǹȘܴșਔёǵഌቺচǺȤਮ
ϖྛλȥǴȠϡԋᒧȡڔϖΜǴ
ܴтҁǴ। 75ȋ77Ƕ
54ǳ! ȘܴșᑵεՎǺȤਮችၰ
ՉȥǹȘܴșժӜǺȤബࡌወи
ᔝຫᚒӜȥǴջȨಃж໒ξεᔝຫ
εљଭᑵϦȩǴаΒϞӸ֟ǹ
Șమșᙎ䛀ǺȤੀξၰٚȥǴȠѤ
ӄਜӸҞᘀਜȡȐᔮࠄǺሸᎹਜޗǴ
3117 ԃȑǴ। 916ǹȘమșߎ⋛ǺȤੀ
ξדȥڔΜѤȤΓדނȥǴమቼΜΟ
ԃڅҁǴ। 51Ƕ
55ǳ! Ȥ ε ܴ Ҏ ௲ ҥ ԋ ᗿ ᜓ ሺ
ጄȥǴᝩࣻЬጓǺȠύၰᙒȡȐч
٧ǺহрޗހǴ3125 ԃȑǴಃ 55 н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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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術藝教

ጀጙፅឫ៌⎞‽‡ᡘᖖ
李黎鶴!⡪⽬≂Ⱑⴇ柱

兩宋時期，隨着道教神霄派興起，
以雷神信仰為核心的雷法流行天下，成

ᾏҷ㟽⒥⪸䠓⺖㑫

為道教法門的最高代表。就雷法的功能
而言，主要有二：一是用於祈雨祈晴，

道教神霄派的神系非常系統完

對付各種各種的自然災害；一是用於攝

整。在三清聖祖、紫微三帝之下，則為

邪鎮魔，驅除三界的凶神邪鬼，從而達

神霄九宸大帝。九宸之中，又以神霄玉

到濟世度人的目的。在道教看來，靈壇

清真王為主尊。《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

古跡皆有鬼神出沒，其中混有惡孽；富

微玄都雷霆玉經》說：

室庭園多為顯貴往來，其間雜以奸邪。

րࣁଯઓҏమЦߏғ

罪人妖邪，何以檢而刑之。故需借雷

εࡆǴځԛ߾ԖཱུܿߙεࡆǴ

霆，以懲惡揚善，彰表天威。白玉蟾曰：

ΐϺᔈϡႜᖂදϯϺ൧ǴΐϺႜ

ࣤϺ܌аࡌႜࠤǴႜᅢǴ

εࡆǴమ๋༾ᅸҏϼΌε

ҥႜ۔ǴϩႜݯǴթႜϯǴҢႜ

ϺࡆǴϤϺࢰసεࡆǴϤݢϺЬ

ӉǴאႜઓǴႜծǴࡼႜ࠶Ǵ

ࡆ։ǴёᗬљΡΓ։ǴΐϺ௦

ၮႜᏔǴࢂࣣᄠ፞ᆦϐǴৌғ

ೖ։ǴࢂࣁઓΐǶ3

ఠϐǶаϐܭࣚǴёа࠾ξ
ઇࢰǴ֯〇ࢥǶаϐܭၰǴ
ёаନӁ၊ǴҵӱसǴەЯ
วၰҔΨǴᄆϺ࠶ΨǶ2

《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五亦曰：
ΐǴГߏғεࡆǵߙε
ࡆǵදϯϺ൧ǵႜεࡆǵϼΌ
ϺࡆǵࢰసεࡆǵϤࡆݢ։ǵё

針對人鬼有別，或妖或邪，道教便運用

ᗬ։ǵ௦ೖ։Ǵջϡۈΐ㣑

不同的雷法，鎮壓收伏，以示天憲。正

ϯғΨǴࡺဦΐࡆǶжϺа

是出於降妖驅邪的目的，湧現出大量天

љϯǴЬৌᡫǶ4

兵神將，其中最為著名有十大元帥、
三十六天罡。

這九位大神多係神霄派的新造，為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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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雷法之本尊，總號「雷霆九宸高真」。

作微塵，發號疾如風火。以清靜心而弘

《高上神霄紫書大法》序曰：

大願，以智能力而伏諸魔，總司五雷，

ܯϼޜ҂ԋǴϡ㣑҂ғǴϡ

運心三界，群生父，萬靈師。」6「恩

ۈϺЦࣁܸ▍ྊεϐǴᏉ

被十方，德沾萬彙，統天三十六，天天

ઓ่जǴӜГష؏Ƕష؏ࡽܨǴ

歸宰制之權。歷劫千五百，劫劫軫慈悲

ΏԖϺӦύѦϐ㣑ǴБӜషǶ

之念。苟運寸誠而稱誦，當令萬願以克

ϡۈϺЦၮϯ໒კǴߎᇲВǴ

從。凡所希求，悉應其感。」7

ҏ࣬ӵϺǴഏ֮ػᆒǴϩ៘ଳڷǶ

白玉蟾解釋說：九天乃統三十六

ΏԾҏ٧ξΠၯǴၶ㣑҆

天之總司，正出雷門，所以掌三十六雷

ϼҎҏཱུϡඳԾฅΐϺҎҏమ

之令，受諸司府院之印，卿師使相，列

ઓ҆ǴՉమεࢰሟΟషϯ

職分司。

ϐၰǴғηΖΓǶߏГࠄཱུߏғ

ЬϺϐؠᅽǴނϐᑽǴ

εࡆǴҭဦΐᓪןਬВεࡆǴ

ඓނඓΓǴљғљఠǴᔠ௴ܝഈǴ

ҭဦଯઓҏమЦǴيΟ

ᆅᢄғԋǴԾϺࣤǴΠԾӦࡆǴ

ӜǴځဃΨǶ!

ߚႜคаՉځзǹεԶғԝǴ

這位一身三名的玉清真人凝神金闕，思
念世間一切眾生三災八難，一切眾苦，

λԶᄪǴߚႜคаЬࡹځǶ
ႜࡹзǴ܌ځᗧోǶ

又見九幽泉酆一切罪魂受報，生死往

故曰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自浮黎元

來如旋車輪，即詣元始上帝，懇請九

始天尊生九子，「玉清真王化生雷聲普

霄寶籙，願以其神通，憫救「三界一

化天尊，天尊以歷劫應化，隨時示號，

切眾生。元始上帝即敕太皇萬福真君，

本元始祖劫一炁分真，乃玉清真王九霄

以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護命秘法傳

主宰，一月四辰，監觀萬天，浮遊三界

付下世」。一部三卷，「皆梵氣成文，

九洲萬國，賞善錄愆，是為普化，至大

九天太玄雲霞之書。上隱萬天之禁，

至貴也」。8

中隱神仙萬年之法，下明治人治鬼保
國寧家之道。」

4

神霄派的方便法門以其簡潔易行
而廣為流傳，即通道者虔誠如一，常年

神霄九宸中的雷聲普化天尊，他

持久的誦唸天尊聖號，即可達功德圓滿

的神威亦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

之境界。《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

尊玉樞經》謂其主治玉霄府，「所統

寶經》謂此法為普化天尊以此智能之門

三十六天內院，中司東西華臺玄官妙

化世人之愚，清靜之道澄世人之濁，廣

閣，四府六院及諸有司，各分曹局，

度天人。他說：

5

所 以 總 司 五 雷， 天 臨 三 界 者 也。」

ऩ҂ٰШԖፏғǴளᆪր

「三十六天之上，閱寶笈，考瓊書。

ӜǴՠЈᓨགྷǴբࢂقۺΐϺ

千五百劫之先，位上真，權大化。手舉

ᔈϡႜᖂදϯϺ൧Ǵ܈ᖂǴ܈

金光如意，宣說《玉樞寶經》。不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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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ΎᖂǴ܈ίԭᖂǴրջϯΜ

者，即是至道」。10 這就指明了修道體

БǴၮЈΟࣚǴ٬ᆀӜࠍޣளӵ

真的法門，即以誠、默、柔為內煉之三

ཀǶΜБΟࣚǴፏϺፏӦǴВД

字訣，由忘形、忘我而達忘忘的真境，

ࢃٍǴξݞЕǴ०وេǴऩ

與道為一，則進德無魔，升舉有日。由

ԖޕǴऩคޕǴϺᓪଲઓǴᆪፏ

此可見，《玉樞寶經》所述的誦經持號

ғǴᆀրӜǴӵԖόޣǴ

之法訣，簡便易行，功德無量，真可謂

〇२ᩎЈǴϯࣁ༾ლǶ

道門唯一不二的方便法門，故深受民眾

即在日常生活中，時常誠心持誦寶經，
唸誦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寶號，則
可安魂息靈，靜心和脈。凡有刑沖剋
戰，動用行藏皆凶煞者，「歸命此經，
誦咒焚香告符，則一切厄難，皆能解
釋」。此外，或沉痾痼疾纏身，或婚
合臨盆有難，或鬼精妖孽做祟，皆當
誦經焚符，則身安而無不吉利。由此
可見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如同經中所
言：「承天尊力，有此靈通。出入起

歡迎，廣泛流行，其各種注本釋本多達
二十餘種，成為宋元以來道教重要文獻
之一。
總結神霄雷法的方方面面，儘管
其內涵豐富而功訣多端，但根本的要害
有六，道書稱為「雷府六事」。白玉蟾
曰：「雷有六府，非世人所知。蓋其真
符、真咒、真氣、真罡、真訣、真機，
非今人書符唸咒，布氣步罡，掐訣機關
也。」

居，佩帶經此，眾人所欽，鬼神所畏，

ϻ㣑ϐઝǴߚଷӸགྷǴڗ

遇諸險難，一心稱名九天應元雷聲普

㣑ѲỢǴ‴аࣁᡫǴோаȨठ

化天尊，悉得解脫。」9

ཱུǵӺᓉᑑȩϤӷࣁЬǶߥᎦ

概而言之，誦唸《玉樞寶經》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寶號的功德，主

ϼکǴ٬Ծρϡ㣑પӄǴԾฅ
֧ઓᡫǴаԜག۶ǴӵكᔈᖂǶ

要有廣度天人，靜心和脈，解除厄難，

ђΓฝᓪᗺනǴ॥ߘ०ѐǶ

治病祛疾，護胎合婚，驅祟辟邪，超亡

ฝН೯ઓǴڹᆪНᖂǶฝՕـӀ

度魂，潛消口舌，永息官司，人物安守，

ܴྣᅈӽǴؼҗҔඵόϩǴΏᏉ

水陸平康，風調雨順，免災消厄等，而

ܭઓǴᏀ܌ǴࣣૈᡂϯǴଁ

有不可思議的驗證。不僅如此，還可達

 ڣ ϐ ฅ ࠌǶ  ܌а Դ ϻ ਜ ಄ ϐ

真空無染的地步。正如天尊所言，至道

ਔǴόܥԐఁǴ܈ᎈ܈ᒬǴόᇝ

深奧，難以聞見言說。「道者以誠而

ڣǴόբ㣑ǴᒿԋǴҔคό

入，以默而寧，以柔而用。用誠似愚，

ᔈǴџӡ॥ႜǴ〇ྐ֯៥ǴҞᔐ

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

ၰӸǴրҭόޕ٬ޣϐࣁךǴך

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能知

ϐࣁ٬ޣǴಖيՉϐǴЗȨठ

止則泰定安，泰安定則聖智全，聖智全

ཱུǵӺᓉᑑȩϤӷԶςǴՖଷ

則慧光生，慧光生則與道為一，是名真

ЯдࠌǶ22

忘。惟其忘而不忘，忘無可忘，無可忘

此即把道法的施用都立基於內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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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㟽⒥⪸⎉⽰!!㾔!!亨㢻宼吁!!㣝灝潃坞

歸根於老子的清靜虛無大道。
《道法會元》卷八五載六事口訣，

發揮，從而將人的所作所為與天地的造

其真符曰：「用符不用正相宜，不用符

化緊密相聯，即充分肯定了人在改造自

時卻又非。符為信合名為用，妙用靈光

然，利用天地中的重要作用，又高揚了

始是奇。」真咒曰：「千咒何如一點虛，

道教一貫宣導的自主性命的超越精神，

念中無念妙中居。登壇號召為行用，咒

這正是道教雷法所包含的最為珍貴的思

乃名為祝將書。三將無過精氣神，行行

想成果。

坐坐甚分明。試將斗柄輕輕撥，談笑

在中國民間，雷聲普化天尊的信

風雷頃刻興。」真氣曰：「祖氣玄關

仰非常普遍。《歷代神仙通鑑》卷四謂

玄最靈，得師指授甚分明。石中隱玉

黃帝得道升天後，封為九天應元雷聲普

身藏寶，元精元氣與元神。」真罡曰：

化真王，居雷城之中，如載：

「世人不識此真罡，堅志凝神奮迅彰。

ႜ ࠤ ଯ Ζ Μ  ΡǴ Ѱ Ԗ ҏ

驅神役鬼由他主，妙用全恁大法主。」

ኰ ϖ ႜ ٬ ଣǴ ѓ Ԗ ҏ ۬ ϖ ႜ ٬

真訣曰：「訣者全恁慧劍施，斷除六賊

ଣǴЦϐԖႜႴΟΜϤय़Ǵ

斬三尸。驅除邪念行符訣，決烈行持合

ΟΜϤઓљϐǶΥՉႜϐਔǴ

聖機。」真機曰：「將用元神幾個知，

ЦᒃᔐҁႜႴᖂǴջਔႜϦ

躬行實踐好施為。有能通得寂中感，變

ႜৣวႜᖂΨǶ

化通靈只片時。」12 則進一步揭示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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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義》載：雷部正神乃殷紂王時

ΓيǴжᔻΓМǴаЕቺЦϺΠǴ

太師聞仲，因其證修大道，貞烈可憫，

ڙᓪკϐྷǴаᓪइ۔ǶᢀϺЎǴ

元始天尊特敕封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

ჸӦǴฝΖړǴϩΐԀǴਜ

尊之職，率領雷部二十四護法天君。

ࠨǴڋஆᘶǴբᆛળǴ௲՝ᅕǴ

《西遊記》中亦有雷聲普化天尊應孫悟

Ꭶ឴࣊ǴкۮታǶӧՏԭΒΜԃǶ

空之請，差鄧、辛、張、陶諸師率領雷

ԖηΒΓǴߏГઔᑼǴӷդனǴ

部眾真，隨大聖下凡施法。經過這些文

ջϞࠄЏО۔ΨǶԛГᢠӀǴӷ

藝小說的渲染，民眾對雷聲普化天尊的

դྕǴջϞ䈂ОεઓΨǶԜᎅࡇ

崇拜更加深入人心。

ϐ܌ԾрΨǶ24

此畫（見圖 1）內容極其豐富，共

ࡇҁࡆ㌄ϐࡕǴࡆ㌄ᝩᚔႦ

計 46 位人物。主尊九天應元雷聲普化

ԖϺΠǴࡺਜᚔӷаڋϐǶҗࢂ

天尊，施法則騎坐麒麟，談道而趺倚九

قϐǴႜΟࡇǴҁৎΓΨǶ25

鳳。雷聲普化天尊的周圍上下，擁有眾
多的雷部兵將。風伯雨師，雷公電母，
站立雲端，呼風喚雨。元帥將軍，造型
奇特，英武兇猛，耀武揚威，正在驅邪
降鬼。雷聲普化天尊的十大元帥，為王
善元帥、馬勝元帥、辛漢臣元帥、鄧伯
溫元帥、張元伯元帥、李封元帥、殷郊
元帥、苟章元帥、畢環元帥、關羽元帥、
監生高元帥。眾多法師，或持朝簡，或
仗兵器，勇往直前。一對乩童，上身赤
裸，手持樹叉，跳躍扶乩。五猖兵馬，
揮舞刀槍，捉拿九尾妖狐。畫面血雞濺
落，顯為祭祀雷神之用。

可知鄧元帥、辛元帥、張元帥本為伏
羲、黃帝後裔，又主掌雷霆三部，故應
時降世，神威甚大。
《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
曰：
ႜԖ䈂ОεઓǴۉᎅǴӜ
դྕǶܯவࡆᏯ௳૬ЀǴ࠾ݞ
ࠄஒैǶεઓـࡆฦϺǴၱక
ՏΕݓξǴঅՉԭၩǴૈᒿ㣑
ϲफ़ǶΞـШΓόՉ۸ֵǴఠ্
ߟුǴаமঐ১Ǵ୯Цᇶ൸Ǵό
ૈڋஷǶၱВڹวεᜫǴటࣁઓ
ႜǴжϺ၊ҵԜൾǶۺۺό๊Ǵ
ࡗ㣑ፂϺǴ۹Вᡂስ⛂ሌУǴ

‛ҷⓐ⪶⋒⾴䠓㴆▁冒愾
十大元帥之中，最為著名的是鄧
伯溫、辛漢臣、張元伯，道書稱之為雷
霆三帥。據白玉蟾所言，三帥的淵源甚
古，乃上古帝王伏羲、黃帝之後裔：
ϼܸҷ឴МǴ॥ۉǴ҆Г
कǴགቬεΓϐၞԶғӟǶೂ२

ԙᎳᙔيǴѰЋႜᢕǴѓЋ
ႜᄵǴߏيԭΡǴٿ๛ғવǴ
໒߾ኧԭࣣٚསǴٿҞܫОӀΒ
ၰǴྣᝬԭٚǴЋࣣىᓪПǴ०
ၯϼǴտ୭ᆒ܁Ǵҵ֯ᓪǶ
ᆾࡆ࠾ࣁࡓзεઓǴᗧឦઓႜǶ
ځႜܭϖДϖВϱਔǴϲΕࠄ
ОႍϐӻǶҁВёаკܭᓉ࠻
ύǴҔԲՈǵᚊՈǵᚨՈϖϩ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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ԲᓐϖᆎǴਔ㷀ృଚǴٮᎦεઓ
ఀڹǶځઓफ़Ǵё٬ҥᑫߘǴ
ഘڅբනǴЗ॥ྐ܁ǴᘐዥନࣝǶ
ځઓૈտዥଲǶ౼ਔਜ䈂О಄Β
ၰǴਢǴԛВԏϐǶёݯ
ϪዥٕࣝੰǶ26
說明鄧元帥喜飲牲血，供養當用羊血、
雞血、鵝血，羊頭，時果淨酒，祭祀禱
之，隨意靈驗，莫可測度。
南宋羅泌指出，鄧伯溫為黃帝之屬
臣，並輔佐平定蚩尤。「黃帝乃暨力牧、
神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氏轉
戰，執蚩尤而誅之」。16《太上說朝天
謝雷真經》中亦講述了鄧伯溫的事蹟，
謂其於玉笥山修行五十二年，而得受封
「㬀火律令大神」，如載：

⢥ 3!!抶⪸▪!!㔰卹ҿ懢ⳟ⨷ⶅӀ!!㣝灝潃卷㘈

วεᇣᜫྐϺΠό۸όֵϐ

遍體烈火，乘坐赤龍。18 九天碧潭雷禱

ΓǴϷᘐଲ៥ߟ্ΓނǴϮࣁ

雨大法中，主法神鄧伯溫頭上有肉角，

ᅾٕ֯Ǵ௱ғࡋԝǶ۹фՉ༝ᅈǴ

紅髮，青面，三目，鷹喙，青身，兩翅，

ᆾࡆຕڮǴєॅଦǴ፥ߎϏ

龍爪，紅裙仙帶，左手執雷砧，右手執

ಈտܺǴᡂԋስ⛂ᖀǴ࠾ࣁ

雷槌，作揮打之勢。19

䈂ОࡓзεઓǴаߎᄵᢜӚб

辛漢臣，雷霆三帥之一。或稱銀

ϐǶߏيΡǴهᎳᙔيǴЋى

牙猛吏辛漢臣、雷霆都督鐵筆注律大

ࣣࣁስПǶڙзՉ٣ǴᘐϺΠό

祌青帝帝天君、雷霆三十三天大都督

۸όֵϐΓǴଲઑϐᎶϪ্҇

青帝天君。關於他的形象，大致有幾

28

ϐᜪǶ

種說法。紅髮，青面，皂帽，綠衣，

關於鄧天君的形象，因其所主大法不
同，依機而應現。當他作為㬀火律令鄧

風帶，左手執鐵簿，右手火筆，如判

天君大法中主帥時，形象非常威猛，他

袍束帶，白袴皂靴，左手執雷簿，右

官狀。20 戴牛耳襆頭，青面，銀牙，綠

有赤紅的頭髮，頭戴金冠，三目，青面，

手執火筆。21 綠衣，鐵帽，執筆簿 22。

鳳觜，肉翅，左手執鑽，右手執槌，赤

戴牛耳襆頭，朱髮鐵面，銀牙如劍，

體，身披寶珠纏絡，手足皆五爪，上帶

披翠雲裘，皂靴，左手執雷簿，右手

金環，綠色風帶，紅色吊敦裙，肉翅兩

執雷筆，上有火光。23 此外，辛元帥還

翼下又有二頭，左頭主風，右頭主雨，

有多種變像，以示神威於世人。從辛
天君《誓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英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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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ツ⋒₾!!㔰卹ҿ懢ⳟ⨷ⶅӀ!!㣝灝潃卷㘈
⢥ 4!!愪䂱卲!!㞝!!亨㢻宼吁!!㣝灝潃坞

ҥߡ௱ғǴፎր௱εײǴྌ؊
ߘᓄᓄǶፎրਆᆒ܁Ǵᄛઇፏଲ

神力：

ᔼǶፎր௱ғౢǴ҆ηೲᚆيǶ
ႜӔઓǴ࠶ΐϺǶ

рΕΟࣚϣǴ۸༇ࡆ։Ƕي
ίΡǴဦࣁႜ൧Ǵ࿎ፏႜ
Ǵ॥դߘৣઓǶ៚ᡪႝӀ҆Ǵ
εΚڹΰဂǶѰѓ܍ϺڮǴᇶ൸
ϖႜ൧Ƕրںҏࡆ௷Ǵૈ௱Ш໔
ΓǶΓऩޣڙǴրೲǶ
ፎրϺࣚǴරࠩፏࡆ։Ƕፎր
ΕӦ۬ǴޔԿࡉნǶፎրΕН
۬ǴѤੇੁݢᙌǶፎրࣚǴ

ᆶրӕಖۈǴӅࣁҏࡆԽǶ35
清代顧鐵卿《清嘉錄》卷六曰：六月
二十五日，為辛天君誕辰。「謂天君
為雷部中主簿神，凡奉雷齋者，至日
皆茹素以祈神佑。又月之辛日及初六
日，俗呼三辛一板，六不御葷，謂之
辛齋。」25
第三位元帥為雷霆飛捷使者張元
伯，名玨。又稱六一天喜使者、暘穀神
君、太乙捷疾直符使者等。他的形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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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法差異，而顯不同的法相。紅髮，

ᓐǴआᎳǴߙय़ǴስǴᙔيǴ

頂金天丁冠，棗紅色面，三目，金睛，

ԺવǴЋىስПǴߎᕉǴيߙ

尖觜，風帶，汗衫，肉翼，皂袍，青腳，

ᕰǴआဵ०ǴѓЋႜܬǴѰЋ

26

三爪，手執敕召雷神皂旗。 朱髮，獬

ႜᢕǴ܈ѓЋᄡǴѰЋЎᔟǴ

豸冠，青面，三目，出火，緋袍，綠飛

ΐϺՉзႜЦΨǶ!41

天帶，金甲，手仗火戟，鬼形，旁出獠
牙，赤足，駕火龍。27 或顯另一些法相：
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鷹喙，青身，
雙肉翅，龍爪手足，紅裙飛仙帶。如遣

王善元帥，即王靈官，亦稱玉樞火府天
將、雷霆都天豁落三五火車糾罰靈官鐵
面雷公王元帥、南極火雷赤心忠良猛吏

召雷神，執敕召雷神皂旗，腰懸巨斧，
搖撼旗幟。如少刻召雷回壇之時，卻插
旗於腰間，雙手用力揮執長柄巨斧，開
通雷路，猛作奮劈之勢，引領萬萬雷
神，喧轟如雲而至。如召遣齎章奏，則
交脚襆頭，紅抹額，赤面圓目，紅袍綠
靴，左執章奏，右執斧，如直符狀，有
破罡、風流、金火鈴、開天門諸神，皆
從之。28 其部屬有六丁使者，並顯鬼狀。
ሷӾ⛂ǴԺવǴ๋Ꮃߎ࿊Ǵ
ᇘᡏǴهՅǴЋى๙ࣣߎ៖Ǵ
ᚐߎᚐǴԺفǴқഗମǴ⣄
॥ՊǴᆘ०ǴѰЋϦЎǴѓ
ЋجᄡǴԖߎӷ௷єႜઓǴ
ᄡဌតࡰ൮ЊǴԾ൮Б४ߎՅႜ
ႝОǴ०ՉԶफ़Ƕ3:
姚復莊《玉樞經鑰》卷二十言：
ԖΟஒǴႜϦ࣬ǴԺفǴ
आᎳǴߙय़ǴᙔيǴԺવǴЋى
ስПǴΟҞǴߎᕉǴيߎᕰआ
ဵ०иǴѓЋႜᄵǴѰЋႜᢕǴ
ΐϺၮзႜЦᎅΨǶ៓Ǵሌ
УǴᙔيǴОǴᓐǴᆘǴ
ج䔂ǴѰЋႜᛛǴѓЋОǴղ
۔ǴΐϺඓзႜЦٌΨǶԺ
⢥ 6!!䔚棗ⴧ!!㾔!!亨㢻宼吁!!㣝灝潃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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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帥。據道經所言，王靈官本名王

ߥࠩаࣁஒǶΓГǺԟӁൾ

善，宋徽宗時淮陰地方奉祀的小神。後

ϐઓǴ֤րݤύǴѸཞրݤǶቴ

薩守堅真人燒了他的廟宇，於是他懷恨

ઓջҥᇣǴόඪङ࿉ǶΓၱࠩ

在心，暗中追隨十二年，欲其失戒而施

ࡆᙍǶ42

行報復，但終不能得，遂誠心歸降薩守
堅。《搜神記》卷二曰：
ᙓӺ୲Կᓪᑫ۬ԢᜐᔳىǴ
ـНύԖઓቹǴБय़τߎҘǴ

明永樂時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
顯於京師，附神降體，禱之有應。明成
祖下令修天將廟，王靈官遂顯於世。宣
德中封之為「隆恩真君」。

ѰЋǴѓЋᚎǶΓГǺ

其造像一般為紅臉虯鬚，金甲紅

ᅟՖઓΨǻเГǺրΏ෩ቴઓ

袍，三目怒視，左手執風火輪，右手舉

Ц๓ǴΓกրቴࡕǴϞ࣬ᒿ

鞭。《道法會元》卷二四二曰：「赤面，

ΜΒၩǴѝংԖၸ߾ൺϜǶ

紅鬚髮，雙目火睛，紅袍，綠靴，風帶，

ϞΓфՉςଯǴᙍᗧϺኰǴఈ

左手火車，右手金鞭，狀貌躁惡。」32
或變形為「面紅，紫色，黃巾，紅袍，
金甲，虎鬚虎晴，綠靴，風帶，左手雷
局，右手執金鞭」。33 這位赤心忠良的
王元帥，後來便成為整個道教所尊奉的
護法神，他鎮守在幾乎所有的道教宮
觀。
馬元帥，又稱馬靈官、華光大帝、
馬天君、馬王爺等。據《三教源流搜神
大全》卷五稱，原是至妙吉祥化身，以
五團火花投胎於馬氏金母，面露三眼，
因諱三眼靈光。
ғ Π Ο В ૈ ᏯǴ  ܿ ੇ ᓪ
ЦǴаନНൡǶᝩԶห๋༾εࡆ
ߎᄳǴԶᡫܭО៥ЦϦηࣁηǴ
ЋਜѰᡫѓᝬǴൺӜᡫᝬǶԶڙ
ܭϼඁᅰཁ֮Ϻ൧Ǵ૽аϺ
ਜǴΥ॥ႜᓪೂ〇ଲӼ҇ϐೌǴ
ᜧڗόᆒǶΏаߎᑄΟفǴᡂ
ϯคᜐǶၱںҏࡆ௷Ǵаܺ॥О
ϐઓǴԶ॥፺О፺ϐ٬Ƕԏԭу
ဃ҆ǴԶϖԭОᎻࣁϐҔǹफ़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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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ϺǴᆘӖඩႡǴى፯О፺Ǵ
қೂᙅ፺ǴύӗОǶङॄОᐷǴ
ОᎻဂǴሦΜΒୋஒǴΏ
ࠄБОࡆΨǶ47
殷郊元帥，亦名上清武春猛吏太歲、地
司猛吏太歲、地司太歲大威德神王。
《三教搜神大全》卷五曰：
॓ΏअЦϐηǴғջࣁԺ
ౚхᇘǴԶᎁ᪃ςᡤ্Ǵకᒪܭ
॓Ǵਜ਼ᎻጨВǴқജٮ٢Ǵߎ
ႳϯيҙΓၸǴՠـ౺ᝰ
ᝰǴ๋បបǴడӀѤଆǶΓ
߈ԶຎϐǴΏԺౚǶГǺԜи
जΨǶஒቆওౚǴளᓻٽǴջ
ܤᘜНᐗࢰǴ٢҆ລиۄথԶ
ػϐǶݤӜߎѕѩǴ҅ӜߎবӡǶ
Ξጔځక॓ϐࡺǴ٢Ӝ॓Ƕ
⢥ 8!!㵆⋒⾴!!㾔!!亨㢻宼吁!!㣝灝潃坞

後修真得道，於天妃八寶洞中得黃鉞、
金鐘，收伏「贙神鴉將」；又應真人令

ᅽ҇ܭǶჺᐕᖑᓀǴԿ۸ΨǶࡆ

往掃帚山，征討十二強人，「乃十二喪

аѰӑѓቆǴඓࠄϺߐ٣ǾǾ

門哭鬼骷髏神。帥即往盡戮之，懸首掛

҇ۀηϐઔǴԭіԭᔈǴᗨ

頸胸而回。真人曰：此骨非他也，能助

Կׅৎঌࣹ݉ᛗϐےǴΕځǴ

陣，一敲鬼哭神驚，人頭昏悶手軟，不

ࠩޔϺߐǴႜ॥ՉోǶ45

戰自退」。真人遂令其助周武王伐紂，

《道法會元》卷二二二言，馬勝乃南方

元帥率雷震子等，勇為前鋒，顯威殺

火中之精，南斗第六星神。「本帥頭

敵，並親斬妲已以報親仇。玉帝聞其有

頂蹙金羅花帽，身穿紅錦鷹花袍，手

孝慈之德，又有斬妖之勇，乃敕封為地

持金槍、金磚，足踏火輪」。35 其書卷

司九天遊奕使至德太歲殺伐威權殷元

二二四曰：

帥。37

҅ᡫ۔ଭയǴΟᓐΐҞǴ
ϤᖉǴᙔيǴٿЋОႍǵОǴ
ٿЋߎᄳǵߎᑄǴٿЋЏǴе
ቆǴߙय़ǴهᠣǴआᎳǴᙨߎ
ᛥ൰Ǵ⣄ܓᚐǴ๒ǴߎҘǴ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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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他的形象，或「青面束髮，
項中作髻，紅髮鬢，朱衣，大神頂上一
骷髏，項下九骷髏，左手持金鐘，右手
執黃鉞，乘九頭金牛」。38 或「丫髻，
青面，孩兒相，項帶九骷髏，額帶一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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髏，髁體，風帶，紅裙，跣足，左手黃

朱履，手執金錘鑽」。44

鉞，右手執金鐘」。39 或「青面，青身，

畢元帥，乃雷門右伐魔使。「及

金冠，朱髮，緋袍，皂緣絞紮腰間，上

漢末妖魔縱橫，姦淫百出，玉帝封以雷

左手托日，右手托月，下右手鉞斧，下

門畢元帥之職，敕掌十二雷庭，輔玄天

左手金鐘。項上懸掛十二骷髏，自午方

上帝，誅瘟役鬼，上管天地潦固，下糾

40

五色雲中至」。 但其基本特徵為項、

群魅出沒，中擊不仁不義等輩」。45《清

額皆帶有骷髏，顯威猛忿怒像，這一形

微神烈秘法》稱「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陰

象在道教護法元帥中甚少。

雷神君畢宗遠，皂衣金甲，跣足，手執

李封元帥，又稱李先鋒。《三教

鐵簡」。46《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云：

源流搜神大全》云：元帥乃南海人，生

ܿໂ໔ۉҖӜޣǴΏ҅ܿ

平剛直不阿，因冤仇殺人逃入海神廟

ΒΎઓΨǶႜᙒӦύǴजܭҖ

中，遇五鬼送予金刀，逐跳海誅殺水怪

໔Ǵίԃҡ٢ដԶғǶፍਔқ

巨鱷，救護漁民商賈，玉帝敕以李先鋒

ఀᏧޜ៚ᡪǴОӀྣϺǴ॥ߘᡯ

名號，並委派二將軍為翼帥，成為南海

ԿǴࡇጣ֤ǴεೂൎځѦǴဂီ

的護法神將。41

থमаഹǶԿߏǴၱӢҖࣁҖǴ

苟元帥，乃雷門左伐魔使。《五

ࡰࣁǴঅྡྷܭ⠮ᛇ۟ΠǶࡕ

雷心秘》曰，雷城十二門，門各有將。

аЕОϐᆒշζᅾံϺǴΞමྡྷ

「巳門，苟元帥，諱獬，蓬頭，赤面，

ϖՅО႞॥ႜତշଈᗇᔐ૬ЀǶ

執金圭，金甲，赤面，皂鞾，作怒視狀；

ӢΞᗦܭकϐნǴࡺӜǶځ

亥門，畢元帥，諱狻，黑面，執鐵索，

ԿԖঞМਔǴࡆںԑǴᎯႜًǴ

怒目，金甲，皂鞾，蓬頭」。42《三教

Ᏹႝ᷹ǴߘཬаਔǶࢬϷᅇܿǴ

源流搜神大全》謂苟元帥為雷門布鼓之

֯៥ᕵᐉǴ࠵ాԭрǴҏࡆ࠾а

神，「妖其頭，喙其嘴，翼其兩肩，左

ႜߐϡࡇϐᙍǴ௷ඓΜΒႜǴ

尖右槌，足踏五鼓而昇，化母屍而去，

ᇶҎϺࡆ၊ዥאଲǴᆅϺӦ

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為雷門苟元

ዄశǴΠޟဂᎶрؒǴύᔐόϘ

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幽

όကϐ፸Ƕ58

43

明中邪魔鬼惡」。 《清微神烈秘法》
卷上云：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陽雷神苟留

關元帥，即關羽，又稱蕩魔真君、關聖

吉。元代武當清微派道士求雨作法時，

帝君、三界伏魔大帝，俗稱為關公、關

要「上請神烈陰陽苟、畢二神君，火速

老爺。北宋徽宗時，因張虛靖天師召

會合，日分巡施，雷神歲分，行雨主者，

請，禳除澥池之蛟怪並顯聖於帝前，封

及本境山川潭洞龍君社令等神，定於今

為「崇寧至道真君」。南宋宣和年間又

月某日某時，下降某處，搜龍卷水，駕

封武安王，配祀武成王姜太公。元時封

風鞭霆，大霈三日之甘霖，普救四郊之

王，即「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萬

品物」。該書在描述苟天君形象時說：

曆年間，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

「其相金冠黑面，三目赤髮，金甲朱衣、

鎮天尊關聖帝君」。至清代，尊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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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順治皇帝封其為「忠義神武靈佑仁
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枯讚宣德關聖

ᾘҷ懢㛨䫼梆⊏ゞ䠓䫭棗

大帝」。明清以來，關帝信仰已不囿於
教門，既列入國家祭祀要典，又為民間

祭雷儀式是雷神信仰在人們的行

供奉之神。關聖帝君既是武神，又是財

為生活中的表現。由於古人相信雷神催

神，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治病除災、

生萬物，主宰雨水，因此早在殷商時即

驅邪辟惡、誅罰叛逆、巡察冥司、庇護

盛行祭雷儀式。道教崇拜雷神，熟知古

商賈、招財進寶之職能，且法力無邊。

代祭雷的儀式，並完善發展建立了一套

關帝信仰如此普遍，關帝廟數不勝數，

完整的祭雷儀式。

遍及天下。關於他的形象，依道經所
載：「元帥重棗色面，鳳眼，三牙鬚，

凡祭雷之時，先需設壇。《邵陽
祭雷法》言：

長髯一尺八寸，天青結巾，大紅朝服，

ᏝԄǺಃቫᗡΐЁǴಃΒ

玉束帶，皂朝靴，執龍頭大刀，有赤兔

ቫᗡΡΒЁǴಃΟቫᗡΡϖ

馬隨。常用喜容，如馘攝，怒容，自雷

ЁǶӵόᑐᏝǴ߾ృӦ܌Ǵ

門而至。」48

а ણ ฝ Ο ભǶ  ځ౼  ނᅰ ӈ ӧ Ꮭ

監生高元帥，即九天監生大神。

ϣǶ64

此大神右手杖劍，左手託盤，內有一小
孩。《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經
法》卷二曰：「監生大神，即度生真人
49

ᇣӦǴ҉όॄӦǶΟଜᇣրႜઓǴ

三描述其形像說：「頂力士冠，金甲，

҉όඪॄႜઓǶႜઓॄךǴ॥Θ

全披皂履，卓劍而立。」 姚復莊《玉

ྐǶॄךႜઓǴࡓߚᇸǶҷ

樞經鑰》卷十六曰：「若欲求男，即誦

ፎ๘࠶ሺǴᝄး߷Ǵթႜႝ

此經，當有九天監生大神，招神攝風，

ОًϐତǴՉ॥ߘ႞ϐ࠶Ƕୄ

遂生賢子。注：九天監生大神者，即監

۹೯ΟϺǴഘڅၹၯΐӦǶ၊

生高元帥也。」《文昌應化延嗣妙應經》

ٕ៥ِܭೲǴ֯ܭ܁ޯǶନ

云：「當有九天監生高元帥，招神攝風，

ቴઇٕǴࢂႜϐҁᙍǹ០ዥឪ

51

篤生佳胤。」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ઑǴΏϺஒϐதሺǶᖐႳܘξǴ

卷五曰：「師受氣於始元太乙之精，托

ᙌϺᙟӦǴᏻᓪਆ߁ǴҵᐋஓᆒǶ

胎於蒼州高春公家……藥師天尊抱之為

ࡕᏱЉҟǴ௨ᏔఓǶஒϩΖړǴ

徒，貌若冠玉，法號圓，授仙劑以遊世。

ઓӈϖႜǶϣࡪၯᐳǴύᙒВДǶ

凡猿劈腦，蛇破胎，鶴完頂，虎硬喉，

ΒΜΖஎǴᛥӈѤᆢǶΚγචЉǴ

諸奇症隨手安痊……遍遊於方內外，生

Ϻၮ✒ǶගᗺΐԀϐᅽǴޟ

之甚眾，玉帝憫其為仁亦苦矣，以為足

ჸΟࣚϐࢂߚǶᅰԋವεϐфǴ

為帝之心，為物造命者，遂封以九天降

ӅคࣁϐϯǶЈό࡙Ǵᆶၰ

生高元帥之職。」

弘道

ଜᇣϺǴόॄϺǶΒଜ

也，字扶義。」 《上清天心正法》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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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還要發誓。《祭雷誓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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ԖጔǶӈᏝǴ࠹ՉΏᙍǶە
ᒥဦзǴӅ⵿Ҏ॥Ƕ܌ԖϦЎǴ
65

ᙣ࠹᠐Ƕ

祭雷之時，必須恭請三界神靈，降臨壇
場。如需要祈雨驅雷，斬滅邪精，保生
護命，上章奏表之中即要懇請玉帝，檄
命雷霆飛捷符使暘穀神君張玨，前去播
告雷霆，驅雷行雨。「差降使者張某、
飊火鄧某、判官辛某，督領雷公電母、
風伯雨師，五方雷神，當境行雨龍神，
即便撼動山川，激通地脈，興雲布霧，
蔽日昏暘，追斬妖虹，馘除旱魃」。55
根據初步的分折，從上至下，在
道正宗師圖的第一階，中央者為元始天

曹、時值功曹、周倉。
宋元之際，真武崇拜的日益普及
與高漲，真武元帥又升格為真武大帝、
玄天上帝，成為與紫微大帝同格的大
神。隨著玄天上帝信仰的盛行，人們
遂把雷部諸神認作為玄天上帝的部將
行神。據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
記述，明成化九年（1473）憲宗命太
監陳喜等管送真武聖像二堂於太和、
王虛二宮安奉，其太和宮金殿的一堂
聖像中有神帥十尊，其中包括鄧、辛、
張、陶、苟、畢六天君和馬、趙、溫、
關四元帥。56 圖中十位護法元帥，正是
玄天上帝的護法。圖中左邊依次為鄧

尊。在元始天尊左邊，依次
為靈寶天尊、玉皇大帝、南
極長生大帝、后土皇地祇；
在 其 右 邊， 依 次 為 道 德 天
尊、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
微大帝、西王母。在第二階
的中央為斗姆，左邊為南斗
六星，右邊為北斗七星。第
三階的中央為真武大帝，左
右為十大元帥。第四階為五
方五老天君、天丁力士、持
簿判官。第五階的中央為太
乙救苦天尊，左右為十大冥
王位神，右邊為東嶽大帝、
泰山三郎等七位神。第八階
左邊依次為城隍、年值。第
六階的中央為雷聲普化天
尊，左右為雷部官將。第七
階左邊依次為二郎等七功
曹、月值功曹、關聖帝君，
右 邊 依 次 為 土 地、 日 值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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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溫元帥、苟章天君、王善元帥、監

౼ႜԶࡕՉΨǶ౼߾ഢجᄡ

生高元帥、張元伯元帥；右邊依次為

य़Ǵᄡਜ㤫єϖႜӷǴλᄡ

辛漢臣元帥、殷郊元帥、馬勝元帥、

य़Ǵᄡฝಃ಄ǵಃΒ಄Ӛ

57

畢環天君、趙公明元帥。 與普化天尊

ၰǴቆαǴε᜔ܴय़Ǵӑ

的十大元帥相比較，玄天上帝的十大

ࣦǴႜႴϖय़ǴႜᢕϖঁǴႜܬ

元帥中僅僅以趙公明元帥代替了李封

ϖǴႜᄡϖय़ǴϖՅǶߎᒲሌ

元帥，其餘的全部相同。

ᒲǵଭҘଭઓଭǴϷ܌౼३ᕀ

祭雷儀式舉行時，要選擇吉時，
準備各種祭品。《邵陽祭雷法》曰：
Υ౼ǴаΖǴϤЧǵϤѹǵ
Ҙ۪ϐВǶՠၶεՉࣹᛗǴ

݀ǵૡଚǵノޫǵዬ㎷Ǵᛥӈ
ሸഢǶ׳ҔӃВǴՉ౽ᜢҁ
ஒўǶԿ౼ВϱਔǴӛ൮БӼ
௨ǶϺනЏΠё౼Ǵ܈ξഁ݅
НҡϷޗᏝϐύёخǶ69

⢥ 21!!梆梕抌▇Ὶ⓿!!㞝!!搔⓿!!㣝灝潃坞

120

弘道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道
術藝教

祭祀之時，法師披髮跣足，左手

಄ၰǴࠅՉಖ൚ଚǶৣݤઔஒ

結雷局，右手仗劍，叩齒五通。厲聲唸

ӔӵՖՉ٣ǶઔǴӆ୦Оᆒ०

魁台咒一遍。次存想雷電風雨官將吏

ᎻڣၹǴܡਢΠǴ୦ϓǺϞ

兵，在吾左右前後。卻步罡，大召雷神

ԖᄡႴᒲଭϦЎၰǴፎЬࡇྣ

將吏。召到，陳事意後，唸邵陽第二

ǴϩᵜࡼՉǶกྮਔ୦ᡂϯᒲ

咒一遍，行初奠酒。次唸第三咒、第四

ଭڣၹǴଚӆ൚Ǵջ୦ǺӔ१

咒，行亞奠酒。再唸第五咒一遍。唸咒

ႫᎈǴεឍ࠶ᡫǶշՉǴ

時，逐一次第焚召雷神符。次左手執生

ӅฦиᚅǶӆ୦ΐ಄ᕴڣၹǶ

叫雞，令侍者捉雞足及翅，師執雞頸，

߉ځಃ಄ၰ੮ӧਢǶݤ

右手仗劍，斬雞瀝血於空盞內，以酒侵

ৣջ୦ϓǺϺઓᘜϺǴӦઓᘜӦǶ

入，用劍攪勻，將血酒與將吏。誓曰：

ҁљઓஒǴӚᘜҁՏǶϺႜӦႜǴ

仗劍在手，吾以斬雞瀝血為誓。誓願代

࡚ଆ࡚ଆǶࡕєൺډǴӵࡺ٣Ƕ

天行化，助國救民，役召風雷，驅別人

ѓઔǴԏỢǶ֤ৣݤᓨǴஒଚ

鬼。汝等吏兵，兵隨印轉，將逐令行。

ՈӚܭ൮ӦБǴӦǴӕ߉

聞吾符召，疾速降臨。興雲致雨，驅風

ಃ಄ǴϷ३ᒲଭԪ٠ૡଚృН

起霆。有命即行，毋違吾令。顯揚道法，

ਔশϐǴаቆකܭশ܌ӦǴ

救療群生。彼此有違，並依天律。

ࡑԛВԏቆǶ6:

ҔᄡႴǵᢕܬǵᒲଭǵྮ
ၰǴᄡႴӚӑ߉Ј಄Ƕৣݤ
ᇣஒ૾ǴՈଚαǴϝஒՈଚ
ஒӔǶӆᲞ३Ǵก߉ಃΒ

又《木郎野祭雷神祕法》曰：
ΥᛗߘࣹනǴନٕҵቴǴట
ᕇೲᔈޣǴ٠ഁ౼ϐǶႜઓ
ਗ਼ǴҔՈ१౼ϐǶەଯξ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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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ǴҔܿࠄ࠻ǴഈԶޘϐǶ

ႜࠤΜΒߐǴߐӚԖஒǶ

Ҕқણӛ൮БฝᏝΟቫǴᗡΐ

ߐǴᚳϡࡇǴᒈ ǴߎघǴߎҘǴ

ЁǴύᗡΡΒЁǴΠᗡΡϖ

هय़ǴոҞǶҙߐǴቅϡࡇǴᒈ

ЁǶҔ๋ᚨଫǴهᚊଫǴӚ

೯Ǵߎ߷ǴΟҞǴചǴيهǴ

а⣄ጕᑛۓǴε࿙ϖѝǴଚǴ

ႜᗚǴဈ߁ҜဵǴىهǴПӵ

ߑᒲΟΜϤϩǴجᄡϖय़Ǵቆӑ

ചǶσߐǴवϡࡇǴᒈ⳿ǴጲᓐǴ

ႜз३ᡩӵሺӧᏝǶԿයǴৣݤ

هय़ǴߎӨǴߎҘǴهय़Ǵج

ܖᎳ⛭ىǴ٩ݤ౼ϐǶ౼Ǵߡ

䔂ǴբࡗຎރǶҮߐǴϡࡇǴ

ϯߑᒲǶ܌౼ϐނǴەᅰ१ϐǶ

ᒈṰǴय़Ǵ៓ǴࡗҞǴߎ

ӵ१όᅰǴশܭ൮БԶଏǶ

71

「凡祈禱，用五色紙燒，白雞鵝
鴨，取血祭雷神，方可行持。代天行化，
助國救民」。61 這些史料反復說明祭雷
必須「瀝血為誓」，是謂「雷神猛烈，
須用血食祭之」。且與雲南布朗族、廣
西壯族等少數民族用公雞血祭雷神傳統
完全相同。
王家強指出：肇自東漢已降，在
以「清醮」代替「血祭」的禮儀改革中，
道門高士雖對「雞牲作祭，血食祀神」
的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和具體改革，但
在道法（尤其是雷法）實踐中，仍存在
「剪雞滴血，與雷盟誓，具雞作饌，助
神威光」的現象，如自雷法大興之後，
通過雞牲血食祭祀，以遣召神吏夫丁的
現象不斷湧現。62 田野調查中亦證明了
道教祭雷必須瀝血為誓，在我們收藏的
幾十幅雷神畫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畫面

ҘǴج䔂ǴጲᓐǶηߐǴᎅϡࡇǴ
ᒈ䐇Ǵߎ߷Ǵआय़ǴΟҞǴႜ
ᗚႜᢕǴԖવǴج䔂ǶϱߐǴٌ
ϡࡇǴᒈדǴߙय़Ǵ⪦УǴѰ
ᛛǴѓǴӵղ۔ǶюߐǴ
ϡࡇǴᒈǴߎ߷ǴስǴΟ
ҞǴيǴЋзᄡǴهਜ਼ПǶ
٘ߐǴഏϡࡇǴᒈϦᔮǴқय़Ǵ
๓࣬ǴᔎτǴΟᠣǴѰမᝳǴ
ѓеቆǴऀၰܺǴج䔂ǶٍߐǴ
ଭϡࡇǴᒈയǴқय़ǴΟҞǴѰ
ߎᑄǴѓߎᄳǴऀج䔂ǶԉߐǴ
ᇳϡࡇǴᒈϦܴǴय़ǴᜲᠣǴ
៓ҘǴѰ៓Ǵѓ៓ᚎǶᗒ
ߐǴྕϡࡇǴᒈᛏǴߙ๋य़Ǵ⪦
УǴᔎ๋τǴᘾᛏǴ៓ҘǴѰ
ҏᕉǴѓǶ҂ߐǴஐᒨϡ
ࡇǴᒈལቺǴय़ǴߏᠣǴߎҘǴ
جǴ៓ᚎǶ74B

上灑滿了雞血，並粘貼了不少的雞毛。
ȐҁЎΏ୯ৎߎ୷ޗख़εҞ
Ș21A[I116ș
ǵѤο࣪ख़εЎϯπำȘο
劉、苟、畢、秦、趙、董、袁、李、孫、
࠹ 3123/221 ဦșȠЃါӄਜȡ3128 η
柏、王、姚、張、黃、金、吉、余等天 ҞȨЃါНഌฝȩ໘ࢤ܄ԋ݀ǹ୯ৎ
君及閃電神、助風神，一共二十四員天 ߎ୷ࣽޗհߐ๊Ꮲک୯ձўࣴز
君，合稱雷部二十四天君正神。《五雷 Ȩၰ௲಄ޑݤᐕўࣴزȩȘҞጓဦǺ
2: ̬ K ̮ 245ș໘ࢤ܄ԋ݀ȑ
心秘》云：
以雷霆三帥為首，再加上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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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ǳȠၰᙒȡȐч٧ǺЎނрހ
ޗǵੇਜ۫ǵϺࢭђᝤрޗހቹӑҁǴ
2:99 ԃȑǴಃ 5 нǴ। 91:Ƕ
3ǳȠၰᙒȡǴಃ 2 нǴ। 863Ƕ
4ǳȠၰᙒȡǴಃ 47 нǴ। 515Ƕ
5ǳȠၰᙒȡǴಃ 39 нǴ। 668ȋ
669Ƕ
6ǳȠၰᙒȡǴಃ 2 нǴ। 869Ƕ
7ǳȠၰᙒȡǴಃ 4 нǴ। 661Ƕ
8ǳӕǴ। 663Ƕ
9ǳȠၰᙒȡǴಃ 3 нǴ। 67:Ƕ
:ǳȠၰᙒȡǴಃ 2 нǴ। 872Ƕ
21ǳӕǴ। 871Ƕ
22ǳȠၰᙒȡǴಃ 3: нǴ। 452Ƕ
23ǳӕǴ। 459ȋ45:Ƕ
24ǳӕǴ। 439Ƕ
25ǳӕǴ। 43:Ƕ
26ǳӕǴ। 24:Ƕ
27ǳȘ ࠄ ֺ ș ᛥ  ݜኗǺȠ ၡ ў ȡ
ڔΜΟǴȠЎసሙѤӄਜȡȐᆵч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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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ǳӕǴ। 76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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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ǳӕǴ। 426ȋ427Ƕ
36ǳȠλᇥεᢀȡȐܼԀǺԢ
 ђ ᝤ р ޗ ހǴ2:94 ԃ ȑǴ ಃ 34 нǴ
। 24:Ƕ
37ǳȠၰᙒȡǴಃ 41 нǴ। 443Ƕ
38ǳȠၰᙒȡǴಃ 3: нǴ। 517Ƕ
39ǳӕǴ। 534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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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造像的起源問題，頗為複雜。

後一種，則是內部因素。通過對上述三

如果從道教的形成來看，似乎討論道教

個部分的分析，來考察道教造像的起源

造像的起源問題，要溯源於五斗米道、

問題。

太平道等最為早期的、已經具備宗教組
織形態的道教來進行討論。如果從這一
角度看，似乎很容易與佛教產生聯繫。

ᾏҷ⃪㛨憯≞厖懢㛨憯≞䠓杫⅑

按任繼愈先生「拿來主義」的講法，道
教的造像受到佛教造像影響是可以推論
出來的。但是，本文認為，討論道教造

任繼愈先生在《中國道教史》中
講到：

像起源問題，不能局限在道教團體形成

Օ௲ᅌᡉҢځፕᆶಔ

之後再加以考證，因為道教的形成本身

ᙃޑᐱҥ܄аࡕǴΨڈᐟΑၰ

就是一個繁雜且漫長的過程。道教造像

௲২҇ޑགǴளԖѸा

也當如其教團形成一樣，不能將其作為

ԋᅿ߄ύ୯ޑமε҇

某時某人的突發奇想，而應考慮歷史的

ے௲ǴаჹלѦٰے௲ቹៜǾǾ

積澱過程和地域文化差異。

ၰ௲Ξࢂঁ๓ܭჴՉٰ৾Ьက

對歷史的考量，我認為要分為內

ےޑ௲Ƕ2

外兩個部分。從外的方面談，就是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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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介入問題，比如認為佛教的傳入

這種論斷，很容易得出道教的許多宗教

以及佛教的造像影響了道教的造像產

形式是仿造佛教而有的結論。既然如

生，這就是從外部因素討論這一問題。

此，道教的造像是否也存在這種「拿來

另一方面，就是從內部因素分析，也就

主義」的現象呢？佛道雖有交涉，但佛

是造像行為本就是中國民眾的一種古老

教造像能否作為道教造像的起源？就需

的宗教行為，而道教只是將這種固有的

要先對中國佛教造像問題做一個考察。

傳統進行了傳承、發揚和與時改變。根

一般來講，佛教的傳入應該是「伊存授

據內外之分，本文將從三個方面討論與

經」為中國佛教的最早記載。《三國

道教造像起源可能有關的情況：一是佛

志 • 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載：

教造像；二、金人；三、民間神仙信仰

ϺޞԖઓΓǴӜࡓǶܯᅇ

的造像。其中前兩者屬於部因素，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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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僅有佛教信仰或者經典傳入漢
地，並無造像出現。至於佛教造像在漢
地的出現，一般認為是漢明帝時期。
《後漢紀》所載：「初帝夢見金人，長
大項有日月光……遂於中國，圖其形象
焉。」《牟子理惑論》中牟子言：「昔
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
前……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
豫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
像。」3 故而元代郝經認為漢明帝後「中
國始有佛像及經，與其信仰奉拜跪祭祀
之法」，這句話就是認為漢明帝遣人求
經是後來佛教佛像與其宗教形式流傳的
原因。
此處列舉上述兩個材料，能表現
出兩種明帝時期的佛教造像的說法。
《後漢紀》所言，明帝時期所傳入的是
佛的圖像，而《牟子理惑論》中則是提
及兼有佛像與圖像，且二者功能應該各
不相同。呂澂先生曾推想：「求法之事
雖屬虛構，但是從這一傳說中我們可以
推想，首先傳來中國的不是佛經，而是
佛像……永平八年正當貴霜王朝，其
時受到希臘畫像的影響，開始創製佛像
了。」4 呂澂認為，佛教造像的產生大
致是在貴霜王朝時期（55 ∼ 425 年）
與永平八年（65 年）所謂的明帝求法
的時間吻合。由此推斷，此時實際上是
佛教造像先由西域傳入漢地，而非佛教
經典先傳入漢地。
接下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傳入
的是佛教的造像還是畫像的問題。本文
認為《後漢紀》中體現的應該是更早的

與佛像相關的形式，也就是先有佛之畫
像，而後有佛之造像。但是，這二者是
否真為漢明帝時期傳入，實則難有確
論。畢竟對永平求法的記載本來就沒有
正史敘述，而且敘述者時代亦離明帝時
期較遠，故而其所用材料源於何處，是
確有其事，還是教內公案，是值得質疑
的。為甚麼認為佛教的畫像會比佛教造
像更早出現，有待後文講畫像對道教造
像的影響時再進行討論。這裡先討論造
像的問題。
從永平傳法的事蹟，只能大致獲
得佛的形象傳入的時間問題，而並不能
由此討論佛教造像與道教造像的關係問
題。所以對於二者關係的問題要放到楚
王英處展開：「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
浮屠之仁祠。」5 此引用《後漢書》所
採納的「詔報」，是認為詔報的記載要
更可靠於范曄的個人描述。簡單解釋這
句話，就是楚王劉英好黃老與浮屠，並
推崇其祭祀。對本句的理解，我認為有
兩種理解方式：其一，認為這一句子使
用了「互文」的修辭方法，如果這麼理
解這句話，則楚王英同時推崇與祭祀黃
老道與佛教，二者皆有獨立性，但又相
關聯；其二，就是認為後者是對前者的
解釋，在這一理解範圍下，則「浮屠之
仁祠」是要附屬於「黃老道」之下的。
所以，從這句話是不能判斷佛教造像先
於黃老道的造像。況且討論造像問題，
先要明確「浮屠之仁祠」的性質，也就
是「仁祠」是否包含造像的問題。
關於楚王英「浮屠之仁祠」的性
質問題，于懷瑾的〈楚王劉英與中國早
期佛教〉有所論述，文中認為「浮屠之
仁祠」是楚王英建立阿育王寺，並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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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佛像以供養沙門。6 文章中對於供

「老子」這一偶像。且其認為早期道教

養沙門與建立阿育王寺的論述與本文無
關，故而姑且不論。于先生文章中認為

的儀規是以老子為「道」的化身，不應
設立形象。9 此說相對可信，因為范曄

楚王英已經開始建立佛像的論據有二，
其一是前文所述的呂澂先生關於佛像的

所載桓帝所祭祀的確實僅提及「華蓋之

觀點；其二是《資治通鑑》中「傳其術，

這一觀點，那麼桓帝所祭祀的老子與浮

圖其形象」這一說法。並由上述兩個論
據所推出如下結論：既然佛像已與永平

屠，皆以「華蓋之座」為祭祀對象，則

八年傳入，則楚王英便可以依於圖像造

果楚王英已經立寺造像，為何桓帝不從

佛像，並供養於阿育王寺中。但是這一
論述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呂澂先生之說

楚王英之傳統，亦造形象進行祭祀，且

很難講為確論。對相關記載進行對照，

式差別不應有如此大變化。由此，我認

可以確認的就是佛的形象（包括佛的畫
像與造像等）在楚王英時應已經進入漢

為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好浮屠之仁

地。但是難以確認是否在此時期有佛教
造像。案前文所論，于先生是預設了一
個楚王英會依憑已經傳入的佛的圖像進
行造像的前提。但這一預設卻缺乏文獻
材料的根據，僅憑《資治通鑑》中「圖
其形象」一句，也可以理解為佛的畫像

種祭祀儀式。即便所謂「仁祠」有造像

坐」而並不提及老子像與浮屠像。按照

都只是提供「位」，而不提供偶像。如

桓帝與楚王英相去約 60 年，其祭祀形

祠」很可能不涉及造像問題，而只是一
之可能，其只能是「浮屠像」與「老子
像」同時祭祀，或者將「浮屠」之「仁
祠」作為黃老道的一種祭祀方式。因
此，不能得出佛教造像影響了道教造像
之結論。

而非造像。
相反，楚王英未必造像的結論卻
可以在古籍中得到一些印證。《後漢

‛ҷ捠⁉厖懢㛨憯≞䠓⛞槛

書 • 祭祀志》記載：「延熹八年，初
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
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扣
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7 與
《後漢書 • 孝桓帝紀》中范曄論曰：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
圖、老子。」8 這兩者對照，則楚王英
之後，後漢桓帝也曾親自祭祀老子與浮
屠。而其祭祀浮屠、老子的方法，實際
上是通過「華蓋之座」來對老子與浮屠
進行祭祀的。按照巫鴻的〈地域考古與
五斗米道美術傳統的重構〉一文認為，
所謂華蓋之座乃是祭祀時接受禮拜與祭
祀之位。因此其文認為桓帝並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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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前文論述，佛教造像很難成為
道教造像的起源已經大致說明。而且佛
教造像並不是中原地區最早接觸的造像
形式。中原地區較早出現的與祭祀相關
造像形式，根據記載有休屠王的「祭天
金人」。「金人」即是金屬造像，在休
屠王祭天金人之前，仍有「金人」記載
在《史記 • 秦始皇本紀》中：「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
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10 此雖
早於霍去病獲休屠王「祭天金人」。但
是始皇帝所造之十二金人，並不是有祭
祀作用的造像。根據 1978 年出土的曾侯

道
術藝教

乙墓中的「鐘虡銅人」可知始皇帝所造
之「金人」乃是其「鐘鐻」之裝飾。此
雖可能為禮器，但絕不是祭祀的對象。
有 關「 金 人 」 作 為 祭 祀 物 品 或
對 象 的 明 確 記 載， 當 是《 漢 書 • 衛
青霍去病傳》所言：「（霍去病）捷
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 11 此休屠王「金人」明確是一
種用於祭祀的造像，但其本身也很可
能是一種祭拜對象。
關於休屠王「祭天金人」所是有
諸多講法，如《漢書 • 霍光金日磾傳》
中讚曰：「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
故因賜姓金氏云。」12 此即以此祭天金
人作為休屠王所祭之「天主」。另外有
以為是佛像的，比如張晏注：「佛徒祠
金人也。」此即指休屠王之「祭天金
人」為佛像。另有認為此金人是火祆教
即拜火教之天神。上述三者為比較傳統
之觀點，所謂祭「天主」含義頗多，故
而不能有一個明確的指向。至於祭天金
人指為佛像的觀點，經由湯用彤、任繼
愈、呂澂等佛教學者之考證，在霍去
病收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的時候（公元前
121 年），佛教所處的時代並無造像。
如前文所述，呂澂更是直指貴霜王朝時
期，佛教方有造像。那麼此時休屠王之
祭天金人便不太可能是佛像。至於火祆
教之主神一說，大體與佛教造像的考察
相似。並無考古材料可以證明，當時火
祆教有造像行為，第三種猜測也難以成
立。
近有較為新奇的考證，如溫玉成
認為休屠王祭天金人所祭祀的是「西王
母」。其文章大體以匈奴曾佔領崑崙山
地區，且通過其用語可見匈奴文化受到
西王母信仰地區的用語影響。13 但這一

2:89 〃⎉⢮䠓㢍ℾῨ⨢ᾼ䠓Ӂ斧埰搔⁉ӂ

考證依然存在問題，如果祭天金人當真
是西王母信仰，那麼中原應該很早就已
經接觸到了西王母造像了。但是，同樣
有著西王母信仰的海昏侯劉賀，在其海
昏侯墓中，僅出土了西王母與東王公的
畫像，而並未出土「金人」則略顯費解。
況且劉賀與獲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的
時代相差不遠，並當過二十七天的皇
帝。劉賀應是知曉休屠王祭天金人之事
的。由此可見，休屠王之祭天金人應非
西王母信仰。至少應該是不被中原地區
信仰所接受的信仰形式。因此個人更傾
向於吳飛等學者的結論，就是將祭天金
人作為匈奴民族的薩滿教信仰。14 至於
獲得這一結論的大致論據，多是後世北
方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與祭祀儀式等方
面的內容。
上述內容是對休屠王祭天金人的
一些考察成果，以及本文所採納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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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所以將休屠王「祭天金人」放在

甚麼聯繫。不過，這其實也是否定了道

這個位置，討論其與道教造像的聯繫。
主要原因是，「祭天金人」是文獻中記

教造像一定是受到佛教造像影響才產生
的，因為與祭祀相聯繫的造像行為早已

載較早的，將祭祀行為與造像相關聯的
一段文字。因此，認為中國後世的設立

在漢地出現。如果說始皇帝所造十二金

祭拜偶像的行為受到匈奴習俗的影響並
不意外。但本文認為，中國後世的造像
行為受此匈奴祭天金人影響應該不大，
理由如下：

人與祭祀無關，那麼至少在霍去病獲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之後，這種造像與
祭祀相關的種子，就有可能在漢地埋下
種子，而不至於要追溯到佛教傳入之
後。

其一，就是同時代的文獻記載並
沒有其他的材料可以證明造像行為在獲
得「祭天金人」之後得到流行。官方祭
祀仍是注重祭祀禮儀以及貢品，諸如
《漢書 • 郊祀志》言：
 ڀੀ  ઐ ᏝǴ ઐ Ꮭ  ܫడ ג
ੀ  ᏝǴ Ο ᵏǶ ϖ ࡆ Ꮭ ᕉ ۚ ځ
ΠǴ Ӛ ӵ  ځБǶ  ࡆ Ջ ࠄ ǾǾ
Զ ϖ ࡆ ᐱ Ԗ ߱  لឈ Ƕ  ځΠ Ѥ
Б ӦǴ ࣁ ⎻Ǵ १ ဂ ઓ வ  ޣϷ ч
Џ ǾǾ ᴎ Ꭹ ࣣ ᐬ ϐǶ ǾǾ ੀ 
ઔ ৌ ߾ Պ ๋ Ϸ ᙇǴ ϖ ࡆ Ӛ ӵ ځ
ՅǴВهǴДқǶ 26
當然這也與中國所行之大祭的祭祀對象
一般沒有形象有關，比如天、太一等。
其二，按《漢書》行文，休屠王
之祭天金人作為一個戰利品被帶回，應
該不會受到官方的重視。再加之夷夏之
辨的觀念，「祭天金人」的宗教形式難
以對漢地文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其三，對有形象的神明，上層貴
族多數還是採取畫像的形式進行信仰。
這在前文所列舉的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西
王母畫像與東王公畫像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祭天金人」作為一
個與祭祀相聯繫的造像，其記錄年代確
實較早。但很難與後世的道教造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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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部分的論述，本文要先
提及一個出土文物：「搖錢樹佛像」。
這個「搖錢樹佛像」是現存出土的紀年
最早的佛像，為公元 125 年造。提及這
一文物得目的有兩個：其一，此文物可
以證明前文所言，佛教傳入之初是依附
於黃老道以及民間信仰等內容的，其造
像也是如此；其二，蜀地神仙造像與道
教造像存在聯繫。
關於「搖錢樹」的象徵，以及蜀
地這種民間信仰形式已經有較為成熟的
研究成果了，茲不贅述。16 所以對於這
一部分的展開，主要圍繞著其與佛教造
像之間的關係，以及道教造像與民間神
明信仰之間關係進行討論。
首先，「搖錢樹佛像」體現的就
是民間宗教形式與佛教信仰的結合。
「搖錢樹」是蜀地本有的民間信仰，何
志剛先生提及：「我們在東漢搖錢樹中
找到了類似的天門圖式，四川綿陽河邊
鄉出土一件西王母搖錢樹座……」此可
見，除了與佛像結合的搖錢樹，同時也
有與西王母相結合的搖錢樹。考察「搖

道
術藝教

可以否定了。原因如下：其一，在佛教
造像進入之前，蜀地已經有了造神仙像
的形式，而佛教則是進入之後與這種形
式進行融合。其二，蜀地雖出土了單獨
的陶制佛像，但這種單獨的佛像僅能證
明，存在對佛像的崇拜，而不能證明佛
教造像影響蜀地對神仙的造像行為。故
而通過這一早期出土的造像形式，基本
可以否認佛教造像產生了道教造像的觀
點。因為道教的信仰更接近於民間神仙
信仰，而民間信仰的神仙造像的形式又
是早於佛教造像。所以相較於佛教造
像，這種民間信仰的造像行為更接近於
道教造像。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蜀地的
這種造像形式對後世道教造像的影響問
題。經過前文的討論，我們基本可以確
定蜀地對神仙的信仰是有造像行為的。
只是其信仰對象更多的是西王母，而非
黃老道一系。不過從道教的創始來看，
張道陵至張魯一系皆出於楚地，按《三
ゅ⋘⡪〃㖥撱㯈⃪≞

錢樹佛像」之源流，「搖錢樹」與「佛
像」是兩種不同的信仰形式的產物。但
是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其傳播需要
依賴於本地的文化與信仰。故而其要與
當地的信仰進行結合，從而產生了「搖
錢樹佛像」這種形式。並且可以通過
「搖錢樹」與「佛像」結合的形式，推
測出存在「搖錢樹」與其他神明結合的
造像方式。而「西王母搖錢樹」的出土
也證明了這一點。
按照上述的邏輯思路，何志剛先
生所例舉的西王母搖錢樹座，我認為就
是蜀地「搖錢樹佛像」的前身。那麼認
為佛教造像影響了道教造像的觀點基本

國志 • 張魯傳》記載：「張魯字公祺，
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
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
五斗米。」17 上述材料可以證明，張氏
五斗米教當受楚風影響。就宗教思想而
言，可說五斗米道吸收了黃老之言。但
是若就宗教形式來討論，則蜀地的民間
神仙信仰與其祭祀等內容更有可能對五
斗米道有所影響。另外三張之生活時
代，大體與出土的「搖錢樹」造像同期，
則三張定然接觸過這一類的民間神仙信
仰形式。而無論張修、張魯對五斗米道
有著何種關係，18 三張在蜀地的生活背
景是無法被抹去的，其建立宗教形式也
就很可能是受到楚地民間宗教形式的影
響的影響。那麼將道教造像的起源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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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蜀地的民間宗教與神仙信仰中，我認
為是較為合理的。
另外，西王母信仰主要與壽命有
關，《漢書 • 哀帝紀》言：「四年春，
關中民行傳行西王母籌。」19 顏師古注：
「西王母，元後壽考之象。」20 所謂元
後，《尚書 • 大禹謨》：「汝終涉元
後」，孔穎達疏云：「汝終當升為天
子。」21 依此，則元後為天子意。所謂
「考」按許慎《說文解字》言：「老也」，
段玉裁注曰：「凡言壽考者，此字之本
意也。」22 則顏師古之意大致為：西王
母是天子長壽之象。由此則可說西王母
與長生有關。按《神仙傳》中，張道陵
歎五經「此無益於年命」，則可知張道
陵之所求與當時的西王母信仰是相符合
的。故而在吸納其他宗教形式的時候，
對信仰西王母的宗教形式進行結合也是
較為合理的。
總而言之，蜀地的「搖錢樹」造
像與西王母信仰的結合為蜀地本有的民
間信仰傳統，佛教在傳入蜀地之後與這
一民間宗教形式產生了融合，從而有
「搖錢樹佛像」的造像形式。而張道陵、
張修、張魯皆有蜀地生活的背景，且其
追求大體與西王母信仰形式相符。因此
在三張創立道教之時，很可能直接吸收
了蜀地的民間信仰形式，從而影響了道
教的造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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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0 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中
央在陝北轉戰期間，曾到陝西省佳縣白
雲山道觀參觀。毛澤東囑咐道士說：「這
些道觀都是勞動人民辛苦創造的，要加
以保護，保存下來，不能毀了。」

澗、靖邊等縣。
6 月至 9 月，國民黨軍氣勢洶洶地
在華北地區展開攻勢。人民解放軍在以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避其
鋒芒，果斷出擊，逐步掌握了戰場主動
權。10 月 10 日，毛澤東發表了〈中國
人民解放軍訓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ᾏҷ⢚㶠灷恜栙⃣榧ゅⴘ虇㵪䄳㤀
惘㎿⎿ℂ侲

宣言〉兩篇文章。重新解釋了「三大紀
律八項注意」，提出了「打倒國民黨反
動派，解放全中國」「打倒內戰禍首，

1946 年 6 月，國民黨撕毀了國共

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將建立新

停戰協議，對解放區進行全面進攻。次

中國的目標提上議程。
1947 年 9 月 21 日，毛澤東與中共
中央機關移駐佳縣神泉堡。10 月 16 日，
在多日辛苦工作之後，毛澤東感到身體
疲勞。他對警衛人員說，想去佳縣縣城

年 3 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揮國民
黨軍 20 萬餘人，對中共中央所在地延
安發動進攻。3 月 19 日，毛澤東率中
共中央撤離延安，轉戰到陝北延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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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既活動活動身體，緩解緩解疲

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賜給白雲觀

勞，又順便參觀考察一下當地的風土人
情。這個想法得到了警衛人員的同意，

御製《道藏》4726 卷。
天啟年間，建東嶽大殿。道士李

他們與地方上的同志商量，安排好了毛
澤東的活動。

守鵠從山西石樓山募化松、柏樹三百餘

據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從事保衛工

重修三清殿，改三楹為五楹，維修三官

作的李銀橋回憶：早在 10 月初，毛澤
東就向他說，農曆九月九有廟會，想去
佳縣的白雲山道觀看看。10 月 22 日，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黨中央領導
在佳縣縣委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了白

遺失《道藏》經書數十卷。康熙五年
（1666），道士李守鵠等人赴山西石盤

雲山道觀參觀。

山抄回遺失的《道藏》。康熙二十六年

白雲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佳縣縣
城以南 5 公里處的白雲山上。該觀創建
於明朝萬曆三十三年（1605），佔地面
積約 20 公頃，建築面積 8.5 萬平方米。
現存廟宇 54 座，彩色壁畫 1300 餘幅，
碑刻 172 塊，匾額 40 餘塊，是我國西
北地區最大的道觀。1957 年，該觀被
陝西省人民政府確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2001 年，又被國務院確定為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明朝萬曆三十二年（1604），開
山道士李玉鳳來到白雲山雙龍嶺。次年
開始修建道觀，相繼建成了真武大殿、
三官殿、玉皇閣、四道天門，鑄造了真
武銅像、白雲晨鐘等像器。因李玉鳳醫
術高明，樂於助人，當地百姓尊稱其為
「玉鳳真人」，並得到萬曆皇帝的嘉
獎。不久，北京白雲觀道士景真雲、張
真義、王真壽、劉真玄、馬真供等持
陝西布政司帖來白雲山主持教務。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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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考校牌樓等。
清順治六年（1649），延綏守將
王永強反清，佔領佳縣，戰禍致白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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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栽於白雲山上。崇禎十六年（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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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碑刻記載，白雲道觀已形成
有組織的信士朝山香會。雍正年間，國
子監孫嘉淦倡導友人增修東嶽大殿前殿
及兩配七十二司。後又重修關帝廟、五
祖祠、七真祠、藥王廟、瘟神廟、朝聖
門、白雲洞、上下樂樓、鐘鼓樓等。光
緒三十年（1904），民間藝人葉孫長繪
製了真武大殿前的壁畫。
民國七年（1918），白雲觀道士
聯合官吏鄉紳，奪回了被侵佔的道觀，
道教活動得以恢復。

ᾘҷ㵪䄳㤀⡠☟嬐Ⅼ崆⬌懢孏
1947 年 10 月 22 日（農曆九月九
日），這一天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
日重陽節，也是道教信仰裏真武祖師飛
天成仙之日，白雲道觀舉行了盛大的廟
會。毛澤東穿著便裝和周恩來、任弼
時、佳縣縣委負責人、警衛人員等登上
白雲山，與趕廟會的人流一起走進了白
雲觀。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和陪同人員侃
侃而談：「老百姓趕廟會是去行善，我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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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趕廟會可以瞭解民情，考察風俗習

上上、中上、中平、下下共六擋，每擋

慣，對我們接近群眾大有幫助。」

又有若干籤，毛澤東對這根上吉好籤微

白雲山上松柏挺拔，白雲繚繞，
宛若江南美景，毛澤東說：「道觀這種
地方，選址都是很有講究的。選的地方
風水好，有益於修身養性。」

微一笑，順手放回籤筒，轉身離開了大
殿。
大殿外面圍了不少人在看戲。這
齣戲是佳縣晉戲團，翻排的陝甘寧邊區

對於用各種方式表達對道教虔誠

民眾劇團的《反徐州》。《反徐州》又

信仰的群眾，毛澤東用辯證唯物主義的

名《官逼民反》，講述的是元末徐州知

觀點評論道：「咱們共產黨提倡宗教信

州徐達，因不願包庇權貴，懲罰無辜百

仰自由，也允許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

姓，而在群眾的擁護下造反的故事。警

但絕對不能允許反動勢力利用宗教活動

衛人員為使毛澤東看得清楚，趕忙向前

做壞事。」

想在人群中開出一條道來，讓毛澤東到

在廟道士向毛澤東等人介紹了白

前面去。毛澤東阻止了他們，說：「我

雲觀的歷史後，毛澤東囑咐道士：「這

個子高，怕站到前頭，會擋住後面的觀

些道觀都是勞動人民辛苦創造的，要加

眾，不要影響人民群眾看戲嘛！」

以保護，保存下來，不能毀了。」
真武大殿的桌案上擺著一個籤
筒，許多群眾在抽籤，以占卜自己來
年的運氣。毛澤東也頗有興趣的抽了一
籤，籤上寫著「日出扶桑」四個字，是
上吉籤。白雲觀的籤分為上吉、大吉、

戲演完後，毛澤東和群眾一起鼓
掌叫好，並走上前去表明身份。佳縣晉
戲團的演職人員對毛澤東一行人表示熱
烈歡迎。毛澤東應邀給佳縣晉戲團題
詞：「與時俱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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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的興奮和企盼心情，暫態便被一種
驚詫、悲愴的氣氛而擊散並消失得無影
無蹤……這怎麼可能呢？還想著這次如
能抵達日本，準備鄭重其事地去拜見坂
出先生呢！以彌補上次因先生體恙而未
得謀面之遺憾。如今，先生業已駕鶴而
去，而且在去年（2020）的六月十日即
已仙逝，就連吾妻重二教授等亦是今年
（2021）的七月十四日方才得曉此噩
儘管因著新冠疫情的肆虐，國際
郵件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前幾
日，盼望已久的來自東瀛的郵件終於如
約而至。之所以有這樣急切的心情，乃
因每年的十一月，是日本道教學會召開
學術年會的時間，而作為會員的我受疫
情影響，已經有好幾年未得成行了。本
想著隨著東京奧運會順利舉辦後日本國
內疫情的快速平息，以及日本放寬了
外國人入境之限制的契機，能夠如期赴
會，而作為會刊的《東方宗教》將會披
露較為詳盡的會議籌辦資訊。然而，當
看到書（《東方宗教》）中吾妻重二教
授之追思坂出祥伸先生的悼文時，之前

耗。
坂出祥伸先生於昭和九年（1934）
三月三日出生於日本鳥取縣東伯郡三朝
町，到 令和二年（2020）六月十日離
世，在人世間度過了八十六個日日夜
夜。在這八十六載的春夏秋冬當中，先
生先後經歷了專科（鳥取縣立倉吉高等
學校）、本科（大阪外國語大學）、
碩士研究生（京都大學大學院）的學習
生涯，以及大阪府吹田高等學校教諭、
京都產業大學講師、關西大學文學部助
教授和教授、關西大學榮譽教授（退
休）、森之宮醫療大學教授的教學生
涯。同時，他還在各種各級學術組織和
團體中任職，計有日本中國學會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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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日佛東洋學會評議員、全國漢

方面，有《中國古代養生思想的綜合研

文教育學會理事、文部省學術審議會專

究》（編著、1988）、《中國古代之占

門委員、日本學術會議哲學研究連絡委

法》（1991）、《「氣」與養生：道教

員會委員、人體科學會理事 / 顧問等。

的養生術和呪術》（1993）、《中國思

特別是在日本道教學會，先後任評議員

想研究：醫藥養生 • 科學思想篇》、

（1980 年以來）、理事（1986 年以來），

《 道 教 是 甚 麼？》（2005）、Taoism

更於平成九年（1997）起的兩年間，擔

medicine and qi in China and Japan

起了（日本道教學會）會長的重任。當

（2007）、《道家、道教之思想及其方

然，顯而易見的是先生於學術上所取得

術的研究》（2009）、《江戶時期的道

的非凡的業績。先生之學術研究所涉略

教崇拜者》（2015）等。

的範圍乃是十分的廣泛，依照吾妻重二

除上之外，坂出祥伸先生還有和

教授之概括，大致可劃分為中國近代思

他人共著之諸多著作而流行於學界，如

想、中國科學思想、中國學、道教等四

由先生和大形徹教授等共同編著之《道

個方面。

教的密教的辟邪呪物之調查、研究》

其中，就中國近代思想的研究而

（2005）等。而正是這本著作，引發

言， 有《 大 同 書 》（ 譯 注、1976）、

了我和坂出先生的「不解（見）」之

《中國近代之思想和科學》（1983）、

緣。於我而言，坂出祥伸先生是位父輩

《康有為》（1985）等；關於中國學，

級的大學者。由於自己特別關注佛教密

則有《東西漢學——事情》（1994）、

教和道教相關聯的內容，因而，當看到

《讀中國古典：開頭的第一步》（2008）

並通讀了該書之後，一種想將其翻譯介

等；而道教研究無疑是先生最傾力關注

紹給中國學界的衝動和打算便油然而

的分野，其著作、論文，可謂是「汗牛

生。因此，筆者有幸在 2015 年訪學於

充棟」（吾妻重二語）。包括養生思

關西大學時，遂開始了同坂出祥伸先生

想、方術 • 術數、占察、醫學思想等

的交集，並急切地期待著能夠同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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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因為，關西大學正是先生任職最

在這樣的關照和鼓舞下，坂出祥伸先生

長、且最後榮退的單位。然而，此時

的幾部著作業已為《道教學譯叢》正式

的先生雖然榮退多年（2004 年，七十

立項，有待吾輩更加努力使之盡早付

歲），但並沒有居住於學校所在地及周

梓，聊以報答先生的在天之靈。

邊地區。並且，從和他最為親近、亦在

先 生 學 識 淵 博， 可 謂「 學 富 五

關大任職之學生的口中，得知先生近來

車」、著作等身，但平日裏但卻如吾妻

身體不佳，正在家中療養。當我流露出

重二教授所述之「笑顏待人」。先生已

想拜見先生、並請求其學生向他轉達

仙逝兩年多，但我等卻方才得知這「遲

後，不幾日便得到了回話，說先生由於

來的」噩耗，概如郭武教授所言之「十

健康的原因，不能夠過多的講話，但通

分低調」。

過 E-mail 還是可以的。故而，我便在

坂出祥伸先生和福井文雅、施舟

喜出望外之餘，忐忑不安地開始了與先

人（Kristofer Schipper） 之 三 人， 被

生雖同在一地（關西），但卻是使用電

日本學者稱為是「昭和九年生之道教者

子郵件的「會面」和「交流」。我們所

三人」。昭和九年，亦即 1934 年。而

交流的內容，自然是有關學術方面的諸

福井文雅先生已於 2017 年仙逝，2021

多事情。其中尤其是關於道教研究方

年 2 月 18 日我們送別了施舟人先生，

面，而當我向先生介紹了由朱越利教授

可坂出祥伸先生卻是在 2020 年 6 月 10

主編的「道教學譯叢」的情況、並提出

日先走了一步。嗚呼！我們剛剛紀念了

要向中國學界譯介他的包括前述之《道

施舟人先生，現在，再來表達對坂出祥

教的密教的辟邪呪物之調查、研究》等

伸先生的追思吧。

幾部著作時，先生竟慨然應允，而且還

如今，所謂「昭和九年生之道教

就相關著作權問題及「道教學譯叢」的

者三人」俱已離我們而去。而此時此

運作等，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並

刻，我彷彿聽到了坂出祥伸先生曾經為

表達了對朱越利先生及其「道教學譯

吹田高等專科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昭

叢」、以及中國道教學界的問候與感

和四十二年，亦即 1967 年）所作詞的

謝。

〈送畢業生歌〉：「遠山融雪，春意盎
我與坂出祥伸先生的這種「不解

然的原野上，洋溢著幸福的青年學子，

（見）」之緣，就是在並不太多的數次

手挽著手並肩前行，歌聲在他們中間迴

E-mail 的來往中而結下的。這樣的交

盪。」而走在最前面的，不正是福井文

往雖然並不很多，亦非面對面，但卻是

雅先生、坂出祥神先生、施舟人先生之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位學術尊者之「大

「道教者三人」嗎？！

家的風範」、父輩般之「慈祥的關懷」，
從而使我受益匪淺並終生難忘。亦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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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時日禁忌研究》評述
徐 菲!押⽭悤⽴㫼⪶ⴇ欻⋚ㆬῊ儸ⴇ柱

《道教時日禁忌研究》2021 年 9
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收入
「世間之鹽」系列，此系列旨在「讓
智慧增添人間風味」，致力於挖掘社
會科學各個領域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
的優質圖書。全書除緒論外，正文分
為兩編，近 36 萬字。長期以來，此書
的作者廖宇一直關注道教時日禁忌問
題，曾撰寫出版《道教時日禁忌探源》
（巴蜀書社，2017 年）一書。據詹石窗、
褚國鋒統計研究，截止 2018 年，「道
教禁忌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專書
僅有廖宇著的《道教時日禁忌探源》
（2017 年）」1。此書是作者在此基礎
上進行了擴展，對道教時日禁忌的歷
史發展、道教時日禁忌的分派別研究
和道教時日禁忌與其他禁忌的比較方
面進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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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的巫術的消極壓抑和強制，走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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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對於研究人類早期文明和理
解宗教文化極為重要。陳來認為：「人
類宗教—倫理文化的發展，就是以各種
方式通過倫理意識的奮鬥擺脫禁忌體系

由的理想行程。儘管需要漫長艱巨的努
力，成熟的宗教必須克服原始的禁忌主
義體系。」2 換言之，他認為宗教的發
展過程是克服禁忌體系的過程。宗教學
研究者提醒我們，不能僅從旁觀者的角
度來看待禁忌：「禁忌代表了一種社會
與宗教秩序的彙編。在我們的語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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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通常情況下含有貶義，它是指某種

《登真隱訣》、《養性延命錄》、《上

事物與行為要被禁止。從本質上講這是

清黃庭養神經》、《上清九真中經內

一種旁觀者的觀點。從原始宗教內部來

訣》、《黃庭遁甲緣身經》等。第五章

講，禁忌經常被視為一種保護個體及自

〈靈寶派時日禁忌〉，將靈寶派的時日

然事物秩序免受災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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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忌分成兩部分進行討論：一是魏晉時

本書緒論部分，首先探討了選題

期靈寶派道經時日禁忌內容，二是宋元

的意義，誠如作者所言「道教時日禁忌

時期靈寶派道經時日禁忌內容。該章梳

這一課題的意義重大，然而學界卻缺乏

理了靈寶派對時間選擇的態度，分析了

對其系統深入的研究」。隨後介紹了本

靈寶派時日禁忌的特點。第六章〈全真

書的研究思路、方法等，並對道教時日

道時日禁忌〉，從《重陽真人金關玉鎖

禁忌進行了概念上的界定。

訣》、《攝生消息論》、《初真戒》等

第 一 編 題 為「 主 要 派 別 時 日 禁

文獻入手，考察全真道時日禁忌內容，

忌」，共包含六章：第一章〈早期正一

介紹全真派時日禁忌的態度，並總結出

道時日禁忌〉，從《赤松子章曆》、《玄

全真道時日禁忌的特點。

都律文》入手，探討了早期正一道時日

第 二 編 題 為「 道 教 時 日 禁 忌 分

禁忌內容、時日禁忌原理等，梳理了早

期」，共包含三章。作者將道教時日

期正一道對待時日禁忌的態度，並對相

禁忌的歷史研究分為了三個階段：第一

關禁忌進行了概括總結，如「服丹的兩

個階段是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二個階

條禁忌均選擇屬性為陽的日子，而避開

段是隋唐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宋元明時

屬性為陰的日子」。第二章〈太平道時

期。其中，第七章〈漢魏晉南北朝道教

日禁忌〉，從《太平經》的時日禁忌入

時日禁忌〉探討了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道

手，對太平道的時日觀念作分析，並討

教時日禁忌態度，分析了這個時期道教

論了《太平經》時日禁忌原則以及太平

時日禁忌的特點。第八章〈隋唐時期道

道對待時間選擇的態度。第三章〈早期

教時日禁忌〉以《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

金丹派時日禁忌〉，梳理了早期金丹派

經誡法籙擇日曆》《太上宣慈助化章》、

時日禁忌內容，涉及的事項包括入山、

《三洞珠囊》、《孫真人攝養論》、《攝

採藥、煉丹、用火、服丹等方面，介紹

生纂錄》為基礎，梳理了隋唐時期道教

了早期金丹派對待時間選擇的態度，總

時日禁忌內容，探討了此時期道教對待

結了早期金丹派時日禁忌的特點。第四

時日選擇的態度，對隋唐時期時日禁忌

章〈上清派時日禁忌〉，介紹了上清派

的特點進行了總結。第九章〈宋元明新

時日禁忌內容，分析了上清派時日禁忌

道派時日禁忌〉從《修真十書 • 雜著

的態度以及上清派時日禁忌的特點，涉

捷徑》、《諸神聖誕日玉匣記等集》等

及的主要文獻有《真誥》、《黃庭經》、

文獻入手，分析了宋元明時期道教對待

2021 年第 4 期 / 總第 87 期

學
息信術

擇日的態度，並總結此時期道教時日禁

角，探究道教時日禁忌的原理，考察了

忌的特點。最後為「結論」，內容包含

其中蘊含的陰陽觀念、五行觀念、天象

三部分，分別為：道教時日禁忌的共同

變化反映的天人相應的觀念、巫術思

特徵、道教各道派時日禁忌各異的原

維、神煞思想、道教神靈信仰觀念等。

因、道教時日禁忌的歷史發展趨勢。

在分析五行思想時，分別分析了「五行

從內容上看，該書內容十分豐富，

與地支相配：正五行」、「五行合、沖、

對道教時日禁忌的分析涉及道教的多個

刑、害」、「五行與四季配屬」、「納

派別，也涉及到不同派別的重要經典文

音五行」等；並配有相應的圖表，如〈五

獻，為道教時日禁忌的研究提供了文獻

音五行長生十二宮〉、〈六十甲子納音

學的考察路徑。該書從文獻入手，全面

表〉、〈五行寄生十二宮〉、〈五行生

梳理了道教時日禁忌的相關內容，並在

剋圖〉等（全書共有五十餘張圖表）。

釋讀的基礎上展開系統的研究，總結出

在分析天象變化反映的天人相應的觀念

不同道派時日禁忌的內容和特點，並分

時，分析了建除術、月相變化、氣象

析道教時日禁忌的歷史發展趨勢。本書

異常等。文中還分析了道教時日禁忌與

內容詳實，頗具學術價值，是研究道教

民間禁忌的關係，作者認為：「《赤松

時日禁忌的必讀書目。

子章曆》很多禁忌直接來源於民間，比
如血忌、九空、天狼籍日、天父日、天
母日、龍虎日、罪至日、受死日。除此

‛ҷ懚䚷ᾜ▛䠓䦣䰅㝈㹤虇䉉懢㛨
㟑㝴䬐ㅛ䦣䰅㕟K⪩䮽嬥孡

之外，還包括建除術的白虎、太歲等禁
忌。」（頁 82）
總體而言，本書研究視野開闊。

學界對道教時日禁忌的研究缺乏

將道教時日禁忌研究放在中國傳統文化

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有其具體原因。一是

的大背景下考察，從不同層面梳理道教

關於道教時日禁忌的材料散見於各處，

時日禁忌的內容和特點，並分析出不同

不夠集中；二是課題本身涉及難以觀察

派別對待道教時日禁忌的態度。本成果

的心理活動；三是需要綜合性的研究方

是目前為數不多的關於道教時日禁忌的

法。本書運用了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包

學術專著，不但研究了不同道教派別的

括宗教學、天文學、曆法學、人類學、

時日禁忌，還關注民間禁忌對道教時日

社會學、心理學等。

禁忌的影響；不但關注道教的時日禁

作者在第一章分析《赤松子章曆》

忌，還將佛教的時日禁忌與道教的時日

的時日禁忌相關原理時，運用了多種視

禁忌做對比研究。本成果側重於道教時

角進行解讀。與以往單純從道教角度

日禁忌的研究，對於道教其他方面的禁

考察文本不同，作者引入了更廣闊的視

忌研究、佛教時日禁忌的研究、民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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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禁忌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動意

《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 • 雲夢睡虎

義。

地秦簡日書研究》、《從尹灣漢墓簡牘
看中國社會的擇日傳統》、《敦煌古俗
與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探微》、《中

ᾘҷ㹷捜⪩䮽㜖䔊㣟㜨䠓懚䚷虇
懢㛨㟑㝴䬐ㅛ懁姛㾀⋴䦣䰅
作者研究的主題是關於道教時日
禁忌，但作者使用的材料不僅僅局限於
道教文獻。除了運用《道藏》等道教文
獻外，使用的材料還包括出土簡帛、敦
煌寫本、黑水城寫本、民間通書、地方
志、正史、筆記小說、神魔小說、類書、
醫學書籍以及其他書籍。作者研究的第
一步是全面收集整理道經中涉及的時日
禁忌文獻，對文獻進行整理分類後，再
根據派別和歷史分期進行比較。此外，
作者還需要對民間時日禁忌、佛教時日
禁忌的相關書籍進行收集整理，並進行
對比研究。
作者廣泛的收集相關的研究成
果。學術研究的基礎是要瞭解前人的研
究成果，通過對前人研究的繼承和批判

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
等。
該書作為道教時日禁忌的研究成
果，不可避免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從總
體上講，材料運用較多，理論分析不
夠。雖然文章的結語部分總結了道教時
日禁忌的共同特徵、歷史發展趨勢等，
但篇幅較短。此外，其在概念的分析上
也有待加強，比如道教禁忌與民間禁忌
的關係。本書的研究多從文獻學角度進
行梳理，對社會原因著墨不多，建議從
更加宏觀的視野進行下一步研究。
總之，《道教時日禁忌研究》是
一部具有創新性的學術著作，是對道教
時日禁忌系統進一步研究的突破。為我
們瞭解道教時日禁忌文化、道教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學術基
礎，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B

來實現學術的創新。本書不但搜集了關
於道教時日禁忌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收
集了考古類、天文類、數術類的相關論
著。有宗教禁忌的研究成果，如《宗教
學通論新編》、《宗教禁忌》、《當代
中國宗教禁忌》等；有道教禁忌的研究
成果，如〈道教禁忌略談〉、〈《赤松
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道教禁戒
中的養生智慧——以行為醫學析之〉、
〈道教的禁忌〉、《當代中國宗教禁忌》
等；有時日禁忌的研究成果，如《中國
方術續考》、《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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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紹宋元時期佛道交涉

分別是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的相關內容，如全真道科儀及佛教禪宗

碩士研究生劉傲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

清規對全真道制度和儀式的影響；還有

研究生楊金麗和趙允嘉。

明清道教儀式，和田野調查相關的現存
正一科儀之授籙。

本講前半部分，由甘雪松老師講
授宋元全真道科儀的內容。甘雪松老師
通過道書、碑刻、史籍等文獻，介紹了
宋元全真道科儀的發展。甘老師首先援

䲻ⓐ岪ġ ⴚ⋒⋷䢮懢䭠⊏╙⃪㛨
䬹㾔嬞⋷䢮懢⏅〵
☛⊏ゞ䠓榎

引了《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論述過
往人們認知中對全真道重自身修煉而輕
科儀的成見，引出對全真道是否舉行道
教科儀的思考。通過對《重陽立教十五

本講由威尼斯大學兼任教授甘雪

論》的闡發，沿著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

松（Jacopo Scarin） 博 士 和 西 南 交 通

本人的思想脈絡，甘雪松老師開始了對

大學講師甘沁鑫博士主講，三位預習人

宋元全真道儀式的講解。全真道的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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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陽主張三教平等，但是仍以道為

其次，全真道這種注重內煉的思

尊，兼採儒佛，因此必然接納、舉行道

想也對其儀式特點造成一定影響，對儀

教儀式。

式的表面做法不甚追求，丘處機直言

隨後，在宋元全真道儀式部分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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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自然感應，不尚神通」。

講解中，甘老師通過對《敕建普天黃籙

此外，甘老師指出，與唐宋時期

大醮碑》、《玄門掌教清和妙道廣化真

國家齋醮活動不同的是，金元全真道在

人尹宗師碑銘並序》、《終南劉蔣姚二

朝廷的鼎力支持下，與當時的太一道、

宮設教》等宋元全真道科儀活動碑刻、

正一道、玄教等教派的法師相聯合，開

詩作文獻的講解，論證全真道以王重陽

創了各派同壇舉行齋醮科儀的先例；在

與全真七子為代表的全真道創始人物受

規模上，相對於前代，這種由全真道主

北宋新符籙道派的影響，強調以內煉為

持舉行的金籙大齋、周天大醮等法會參

基礎，內丹外法，在創立伊始就將道教

與的高功法師動輒上千人，規模空前。

儀式納入了自己的修行體系並列為制

最後，甘雪松老師通過對全真道所

度，積極參加、舉行道教儀式。重陽

授上清、正一經籙的講解，結合《正統

祖師本人就曾經參與齋醮法事，兼用畫

道藏》中對全真清規相關文獻的收入，

符、符水等方式為信眾服務，還留下了

闡述了全真道在發展過程中對正一、上

很多涉及其參與齋醮法事的詩，如《道

清等過往道教教派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友做醮籙符簡》等。

全真道以道為本，又宣導三教平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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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已有的儀式成法，比方說正一、靈

1037 年，卒於 1106 年。宗賾撰寫或編

寶、太乙道以及北宋時期興起的新符籙

纂的著作有《天地冥陽水陸儀文》、《禪

道派的道法儀式。如金元時期全真教主

苑清規》、《慈覺禪師勸化集》、《慈

辦的齋醮法事以祈禱雨晴、濟度亡靈、

覺禪師語錄》等。宗賾在中國佛教史上

驅蝗等法事為主，其中濟度亡靈的施食

佔有重要地位，他既是北宋雲門宗鼎盛

法主要是對出自靈寶派的「葛仙翁祭鬼

期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淨土宗六祖或八

之法」，（也稱仙翁煉度）的繼承。同

祖。其編纂的《天地冥陽水陸儀文》是

時，從重陽祖師《贈任法師講懺》、馬

現存四種水陸儀文之一，侯沖教授對此

鈺等人詩集《洞玄金玉集》中《五台月

有深入的研究。《禪苑清規》是現存最

老來點茶》等文獻資料來看，至少在全

早的佛教清規，除此之外，南宋及元代

真道早期，常與佛教共同舉行儀式、齋

還各有三種禪宗清規，其中又以元代東

懺等，表明全真科儀亦受到佛教的影

陽德煇《敕修百丈清規》最為重要。

響，存在與佛教互相吸收的情況。

《禪苑清規》共有來自四種不同系統的

本講後半部分則由甘沁鑫老師與

六個版本，分別是①高麗本、②五山本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現大東急紀念文庫藏）與舊岩崎文庫

孔雁博士合作，共同講授了關於《禪苑

本（現東洋文庫藏）、③金澤文庫本、

清規》的內容。甘老師首先簡要介紹了

④寶永本與寬政本。高麗本是北宋政和

《禪苑清規》的研究史，並以尉遲酣

元年（1111）本的重雕本，刊刻於南宋

（Holmes Welch）《近代中國的佛教

寶 佑 二 年（1254）， 後 三 系 統（ 現 行

制度》和印順《泛論中國佛教制度》中

本）都是南宋嘉泰二年（1202）《重雕

關於佛教寺院制度的論述正式引入了關

補注禪苑清規》的重雕本，高麗本要更

於禪宗清規的討論。禪宗清規除了作為

接近原本。二者在文字、卷目、內容上

禪宗特有的制度，也影響到佛教律宗、

均有差異，高麗本無《坐禪儀》、《自

天台宗清規，儒家書院學規和道教全

警文》、《一百二十問》、《勸檀信》、

真派清規，甚至廣泛影響了東亞社會的

《齋僧儀》等，但考察二者卷目，高麗

日常生活。甘老師還提到，對《禪苑清

本更優。

規》的研究可以引入「比較宗教學」的

在這之後，因甘沁鑫老師的網絡

視角，如可將《禪苑清規》與天主教聖

出現故障，改由原預習人孔雁老師代其

本篤會規相比較，可能會讓我們對《禪

講授《禪苑清規》選讀的部分。在這一

苑清規》有更深入的認識。

部分，孔雁老師先帶領同學們閱讀了

接下來，甘老師先簡述《禪苑清

《禪苑清規》選段及數種論及清規的佛

規》出現前的佛教戒律和中國僧團管理

教文獻，並從爭議、性質、作用等多方

制度的發展概況，再分別講授了《禪苑

面向同學們講解了《禪苑清規》的特點

清規》的編纂者宗賾及版本。據侯沖教

和重要性。通過孔雁老師的講解，同學

授考證，宗賾為洺州永年縣人，其生卒

們瞭解到清規剛出現的時候，在佛教內

年則有近十種說法，楊珺認為宗賾生於

部也具有一定爭議；《禪苑清規》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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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非某一叢林獨有的制度，而是一套

起敬，成為其他共同體所模仿的典範。

寺院制度的彙編；禪寺清規在一定程度

在提問與討論環節，兩位主講人

上如同儒教的禮經，也因此受道當時儒

甘雪松、甘沁鑫與呂鵬志教授為考核預

家士大夫的推崇。接著，孔雁老師又結

習情況，向三位預習人提出了以下問

合文獻，逐卷介紹了《禪苑清規》的

題：在道教儀式史上，齋儀與醮儀的區

具體內容。《禪苑清規》所規定的的內

別；全真教儀式活動「黃籙醮」的含義；

容涉及到了禪宗叢林的方方面面，從進

全真教儀式的來源；《禪苑清規》中「五

入叢林和叢林的飲食生活、修行生活、

觀偈」的含義；黃籙齋、黃籙醮與水陸

叢林中的僧職、茶湯禮，到叢林日常生

醮的異同等問題。呂鵬志教授又與兩位

活、住持制度、龜鏡文、濾水法、百丈

主講老師、孔雁博士等共同探討了度牒

規繩頌等。但相比後世禪宗清規，《禪

與戒牒間的異同、「赴粥飯」是否設供

院清規》中沒有涉及「坐禪」的內容，

齋等問題。

可能當時並無相關規定。
在課程最後，孔雁老師與同學們閱
讀了甘沁鑫老師在《儒林外史》中選取
的「海月禪林二百餘僧人分吃郭孝子兩
個梨」的故事，這則材料非常典型地反

䲻ⓐᾏ岪ġ 㳲ᾏ懢ҷ⋷䢮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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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禪宗清規平等、井然有序、大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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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禪宗

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趙

叢林得以結成一個理想的修行共同體，

川老師和金堂縣道教協會會長楊三善道

共同體成員在其中專心修行，各有所得。

長主講，課程預習人為西南交通大學人

這一共同體為世俗「點頭歎息」，肅然

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王蔚林、趙光偉、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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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焱。

衍、分化，其中龍門派是勢力最大的派

趙川老師首先以明太祖朱元璋為

別，為明清後期最昌盛的道派，更是全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所寫的《御

真道的代表。龍門派的傳播中心集中在

製玄教齋醮儀文序》引出當時正一道與

江南，因而受南方正一道的影響，表現

全真道二分天下的情況。接著趙老師講

出與正一道融合的傾向。至清末，各地

述了明清時期正一道的發展狀況：總體

全真道龍門道士，大都兼行祈禳齋醮，

來說，明代是正一道處於繁榮興盛的時

全真與正一在宗教行持方面漸無多大區

期，明太祖朱元璋奉行三教並用的政

別。龍門派的發展尤以順治、康熙、雍

策，以儒教為主，以釋、道為輔；明成

正、乾隆、嘉慶幾朝為最盛。其間支派

祖朱棣尤奉真武，聲稱靖難成功是得

繁衍，不少支系更流傳至近現代，如白

了真武神之助；仁、宣、英、代、憲、

雲觀祖庭、龍門霍山派、龍門覺雲派、

孝、武等朝對道教既崇奉，又抑制；明

龍門南宮派、龍門碧洞宗、武當山龍門

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崇道最盛的皇帝，先

派，等等。接著趙老師介紹了一個代表

後寵信道士邵元節（龍虎山上清宮）、

性清代道觀遺址，該遺址位於重慶，其

道士陶仲文等人，均封真人，授禮部尚

主要建築包括有戲樓、天井、正殿、經

書；明世宗之後的皇帝大都對道教採取

堂等，在經堂後有一座前後室的雙室石

抑制態度，但這種抑制態度也只是相對

室道士墓，其後室正壁中央有一個牌

於前人來說。此外，趙老師還介紹了白

位，上面記載著墓主人的身份。之後趙

玉質陽平治都功印和青玉質灌頂國師之

老師還提出一個問題：以長春真人劉淵

印，從這兩枚印章的質地和形狀可以看

然墓葬為代表，有一些道士墓葬內的石

出明王朝對道教的推崇態度。雖然明王

棺是用鐵鏈懸掛起來，這樣的做法是否

朝對道教採取崇奉政策，但依然有相應

有宗教意義？最後趙老師還介紹了與武

的管理制度，例如設置道教管理機構玄

當山有關的考古發現與文物，例如江蘇

教院、制定道士管理制度和宮觀管理制

江陰市葉家宕墓地「周溥墓」出土受生

度等等。清朝統治者對道教主要採取抑

牒等等。

制政策，他們入關之前信奉薩滿教，入

接著楊三善道長開始講授四川金

駐中原後接受佛教，因此對道教缺乏興

堂古真多治道觀舉行的太上金籙受生填

趣，乾隆以降，道教首領地位一再被貶

還預修寄庫鴻齋，該法事屬於清代四川

降，統治者也加強了道教的限制。

流行的廣成科儀，其內容主要分為三個

隨後，趙老師介紹了明清時期全

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受生填還的思想來

真道的發展狀況。根據陳教友所著的

源。道教「受生填還」的神學基礎來源

《長春道教源流》可以看出，入明以後，

於《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與

全真道步入衰落時期，分裂為諸多小派

《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兩部經文，

獨自活動，明清兩代，各派系不斷繁

楊道長引用這兩部經中經文說明受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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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歷，欠「齋」不還的後果以及填還

地，有陰有陽，各有五行正氣，各有五

受生的好處。隨後楊道長引用了《祿

斗所管，本命元辰，十二相屬，且甲乙

庫經》和《五斗經》來說明人們所欠

生人東斗注生。」人由五斗注氣得生的

下的「債務」是由許諾給本命元辰的元

經旨；再禮請九天金籙無量受生真君、

辰錢、所借貸的祿庫錢以及五斗注炁三

南北二斗暨九天之上掌管受生的相關神

部分組成。第二部分講述了受生填還科

明，最後宣詞啓事，讚禮託化受生天

儀，楊道長以表格的形式對其進行了詳

尊，以發十二大願回向告終。本科以禮

細的介紹，說明受生填還並非是單一的

請啓事為主，在行事上謹慎謙下，內容

法事，其節次比較繁瑣。為了讓大家直

多是呼應闡揚《五斗經》，更有一部分

觀地感受現場氛圍，楊道長還播放了錄

直接引用經文，如：東方九炁、始皇青

像《貢祀諸天》。受生填還的核心步驟

天、 青靈始老、九氣天君 、真人按筆、

是虔備所負欠的受生債，禮請相關神明

下注人身、木德結秀、會道合真等。在

（五方五老、五斗星君及天曹地庫等）

整個道場節次上，算是真正拉開了受生

蒞臨壇場證盟，當壇清點、交割入庫。

填還的序幕，相當於凡間運動會開幕式

這步驟看似簡單，與人間還欠款的步驟

的出場儀式。

也差不多，然而在人間不到一個小時的

《受生鴻齋迎庫全集》，簡稱《受

工作，放到壇場上去做，沒個三五天，

生迎庫》，此科主要是為了禮請專職鎮

根本拿不下來，原因何在？這是因為法

庫司財的嶽府受生院六十甲子庫官而設

師們在壇場上除了要完成受生填還這個

立的，因為庫官乃「統寄庫之曹權」，

工作，還得將蘊含在道教經典中的深奧

受生債的入庫工作需要曹官配合、協

教理教義通俗易懂地展示給信眾，以達

助。該科不僅融合了《祿庫經》、《五

到教化的目的，這便是所謂的「依科闡

斗經》中的天曹地庫，更是將之推演為

教」。從《靈寶文檢》中的「九天金錄

六十甲子庫，由此出現了所謂「嶽府受

受生大齋」、科本《受生鴻齋迎庫官全

生院」這樣一個類似於總領受生、寄庫

集》可知，受生填還一般是作為大型齋

等事務的超級機構。從《嶽府受生院

醮舉行的，這一系列細緻龐雜的科儀，

曹庫信息表》不難看出，這個機構似

緊緊圍繞《正奏金錄受生全集》、《受

乎更加完善、系統，不僅詳列了六甲生

生鴻齋迎庫官全集》、《受生填還全

人所欠各類受生債的總和，還詳細給出

集》、《祭享神吏夫丁集》這四本科書

了每甲屬於第幾庫、管事曹官姓氏，最

展開，楊道長對它們一一進行了介紹。

重要的是列出了每甲所欠之經卷，這一

《正奏金籙受生全集》，簡稱《金

點在《五斗經》中有所提及，但原經只

籙受生》，一如科名之「正奏」，本科

敘述了誦經功德可抵折錢分，具體誦多

要旨在請神啓事。首先禮請五方五老，

少卷經文未有提及。該科的主題依然是

呼應《五斗經》中「人之生也，頂天履

請神，所以行事風格亦是謹慎謙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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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請神員數量大，科本將之分為六撥

也展現了道教齊同慈愛憐憫衆生的濟世

來依次禮請，每撥十位庫官。迎來庫官

情懷。最後一部分楊道長展示了古真多

後，便是予以安位，陳情啓事，最後在

治道觀受生填還相關文檢。

宣牒回向中告終。

在課程討論環節，首先，特邀嘉

《受生填還全集》，簡稱《受生

賓徐靖焱博士提問：「受生」與「寄庫」

填還》。在《金錄受生》、《受生迎

的區別和聯繫是甚麼。徐靖焱博士並和

庫》漫長的請神安位儀式過後，終於迎

呂鵬志教授通過討論對學生的回答作出

來了整場法事的高潮即「填還」儀式。

了補充，其主要內容是「受生」與「寄

因為承接前面兩科，所以本科出現了

庫」都是在世所做，其「受生」是還託

「謹遵金錄五斗祿庫受生經旨」這樣的

生所借之債，「寄庫」是生人為死後享

綜合稱謂，從此也可反映出第一部分所

福所做的法事，預先焚燒紙錢以備死後

講的「在受生填還的一系列儀式中，從

使用。

思想理論到具體實踐，這兩部經文常常

其次，呂鵬志教授提出了如何理

並列使用，作為受生填還的核心貫穿整

解一些儀式分類術語的問題，如關於

個儀式始終」。本科旨在「還債」，即

醮、齋、願分類如何理解的問題，通

向五斗、天曹及地庫等各部門的神祇信

過參考法國高等研究學院蔣馥蓁博士

禮後，詳細說明齋主所欠下的各項受生

學位論文“Models in Taoist liturgical

債，之後請三曹對案證盟，享受酒奠香

texts: Typology, Transmission and

儀，將刊載各齋主詳細欠款情況的文牒

Usage”並與楊三善道長討論，兩者共

焚化。

同對其儀式分類做出了說明，總體得

《祭享神吏夫丁》，簡稱《祭享

出醮、齋、願三個儀式都是一種功能

神夫》，俗稱「賞夫」。相較於前三科

分類；呂鵬志教授接著與大家一起閱

的嚴肅恭謹，「賞夫」可謂是最活潑生

讀了《廣成儀制 • 貢祀諸天正朝集》

動的且極具觀賞性的科儀。由於陰陽有

的內容，在與楊三善道長的討論下對

隔，且所運輸錢物之巨，又擔心沿途強

其中儀式節次進行了劃分，對其中儀

魂惡鬼搶劫財務，所以產生了「車夫」

式節次的部分具體內容、節次名稱也

這一溝通陰陽兩屆的底層神祇，作用類

作出了探討；在討論的最後，楊三善

似於古代鏢師與現代的快遞小哥，由於

道長帶領眾人吟讀了「請降法筵證盟

職業需要，神夫多是「生前勇猛，歿後

修奉」的相關內容。

剛強。曾為英雄好漢，力舉百均；今作

課後，課程微信群內師友就「受

冥夫，錢推萬貫」，正是因為他們夙習

生」與「寄庫」的區別與聯繫；廣成派

未消，容易好狠鬥勇，於是科儀中便出

填還受生科儀表文表筒寫的是往何處呈

現了高功法師頻頻叮囑，不斷勸酒勸吃

進、嶽府是否歸東嶽所轄；課程講到為

等現象。可以說充滿了凡俗生活氣息，

天曹所還「庫錢」，為甚麼上面有 5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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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個孔，而還地府錢則為 28 個；在廣

儀式，可作比較研究。顯應雷壇已傳承

成科儀中，受生債儀式在整體上是否完

五至六代，保存了許多抄本、木板雕

全屬於陽事；在天干之後列有五斗，在

刻、法器和神圖，最令人驚訝的是近乎

儀式中他們是否經常放在一起使用，請

失傳的正一法籙。戴道長將 1993 年受

神時這兩組神的數量分別是多少位，天

籙所獲陽憑的封套與其父遺照共同供奉

干是否是十位神，五斗是北斗 7 位、南

在壇上，雖然封套不能打開，但推測其

斗 6 位那樣的疊加還是按五個方位請五

中可能裝有受籙時所獲陽憑、職帖、職

位等問題繼續展開討論。

印、關文（口糧關文和騎馬關文）、廿
四嶽總牒、冥途路引、法被、面蓋等（參
見梅盛，《正一道授籙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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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件均須在道士百年之後與「千里
雲馬」共同焚化，作為受籙人在仙界任
職時的證據，與其受籙時即焚化的「陰

本講由中心主任呂鵬志教授主
講，兩位預習人分別為西南交通大學碩
士研究生閆瑞和趙允嘉。

憑」核對是否相符。
戴禮輝道長在其受籙期間曾預先
抄錄了一份本應焚化的《上清三洞五雷

課程前半段，呂鵬志教授以自身

經籙全卷》，並曾在修水縣戴祥柳道長

經歷幽默地引入本講授課內容後，首

處購買了樟木版印製的五雷籙文，但二

先介紹了田野調查地點江西省修水縣

者均不完整。呂鵬志教授在研究戴禮輝

和銅鼓縣的地理、歷史與地方文化傳

道長抄本時發現了其中夾紙，其中記錄

統，又講述了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了戴祥柳道長的聯繫方式。根據這一線

Lagerwey）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譚偉

索，呂教授在 2011 年、2012 年兩次前

倫教授和贛州市博物館劉勁峰研究員在

往修水縣調查，發現了戴祥柳道長收藏

銅鼓縣考察的故事。三位學者在此次調

的大批稱為「天師經籙」的正一籙，贛

查中結識了棋坪鎮火居正一道士戴禮

西北流傳的正一籙大都源出於此。

輝。戴禮輝道長祖上是從福建武平遷居

戴祥柳道長祖上九代均為道士，

贛西北的客家人，家中傳承「白雲山先

傳承的道壇稱「通濟堂」或「通濟雷

天顯應雷壇」，壇上所藏秘本《正一填

壇」。戴祥柳道長雖然主持普濟道院，

籙秘訣》首列兩首道派詩（派字譜），

但仍是不出家的火居正一道士，屬於

分別題為西河道派和穎川道派。據戴道

「天師科派」，與清微派有密切關係。

長稱，顯應雷壇屬穎川道派，其本人為

戴道長所收藏有二十餘種不同的籙，每

派字譜中「化」字輩。無巧不成書，福

一種籙又由若干道不同文件組成，大宗

建遷居台南的高道陳榮盛道長的道壇也

的籙甚至需打印上百頁 A4 紙。戴道長

稱「穎川道壇」。這兩個道壇同源異流，

收藏的籙包括童子籙、伏魔籙、真武

均傳承有傳度、清醮、驅邪、度亡四類

籙、天醫籙、文昌籙、血湖籙、六壬戒
籙、求財籙、延生籙、七元籙、三元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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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妙戒籙、應感籙、玄女籙、淨明真

差官將，又結合自身經歷解釋填籙的目

戒籙、都功籙、盟威籙、五雷籙、大洞

的在於確保呈寄神界衙門的信息準確無

籙。其中後四種專門授予道士，從低到

誤，這一點與世俗公文相仿又更嚴肅。

高依次是都功籙、盟威籙、五雷籙和大

填籙在授籙中極受重視，被視為內秘，

洞籙。此外還有陞神籙、觀音籙、拔亡

不輕易外傳。呂教授展示了銅鼓縣戴禮

籙、十王籙、大符籙、小符籙、小黃籙

輝道長的修水弟子古小春道長過紅墨筆

等。現在天師府授籙法事所用的都功籙

（預先填寫）五雷籙中三十六雷將諱字

即是在戴祥柳道長處徵集到的四部老籙

的圖片、填好並與呈籙表、疏、篋皮一

基礎上電腦排印的。

同捆起來的籙、戴祥柳道長在授籙法事

接下來，呂鵬志教授又講解了贛

過程中給籙開光點眼的照片及戴祥柳道

西北正一派火居道士舉行的傳統授籙法

長主持的兩場授籙儀式的照片等珍貴田

事，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是「填籙」與

野資料。

「度籙」。填籙是填寫籙文，即將受籙

關於授籙法事的儀式程序，呂鵬

人的姓名、出生時間、籍貫、由北斗七

志教授先展示了戴祥柳道長家傳科儀書

星中哪一位星君主照、受籙日期、所受

《清微正宗》記載的授籙法事節目，其

何籙、所受職銜等信息填寫到籙上，

流程複雜精細，相當傳統古舊；又展示

又或用朱筆勾畫重要內容、注明籙文

了銅鼓縣戴禮輝道長所行三旦四夕授籙

需要上呈至天界甚麼衙門、差遣哪位將

法事的節目表。呂教授向同學們講解了

帥遞送、受理籙文的神祇的頭銜名號是

部分節目的具體做法，並進一步指出在

甚麼。為了同學們更好理解，呂教授先

戴禮輝道長的法事節目中，除掛勘宣

請預習人閱讀了戴祥柳道長藏《天壇玉

秘、陰陽簽憑、職奏各宮、傳度衣缽四

格》秘訣抄本所載都功籙應呈衙門及所

個節目外，其餘均是道教醮儀的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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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同學們更直觀地感受儀式過程，呂

所謂「經乃籙之體，籙乃經之用」是歷

教授請吳楊老師播放了戴祥柳道長在授

史事實。其次，贛西北戴祥柳道長所藏

籙法事中為「金符籙祖」開光點眼的

五雷籙上、中、下三卷籙文及相配之經

錄像，並詳細解釋了錄像中戴道長的動

《上清三洞開天風雷禹步制魔妙經》在

作。

明《道藏》也有記載。這部經對應了《道
課程後半段，呂鵬志教授重點介

藏》中《太上洞玄三洞開天風雷禹步制

紹了贛西北所見正一籙實物的價值和意

魔神咒經》（約出於北宋末或其後）。

義。一方面，這一發現有助於我們認識

而三卷籙文則正對應了《道法會元》卷

甚麼是籙。相比於大部分人都見過的

六十五「三炁雷霆諸部聖位」條中「洞

符，籙的內容要豐富得多。以五雷籙

真 品 」、「 洞 玄 品 」、「 洞 神 品 」，

為例，籙分三卷，上卷開頭為籙首法

所列雷神名號、數目及屬下吏兵也基本

辭，其次為說明解釋五雷籙分卷緣由、

一致。最後，據台灣成功大學丁煌教授

性質、作用的引言，然後是羅列各種神

《〈正一大黃預修延壽經籙〉初研》，

祇的名諱、圖像，召請神祇的道符或咒

台灣道教會庋藏 1947 年六十三代天師

語，或者列舉這些神祇部下將吏，最後

張恩溥於上海授予台北商人許進林《正

結語再次強調五雷籙的作用，並點明籙

一大黃預修延壽經籙》共有 243 道文

為道門內部秘傳，只能「傳授有道之

件，其中很多文件與戴祥柳收集的板刻

人」。以上是狹義的籙，而廣義的籙不

錄文基本相同。如此，這兩個版本便可

僅包括籙本身，還包括與籙搭配的幾十

以互相比勘，比如台灣《大黃籙》中四

道文件。呂教授又以五雷籙為例，詳細

道通啟文在贛西北資料中總稱為「四驛

講解了與籙相配的經和請法辭，合同及

火牒」，依照台灣本可以校正贛西北手

文憑（包括陰憑和陽憑），職牒、職印

抄本中的文字錯誤，而依照贛西北本又

與謁簡，金符籙祖，功德與火牒，仙簡

可以重置台灣本中被搞錯亂的圖文順

和旌封等等。其中除經、籙、請法辭外，

序。又如台灣本與贛西北本中「金符籙

均可稱為「附贈」。

祖」所配歷代天師讚詩，因誤將第一代

另一方面，贛西北現存天師經籙

天師張道陵的讚詩誤植於第二代天師像

是可資比證的田野資料寶庫，可以作為

後，以下各代天師讚詩依次錯簡。此誤

實物證據來印證和解釋《道藏》及藏外

可依南宋道士白玉蟾《武夷集·讚歷代

道書中有關道教法籙的記載。呂鵬志教

天師》校改。

授舉了三個例子。首先，贛西北天師經

最 後， 呂 鵬 志 教 授 總 結 道： 第

籙不僅對應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

一，贛西北保存和流傳的天師經籙圖

「正一諸品法籙」條所述 34 階法籙中

文豐富，語言文字雅正，授籙法事精

的 17 階，贛西北經籙搭配也與《天皇

緻 複 雜， 充 分 證 明 道 教 是 高 級 宗 教

至道太清玉冊》「正一諸品仙經」條中

（higher religion）; 第二，贛西北偏僻

列舉的與籙相配的經相符，證明了朱權

山區發現大批天師經籙表明調查研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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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儀式有必要「上山下鄉」，深入鄉

用，類似於身份證件。陽憑更傾向於法

村社會；第三，在贛西北發現天師經

事勘合。呂鵬志老師將職牒比喻成學位

籙一事也表明，道教學界應更重視田

證書，陽憑記錄了道士所受各種籙，類

野調查，借鑒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似於大學課程的成績單。關於職牒的花

anthropology）的研究方法，才能進一

押、心印、印章等名詞，崔道長也做了

步發掘散佈在中華大地的珍惜資料。

詳細介紹：花押最開始是受籙道士和祖

在課堂提問與討論環節，呂鵬志

師爺約定，打卦後三卦皆允即可使用；

老師分別向兩位預習人提出符與籙的區

心印在明清時期較為固定，是北斗七星

別和聯繫、經與籙的聯繫、陽憑與職牒

本命符簡化而成，依據出生年月對應不

的不同、附贈包括的文書、現存金符籙

同的星君，由此對應不同的心印。花押

祖存在嚴重錯簡的原因這五個問題，並

是除簽名外一種防偽的手段。心印是與

邀請了永修天師宮崔振聲道長對預習人

自己神將約定的密碼。

的回答進行補充解釋。崔道長首先解釋

隨後，崔道長介紹了受籙法事過

了第三個問題所附陽憑（參見戴禮輝口

程所產生的文書，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述、藍松炎、呂鵬志編著《江西省銅鼓

1. 籙。籙的本體包括籙圖、請法詞以及

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台北：

籙對應的法、戒律、經等，大部分在《道

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第 305 頁）中

藏》中均有記載；2. 在受籙的法事過程

的「拜受」、「隨受」、「連受」、「陞

中所批覆的文書，如陽憑、火牒、功德

受」以及「奏充」、「奏封」、「牒封」、

表等；3. 授籙過程中，會授予受籙弟子

「職封」等術語的意思。崔道長解釋道，

作為天庭官員所必須取得的東西，如法

道士受籙有時會同時由低至高受多種

印、朝簡、簡帶、策杖、符等；4. 附贈

籙，最低的是拜受一種籙，稍進則為隨

的核心是旌封。十二旌封，授予大洞部

受一種籙，依次類推。另外，歷史上也

時授予，如獲道玉印、金函玉詔、蒙恩

有在授予一種內籙（道士所受的籙），

玉表，其他籙階的附贈材料在授予過程

同時授予兩種外籙（普通信眾所受的

中有一定的隨意性。一方面是依據各個

籙）的情況，其中內籙為拜受，外籙則

道壇準備情況，或有不同，有時是代表

為隨受和連受。奏充指受籙時主法官授

性的實物，有時是象徵性的文書。另一

職予比自己法職低的弟子，奏封是申請

方面是名稱的改動。有些會給予代表性

上級賜予自己平級的官職，牒封即為請

的實物與其相應，上附有文字「上帝頒

牒，指主法官代天授職於比自己高階的

降獲道玉印」、「上帝頒降飄功表帶」

弟子，職封普遍見於各種受籙情況，是

等，具有一定的使用性。若沒有實物，

伴隨受籙而產生的普遍的受職動作。

則會給予受籙者象徵性的文書，上書

崔道長補充道，陽憑存在的意義

「上帝御賜」、「上帝恩賜」等字樣。

是道士羽化後焚燒，去到天曹地府中與

這樣的散件即稱為「附贈」，仙簡也屬

陰憑相核對。職牒主要是身份證明的作

於「附贈」之列；5. 金符籙祖，在龍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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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受籙體系中是正當性、合法性、在

見，在兩聯首字前分別增補了「修」、

教理教義上的合規性的代表，並不屬於

「敷」二字。但崔道長認為此處可能並

「附贈」，不同的籙壇會授予不同的「信

非藏頭，「靝」、「（赤氣）」在道教

物」。

語境中有特殊的含義，分別代表「天」

最後，崔道長解釋了為何除龍虎

與「地」，不必過度解讀。在崔道長觀

山外，其他地區的金符籙祖皆存在錯簡

點的基礎上，趙允嘉同學認為「法慕

問題。崔道長說明金符籙祖為授籙合法

道」一句的「慕」字或有問題，詞性與

性的證明，即使有傳抄錯誤，後人也不

下聯不能對仗，且句意與同聯「法」字

敢更改。而龍虎山保存有歷代（至六十

衝突。

代）天師讚詩的手抄本，校對籙本時依

呂鵬志教授致電江西銅鼓戴道長

據的便是此本，因此龍虎山授籙使用的

後進行補充道，此陽憑封套對聯由其父

金符籙祖中的讚詩是正確的。

親抄錄，戴道長也不知其是否藏頭，崔

課後，在課程微信群內，趙允嘉

道長認為橫額從右至左依次為 「天、

同學分享了他與崔振聲道長針對課上一

日君諱、月君諱、地」。呂教授認為對

處疑難詞句（課程 PPT 第五張）進行

聯後四字對仗，前三字並非對仗。而武

討論的觀點，課上呂老師認為「法慕

漢大道觀程誠金道長則認為此聯通常為

道，名登紫府；闡玄妙，職進丹台」

法名的藏頭聯，並分享了木刻陽憑封套

兩聯係藏頭詩，並採納了薛聰同學的意

的圖片資料，展示了上面的對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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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ng Dao ҿェ懢Ӏis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es Number: ISSN-1726-1902)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Taoist College of Tsing
Chung Koon, and the Jao Tsung-I Institute for Studies on the Religions and Culture of
China of Shandong University, which emphasizes both academic studies and knowledge.
The targeted readers are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in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circles, as
well as people from Daoist circles or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 about Daoist culture.
2. The purpose of this journal is to foster in-depth research, to introduce subjects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to widely promote Daoist culture. The content of its articles
not only involve traditional Daoist culture, but also more general essays on modern social
life. The language of our publication strives for simplicity and ease of comprehension, to
EHDSSUHFLDWHGE\ERWKUH¿QHGDQGSRSXODUWDVWHV
3. The headings we have established so far include Daoist forum, Daoist philosophy,
Daoist ethics, Daoist precepts, Daoist rituals, Daoist magic, Daoist immortals, Daoist
figures, Daoist classics, Daoist sects, Daoist culture of nourishing life, Daoist basic
knowledge, Daoism and science, Daoism and education, Daoism and folklore, Daoism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aoism and literature & art, Daoism and musical aesthetics,
Daoism and other religions, Daoism and modern society, overseas Daoism, pilgrimage
to mountains, book reviews, conference summaries, etc. All articles related to Daoist
culture might be considered for inclusion.
4. We warmly welcome contributions by autho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word
count of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within 80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and it is
better to provide relevant pict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itations must be verified
carefully and the notes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s to the format of
the notes, please refer to the articles in each issue of this journal. If the manuscript is
handwritten, please write clearly on horizontal manuscript paper. If it is an electronic
document, please use MS-WORD or plain text format. (For further models, please see
previous issues of the journal.)
5. When sending us your contribution, please indicate your real name, place of
employment, job title, mailing address, zip code, tele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It is desirable to attach your resume. Publication under a pseudonym is possible.
6. We have the right to delete and correct contributions. Those who do not want
their work submitted to our editorship should please make a statement in advance.
Manuscripts that have not been adopted will not be returned. Therefore, authors are
UHTXHVWHGWRNHHSFRSLHVRIWKHLURZQPDQXVFULSWV7KRVHZKRKDYHQRWEHHQQRWL¿HGRI
adoption after half a year are free to seek publication elsewhere.
7. Once a manuscript is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a small amount of remuneration
will be offered to the author. Excellent manuscripts might get higher remuneration.
Because we do not reprint articles from other journals, multiple submissions per
manuscript are not allowed. Otherwise, the remuneration will be recovered once
dis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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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 Chung Koon Building Complex, No.28 Tsing Chung Koon Road, Tuen Mu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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