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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傾芳酒酹花神」
ዯ⊹᧷ᝂᐟ
陳耀庭!ᾙ㼆⾑䫍㢒䭠ⴇ柱㛨䦣䰅㏏

「更傾芳酒酹花神」。

宇宙觀和生死觀屬於有神論的思想體

這是宋代朱熹詩歌中的一句。這

系，他用芳酒祭拜花神那是不用奇怪

首詩的題目是〈次秀野韻〉，是朱熹應

的。但是，他用芳酒祭拜花神的儀式採

答秀野的詩而寫作的。原詩有五首，本

用的是將酒灑在花園的土地上。這個儀

文標題採用的是第一首中的一句。這首

式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道教的，而是

詩稱：「史君簾閣對修筠，起防名園雨

中國朝野自古就有的傳統祭拜天地神靈

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酹

的儀禮。朱熹的這一行儀方式表明花神

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皇向

信仰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有神論信仰

上人。只恐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臥漳

的一部分。
㣀䍈

濱。」

1

將朱熹詩翻譯成現代漢語，它的
意思大約是：秀野君的掛著簾幕的樓閣
面對著修長的綠竹，田壟間修建的有名
園林雨後洋溢著紅花綠葉的春天氣氛。
你賦寫的新詩款待我這個隱逸中的客
人，就像用好酒灑在地上祭拜園中的花
神。我還沒有實現像管子和樂毅那樣助
君報國的志向，姑且還只是一個像伏羲
氏那樣隱逸而有追求的閒人。恐怕功名
事務的逼迫和追逐，容不得老夫我悠閒
地躺在漳河水邊。
朱熹是宋代儒家理學大師，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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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亭的錦秋墩上原來有花神廟，又稱花

ᾼ⢚㶠朢呀䫭ⅰⁿ䠓䖍䑏

仙祠。清代小說《花月痕》的第二回的
回目就是「花神廟孤墳同灑淚，盧溝橋

花神是主管人間花卉草木的神

分道各揚鑣」。這部小說的故事一開始

靈。但是，中國的花神信仰儘管傳承千

就是在陶然亭花神廟裏展開的。小說

年，它仍然是民間自發的有神論信仰，

稱：

而且，它仍然是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因
此，這個民間的花神信仰不同於當今中
國法律規定的五大合法宗教的教義思想
和制度形式，它也不同於國外其他民族
有的花神信仰的思想和形式。
習慣於以人為的制度宗教理論來
觀察宗教的人，對於傳承千年的中國花
神信仰可能會給以鄙夷的恥笑。因為從
制度宗教模式來要求中國花神信仰的

ӜഏฅߜǶԭԃН॔Ԣᝯ܌
ࡌǴѤൎᇻǴኧΜٚࠤԣပ
ᅰӧҞǴձԖᛂ᠀рლϐठǶ
ߜѰ߈ઓቴǴጓԮࣁᕅǴҭԖ
λߜǶߜѦېቛΟЁǴࡾਔရ
ܭԜǶ܈ࢌਠਜশҏϐ܌Ƕ3
另外，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存有慈濟寺

有一個統一的神譜，甚至花神都沒有一

的廟門，慈濟寺也稱花神廟。頤和園有

個統一而固定的名號。中國的花神信仰

一座保存比較完整的花神廟，座落在蘇

沒有專門的經典，甚至花神信仰沒有統

州街北側的小山上，供奉花神。1900

一的神學理念，而且花神信仰的社會功

年毀於八國聯軍入侵，1990 年作為頤

能也多種多樣。中國沒有一個花神教，

和園一部分恢復重建。

花神信仰也不具備完整而獨立的宗教要

北京最有名的花神廟是豐台花鄉

素。從出現花神信仰至今，中國的各大

夏家胡同的西花神廟和草橋東南鎮國寺

傳統宗教也沒有正式將花神信仰吸收為

村的東花神廟。這東西兩廟都始建於明

自身信仰的組成部分。

代，並且都在清末被燒毀或傾頹。據

所以，當今中國花神信仰的實際

說，北京這兩座花神廟供奉的是十三位

情況就是：花神崇拜的對象混亂，崇拜

古代美女花神，例如：正月梅花神壽陽

的儀禮只是拜拜，各地區的花神信仰活

公主、七月玉簪花神漢武帝李夫人，等

動的場所也各不相同，花神信仰的信眾

等。考慮到農曆有閏月，閏月也應該有

似乎越來越少，而且中國非物質文化遺

花神，所以豐台花鄉的花神廟供奉有

產的主管部門對於花神信仰遺產的重視

十三位女花神。

這裏，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中國
花神信仰的現狀。
北京城裏原來有多所花神廟。陶

弘道

ᐱࠤϐܿࠄǴԖᒸࣿԖߜ

話，人們就會發現中國的花神信仰並沒

程度似乎也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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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南京原來有花神廟，大約初
建於清代乾隆年間。據《同治續纂江寧
府志》記載，在江寧縣御碑亭山南就有
「花神廟」，注稱「花匠所居」。3 這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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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桷呀╿Ⓩ呀䫭の

個花神廟就在今南京城南雨花台區花神

花神苑花神廟，據說，虎丘花神苑花神

大道附近。這個地區，據說在明代就是

廟只有主殿，供奉的花神是彩塑的花神

朝廷指示專做為朝廷養花的事，因此，

女夷。蘇州歷史上的花神廟有的還供奉

花匠群聚。至今此地還留有花神湖和花

蘇州地區種花能手陳維秀。

神渡橋。橋下有石碑，石碑上有「自明

江蘇常州，原來就有著名的花神

朝定都，集天下花匠於此為皇室培植名

廟，經過近幾十年的恢復重建，現在已

苑珍卉，極一時之盛」的文字。後來就

經開放了一個由全真道士住持的花神

在此地形成了一個花神廟村。據老人回

宮。常州花神宮供奉的花神是個女道

憶，南京花神廟供奉的有男花神唐明皇

士，史稱「花姑」。花姑是隋唐時期著

以及牡丹仙子楊玉環等。

名道姑黃靈微，她是南嶽魏華存夫人的

江蘇蘇州原來有九所花神廟，即：

弟子，曾被封為花神妙遠真人群芳毓德

桐橋花神廟、虎丘花神廟、管山花神

元君，不過此神號似乎既非官賜，也非

廟、清真觀側花神廟、定慧寺西花神

私諡，沒有文獻依據。花姑羽化時年已

廟、新塘橋花神廟、西山橋花神廟、定

八十，神像卻貌似少女。民間傳說花姑

園花神廟、虎丘花神苑花神廟等。現在

能解除眾生於水火，有求必應，因此，

已經恢復開放的只有一所，就是在虎丘

花神的職能已經越過花卉而主人間生死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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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花姑的神像主體由景泰藍鑄成，高

上海至今尚未重建花神廟，但是

達 2 米餘。花姑的像首和手部另外用玉

座落在浦東新區的道教三元宮坤道院，

石雕琢，美輪美奐。

每年農曆二月十二日，堅持舉行祭拜花

上海原來也有供奉花神的場所。
據嘉慶《松江府志》，在上海城隍廟的

弘道

仍然有一個祭拜花神的場所。

豫園，「湖心有亭，渺然浮水上，東西

浙江杭州有花神廟。2014 年，杭

築石樑九曲，以達於岸三穗堂……其東

州市拱墅區人民政府祥符街道辦事處和

北迤邐而相屬者為花神閣」。在青浦縣

杭州市拱墅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城隍廟的靈園，「從九曲廊而上，憑高

在現在的豐潭路上花園崗社區豎起了一

縱目，遙山蜿蜒，村靄墟煙，宛如米家

塊〈祥符花神廟遺址碑〉。碑文稱：

畫幀，又東為花神祠，庭聳三峰，羅蒔

౺಄ઓቴՏܭ༜Ǵ

花卉，四時皆春焉。園門中建以碑亭，

ԜӦමࢂࠄֺࣤৎЕ୷ӦǶమ

4

4

神的儀式。上海地區有花神信仰的信眾

昭神之憑籍也」。 從光緒十年（1884）

ࠍᙦԃ໔Ǵ౺಄ၭӧޑനଯ

創刊到二十四年（1898）停刊的上海

ೀࡌԖࣹᛗઓߥՙΓޑܮٿ

《點石齋畫報》，還收有〈祝花神誕〉

ઓቴǴ՞ӦऊΜ੫Ǵቴ୷ଯεǴ

的線描繪畫。繪畫上可見清代末年花神

༈ǶځύЈࣤںޘᚔႦ

廟的大殿陳設，殿內供奉的花神，既有

ࡆǴୁٿ௨ӈΜΒ൧ઓǴၭ

女神，也有男神，花神多為立式，有的

ΒДΜΒВࣁइۺԭғВԶ

身旁還塑有書童和侍從等。

ޑරǴӢђਔԖȨЦ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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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俗稱花神廟。李衛按自己模樣

ाᖐՉઓр྅ϲᜎၯໂሺԄǴ

塑成杭州湖山之神，將自己的妻妾模

ْྯ໗ҴᆟۯኧٚǶΐѤΟԃ

樣塑成花神，接受信眾膜拜。史稱：「高

ࣿǴઓቴߟВก྄Ǵᒪ֟

宗南巡，見西湖花神廟衛自範像並及

මࣁ༜λᏢҔ܊ǶࣁДࣤ

其妻妾，號『湖山神位』，諭曰：『衛

ৎۚቶᆘϯҔӦǴ౺಄༜

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驕縱，初非公正

⣶ᐕўၲΖԭᎩԃǴઓ

純臣。託名立廟，甚為可異！』命撤

Ўϯࢂځख़ाቻϐǴ܍Α

像燬之。」7 因此，李衛建的花神廟後

ӦၭჹරޑལǶර

來就撤燬了，改成了竹素園。不過，

ӈΕੈԢ࣪ߚނ፦Ўϯᒪ

杭州是個花卉城市，南宋以後，杭州

6

ౢǶ

地區經濟繁榮，民眾富庶。每逢花朝

從碑文可知，杭州祥符的花神廟始建於

節日，民眾還是會到各花卉集中之地，

清咸豐年間，供奉花皇顓頊和十二尊花

遊園活動。

神。顓頊是中國古代五帝之一，十二尊

由以上列舉江浙地區花神信仰的

花神當屬花皇顓頊主管。祥符花神廟

歷史和現狀可知，中國各地花神廟祭拜

每年舉行祭拜花神的儀式，規模盛大。

的花神是不盡相同的。這些不同的表現

祥符花神廟毀於日寇侵華戰爭，但是廟

在有不同的名號，有不同的數量，有不

內供奉的花神神像被信眾搶救保存了下

同的管屬系統。中國花神信仰所崇拜的

來。2013 年杭州祥符花神廟由信眾自

花神可以有三十餘位男女花神。形成這

發恢復擇日開放。

一龐大的花神群的原因，既有信仰人群

除 了 祥 符 花 神 廟， 據《 杭 州 府

的差異，也有地域不同的差異，還有時

志》，在西湖邊還曾有過一個花神廟：

代發展變化的差異。正是這些花神信仰

「 花 神 廟（《 西 湖 志 》 稱， 湖 山 神

群眾的主體差異造成了花神信仰出現的

廟），在西湖跨虹橋西」；「湖山春

複雜狀況。

社，在蘇堤第六橋，雍正九年總督李
衛創建祠宇，祀湖山之神，辟地為園，
正中建堂，奉世宗憲皇帝御書『竹素

⡪↚呀䫭ℕ䀟亊伀䠓㜖䔊䀾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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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這個花神廟是由李衛建造的。
李 衛（1688—1738）， 江 南 銅 山 人，

由於中國花神信仰一直維持著自

雍正三年（1725）任浙江巡撫，後升

發的群體性信仰活動的面貌，加上歷時

任總督，在任八年。李衛疏浚西湖，

一千多年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

編修《西湖志》，增修西湖十八景，

管理和民眾文化、審美等各種物質和精

對西湖治理做過一些實事。雍正九年

神生活的巨大發展變化，因此，作為還

（1731），李衛在西湖蘇堤北端建造

保留群體性原始崇拜特點的花神信仰，

了「湖山春社」，因為裏面供奉十二

出現各種混亂和複雜的現象是不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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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司 天 和， 以 長 百 穀 禽 鳥 草
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
也。」9 高誘注稱：「女夷，
主春夏長養之神也。」既
然草木生長是女夷主管的，
女夷主管的春夏又是草木長
養 的 季 節， 因 此， 女 夷 神 是
主管春夏兩季草木生長的神靈
是合情合理的。儘管《淮南子》
書裏說女夷沒有一個「花」字，但是，
春夏兩季的草木正是百花盛開的季節，
所以，女夷主管百花從道理上還可以說
的過去。注家高誘生活的時代在東漢建
安十年（公元 205 年）前後。
如 果 這 個 說 法 可 靠， 那 麼
可以認為中國先民對於花
神是女夷的信仰大約已
有 1800 年 的 歷 史 了。
當然，從功能的維度來

的。

看，春夏兩季雖然有無

從文獻溯源來

數草木開花生長，但是也

看，中國花神信仰的花神

有不少花卉盛開並非在春

來源可以區分為四個系統，

夏而是在秋冬季，加上草木的開

其神學功能則可以區分為兩個
系統。花神信仰的混亂就表現在各地各

花和落花只是草木生命周期中的一個很

社群的信仰系統不能統一和交織之中。

短階段，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女夷

而這些系統的形成和發展變異都可以在

作為花神，祂的職能既不能涵蓋全部花

古代文獻記載裏找到有關的線索，我們

木，也涵蓋不了開花草木生命的全過

可以從系統變化的縱向和橫向等維度及

程。
人。有人從文字學的角度釋讀「女夷」，

伀Ҹ屬於天神系統的花神是女夷。明代

認為「女」可以視作女人，「夷」可以

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稱「花神其名

視作東方的族名。《禮記》的〈王制〉

女夷」 。花神名女夷的說法最早出現

篇有句稱：「東方曰夷。」10 因此，女

在道家子書《淮南子》中。《淮南子》

夷可以被解讀為東方夷族的女巫。花神

的〈天文訓〉中有句稱：「女夷鼓歌，

女夷只是一個作為人的女巫。這個說法

8

6

弘道

《淮南子》沒有說女夷是神還是

其神學詮釋等各個方面來進行解讀。
呀䫭ℕ䀟䠓䲻ᾏ↚亊伀㞾⪸䫭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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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注意到《淮南子》的作者將女夷的

間瓊花開放，香氣飄來，女冠半夜賞花

內容放置在〈天文訓〉裏的深意。《淮

的畫面。朱槔用這個典故描繪了梅花盛

南子》全書，以〈原道訓〉開卷，以

開，天界的花神珍視梅花、縱步守護的

〈天文訓〉和〈地形訓〉敘說天地，隨

心情。

後直至〈精神訓〉、〈主術訓〉、〈齊

元代翰林學士程文海有〈沁園春〉

俗訓〉等才言及人事。整個結構體現了

句稱，「花神訴，怨春歸閬苑，自有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

香」13。這裏花神要回去的「閬苑」，

姓與能」11 的有神論宇宙觀。因此，放

就是他詞裏說到的「天上仙人，只愛樓

在〈天文訓〉中闡述的女夷，在《淮南

居」、「五雲深處」、「三神山畔」的

子》的有神論思想體系中只能理解為天

天界神靈居處。

界的神靈。女夷這樣的天神，應該是在

這些詩歌表明，在中國民間的花

天庭生活，應該秉承天帝的旨意，主管

神信仰中，花神女夷的來源定格為天帝

著世上的花卉草木。

的任命和派遣，並且花神女夷一直列身

唐代陸龜蒙有〈奉和皮襲美揚州

於天庭閬苑。可以認為，天界的女夷花

看辛夷花次韻〉詩稱：「柳疏梅墮少春

神從漢代開始就佔據著花神信仰中的主

叢，天遣花神別致功。高處朵稀難避

位。

日，動時枝弱易為風。堪將亂蕊添雲

呀䫭ℕ䀟䠓䲻‛↚亊伀㞾姛㫼䫥

肆，若得千株便雪宮。不待群芳應有

䫭亊伀Ҹ行業祖神系統的花神是歷代著

12

意，等閒桃杏即爭紅。」 這裏的「辛

名的花匠。中國很早就進入了農業社

夷花」，就是白色或紫色的玉蘭花。辛

會，農業社會決定了中國社會的家庭、

夷花開之時正是柳樹還沒有長葉、梅花

家族及其傳承的體制，因此中國很早就

已經墮盡的初春。所以，此時只有辛夷

有祖宗崇拜。同時，中國農業社會的發

綻放，那是「天遣花神別致功」。在唐

展中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保護民族子孫衣

代陸龜蒙的詩歌裏，花神是奉天帝之

食生存的農事技術，並且十分崇拜農事

命，特別安排辛夷花盛開的。這裏表明

行業的祖先神——神農氏，還將其列為

唐代人的花神是由天帝主管，奉天帝之

中國古代三皇五帝之一。《禮記》中說

命行事的。

到「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宋代詩人朱槔有〈次韻梅花〉詩，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其中有句稱：「花神縱步來閬苑，羞怕

禦大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14

唐昌偷玉蕊。」這裏的「閬苑」就是花

這裏說到聖王規定祭祀的都是祖先中有

神在天界的居處，「玉蕊」就是瓊花。

功德於民的人。神農氏也是歷代農事行

「唐昌偷玉蕊」用的是唐代王建詩歌中

業祖宗中受祭的神靈，神農氏是人也是

的典故，王建詩稱：「一樹籠松玉刻成，

神。花卉種植和養護是農事中一項專門

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

的農事技術，與大田作業的農事既相同

見階前碎月明。」王建的小詩描繪了夜

又不同。筆者的外公外婆都是上海市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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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外婆種田插秧下田收割，外公

合理的。但是，這樣的花神令人尊敬，

種花剪枝澆花從不下田。外婆稱農婦，

卻不讓人感覺神聖，因為他們是人，不

外公稱花匠。花匠作業和糧食棉花的種

具有超自然的神聖力量，和天界花神女

收不是一回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神農

夷不在同一個層面上。

氏可以是農事行業神的總代表，而花神

和以養花高手為花神來源相似的

則是花木行業的行業神，也就是花卉行

還有以地方官吏或士紳為來源的花神，

業祖輩的能工巧匠。

這些地方花神大多熱心地方花卉種植和

元代的歐陽玄有〈接花木〉詩，

養護事業，對於本地的花木推廣有過不

詩稱：「園丁妙手即花神，換葉移枝偽

同的貢獻。但是，這些花神難以獲得其

脫真。刀剪豈能傷化力，色香無復記前

他地區花神信仰的信眾的認同，流傳也

身。」15 歐陽玄是宋代歐陽修的後人，

不廣。

通理學，善詞章，官至翰林學士，曾經

呀䫭ℕ䀟䠓䲻ᾘ↚亊伀㞾ⅽ䋘㎟

主修宋遼金史書。歐陽玄作為元代大

亊伀Ҹ修煉成仙系統的花神是道教文

儒，可能不會妄隨花神信仰，但是他還

獻中的「花姑」黃靈微。

是延續了中國尊重行業祖神的傳統，尊

唐 五 代 高 道 杜 光 庭（850—933）

稱「園丁妙手」為花神。因為，園丁妙

在他編纂的《墉城集仙錄》中有〈花姑〉

手能夠使得花木妙手回春、換葉移枝、

的傳記。傳記稱：「花姑者，女道士黃

脫胎換骨，用刀剪改變了花木的「造

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

化」，使得修剪過的花木宛若隔世，記

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踝履徐行，

不清自己原來的「前身」。能夠有這等

奔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

本事的匠人自然就是「花神」。不過，

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

這個「花神」在這個大儒眼中，還是一

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

個園丁，一個有高技術的「人」。

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

《龍城異人錄》中也有高手花匠

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

被譽為「花神」的記載：「宋單父有

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

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元宗召至驪

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

山，種花萬本，色樣各殊。內人呼為花

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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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這裏的「元宗」就是唐玄宗，

之」；「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

即唐明皇。宋單父是人名，是一位種植

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

牡丹的高手。他種的萬株牡丹，色樣不

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羃覆棺

同，這就是他的超人技能。根據民間習

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

俗，身後也就被人稱為花神。

形氣溫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

將一個行業祖輩高手尊稱為「神」

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

的做法，在中國具有「人神同源、道一

聲，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惟有衾覆

貫之」神學理念的人的心目中，是完全

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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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即
17

傳說中的龍的吐沫樣分泌物，據說龍涎

風雲鬱勃，直入室內」 。這裏的花姑

有濃郁的香氣。因為歷史上有偽造龍涎

並非天界神靈，而是道教中人，她是因

謀財的故事，所以，白玉蟾強調這裏聞

修煉而獲得異能，然後被奉為花神的。

到的是真正的龍涎香氣。從詩歌描寫的

「花姑」的名號中有「花」，當

場景來看，這裏說的龍涎香可能就是指

是因為花姑有處理花事的功能，而花姑

佈滿「香錦亭」前的牡丹花香。白玉蟾

的師父就是早期道教的「魏夫人」。所

醉倒在牡丹花叢中，夢中與花神狂飲，

以，對於花姑神，道門中人是接受的。

醉倒後又獨寢亭前。從白玉蟾的詩歌可

道教中人也接受花神是道教神學

知，宋代道門中人是接受了花神信仰的

思想內容的一部分的。

神學內容的。

南宋著名高道白玉蟾就有〈胡東

明代道教詩人張雨也有〈女仙江

原香錦亭〉詩，詩中有句稱：「亭前忽

靜真碧遊仙詞〉稱：「衣劍符圖有子傳，

遇詩酒僊，花神噴出真龍涎」；「詩狂

生如孤鳳蛻如蟬。方留橘葉聊供母，誰

18

夢與花神飲，酒醉不與花神寢」。 這

信桃枝已得仙。蕭索簾幃通素月，玲瓏

幾句詩描寫了自稱是「詩酒僊」的白玉

環珮曳空煙。麻姑壇上花姑老，想共乘

蟾在「香錦亭」前遇到了「花神」。花

鸞欲著鞭。」19 詩歌頌讚了女仙江靜真

神噴出了「真龍涎」。「龍涎」指的是

與前輩花姑，一起共乘仙界的飛鸞。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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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直到南宋，道門中也有人

或者將十二寵花文人比附為十二男性花

並未將花姑列入道門神系的。南宋道士

神，這一些都是社會文人和花神信眾從

呂元素大約編纂於 1201 年的《道門定

人神相通的觀念出發將花卉擬人而神化

制》中，就沒有採用花神是花姑黃靈微

而產生的民間信仰行為。

的神號。呂元素在「黃籙羅天一千二百

宋代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就

分聖位」的第九十四狀「社稷眾神」中，

轉述過兩條記載。第一條是：「《劇

供奉的神號採用的是「樹木花果神」，

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

並以此與「播種五穀神」同列。由此可

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

知，即使到了南宋時道門中人對於花姑

（806—）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

即花神的說法，還是沒有完全接受。
呀䫭ℕ䀟䠓䲻⡪↚亊伀㞾⁉䫭㵣

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

染亊伀Ҹ將十二美人比附為十二花神，

餙，容色婉約，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三

綠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
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
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
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
冠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
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
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
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
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
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
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
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第二
條是：「《續仙傳》云：鶴林
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
元（254—） 中， 外 國 僧 自 天
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
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豔色遊於花
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
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
奇絕。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
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
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
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
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閬苑。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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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者開之。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

花石曼卿，十一月山茶花湯若士，十二

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

月臘梅花蘇東坡、黃山谷。總領群花之

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寂無詠此花者。

神是迦葉尊者。

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

女花神方案是：正月梅花壽陽公

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

主，二月杏花阮文姬，三月桃花息夫

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

人，四月薔薇花麗娟，五月榴花魏安德

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

王妃李氏，六月蓮花晁采，七月玉簪花

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杜鵑。誰信詩能

漢武帝李夫人，八月桂花唐太宗賢妃徐

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

氏，九月菊花晉武帝左貴妃，十月芙蓉

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

花飛鸞、輕鳳，十一月山茶花楊太真，

故事也。」

十二月水仙花梁玉清。總領群花之神是

胡仔評述說，「凡言花卉必須附

魏夫人。

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蘂花，則言有仙女

俞樾完全無視已經流傳千年的花

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這

神女夷、宋單父和花姑，擬定這兩個男

表明在宋代以花卉比附為美人神仙已經

女花神名單。而且對於歷史上的女花神

十分普遍。胡仔認為「其言怪誕，無可

信仰，俞樾發表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

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20 而實

「驕花寵柳，雖吾輩之閒情，而訪紫尋

際上是信仰美人為花神在先，而後才有

紅，實閨人之本色。設有東都麗娟，南

這些記載。因此，批評它是「虛撰」，
恰恰反映宋代時人神比附已經成為一種

國佳人，淑精蘭香，以時致祭。則迎神
送神之曲，當易陽律而為陰呂矣。」據
Ⅽ㯍

時尚。
這個以人神比附的方法行花神信
仰的人，崇拜的花神大約包含了至少十
至二十多位花神。它們集中表述在清代
末年俞樾的《十二月花神議》之中。俞
樾批評說：「世俗所傳十二月花神，鄙
俚不經，悠謬已甚。」然後，俞樾針對
吳下養閑翁提出的方案，議定了十二月
花神。俞樾提出的方案有兩個，一個是
男花神方案，一個是女花神方案。
男花神方案是：正月梅花何遜，
二月蘭花屈平，三月桃花劉晨、阮肇，
四月牡丹花李白，五月榴花孔紹安，六
月蓮花王儉，七月雞冠花陳後主，八月
桂花邵詵，九月菊花陶淵明，十月芙蓉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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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俞樾提出，花神應該秉承神靈應該

花木更加丰姿多彩，不過它們都由一個

是男性，其迎送應該使用陽律。因為天

花神的支配。例如：

神當是陽精化身，花神屬於天神，男女

唐代詩人陸龜蒙（？—約 881 年）

分屬陽陰。迎送花神應是陽律，適用陽

的〈和襲美揚州看辛夷花次韻〉稱，「柳

21

律當然應該是男性花神。

俞樾這種說法脫離了花神祭拜以
女性信眾為主的實際。因為，當以美貌

疏梅墮少春叢，天遣花神別致功」。22
這首詩把「辛夷花」的開放，歸功於天
帝的旨意和花神的執行。

比附花神成為主流的時候，女性信眾以

宋代另一位女詩人楊婕妤是一位

自身美貌比附花神而獲得自信，男性信

女畫家，女詩人，據說她是宋時人，以

眾以女子美貌欣賞花神而獲得美學享受

色藝選入宮。其繪事過人，自能題詠，

的滿足，俞樾的以陽律為主的《十二月

每流傳於人間。楊婕妤畫了一幅〈百花

花神議》自然就不會得到社會和花神信

圖〉的卷軸，〈百花圖〉分為十七段，

眾的呼應了。

其中有的段落之間有楊婕妤自題的詩

以上列舉了花神信仰中的混亂狀

篇。例如第二段「長春花」下有詩：「花

況。當一種有神論的信仰，不能明確信

神底事臉潮霞，曾服東皇九轉砂。顏色

仰的是何種神靈，也不能以其神靈的神

四時長不老，蓬萊風景屬仙家。精神天

聖性得到信仰的安慰，或者出現有多種

賦逞嬌妍，染得輕紅近日邊。羨此奇葩

神靈的混淆可能性的時候，信眾心中對

長豔麗，仙家風景不論年。」第七段「蜀

於花神信仰的神聖感情就會消退，花神

葵」下有詩：「花神呈秀群芳右，朱煒

信仰也無法發揮教育信仰、陶冶情操的

儲祥變葉新。隨佛下生來上苑，如丹九

積極作用。

轉鎮千春。」23 楊婕妤的詩篇表明，她
心目中的花神也只有一位，一位花神統
率著「長春花」和「蜀葵」等各種花木，

呀䫭崙戆䠓⏜㟾

而且對於各別花木有不同的照顧。
根據自然崇拜的特點，由一位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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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的花神信仰在唐五代以

靈對應一種被崇拜物體，這是通常的規

前祭拜的花神大約只有一位，也就是說

律。但是由於花木有上百種，而且各有

多姿多彩的眾花木都由一位花神來統

不同丰采，不同地域和不同生長季節，

管，不論這位花神是女夷，或者是花

於是，在一個總花神名下出現主管單一

姑。從隋唐時期以後，隨著中國社會農

種類的花神，也是合情合理的神學思

業手工業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維。也因此，會滋生出新的多個花神，

人口數量的增長，人們對於花木的關注

或者形成在一個總花神統率下的各種花

逐漸增加，對於各種花木的不同風采也

木的神靈集團。

有了更多認識。於是，從隋唐時期以後

按照信仰的排他性的特點，面對

的詩歌來看，詩人們的筆下出現了各種

一個神靈出現幾個名字的時候，在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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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信眾中出現誰是真正的花神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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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隨著四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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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花神的發展變化，花神信仰崇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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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就會逐漸歸併，走向一個比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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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要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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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道門的花神「花姑」，就曾
經受到儒生的抨擊。前曾述及的杭州總
督李衛在他的「湖山神廟」建成以後，
寫了〈湖山神廟記〉說：「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湖山之所以佳麗者，闕而不
祀，禮猶未備。考之典術，東方歲星
之精為杏。又春秋運斗樞玉衡之精，
散而為桃。則知草木之敷英亦皆列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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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所化。同麗象緯則共室分祀，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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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禮，洵無不可。彼世俗稱魏夫人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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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令徵。生能種花，歿為花神，是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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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徵之前，花之衰盛榮落竟無有司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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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為荒誕不經，不足取信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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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矣。」 他說花姑是花神是「荒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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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但是，就是這位總督自己在「湖

Бד㚊Ƕ

山神廟」中，用自己的模樣塑為湖山之
神的神像，以自己妻妾的模樣塑為花神
的神像。此事被乾隆知悉後，就被怒

那麼，在西樵山百姓的心裏，西樵山的
花神是誰呢？民間故事說，那是天上的
散花仙女，背著花籃，停在珠江三角洲

斥，並且徹底毀棄了「湖山神廟」。李

的西樵山上，花籃裏的花繁殖開來，使

衛以一個儒生出身的地方官企圖將自己

得西樵山成為一個「花枝不斷四時新」

裝扮為花神的企圖，終究被乾隆識破

的天然大花籃。25

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花神信仰的
同樣的，行業神系統和地方神系

信眾最崇拜的花神，不是他們身邊的地

統的「花神」，也遭到了地方信眾的抨

方官吏和士紳決定的。他們心目中的花

擊而得不到信眾的崇拜和支持。廣東佛

神是神聖的天界的散花仙女。從這個事

山南海區有一個著名的西樵山。西樵山

實，我們可以估計在花神信仰未來的發

的「雲泉仙館」因為在香港有分支道觀

展中，天界的花神女夷可能始終會以其

而著名。西樵山有個民間故事〈花神〉，

神聖性的形象保持對信眾依賴感的吸引

開篇就說：

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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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之死」ᚸᾢᮑ⊹
于沺沺!垖⽭⪶ⴇ㛎㹊厖⋻⌀䴰䖕ⴇ柱

領域所採用的方式也多種多樣，或神話
宗教、或文學詩歌、或哲學探討、或科
學研究、或社會民俗等，我們通過構建
這些解釋來試圖理解死亡、理解世界，
而寓言故事也是這其中的一種方式。
《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在眾多寓言故事中，單是
內七篇就有七處與死亡相關的寓言，足
以見得莊子對於死生問題的極高關注。
這七處寓言分別是：老聃之死、母豬
之死、子輿之死、子來之死、子桑戶之
死、孟孫才母親之死、渾沌之死。而其
中學界對「老聃之死」的歧解眾多，各
家解說內涵豐富且充滿趣味。但並非意
死亡是人類的終極課題，是每個

味著所有的解釋都同樣合理，因此從所

人都必須獨自面對的事件。正如海德格

有可能的解釋中識別出最合理的解釋就

爾說的：「死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此在

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在評價一個解釋的

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

合理性時，取決於這個解釋能提供多少

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

理解，而這又取決於它能多好地與我們

1

性。」 對於死亡，我們所構建的種種

已有的知識結合起來。基於這個準則，

論述，都透露著對理解死亡甚至理解所

我們來論析人言言殊的「老聃之死」，

處世界的嘗試。不同時代背景下，不同

其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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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段的解讀，有三處較為關鍵的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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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分歧之一：「始也吾以為其人也，

痕跡，因順自然，這是於生的層面闡發

而今非也。」其人指代誰？秦失否定

生死觀。但問題是遁天之刑是對逃避自

誰？據崔大華《莊子歧解》書中提示，

然、不順受之人的懲罰，對象必定是活

解莊者的詮釋大致分為三類：1. 其人，

著的人，即執著苦痛、過度哭喪的眾

指老聃。2. 其人，指老聃弟子。3. 其

人。老聃已死，不可能再受到遁天之

人，謂「其」指老聃，「人」指世俗

刑，因此秦失否定的不應是已死的老

眾人。3 第三種解釋將「其人」拆解，

聃，其人指代老聃，不是最佳解釋。成

分而論之，通篇看語義不通，故捨。另

玄英認為其人指代老聃弟子：「秦失初

外兩種，則各自形成了全然相反的詮釋

始入弔，謂哭著是方外門人，及見哀痛

語境，前者面對生，後者面對死。郭

過，知非老君弟子也。」6 這種推論是

象、憨山德清、陳鼓應 4 等人認為其人

合理的，莊子基本認定秦失是方外人

指代老聃，其中以憨山德清觀點最為典

士，與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子桑

型：「言聃之為人，不能忘情而處事，

戶、孟子反、子琴張等為一類人。正如

故有心親愛於人，故人不能忘。」5 如

子桑戶死，孟子反與子琴張二人臨屍而

此則秦失否定的是老聃，認為老聃生前

歌一般，老聃既為方外人士，其死之

施惠大眾，與之情感交會過甚，從而招

時，身邊也理應有方外之人在場。但秦

致甚愛，引發大眾如此悲痛，這是遁天

失進去之後才發現，在場的大眾都悲痛

倍情，會受遁天之刑。否定老聃的解

至情不能自已弓尸，由此秦失才發出

釋，其延伸之意即要求人們生時應不著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的感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道
壇論教

歎，後面引出遁天倍情的世俗眾人會受

意，「剛才」有時間短暫之意。莊子用

到遁天之刑。否定哭喪的眾人，從全文

「適」來修飾來去、生死，正是表達了

來看，邏輯是合理的，其延伸之意即面

他認為生死有偶然、短暫之感。在自然

對死亡時，不應執著苦痛，要安心適時

的大化流行中，萬物的產生、消亡都是

順應變化，這是從死的層面闡發死生

偶然、無目的，同時又極為短暫。生之

觀。兩種闡釋不同，但第二種推斷更符

偶然性的思想在莊子〈大宗師〉中的另

合邏輯。同時我們推斷莊子此處的表述

一個寓言故事中也有體現，寓言的大概

重點不在議論他人已過的前生，而在提

內容為：鐵匠在造金屬器物時，金屬突

醒眾人面對死亡的當下。注重當下是莊

然跳了起來，說「一定要把我造成鏌鋣

子極為重要的思想，在〈人間世〉中「來

寶劍啊！」鐵匠必定認為這是塊不祥的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所表達的志

金屬。而後莊子又類比造化者造人的過

趣正與之相同。

程，模型對造化者大喊「要變成人！要

分歧之二：「適來，夫子時也；

變成人！」造化者同樣認為這是個不祥

適去，夫子順也。」各家對「適」的解

的人。其中有趣的是對於「今一犯人之

讀頗異。崔大華《莊子歧解》書中，只

形」的解讀。郭慶藩將其解為：偶爾為

對「夫子」之指做了梳理，認為：「夫

人。12 王先謙解為：偶成為人，遂欣愛

子」可能指代老子，可能泛指有道者，

鄭重，以為異於眾物，則造化亦必以為

可能「夫」是發語詞，「子」是秦失的

不祥。13 憨山德清解為：偶然觸之曰一

弟子。7 但這三者的詞性在根本上不衝

犯。14 這些解讀都強調了成為人的偶然

突，都作主語，都可涵蓋在眾生之中，

性，人只是自然大化流行中偶然的一個

甚至萬物之內，旨在論眾生萬物來去存

種類，並不獨異於他物。這就提醒我

亡的變化過程。可「適」作為副詞，卻

們，生則安其時，死則順其化，把自己

在解讀存亡變化的關係中顯得尤為關

歸還自然，不以哀樂擾亂內心。莊子生

鍵，可惜崔大華書中並未提及。筆者

死之短暫性的思想在「方生方死，方死

翻閱眾多解莊大家的注解，或將「適」

方生」中也可一窺端倪。王先謙將此解

解為「正該」，如陳鼓應：正該來時，

為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不定，15

老聃應時而生，正該去時，老聃順理而

並認為郭象將其解為生死輪迴是錯的。

8

死。 或解為「暫時」，如鍾泰：適之

「方」作副詞用時，表時間狀態，有「正

為言暫也，生為暫來，死為暫去。9 或

在、將要」的意思，即王先謙所述隨生

結合前後文，整體籠統解為「時自生

隨滅的含義，凸顯了時間的短暫、生死

10

也，理當死也」。 或不解，如王船山、

狀態的暫時性，但這絕非生死輪迴。生

王先謙。「適」作副詞有兩種用法：恰

死、是非、可與不可，在邏輯上是相對

好；剛才，剛剛。11「恰好」有偶然之

而出，相依而存，而非時間上的依序存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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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認為是解除造物者對自己的束縛。
分歧之三：「安時而處順，哀樂

既然只有死亡能解除人生桎梏，那安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此

處順，哀樂不侵的意義又何在？所以

處 「帝之縣解」解釋也有多種，崔大

將「帝之縣解」解為生為懸、死為解，

華概括為三大類：1. 從生命之實體意義

從前後語義來看並不通暢、完整。相比

上解，生為懸，死為解；2. 從人之認

較而言，有生死繫念為懸、無生死繫念

識意義上解，有生死繫念者為懸，無生

為解、超然生死即為「帝之縣解」這一

死繫念者為解；3. 從人之精神狀態上

解釋更為合理。正如宣穎所解：人為生

解，無有系累即是懸解。16 第三種解釋

死所苦，猶如倒懸，忘生死，則懸解

基本內涵與第二者同，可合併解讀。如

矣。17 生死都安於時運，順應變化，悲

郭象解：有繫者懸，無繫者懸解。成玄

哀歡樂的感情不侵入自己的內心，古時

英解：為生死所繫者為懸，無生無死者

候把這種超然生死的做法稱為解除了造

為解，二者義理相通。憨山德清認為生

物者對自己的束縛。在莊子心中，人形

是懸、死是解，人在生時性繫於形，就

是通過造化者偶然、暫時獲得的，與其

如人被倒懸空中，死的意義是性得以解

他萬物一般，不具有任何特殊優越性。

脫形體的桎梏。憨山德清的邏輯前提是

造化者賦予人以生，再以形體在世時間

人之形與性是可分離的，形可朽滅而性

的有限性作規定，讓每個人自出生之日

恒長存。這樣的邏輯前提在他解讀「指

起，便一日日迫近死亡，彷彿是一場生

窮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的含義

的倒計時。既給予人之生，又規定人之

時顯現地更加突出。同時，這樣的解讀

死，造化者對人而言的最大限制便是生

也會引出一種思想偏向——重死。既然

死，若執著於這生死一體的限制，惶恐

生為桎梏、死為解脫，那麼樂死、重死

不安，則終日猶如倒懸，不得自由；若

必會成為趨勢。憨山德清站在佛教的角

超然生死，安心隨順自然（造物者）賦

度解讀「帝之縣解」，是有其對彼岸世

予的變化，偶然獲得短暫的一生，便保

界的追求這一理論作背景。單獨分析這

身全生，養親盡年，到了該變化之時，

種解釋，出彩且深刻，但我們完整地看

或曲僂發背，或瀕臨死亡，也都要隨順

前後語義，就會發現這種解讀的不合理

這些變化，生時不喜，死時不哀，這才

之處。「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其意為古

解除了造物者對自我的最大限制，從而

時候把「這個」稱作「帝之縣解」，而

獲得自由。需要額外指出的是，造物者

「是」指代前文「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對人的限制除了時間外，莊子還提到了

能入也」，若將死亡視為解脫，前後語

物質社會對人的捆綁性，如〈大宗師〉

義則變為：安心適時順應自然變化，哀

中「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人所

樂的情緒不侵擾自己的內心，古時候把

受到的限制，對內而言是時間，對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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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物質社會。
最後，基於上述分析論證，我們
統一梳理了較為合適的譯文，如下：老
聃死了，秦失去弔唁，但他只簡單哭號
三聲就出來了。秦失的弟子很困惑，問
他：「老聃不是您的朋友嗎？」秦失說：
「是我朋友。」弟子更加困惑，繼續追
問「既然是朋友，您簡單哭號三聲，像
這樣弔唁對嗎？」秦失答道：「是這樣
的，起初我以為來弔唁的人都和老聃一
樣是至人，可我現在發現不是如此。剛
才我進去弔唁時，有老年人在哭他，就
像哭自己的兒子一樣；有少年人在哭
他，就像哭自己的母親一樣。他們對老
聃情感執著，悲痛至此，情不能自已。
他們這是逃避自然，違背真情，忘了自
然賦予的本性。古時候把這種悲痛稱為
逃避自然的刑罰。正巧來時，老聃應時
而生；該去之時，老聃順天而死。人們
應該安於時運，順應變化，悲哀歡樂的
感情不侵入自己的內心，古時候把這種
超然生死的做法叫做解除了造物者對自
己的束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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ᮑᚯ古蜀巫鬼信仰ℚ道教ᛵ⚆ᝓ
᎔ᡟᕥᠥᗓ
宋 峰!⡪⽬⪶ⴇ懢㛨厖㛨㜖⒥䦣䰅㏏
巫術與鬼魂觀念普遍存在於古代

覡，在女曰巫。」2 巫是為無形的鬼神

中華文明中，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

之力提供服務的女性，她們能夠通過舞

古代蜀人具有系統的鬼神思想和完整的

蹈等行為達到降神的目的。可見，巫術

祭祀禮儀，巫鬼信仰是巴蜀地區所固有

與鬼神觀念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

的文化。東漢末年道教在蜀地的創立，

巫術與鬼魂觀念普遍存在於古代

以及蜀地持續不斷的道教傳承，是否與

中華文明中，而巫鬼信仰則是巴蜀地

古蜀巫鬼信仰有關？本文將從古蜀巫鬼

區所固有的文化。結合《山海經》、

信仰系統、黃金四目與三星堆面具、巴

《華陽國志》與《蜀王本紀》等文獻

蜀神仙方術系統等三個方面入手，並且

來看，巴蜀地區自古以來就巫術盛行。

以禹步作為典型案例，對古蜀巫鬼信仰

又據《後漢書》所載，在廩君成為首

與道教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領以前「未有君長，俱事鬼神」3，《華
陽國志》指出巴蜀之人「好鬼巫，多
禁忌」4、「徵巫鬼，好詛盟」5，這些

ᾏҷ╳墏⽺泋ⅰⁿ亊伀

都是巴蜀地區巫鬼信仰盛行的確證。有
學者結合出土文物分析指出，蜀人具有

「鬼」觀念的形成可以上溯至殷

系統的鬼神思想和完整的祭祀禮儀。金

周時期，如《禮記》中便有「眾生必死，

沙遺址出土的大量甲骨證明了甲骨占卜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的說法。漢代許

的廣泛使用，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出的眾

慎的《說文解字》對「鬼」的解釋為「人

多青銅像則顯示了當時巫風的盛行。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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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歸為鬼」 ，將鬼視為人死後的一種

種影響在漢代仍然很大，形成了與眾不

存在狀態。孔子有「非其鬼而祭之，諂

同的巫鬼文化圈。6 同時期的巴地也同

也」的著名論斷，並且身體力行地以

樣巫鬼信仰盛行。《世本》中「巫咸作

「敬鬼神而遠之」的心態來進行祭拜。

巫」一語說明「巫咸」是最早的巫師，

那麼，巫又是甚麼呢？《說文解字》曰：

而《山海經 • 大荒西經》中有「有靈

「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

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十巫

者也……覡，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

從此升降」的說法，說明這一區域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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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峽江地區巫鬼信仰的發源地。7 秉承
了巴蜀文化傳統的楚地，其巫鬼信仰也
頗為盛行與普及。在屈原的〈楚辭〉中，
就用了大量篇幅來描述巫鬼信仰。除此
之外，楚地的眾多出土文物也充分證實
了這一點。如湖北地區出土的雲夢睡虎
地秦簡《日書》，反映了楚文化中敬重
鬼神的特點。8 而在《日書 • 詰咎》中，
則記載了 2 種神、22 種鬼及 21 種怪。
由此看來，鬼神的存在與楚人的文化密
切相關，鬼神的活動成為了楚人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9
巫鬼信仰認為鬼存在於生活的各
個方面，並認為它能夠對在世之人產生
妨礙乃至危害，且有相應的法術可以進
行禳災解除。鬼神世界被視為是現實世
界的延伸，人們通過鬼神體系來反映他

ᾘ㞮⦕棱⌆

們所祭拜的各種神秘力量。由於這種延
伸是無法進行明確劃分的，因而人們很

現實生活中充當溝通的橋樑及媒介，通

難對自身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擁有一個清

過分享它們的權力而處理現實生活當中

晰的認知架構，同時也無法對鬼神世界

與鬼神世界相關的各類問題。巴蜀地區

擁有一個明晰的整體概念。通常而言，

的道教系統，就是對這一權力架構體系

人們只能對現實世界與鬼神世界進行大

的體現及具體運用。

致把握，但卻無法對它們各自所具有的
性質及意義進行界定。10 這種對現實世
界的延伸與發揮，使得鬼神世界具備了

‛ҷ灒捠⡪䡽厖ᾘ㞮⦕棱⌆

政治化的傾向。可以說，鬼神世界的政
治化是中國宗教的主要特徵之一。

隨著近年來四川考古界的一系列

尤其是對於繼承了巴蜀巫鬼信仰

重大發現，令古蜀巫鬼信仰得到了更多

傳統的道教而言，這種鬼神世界的政治

的實物佐證。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考

化是其最為基本的特徵。道教中的鬼與

古發現當屬三星堆遺址。眾多青銅面具

神都是由人而來，而且都具備一定的人

在 1986 年出土於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

性。它們通過某種特權作用於現實生活

坑，被學界公認為是三星堆文物中最神

當中，並且以類似於現實世界的政治方

秘的一類。11 經過修復，15 件出土人

式進行組織管理，並將政治結構延伸至

面具根據形態可大致分為 A、B、C 三

鬼神世界當中。道士在這一政治組織與

種類型，數量分別為 3 件、8 件、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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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目大耳的 A 型面具，與《華陽
國志》中蠶叢氏「其目縱，始稱王」的
描述相吻合，證明「目縱」當為古蜀蠶
叢氏族共同擁有的面部特點。而與「目
縱」相關的神話傳說，早已有之。《山
海經 • 大荒北經》載有「人面蛇身」、
「直目正乘」的燭龍，袁珂將「直目」
解釋為眼瞼是兩條直縫的豎生眼睛 12，
而這恰恰是「目縱」的特徵。有學者依
據《華陽國志》中的「蜀之為國，肇之
人皇」的記載，經考證後得出人皇即燭
龍、是蜀族「縱目人」始祖的結論 13。
「直目」燭龍的傳說與三星堆出土的青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儺，

銅縱目人像相呼應，不僅可以證明人皇

以索室驅疫」16，專職負責驅除疫鬼與

與蠶叢氏之間的傳承關係，同時這種獨

精怪。如果遇到大喪，黃金四目的方相

特的藝術形象也充分體現了巴蜀文化的

氏乘四馬以先驅 17，說明方相氏與死亡

地域性特徵，以及這種鮮明的地域特徵

相關。《禮記 • 月令》記載每年一共

14

為巴蜀文化所帶來的強勁生命力。 與

要舉行四次「大儺」：第一次是在季春

青銅人面像同時出土的，還有 9 件基本

之月（三月）月末，「擇吉日大合樂，

完整的獸面具。這些獸面具頭上有兩隻

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作卷雲狀的角，雙眼渾圓、鼻樑細窄、

視之……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

嘴角下勾、牙齒緊咬，四個圓孔均勻分

氣」；第二次是孟秋之月（七月），「天

佈在斜出的雙眉和嘴角兩側。獸面寬

子乃儺，以達秋氣」；第三次是仲秋之

27 厘 米， 高 12.2 厘 米， 厚 0.2 厘 米。

月（八月），「天子乃儺，御佐疾，以

根據獸面尺寸及四角的穿孔推測，這些

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第四

面具應當是祭祀時巫師佩戴的面具。

15

在中原地區的考古發掘中至今尚未發現

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徵鳥厲

一例「黃金四目」的銅儺頭像造型，因

疾，乃舉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

此三星堆遺址所出土的這些實物有力地

地之神祇。」而在《論語》中則有「鄉

證明了「儺」文明最早應當起源於古蜀

人儺」的說法，即普通百姓也能舉行

王國，其後在流傳的過程中被中原各國

「儺」。可見「儺」是一種重要的祈禳

繼承並發展。

儀式，其主要目的是驅逐不祥及疾疫，

何謂「儺」？按照《後漢書》的
解釋，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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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季冬之月（十二月），「命有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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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受到了上至王公貴族下到黎民百姓
的普遍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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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儺」作為突顯神祇所具有的神聖
性的操作對象而被置於道教神祇的掌控
之下，像那些被神仙招安成為忠實僕從
的妖魔一樣加入了道教的神聖體系，提
升了自己在鬼神世界當中所處的地位。

ᾘҷ⾃墏䫭㝈姢亊伀
《後漢書 • 方伎傳》所收方術家
ᾘ㞮⦕棱⌆

共三十四人，出於巴蜀地區者多達八
人。19 由此可見，兩漢時期巴蜀地區方

《後漢書 • 禮儀志》中對於具體

術頗為興盛。之所以能夠如此興盛，是

的打儺儀式有著十分詳細的描述。18 作

因為巴蜀神仙方術系統擁有自身傳承的

為一種國家允許的宗教活動，打儺通過

脈絡。正是由於包括打儺儀式在內的眾

公開化的儀式操作來傳遞其所擁有的

多古蜀祭祀儀式，在巴蜀地區持續傳承

象徵性信息，進而藉此來確保鬼神世界

並產生流變，成為了巴蜀神仙方術系統

與現實世界之間的有效溝通。這一文化

的主要源頭之一。

現象充分反映出了民間信仰與國家對宗

除此之外，黃老思想也在巴蜀地

教活動所擁有的權威性之間的互動及交

區不斷孕育發展。《蜀王本紀》載：「老

流。打儺作為大眾宗教文化的一種，並

子為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行曰：

非只是古典宗教減損的遺存，而是積極

『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

主動地傳遞其所擁有的象徵性，將該儀

今為青羊觀是也。」20 可見，成都在秦

式所具有的神聖性回饋給鬼神世界的政

漢時期便與「老子西去」的傳說產生了

治化建構過程當中。

關聯，並為後世蜀地道教的黃老學說的

打儺儀式被後來興起的道教所吸

盛行奠定了基礎。西漢時，蜀人嚴遵

納，經過改良後用於道教儀式當中，成

「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

為道教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耽於《老》、《莊》，著《指歸》，為

打儺儀式之所以能夠在道教中佔據重要

道書之宗」 21。黃老思想與蜀地的神仙

的一席之地，是因為民眾們對這一儀式

方術逐步融合，形成了具有濃郁的巴蜀

所具有的神聖性極為認可。這一認可

地域文化特徵的道教氛圍。對此，蒙文

並沒有因為儺所象徵的邪惡性而有所

通在《巴蜀古史論述》也有論述：「自

減損，反而恰恰因儀式所具有的否定性

西漢末年直到晉代，師承不絕，都是以

（「打」）而使得民眾的認可得到了加

黃老災異見長，共有三十餘人，這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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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最為突出。」22 正是在這種道教文化

術之一，被歷代道教徒推崇備至。「然

氛圍的影響及推動下，五斗米道、李家

而稱禹步者，云大禹治水以成，厥功蓋

道等道教流派才能夠迅速被巴蜀民眾接

天。真授此步訣，以制神召靈，遂因名

受認可，進而實現了大範圍的傳播。

為禹步耳。」25 後來，為了進一步提升

我們以禹步為例，來對巴蜀神仙

禹步的神聖性，道教徒又為其編造出了

方術系統對巴蜀道教的影響進行簡要說

更為具體的來歷：「禹屆南海之濱，見

明。禹步又名步罡、步綱躡紀等，是道

鳥禁咒，能令大石翻動，此鳥禁時常作

教中重要的法術之一。《尸子》云：

是步。禹遂摸寫其行，令之入術，自茲

「古時龍門未辟，呂梁未鑿……禹於是

以還，術無不驗。因禹製作，故曰禹步。

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胚

末世以來，好道者眾，求者蜂起，推演

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

百端。漢淮南王劉安已降，乃有王子年

23

禹步。」 由此可見，禹步乃是先秦巫

撰集之文，沙門惠宗修纂之句，觸類長

覡模擬大禹偏枯的步法而創，以大禹鑄

之，便成九十餘條種，舉足不同，咒頌

鼎象物的神聖性來禁禦百物。漢代揚雄

各異。」26

《法言 • 重黎》說：「昔者姒氏治水土，
24

而巫步多禹。」 可見禹步自創立伊始，

呢？《抱朴子內篇》曰：「禹步法：正

便被巫覡大量運用於巫術儀式當中。道

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

教創立之後，將這種古老的巫術全面納

以左足從右足並，是一步也。次復前右

入其法術體系之中，作為驅魔降妖的重

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是二步

要手段而加以廣泛運用。

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並，是

禹步作為使用頻率最高的道教法

ᾘ㳴Ῥ彰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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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間的流逝，道教賦予禹步更多的象

使神靈也。」31 此經認為，步綱之法為

徵意涵，從更多角度來對其進行闡釋。

太上老君和太虛上靈飛晨中央黃老道君

「夫禹步者，法乎造化之象，日月運度

傳授於世的。世人有緣得授此法，日夜

之行也。一月三交，一交三旬，三旬

勤加修煉，則可產生修真奇效。「一年

者，三盈數也。一時三交，三交者，九

辟非，二年辟兵；三年辟鬼，四年成地

旬也。是以一步一交，一交三跡，三步

仙。千害萬邪，眾莫敢干；自此已往，

九跡，象一時也，併足象天交也。先舉

福慶無端。致神使靈，馭駕飛龍；太極

左足者，春秋之步也。先舉右足者，冬

賜芝，玉帝給童。行之二七年，為上清

夏之步也。春秋之孟者，陽辰也。冬夏

真人。」32 據此我們可以發現，道教不

之孟者，陰辰也。故生殺制御用春秋收

僅對禹步的解讀維度持續加以豐富，同

藏積聚用冬夏也。」29 禹步在道教內部

時還賦予禹步以祛邪禳災、修真成仙的

不斷發生著變化，衍生出三步九跡法、

功效。所謂「致神使靈，馭駕飛龍；太

十二跡禹步法、三五跡禹步法等眾多不

極賜芝，玉帝給童」，便是對於禹步的

同的禹步法。「三步九跡者，法步三元

巫術儀式功能的發揮與演繹，以期達到

九炁也。又十二跡者，法於律呂也。又

溝通天地的效用。

十五跡者，法三五之數也。因用制宜之
術，存乎法訣之輕重。」 30
禹步可用來驅除鬼魅、禁禦毒蛇

⡪ҷ仟ġġ尭

猛獸，道士經常使用它來行氣或聚氣，
入山林時亦多憑藉其來驅邪。如《金鎖

巫鬼信仰是巴蜀地區所固有的文

流珠引》云：「夫步綱者，是強身健神

化。它認為鬼存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

壯魄之法也。先從地紀堅勞其身，壯健

能夠對在世之人產生妨礙乃至危害，並

其神，神炁自然鎮藏，然後通天地，感

且有相應的法術可以進行禳災解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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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被視為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因而

形成濃郁的道教文化氛圍，並且一直延

具備了一種政治化的傾向。鬼神世界的

續不絕，其主要原因便是因為深深植根

政治化是中國宗教的主要特徵之一。尤

於古蜀巫鬼信仰的土壤之中。由此可

其是對於繼承了巴蜀巫鬼信仰傳統的道

見，古蜀巫鬼信仰與道教的關係密切，

教而言，這種鬼神世界的政治化是其最

是道教的重要源頭之一。換言之，道教

為基本的特徵。巴蜀地區的道教系統，

應當是源自於古蜀民族巫鬼信仰，後來

就是對這政治權力架構體系的體現及具

才一步步晉升為全國性的宗教。隨著道

體運用。

教的普及，打儺、禹步等古蜀祭祀儀式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眾多帶有「黃

也得到了廣泛傳播。B

金面罩」和「黃金四目」的青銅人頭
像，應當都是為舉辦驅儺活動而專門製
作的「驅儺」面具。這些考古實物有力
蜀王國。打儺儀式被後來興起的道教所

2!ȘᅇșኗǴȘమșࢤҏຊ
ݙǺȠᇥЎှӷݙȡȐੇǺੇђ
ᝤрޗހǴ2:92 ԃȑǴಃ 545 ।Ƕ

吸納，經過改良後用於道教儀式當中，

3!ӕǴಃ 312ȋ313 ।Ƕ

成為道教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

4!ȘࠄරֺșणᐂኗǴȘঞș
፣ݙǺȠࡕᅇਜȡȐч٧ǺύਜֽǴ
2:93 ԃȑǴಃ 3951 ।Ƕ

地證明了「儺」文明最早應當起源於古

分。除此之外，禹步自創立伊始便被巫
覡大量運用於巫術儀式當中。道教成立
之後，將這種古老的巫術全面納入其法
術體系之中，作為驅魔降妖的重要手段
而加以廣泛運用。
道教在不斷豐富禹步的解讀維度
的同時，持續強調並發揮了禹步溝通天
地的作用。這與羌族宗教中對於禹步的
使用與傳承不謀而合。羌族釋比認為自
己的先祖和張天師乃同門師兄弟，因此
「禹步」一直為羌族巫師釋比所傳承，
並在跳神時使用。袁珂認為，假設大禹
興起於西羌的傳說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
話，那麼傳說中的大禹便是羌族中第一
個兼任巫師與酋長雙重身份的部落領
袖。他還以羌族釋比施法時多效仿禹
步、使用禁咒為理由，證明大禹是古代
羌族的部落酋長兼巫師。34
巴蜀地區之所以在兩漢時期能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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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特 • 馬 禮 遜（Robert

國境內的時間，相當於清嘉慶十二年至

Morrison, 1782-1834）是

道光十四年，這一時段屬於清朝的中晚

英國新教來華的第一位

期，故而馬禮遜的經學活動也在清代經

傳教士。他生活的時間，相當於清乾

學研究的大範疇之中。馬禮遜一生有許

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十二年。馬禮遜於

多成就，如翻譯《聖經》為中文、編撰

1807 年 5 月 12 日來到廣州，這一年他

《華英字典》，這兩項是他的主要成就。

25 歲。馬禮遜於 1834 年 7 月 5 日在澳

馬禮遜翻譯成中文的那部《聖經》，名

門去世，享年 53 歲。馬禮遜生活在中

叫《神聖天書》，它簡稱「馬禮遜譯

羅

儔₾䐈

本」（the Morrison version），亦稱「馬
禮 遜 米 憐 譯 本 」（the Morrison-Milne

欻䬽懫
ʬ

version）。這是因為，該書《新約》部
分由他獨自完成，《舊約》部分由他
與英國新教來華的第二位傳教士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合作完成。
馬禮遜米憐譯本是第一部在中國大陸翻
譯的中文聖經全譯本，因而它為基督教
的譯經工作奠定了基礎。這在中外文化
傳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華英
字 典 》（Th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一部大型的漢英辭書，既
詳解語辭和語法，又包含許多百科詞
條。《華英字典》還特別重視將中華
文化放在「二希文化體系」（HebrewHellenic cultural system）中，加以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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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對照。這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劃

men — as by adverse and by prosperous

時代的意義。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

circumstances in providence.”1（煉人心，

外漢學研究中心、香港大學圖書館、澳

就是試驗人們的心，猶如通過天意所示

門基金會的通力合作之下，大象出版社

的逆境和順境而試驗一樣——拙譯）試

於 2008 年出版了《華英字典》的縮合

驗（temptation）， 又 稱 試 探， 這 是 富

影印版，為大十六開，分裝為六冊。

有基督教神學意味的一個術語，其含義

從中英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馬禮
遜是一位真心好道的英國籍道學研究

其實就是漢語語境中用得很多的「考
驗」。

者。道教是非常重視煉丹的，然而，值

基督教的試驗觀具有豐富的內

得注意的是，在《華英字典》中卻很少

容，在聖經中有關於試驗的大量記載，

有涉及煉丹的內容。煉丹起源於人們尋

比如，以色列人試驗耶和華，上帝試驗

找長生不老藥的願望，道士們將鉛汞配

耶穌，魔鬼撒旦試驗耶穌等，都是如

製其他藥物作為原料，放在爐鼎中燒製

此。具體說來，試驗具有三方面的意

而得到的丹藥；這樣的丹藥，看得見，

義。其一，聖潔的人必須具備經受一切

摸得著，具有鮮明的物質性的外觀，

試探的能力。其二，通過種種試探並且

因而稱為外丹。仿照煉外丹的原理，

勝出的人才算得上德行完備。其三，如

道士們以人體為爐鼎，通過行氣、導

果一個人經常受到魔鬼的試驗，那麼其

引、胎息等方法而將人體內的精、氣、

原因也是明顯的。它表明，此人私心雜

神凝結為聖胎；這樣的聖胎，固然可以
感覺到它的存在，現代自然科學也證實
了它實乃一種體液因而具有物質性，然
而它畢竟是存在於人的身體之內的，其
物質性的外觀難於用肉眼觀察到，人們
也無法用手直接將它捫及，故而聖胎被
稱為內丹。外丹和內丹俱為道教重要的
修煉方術，關於它們的學問統稱為丹
學。外丹與內丹相較，後者更接近人的
生命運行機制，因而從丹學發展史的角
度看，內丹更為高明。關於內丹的學問
叫做內丹學，又叫丹道學，它是道學中

念甚重，欲望過多。總起來說，試驗既
是對人的良知的考驗，又是對良知的鍛
煉。《馬太福音》6：13 寫道：「不叫
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險。」2
這是〈主禱文〉中的一句，它表明了人
們的希望。受到試探畢竟是一件很艱巨
的事情。儘管如此，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卻免不了被試探。
那麼，人們究竟應該怎麼對待試
探呢？道教有專門的經典論述試探，它
就是《太上感應篇》，其文曰：

的最高層次的學問。從理論上看，丹道

ϼГǺᅾᅽคߐǴோΓԾ

學具有窮理盡性的辯證思維特徵。從實

єǶ๓ൾϐൔǴӵቹᒿǶࢂа

踐上看，丹道學以延長人的生命為直接

ϺӦԖљၸϐઓǶ٩Γ܌ҍᇸख़Ǵ

的目標。儘管如此，馬禮遜卻不重視

аღΓᆉǶᆉ෧߾೦Ǵӭኁ

煉丹，他所重視的是「煉人心」。馬

ǶΓࣣൾϐǴӉᅾᒿϐǴӓቼ

禮遜寫道：“煉人心 To try the hearts of

ᗉϐǴൾࢃؠϐǶᆉᅰ߾ԝǶ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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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ό۸ؼǴζόࢋǹό࠻ځکǴ

約一千二百字。由於《太上感應篇》流

όལځϻǹӳࣲ၅ǴதՉ֪גǹ

傳極廣，因而版本甚多。有一卷本、八

คՉۀܭηǴѨᘶܭထۄǹᇸ➌

卷本，乃至三十卷本；有純文本，也有

ӃᡫǴၴڮǹբࣁคǴᚶ

圖文本；有道教本，也有道釋交融本，

ѦЈǹԾڣڣдǴୃୃངǹ

乃至儒道釋三教貫穿本；還有不少當代

ຫϔຫ؞Ǵၢ१ၢΓǹཞηቝजǴ

人編寫的夾雜順口溜和詩詞的版本，乃

ӭՉᗦሻǹఄᛪᄺᆸǴਝѿဦࡗǹ

至穿插以各種反腐倡廉故事的版本。依

ჹчੂൄϷྔǴჹ֗؞ຐϷઢǹ

照各個版本出現的先後順序看，往往是

Ξа؞Оᐨ३Ǵᘸਮբ१ǹڹଆ

越後出現的版本，其篇幅也就越長。換

ᇘ៛ǴΖՉӉǹൄࢬࢃǴࡰहᓆǹ

言之，《太上感應篇》從面世之日起一

ᇷࡰΟӀǴΦຎВДǹࡾВᐬᘪǴ

直經歷著自己的文本旅程。文本不斷拓

ჹчൾጜǹคࡺఠᓫѺೂǺӵࢂ

展，越來越長；說教深入人心，奉者日

Ǵљڮᒿځᇸख़ǴღځइᆉǴ

多。在明清兩代，《太上感應篇》流傳

ᆉᅰ߾ԝǶԝԖᎩೢǴΏࢢϷη

甚廣，有「民間道教聖典」之稱。收入

ǶΞፏᐉڗΓޣǴϷीۀځ

《道藏》太清部的《太上感應篇》，篇

ηৎαаϐǴᅌԿԝ഼Ƕऩό

幅已達三十卷之巨，它由南宋人李昌齡

ԝ഼Ǵ߾ԖНОǵหၖǵᒪΫᏔ

和鄭清之，分別為之傳讚。李昌齡所作

ނǵ੯ੰǵαՁፏ٣ǴаӰڗ

〈傳〉，博引典籍故事，以詮釋經文。

ϐޔǶΞ݉ఠΓޣǴࢂܰΘծԶ

鄭清之所作〈讚〉，用四言詩的形式，

࣬ఠΨǶߚڗကϐޣǴӵᅅ

對經文和傳文的內容加以歸納，以方便

ಢ௱ទǴᎺଚЗǶߚόኩႫǴ

記憶。李昌齡（生卒年不祥），南宋四

ԝҭϷϐǶϻЈଆܭ๓Ǵ๓ᗨ҂

川夾江人。鄭清之（1176—1261），字

ࣁǴԶӓઓςᒿϐǶ܈ЈଆܭൾǴ

德源，別號安晚，南宋鄞（今浙江寧波）

ൾᗨ҂ࣁǴԶϨઓςᒿϐǶځԖ

人，《全宋詩》編其詩為九卷，《全宋

මՉൾ٣ǴࡕԾׯ৷ǴፏൾವբǴ

詞》錄其詞一首，《全宋文》編其文為

๓ںՉǶΦΦѸᕇӓቼǴԜᒏ

兩卷。鄭清之〈念奴嬌 • 菊〉：

ᙯᅾࣁᅽΨǶࡺӓΓᇟ๓ǵຎ๓ǵ
Չ๓ǴВԖΟ๓ǴΟԃคѸफ़
ϐᅽǹϨΓᇟൾǵຎൾǵՉൾǴ
ВԖΟൾǴϺѸफ़ϐᅾǴचό
ࠀԶՉϐ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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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經典《太上感應篇》，簡稱《感應

ՖનǴఁᔈᜤׯǶҶၰΟ᎘ම

篇》，又稱《感應經》。《太上感應篇》

ᙑǴᇸעЕើ࣬ჹǶۯਦӕ࿉Ǵ

大約出現在兩宋之際，撰人不詳。《太

ఘࣁ϶ǴόൺብࡾᄊǶԃԃࣿ

上感應篇》的正文，不計標點符號，大

ࡕǴઢᢀޱᑵՆ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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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之〈念奴嬌 • 菊〉是一首借菊花

桂樹之冬榮。」9 桂，桂花樹。在《楚

而言志的詞作，其上闋由霜天中的菊

辭》中「桂」字用得很多，還有桂棟、

花而起興，歌頌陶潛人品高潔。陶潛

桂漿、桂酒、桂棹、桂枝、桂舟等。梅，

（365—427），字淵明，晉潯陽柴桑（今

本義指楠。楠木是生長在南方的高大的

江西九江市）人。陶潛的名字與菊花

常綠喬木，樹有香氣，木為良材，儼然

聯繫在一起，菊花成了陶潛的象徵。

為樹中的貴族。楠樹高大偉岸，象徵屈

《陶淵明集》卷三〈飲酒二十首〉其五：

原的高尚人格。梅，在後來的用法中指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

梅樹。梅在臘月開花，經得住嚴寒的考

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

驗，故而用來比喻高尚的人格。《宋詩

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紀事》卷二七楊時〈觀梅贈胡康侯〉

5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陶潛〈飲

詩：「欲驅殘臘變春風，惟有寒梅作

酒二十首〉非一時所作，卻篇篇俱佳。

選鋒。莫把疏英輕鬥雪，好藏清豔月

該組詩之第五首具有明顯的好道傾向。

明中。」10 楊時（1053—1135），北宋

大隱隱於市，並不覺得市井嘈雜，因為

理學家，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今屬福

隱者的心胸高遠，身邊的瑣碎事自然無

建）人，熙寧九年進士。楊時遊於二程

法擾亂其澄明的心境。陶潛站在自家門

之門，與游酢、呂大臨、謝良佐並稱為

前花圃的籬笆前，望著遠處的廬山：傍

程門四大弟子。楊時為官，歷知瀏陽、

晚時分，飛鳥歸巢，彷彿聽見莊子在對

餘杭、蕭山三縣，召為秘書郎，欽宗時

他喃喃低語。莊子說：「辯也者，有不

兼國子祭酒，高宗時除工部侍郎，兼

6

辯也……大辯不言。」 （《莊子 • 齊

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物論》）。莊子又說：「言者所以在

卒諡文靖。楊時晚年隱居龜山，學者

7

意也，得意而忘言。」 （《莊子 • 外

稱龜山先生。《宋史》卷四二八〈楊

物》）他從大自然中得到啟發，他從眼

時傳〉：「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

前的事物中領悟到了人生的真諦。這真

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

諦無法用語言來表述，也無需用語言來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

表述。金燦燦的菊花之所以可愛，因為

雪深一尺矣。」11 程門立雪，大雪紛飛

它具有端正的顏色。黃花沒有紅花多，

中靜立不動的楊時，不就是一株梅花樹

但黃花不俗，開在寒冷的深秋。紅花固

嗎？楊時恭敬受學，為學生樹立了榜

然好看，但它們的花瓣散落後，卻被塵

樣。楊時〈觀梅贈胡康侯〉詩，描繪了

世的人用腳踩。

梅在季節變換之際，風雨飄搖之時的堅

鄭清之詞〈念奴嬌 • 菊〉下闋以
木蘭、桂和梅為比喻，歌頌屈原保持晚

一般說來，詩莊詞媚。人們用詩

節。〈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來表現志向理想，用詞來表現兒女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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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品格。

夕餐秋菊之落英。」 木蘭，香木辛夷

情。因此我們看到，同一位作家，其詩

的一種，據說此木即使去其樹皮也不會

風莊嚴肅穆，而其詞風卻委婉柔美。由

死。〈遠遊〉：「嘉南州之炎德兮，麗

鄭清之詞而見其人品。由鄭清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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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不難推知《太上感應篇》作者的人
品。由《太上感應篇》作者的人品，我
們不難推知酷愛《太上感應篇》的馬禮
遜的人品。
馬禮遜的人品有兩點很可貴。其
一，馬禮遜愛中國的物事。馬禮遜《日
記 》1808 年 1 月 7 日：「 我 到 廣 州 後
就練習吃中國飯。現在我覺得學習中文
已經過於勤奮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
國人寫字的姿勢練習書寫中文，這是
我在英國沒有經歷過的，弄得我肩膀
兩側非常疼痛。雖然我有點沮喪，但我
仍應鼓起勇氣，盼望將來能將聖經翻譯
成中文，使數萬萬中國人能夠閱讀中文
聖經。」12 馬禮遜練習毛筆字，非常認
真，非常努力，他居然把自己的肩膀
都練痛了。這使我們想到晉代書法家
王 羲 之（321—379） 寫 字 寫 到 肩 胛 骨
酸痛的故事。王羲之每日寫字多，致使
肩頭酸痛。這一點在他中年時特別突
出。我們仔細觀察王羲之的書法字帖，

帝，同時又侍奉瑪門。」13 馬禮遜是來

就會發現，左右結構的字，右邊總是要

華傳教的英國教士，他自然與那些來華

大一些，高一些。這是因為，右手寫

的英國商人相聯繫。為了獲得生活來

字，肩膀疼痛同時將它抬高一些會稍微

源，養家活口，他本人長期在英國商

舒服一點。筆者曾將王羲之的肩膀疼痛

行擔任譯員。馬禮遜深知英國向中國

歸納為「書寫綜合症」。由於王羲之是

輸入鴉片是多麼大的一樁罪惡。瑪門

書法大家，他的書法範鑄了我們的審美

（Mammon），財神。拜金主義、金錢

觀。寫字的時候，要把右半部寫大一

萬 能 論（mammonism）， 直 譯 即 瑪 門

點，視之才美觀。馬禮遜是一個愛中國

主義。一個獻身於事業的人，絕不能潛

事物的人，否則他不會那麼熱心寫毛筆

心於撈錢。馬禮遜的這一看法對我們今

字。在馬禮遜 1823 年 3 月 3 日所寫的

天仍然有教益。

一封心中有這樣的話：「我考慮愈多，

鄭清之詞〈念奴嬌 • 菊〉最後說：

愈是使我相信，向中國走私鴉片是與基

年年秋後，笑觀芳草蕭艾。屈原在〈離

督福音裏的道德觀完全違背的。接受福

騷〉中曾以芳草和蕭艾對比。菊花發出

音是我唯一應當走的道路，走私鴉片

幽香，屬於芳草。蕭艾，指野蒿，屬於

是完全錯誤的。一個人不可能侍奉上

臭草。每年深秋時節，菊花開得正濃的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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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野蒿就枯死了。芳草與蕭艾的區

來，嘲笑和誹謗聖賢，不僅是行為上的

別，在於它們的品德迥然不同。

失當，而且還是神學上的失誤，因為那

從哲理上看，《太上感應篇》的
思想基礎是天人感應，因而這部經典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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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損害了道的本體。至於左道惑眾，
那就更是罪孽了。

有濃郁的自然哲學的意味。從倫理上

第二，具體的道德戒條多。基督

看，《太上感應篇》的認識基礎是因果

新教的戒條十分簡要，主要體現在摩西

報應，因而這部經典具有很強的實踐效

十誡之中。其內容如下：一、除上帝外

應，以至於佛門中人也很重視這部道教

不可祭拜別的神；二、不可敬拜偶像；

典籍。具體而言，《太上感應篇》有以

三、不可妄稱上帝的名；四、當守安息

下六個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聖日；五、當孝敬父母；六、不可殺

第一，以道教為本位立論。《太

人； 七、 不 可 姦 淫； 八、 不 可 偷 盜；

上感應篇》是一篇道教文獻，它從正反

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十、不可

兩個方面來審視人的行為。首先，它以

貪戀別人的財物。以上內容，記錄在聖

道教司過之神來告誡人們切勿作惡。司

經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章和〈申

過之神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

命 記 〉 第 五 章 之 中。 One of the great

等。北斗神君在天上監視著每一個人。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perhaps

三尸神天天匯報一個人的行為過犯。灶

in the history of all mankind, is the giving

神更不用說，誰要是做了壞事，吃飯都

of the Law. The Law was not given so that

不得安寧。其次，他以成仙的美好願望

the Israelites by keeping it could attain

來吸引人們向善。立一千三百善者，可

righteousness.14（在以色列歷史上，而

以成為天仙；立三百善者，可以成為地

且也許在全人類歷史上，律法的頒佈都

仙。這多麼令人嚮往啊！至於立論的本

是重大的事件之一。沒有律法的頒佈，

位則只有一個，那就是道。《感應篇》

古代以色列人就不可能通過遵守它而達

曰：「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是」

到公義——拙譯）摩西十誡，簡稱十

和「非」在這裏當動詞用，意即肯定和

誡，它們是上帝在西奈山上啟示給古代

否定之意。也就是說，判別善惡的標準

以色列人的政治和宗教領袖摩西，而摩

只有一個，那就是道。《感應篇》曰：

西又將之轉述給以色列人的十條守則。

「所謂善人，……天道佑之。」善人較

除此之外，基督新教就很少有別的戒條

之惡人，不僅具有倫理上的優勢，還具

了。在聖經的律法書中固然有不少戒

有神學上的優勢，即天道保佑善人。善

條，但是它們主要是針對祭祀而做出的

人向善是一條不斷前行的道路，善人只

儀式上的規定。基督新教提倡人們直接

要精進不懈，最終會成為聖人或賢人。

閱讀聖經，而閱讀聖經的目的在於體會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不乏嘲笑和誹謗

其神學的意涵，而不在於其具體的條

聖賢的現象。這是不允許的。為甚麼不

規。

能嘲笑和誹謗聖賢呢？《感應篇》給出

天主教的戒條繁多，《天主教法

了答案：「訕謗聖賢，侵陵道德。」原

典》為拉丁文書寫的煌煌巨冊，除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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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深奧的總論之外，還有多達 1752 條

於是正文中的一句或數句話變成了一篇

的具體的條規。其中既有教會的法規，

短文。讚，以韻語而加以總結。鄭清之

也有許多日常行為的準則。於 1962—

所作讚，每首四言五韻，有畫龍點睛之

1965 年期間召開的梵二會議，是天主

妙趣，於是正文中的一句或數句話又增

教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梵二會議

添了一首詩。至於今日，則有不少熱

之前，天主教相當保守。不少天主教的

心的人士編寫各種版本的《太上感應

教堂在舉行儀式的時候使用拉丁文而不

篇》，其中大量穿插當前的道德教育內

是當地的民族語言。一般的會眾根本聽

容，配以大量的插圖和事例，於是《感

不懂拉丁文，他們只是看這神職人員做

應篇》的篇幅變得更加龐大。

各種儀式而已。在讀經的問題上也是如

其實，馬禮遜感興趣的並不是《太

此。梵二會議之前，天主教主張信徒們

上感應篇》中的那些具體的道德戒條。

在教會的指導下讀經，而不鼓勵信徒自

他所重視的是「感應」。感應是一個雙

己直接閱讀聖經。因此，我們看到，天

向的精神之流的交通過程。感應這一精

主教版的聖經種類很少。讀經之不足勢

神活動的兩端連接著人和神。

必影響宗教倫理道德的貫徹。那麼，怎

第三，與佛教有相通之處。《太

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制定大量的戒

上感應篇》講究因果報應，這是它與佛

條來做補充。直至今天，天主教的戒條

教相通的地方。因果報應（梵：hetu；

依然繁多，天主教的儀式依然繁複。當

英：casualty）是佛教的一個基本的理

然，天主教繁複的儀式也有一個好處，

論。因（cause）就是原因，果（effect）

那就是極富於操演性和觀賞性。正如道

就是結果。佛教將因和果並稱，認為有

教的繁複的儀軌頗能吸引民眾一樣，天

因必有果，有果亦必有因，並試圖用因

主教那繁複的儀式也很吸引人。繁複的

果來說明世界上的一切關係，從而支撐

儀式本身即是戒條的演繹。儀式將戒條

其整個宗教體系。佛教認為因果關係是

表演化，庶幾深入信眾的心中。

宇宙間一切事物的運行法則，它具有明

道 教 的 戒 條 繁 雜， 這 一 點 可 以

確的對應規律，故而因果關係也稱為因

從《太上感應篇》的篇幅變化中看出

果律。因果報應不僅是佛教邏輯的運思

來。起初，《太上感應篇》僅有正文

模式，也是佛教文學的敘事模式。在佛

一千二百字。後來，經過李昌齡和鄭清

藏中有大量的故事，它們幾乎都是按照

之的傳讚，其篇幅多達三十卷。正文與

因果報應的模式來敘事的。

傳讚在篇幅上的差距從何而來呢？原

由於佛教傳入中國甚早，故而因

來，李昌齡和鄭清之將每一句話均予以

果律也為道教所吸收。道教學者們以佛

申說，這就導致了篇幅的大量增長。

教的因果律為基礎，結合中國固有的類

《感應篇》的每一句話之所以得以傳

似學說而加以發展，從而形成了道教的

讚，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它的每一

因果學說。道教學者們根據中國的固有

句話都具有戒條的性質。傳，解釋和評

典籍對因果律做了理論上的溯源。這源

論。李昌齡博引典籍故事以詮釋正文，

頭包括兩種典籍，其一為《尚書》。《商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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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伊訓》：「惟上帝不常，作善，
15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這

第四，與儒學有相通之處。儒家

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彙編。《史

的學說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中國古代的

記》卷三〈殷本紀〉：「帝太甲元年，

禮制而發出的議論。在《太上感應篇》

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

中也有許多基於中國古代的禮制而制定

後〉。」 〈肆命〉和〈徂後〉早已亡佚，

的戒條，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只有〈伊訓〉尚存。太甲，商朝的第五

（一）《感應篇》曰：「忠孝友

代君王，名至，太甲是其廟號，他生活

悌，正己化人。」忠，忠誠，辦事情盡

在公元前十七世紀。〈伊訓〉中的這一

心盡力。孝，孝順，善事父母等長輩。

段記載具有深刻的神學內涵，即因果律

友，友愛，朋友之間相親相愛。悌，有

為上帝所支配。這就從根本上解釋了因

悌德，做弟弟就像個做弟弟的樣子，敬

果報應中的一些特例，比如，在有的場

愛兄長。這些都是孔子一貫的教導。忠

合，好人未得好報，惡人未得惡報。惟

誠的主要對象是君主，而在古代君主代

上帝不常：上帝是否賜予福命沒有恒定

表的是國家。朋友間的相親相愛必須建

的時間表。又，《商書 • 太甲中》：「天

立在守信用的基礎之上。由於君主和朋

17

友都是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因而

這是對作惡的警示。〈太甲〉上中下三

做到「忠信」較諸「孝悌」更不容易。

篇，在時間上與〈伊訓〉篇大致同樣古

鑒於以上原因，「忠孝友悌」後來發展

老。其二為《易傳》。《易傳 • 文言》：

為「忠信孝悌」。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18

（二）《感應篇》曰：「矜孤恤寡，

必有餘殃。」 《易傳》十篇大致陸續

敬老懷幼。」矜，哀憐、同情。年幼喪

完成於戰國漢初年間。這是較早的對因

父曰孤。恤，周濟。婦人喪夫曰寡。由

果律的中國式表述。

於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且又缺少社會保

除了理論上的溯源，道教學者們

障體系，因而孤兒和寡婦們所面臨的首

又根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對因果律做了

要問題是衣食等生活方面的困難，因而

應用上的拓展。在此方面，著作甚多，

應當同情他們。當孤兒和寡婦有困難的

而《太上感應篇》是其中廣為人知的一

時候，要盡可能地伸出援手周濟他們。

種。《太上感應篇》開篇即曰：「太上

《孟子 • 梁惠王上》：「老吾老，以

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如影隨形。」道教的因果律不像佛教那

可運於掌。」19 敬老懷幼，這是儒家提

樣繁瑣，而是來得簡單明快。種下善

倡的倫理原則之一，孟子的這幾句話是

因，必得善果。種下惡因，彼得惡果。

「敬老懷幼」這一原則的理論來源。孟

這是太上老君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

子還說，如果能辦到這一條，那麼治理

豆。這是民諺所說的。二者何其相似！

國家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

這說明，道教的根深深地紮在民眾的日

弘道

已經孕育了「生活道」的雛形。

是最早的對因果律的中國式表述。《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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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可以說，《太上感應篇》中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三）《感應篇》曰：「遏惡揚

道
壇論教

善，推多取少。」遏惡揚善，即懲惡揚

ϐൔǴܴқภϪǴёаןշ҅ၰǴ

善。從社會方面看，壓制邪惡勢力，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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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善德善行，這是維持社會治安的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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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從道德方面看，遏惡揚善，即克

ԜБǴΓԜᏊǴىаଆ߫ϐ

服人心中的惡念，高揚人心中的善念。

ᆯޓǴߚλံΨǶᆪҲοԖ

這也就是將潛藏於人心中的正能量發揮

قГǺȨΥԖǴࣣࣁགǶ܌ག

出來。推多取少，指的是，在財富面前，

ѸԖᔈǴ܌ᔈൺࣁགǶȩ܌གൺ

將多的推讓給他人，而自己取拿少的。

ԖᔈǵޣǴՖԜЈϐวΨǻΓ

推多取少，這是實現社會公平的經濟手

ϐЈǴᡫࢰᄇǴڀǶ

段。《雲笈七籤》卷四十〈崇百藥〉：

Б  ځ҂ วǴ ଁ Ԗ ό ๓ǻ Ϸ ࡽ 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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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多取少，是一藥。」 道教提倡「推

วǴԖ҅ԖցǴฅࡕ๓ൾోǴ

多取少」之美德。儒家主張入世，故而

ԶӓϨᅾᅽǴҭӚаᜪᔈǴόё

對社會經濟問題關注較多。不過，在對

ᇠΨǶΓࢢޕቼϐൔǴӂ܌ܭᑈǹ

待財富的問題上，儒家與道教的看法卻

ԶόޕۺϐวǴջӓϨᅾᅽϐ

是基本一致的。

ߐǶМ२കݙကǴനࣁ߈Ƕ

第五，世俗化的傾向明顯。《太

էࡺ߄ԶрϐǶԿقځԖੋܭЄ

上感應篇》又名《感應經》，產生於兩

ޣ܁Ǵाࣣࣁ༿ԶǶէ

宋之際，這是道教經籍編撰史的一個大

ڰ҂ཨుፕǴំޣჸځҔЈǴԶ

事 件。 宋 理 宗 紹 定 六 年（1233）， 臨

ځڗԖံోёΨǶ32

安太一宮道士胡瑩微刊印《太上感應
篇》，上之於朝。篤信道教的理宗皇帝
見書大喜，他揮筆題寫了八個大字：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眾大臣見此，紛紛
為該書作序推廣。真德秀〈感應篇序〉：

真 德 秀（1178—1235）， 字 景 元， 後
字景希，號西山，世稱西山先生，南宋
建州浦城（今福建安道）人。真德秀為
朱熹以後聲望極高的理學大家，為人端
正，氣節昭著，歷知泉州、福州，召為

Ƞ ག ᔈ ጇ ȡ ޣǴ ၰ ৎ ⦻ Ш

戶部尚書，後改翰林學士，官至參知政

ਜΨǶါγܱសݙញځကǴр

事，故而門人甚多，影響很大。真德秀

ΕΟ௲ύǴΥኧقǶէೱ⾲г

所作〈感應篇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

༡ǴדѷլၱǴࡺத഻㛛๓ਜа

首先，真德秀揭示了《太上感應

ࡼΓǶаᏂৎقϐǴ߾ȠεᏢക

篇》的理學維度。理學是以儒家倫理思

ѡȡǵȠλᏢӷ૽ȡਜǶаញ

想為核心，攝取佛學和道學的成分而形

МقϐǴ߾܌ᒏȠߎখݙȡޣǴ

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學說。理學興起於

ΥΟخڅǶฅȠελᏢȡёаᇧ

北宋初期，大盛於南宋時期。在金元時

ᏢޣǴԶόёаᇟΥ҇ǹȠߎখȡ

期，理學依然在發展。到了明代，理學

ઝஏϐԑǴΞߚԖճਥஎችޣǴ

成為國家哲學。真德秀的貢獻在於，他

όૈ৴ԶှΨǶ៝Ԝጇࡰഋ๓ൾ

指明了《太上感應篇》文本構成的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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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它們是道教的諸多典籍、儒家的

篇》的語體是白話。與當時的大多數白

《大學》和《小學字訓》、佛教的《金

話文作品一樣，《太上感應篇》只不過

剛經注》。《大學》一卷，文本短小。

夾雜了一些淺文言的成分罷了。《太上

《小學字訓》一卷，篇幅不長。《金剛

感應篇》的文本非常好懂，只要稍加詮

經》的正文，篇幅也不是太大，在古代

釋，那麼今日之小學生也能夠明白其大

有人背得整本的《金剛經》。

意。惟有《太上感應篇》的語體特徵才

其次，真德秀指出《太上感應篇》

是為其文本斷代的根本依據。因此，那

具有世俗化的傾向。儘管《太上感應

種以為《太上感應篇》為宋以前作品的

篇》有理學的向度，然而其世俗化的傾

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兩宋之際，這

向也是很明顯的。這不僅體現在所引儒

是一個民族矛盾尖銳、民族危機深重的

學和佛教典籍皆為簡短精要之書方面，

時代。道教發展到南宋時期面臨著必須

還體現在《太上感應篇》的口語體風格

走向民間的時代要求。在這種大形勢之

之上。宋元時期的民間口語，與現代漢

下，《太上感應篇》就誕生了。

語的區別已經大為縮小。《太上感應

第六，促進淨明道的誕生。淨明

䢮ㅆ䭏

道的全稱是淨明忠孝道。淨明道奉「許
真君」為教祖，許真君即東晉道士許遜
（239 ？— 374），因為許遜曾擔任旌
陽縣令，所以又稱之為許旌陽。北宋時
期，民間盛傳許遜的種種神跡，說他精
通天文、地理、五行、讖緯、煉丹和種
種神仙術，又說他得道之後在江西的西
山飛昇。許遜及其孝悌之教為北宋統治
者所信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
朝廷封許遜為神功妙計真君。南宋紹興
（1131—1162） 年 間， 西 山 玉 隆 萬 壽
宮道士曾經舉行過祈禱儀式，請求許遜
降世救難。據說祈禱很有效果，獲得
了許遜所授的《飛仙度人經》和《淨明
忠孝大法》等經書。元朝至元二十年
（1283）， 鄱 陽 石 門 人 劉 玉（1257—
1308）宣稱，淨明道法師胡慧超下凡，
胡慧超向他說預言，聲稱淨明道必將大
興。民間還盛傳許真君下降到劉玉的住
宅，並將「中黃大道」等授予劉玉。大
德 元 年（1297）， 以「 淨 明 道 」 命 名
的道派創立。經過數代承傳之後，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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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已經蔚為大觀，並出現了不少著名的

極真詮》、《玉真立壇疏》、《淨明忠

道士。到了明代，原陽子趙宜真（？—

孝全書》等。然而，所有淨明道典籍的

1382）掌教，淨明道的發展進入了新的

宗旨只有一個：懷抱淨明心，做個忠孝

階段，受到朝廷的重視。淨明道醞釀於

人。至於淨明道的教義，最徹底的概括

南宋，興盛於元代，復興於明代。清康

就是其教之名稱：淨、明、忠、孝。

熙以後，由於全國的宗教態勢發生了變
化，於是淨明道漸趨衰微。

相比之下，基督教舊約的〈出埃
及記〉和〈申命記〉兩部經書，比淨明

淨明道的這一發展脈絡告訴我

道的典籍成書年代早得多，因而它們更

們，淨明道與理學的發展途程基本一

加需要跟上時代。宗教典籍，惟有跟上

致。淨明道是南宋以來儒、道、釋三教

時代，才能深入民間。基督教神學界清

相融合的產物，其教義特別簡單。《淨

醒地看到了這一點，於是我們看到摩西

明忠孝全書》卷三〈玉真先生語錄內

十誡已經簡化為十個單詞了：

集〉曰：「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
是扶植綱常。」22 又曰：「何謂淨？不
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
孝自得。」23 這是對淨明道教義的概括。
其實，淨明道的教義還可以進一步概括
為十個字：始於忠，立於孝，淨明於心。
回頭再看摩西十誡，其誡條是人們後來
概括出來的。摩西十誡所自出的兩個原
始的文本，無論是〈出埃及記〉第二十
章，抑或是〈申命記〉都比較長。摩西
率領他的同胞出離埃及，大約是在公元
前十三世紀中葉。〈出埃及記〉的文本
有多個來源，它們在數百年的漫長年代
中不斷匯合，最後於公元前五世紀編訂

The Ten Commandments are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10 divine
rules for human conduct. They
might be called rules of (1) religion,
(2) worship, (3) reverence, (4) time,
(5) authority, (6) life, (7) purity,
(8) property, (9) tongue, and (10)
contentment.35ȐΜᇢཱུӳӦஒΓᜪ
ޑՉࣁᕴ่ࣁΜઓဃיޑచǶ
Ѭॺёаᆀࣁᜢےܭ௲ǵࡨǵ
ལࣙǵਔ໔ǵ࠶ǵғڮǵዅృǵ
ౢǵαՁکᅈיޑىచȋȋܟ
 *!

為今本。〈申命記〉形成稍晚，編訂於

這十個單詞，準確地概括了基督教的全

公元前七世紀。宗教的經典形成之後，

部倫理原則，而且它們還便於記憶。與

還有一個如何為信眾所接受的問題。長

此相似的是佛教的著名派別淨土宗。佛

篇的經文難於記誦，於是人們便對他們

教的典籍，其數量之多，堪稱世界第

加以簡化。摩西十誡從一章的篇幅簡化

一，任何人窮其一生都不可能閱讀完全

為十句話。淨明道本身就帶有民間信仰

部的佛典。淨土宗從唐代起便在中國大

的色彩，其經典信條的簡化也就更為徹

行其道，連白居易等著名文學家都是淨

底。淨明道的經典，本來也不少，主要

土宗的信仰者。佛典，數量龐大，太難

有《飛仙度人經》、《淨明忠孝大法》、

讀了。佛典，字句古奧，太難讀了。愚

《玉真靈寶壇記》、《中黃大道》、《八

夫愚婦，不識字，沒辦法讀。達官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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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多，沒時間讀。於是，淨土宗發明

《 神 天 聖 書 》（The Holy Bible, in 21

了一個好辦法，乾脆不讀經算啦，只唸

volumes, Malacca, 1823）、《古聖奉神

四個字即可。這四個字就是：阿彌陀佛。

天 啟 示 道 家 訓 》（Domestic Instructor,

唸誦這四個字是任何人都辦得到的。據

Malacca, 1832）、《 雜 文 編 》（Serial

說，只須將此四字唸到幾千遍，那麼就

Miscellany, Macao, 1888）、《 祈 禱 文

一定會有奇跡出現。

讚 神 詩 》（Prayers and Hymns, Macao,

通過比較研究，我們看到淨明道

1833）。在以上十二種書中，有三種出

的主張與《太上感應篇》是完全一致

版地已佚，有一種中文書名已佚。《經

的，只不過它披上了一層更厚的宗教

書舉隅》此為筆者據英文書名擬構。

外衣罷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太上

又，《神天聖書》即聖經的馬禮遜米憐

感應篇》是淨明道成立的觸媒。任何

譯本。除了《神天聖書》一種為專門的

宗教，無論其教義多麼深奧，最終都

譯著之外，其他十一種書均為馬禮遜用

要走進生活，才能獲得生命力。馬禮

中文撰寫的詩文集。這些書有一個共同

遜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馬禮遜的著

的特點，那就是語言淺切。對當時的中

作，按照撰寫時所使用的語言來看，可

國人來說，這些書都是容易讀懂的。用

分為英文和中文兩大類。馬禮遜的英

淺文言來寫作，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來

文著作現存三十二種，中文著作則要

解析深奧的宗教原理，這是一種高明的

少一些，但是也有十二種之多。由於

敘事策略。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種

馬禮遜畢竟是一個英國人，他希望自

敘事策略是從哪裏來的呢？顯然，這是

己的中文著作能夠保存在英國的圖書

馬禮遜從《太上感應篇》那裏學來的。

館中，故而它們均附有英文的書名。

由此而觀之，可見馬禮遜對《太上感應

它 們 是《 神 道 論 說 救 世 總 說 真 本 》

篇》有多麼的熟悉！馬禮遜簡直將《太

（ A Summary of the Divine Doctrine,

上感應篇》爛熟於心了，於是他可以隨

Canton, 1811）、《問答淺注耶穌教法》

意拈來運用，左右排闥而逢源，筆端如

（Doctrine of Jesus in Catechism Form,

有泉水湧。馬禮遜是一個善於悟道的

Canton, 1812）、《經書舉隅》（Short

人。這就是為甚麼文本那麼淺近直白的

Abstract Relative to the Scriptures,

《太上感應篇》為馬禮遜所高度重視的

Canton, 1814）、《 古 時 如 氏 亞 國 歷

緣由。馬禮遜的這十一種中文著作乃是

代 略 傳 》（Outline of Old Testament

《太上感應篇》文本的一次最大的拓

History, 1815）、《養心神詩》（Hymn-

展，我們不妨稱之為「馬禮遜拓展」。

Book, 1818）、《 年 中 每 日 早 晚 祈 禱

《太上感應篇》的馬禮遜拓展，具有雙

敘 式 》（Church of England Common

向傳播的性質：一、為中國人服務，促

Prayer Book, Malacca, 1818）、《

神

使他們接受基督教和聖經；二、為西方

天 道 碎 集 傳 》（Miscellaneous Essays,

人服務，促使他們深入地瞭解中國和中

Malacca, 1818）、《 西 遊 地 球 聞 見

國人。

略 傳 》（Tour of the World,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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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感應篇》能夠在馬禮遜那裏得到如此

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題辭〉：「是

巨大的拓展呢？究其原因，大要有三：

書也，以感應名篇，豈苟云哉！世人每

其一，這是由《太上感應篇》的

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

內容所決定的。《太上感應篇》的內容

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

可以概括為十條，它們是明義、鑒察、

有無感而自應者也。」25 嘉熙是南宋理

積善、善報、諸惡、惡報、指微、悔過

宗的年號。嘉熙戊戌歲，即公元 1238

和力行。我們不妨將它們稱作「太上十

年。南宋理宗大力倡導《太上感應篇》，

條」。太上十條，同時也是道家所主張

以收拾人心、鞏固封建社會制度。《太

的倫理思想的十個基本點。太上十條，

上感應篇》的文本在宋理宗時得到了極

與基督教倫理學是基本一致的。基督宗

大的拓展。感應是一種雙向的思維活

教所主張的「八福」（eight beatitudes,

動，有所感，才有所應。感者屬於主觀

見〈馬太福音〉5：3—10）、十誡（ten

的一方，即我，即施動者。應者屬於客

commandments）、「七種美德」（seven

觀的一方，即天，即太上神。人心有感，

virtues），基督宗教所譴責的「七種遭

太上有應。一個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時

永劫的大罪」（seven deadly sins），基

候，其心中總是有所感觸的，而這種感

本上都可以在《太上感應篇》中一一找

觸必定能夠得到太上的回應。感應是基

到其對應點。

督宗教主要的運思方式。〈馬太福音〉

其二，因為太上十條的制定者與

1：18：「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

上帝的身份類似。太上十條是由太上宣

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

示給人們的。太上規誡人們，務要行善

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26 據

棄惡。道教尊稱最高最尊之神為太上。

聖經記載，耶穌基督係感孕而生，聖母

太 上， 其 含 義 與 英 文 的 the Supreme

瑪利亞懷上耶穌的時候，其丈夫約瑟並

Master 相互對應，即至高之主。在基督

不在家。因此，基督宗教認為，耶穌係

宗教裏，太上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

受生而非受造。耶穌是一位實存的歷史

這是因為，基督教是主張獨一神的宗

人物。基督教神學認為，耶穌的出生是

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有講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感應事件。

究三位一體。上帝有三個位格，它們是

由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太上感

聖父、聖靈和聖子。在道教裏，太上有

應篇》在馬禮遜那裏得到了極大的拓

三位，他們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

展。

上老君。這是因為，道教是典型的多神

馬禮遜有好道情懷，馬禮遜真心

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三位

好道。那麼，馬禮遜的好道情懷，其本

太上之神，都統一為「道」這個獨一無

質又是甚麼呢？在《馬禮遜回憶錄》

二的存在。

中，馬禮遜夫人曾深情地回憶其丈夫所

其三，因為《太上感應篇》與《聖

說過的兩句話：「我早已把中國作為我

經》在運思的方式上相同。《太上感應

安身立命之地，我早已下定決心要依附

篇》，其運思的方式是感應。嘉熙戊戌

於她。」27 由此而觀之，馬禮遜好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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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愛中華文化，愛中國人，愛中
國。馬禮遜的好道情懷從本質上說即愛
中國情懷。馬禮遜的工作助推了中華文
明、中國文化和道教學術向全世界的拓
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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ᆃᑒᔷᆄዷ李茇ᑋᆃᙨᘒᑌᑵᆄ
ጱᛵዷᑀ᱁ᯊ
陳錦平!㷮垖瀌⥝䮔⑨
明代道家典籍《性命圭旨》「飛

۳ǴГǺȨஒ۳ృཁǴᘳᘶϖԭ

，查

ᛥᅇǶȩၰΓГǺȨ҂ѐǴЪ

閱包括港台出版的道家類辭書，不見有

ٰӕ१ᐨ㬕Ƕȩ१ϐࣗऍǶ߮॥

該詞條的介紹，也難覓其相關信息。李

ߘఄǴѨၰΓ܌ӧǶᴝࣤឨǴ

在現代出版物中或推定或楷定，其名

ҷ݅໔ǶϿഘߘЗǴ൨৩ԶрǴ

字尚處在辨識字階段，對其人的相關信

ԿӽߐΠǴيᇸઓຽǴՉӵ

息猶處在認識盲區。他是哪路神仙何許

०ǶࢾᘜްǴόൺ१Ƕځவл

人也，學界一時還說不清楚。本文以南

εྯȐವȑࣁፏЦ௲Ǵஒϐ

宋民間流傳的一則「李茇遇仙」的奇趣

ҺǴᇾႼठਜǶځـᚑӵਲआǴ

故事解開這個難解謎題，並冀以修補辭

ЪૈၬዼǴаᇟεྯǶϷεྯԿǴ

書等出版物中的一處微小不足。不對之

ջςѐǴၯतξخǶࡕΞᆪΕ

處，敬請批評指正。

ါǴᗦߙࠤξǶεྯࣁఌၡගӉǴ

昇說」有一位得道人士名叫李

٬ΓԿ࣭ೖ܌ӧǴ࣭ӺൺਜൔǺ
Ȩኧԃςᇸᖐ४ԶѐǴϞ

ᾏҷ㣝咖懖䠓㶠朢㛔‚慿寤
南宋洪邁（1123 ∼ 1202）撰《夷
堅志》，記錄一則「李茇遇仙」的奇聞
異事，具體在《夷堅丁志》第十八卷
中，為更好地便於展開討論，茲錄全文
如下：

ᛤႽӸǶȩ2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山東濟南人李茇
（bá），字定國，寓居南宋都城臨安
（今浙江杭州），為童子師，靠教書謀
生，空閑下來就縱情暢遊山水。臨安淨
慈寺五百羅漢久負盛名，香火隆盛。有
一次他就去那，在去往的路上過了一座

ᴝၶиǺᔮࠄᴝǴӷۓ

叫長橋的橋後，就在竹林小道迷了路。

୯ǴᖏӼैᔼύǴаᆫᏢԾ๏Ǵ

李茇看到一位青袍道士在翠竹林里挖笋

ཨ߾ᕵၯ෫ξǶట၇ృཁӽǴ

子，就過去向他拱了拱手。道人問他要

ၸߏᐏǴܭԮ৩ၡǴߙـՊၰ

去哪兒，李茇回說要去淨慈寺禮拜五百

Γ݅Π㘅㬕ǴᴝඞϐǶၰΓୢ܌

羅漢佛。道人說不急，來一起吃燒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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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李茇就聽從吃了，感覺非常妤吃。

是出自這則故事。

短時間烏雲遮天，風雨交加，這個道人

這則故事後來曾記載在南宋《咸

卻不知哪兒去了。李茇惶恐不安，就沒

淳臨安志》、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

敢走遠，暫避在竹林中。不一會雨停

通鑑》卷五十二、明嘉靖《浙江通志 •

了，李茇就找了一條小道走出了竹林，

仙釋》、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

居然一直走到了寺廟門口，此時覺得身

方外玄蹤》、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 •

體飄逸，精神抖擻，走步要飛。回到

外錄》卷五十六、明清《山東通志 •

住處以後，他就進入不要吃喝狀態。他

仙釋》、明清《淨慈寺志》、清《清波

堂兄李大猷（或叫李莫）在衙門謀了份

小志》、清傅王露纂修《西湖志 • 方

差事，臨行前讓家僕送信告知李茇。家

外》卷二十二、《西湖志纂》卷四、清

僕送信回來後把李茇紅光滿面能辟穀的

乾隆《杭州府志》卷一○七、清翟灝等

事講了出來。他堂兄聽聞後就親自去看

撰《湖山便覽》卷七、民國《續歷城縣

他，此時李茇已出門到茅山雲遊了。後
來找他時又聽說去了四川，在青城山隱
居。再後來他堂兄利用工作之便，派人
去眉州四處找他，人始終沒找到，而得
到他已乘雲仙去的消息。
依據前人記述，李茇生於元祐二
年（1087），奇遇的故事發生年代在乾
道年間（1165 ∼ 1173）。筆者認為：
描述一個健碩壯漢「身輕神逸，行步如
飛」並不過分，原文這裏用「覺」給人
產生李茇已不再年輕；描述一個男人
「顏如桃紅」，給人產生李茇似已到古
稀之年。他堂兄多次找他的時間間隔不

志》卷五十四、周潤寰《遊西湖的伴侶》
等文獻中。
李茇遇仙受點化的故事，自明清
以來，以飛仙里、竹林奇遇等特徵題材
成為一些人希望成功的夢寐祈求。明王
象春《齊音》（又名《濟南百咏》）、
清許承祖《雪莊西湖漁唱》「飛仙里」、
清陳文述《西泠仙詠》「飛仙里詠李茇」
等藉以吟詩寄情。
對《夷堅志》等文獻中的主人翁
李茇，其名的認讀辨識，我們稍加注意
不會發生錯誤。

會多長。筆者推測，李茇獲得特異能力
後，垂青修行於山水，再沒過多少年就
「乘雲而去」2，這也符合一個正常人
的壽命生理期限值。這個故事前半段講

‛ҷ㣝咖⢷ҿㆶ☌⢼㝷Ӏᾼ宪䛿
冒慿

李茇自食其力，崇敬神靈，於是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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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回報；後半段巧借堂兄之口說明這

古籍《性命圭旨》「飛昇說」（見

個故事的真實性，把他不愁生計神仙式

圖一）3 專門提到一位「駕雲上升」的

逍遙快活生活進行了渲染。故事雖然有

人士名叫李

些不可思議，卻生動體現了老百姓對美

中大多數楷化為「笈」，也有極個別

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現代成語「身輕

「

神逸」、「行步如飛（風）」等典故就

看到「籠」6 等不同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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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簇」5 等寫法，網絡中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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㣝䲗處ၰ௲ઓиǴ࣬ࣁߎ
ϡ໔ၰγǶᔮࠄȐϞឦξܿȑΓǶ
ᖏӼਔǴමၶߙՊၰΓӧ݅Π
ᘐ㬕ǴၰΓзځӕ१㬕ǴࣗښऍǶ
ၰΓ۹όـǴỊႥيᇸઓຽǴ
Չӵ०Ǵόӆ१ǶࡕΕါᗦ
ߙࠤξǴ४ԶѐǶрȠξܿ೯
דȡǶ8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這段文字的描述和
上文李茇的事跡大體相同；然而在該大
辭典「飛昇圖說」詞條 8 下，《圭旨》
「駕雲上升」的人又寫為李茇（友中間
缺一小短橫），李茇的認讀又從何來未
作交待。同一部辭典出現這種情況，顯
⢥ᾏ

然在編撰人員的思緒中他們未作同一人
對待，若將李笈的詞條及內容強按給

Ĳҷ㬆⒥☛尜崏⛞槛

《圭旨》「飛昇說」李

這個字為上下結構，上部為⺮，

是，無論從該大辭典後者「飛昇圖說」

俗稱「竹字頭」，下部為友，若上下相

詞條中人名，還是前者「李笈」詞條的

合為一個字，字書無對應字，窮盡字書

內容，儘管分處在兩地，都與洪邁筆下

難以找到相關的記載。《康熙字典》和

的「李茇遇仙」有著撇不清關聯。

《漢語大字典》有 ，字書還有

、

頗有不妥。但

筆者為此要問：此辭典李笈是否

等，皆相似字。根據相關字典的解釋，

就是今本《圭旨》中李笈？是否就是古

犮與叐是同一個字，叐是犮的異體字，

本《圭旨》中的李

因此這兩個相似字

、

可當為同一

個字。在計算機時代，這個字在中日韓
統一漢字字庫都難找到。試想一個連字
都對應不上，何談其人是誰呢？其人之
事跡又如何查詢和確定呢？

？是否就是洪邁

筆下竹林遇仙的李茇呢？
今查明代《山東通志》（見圖二）9 其
人列於金代，李 笈 之 笈 原 寫 為

或

， 上 部 結 構 為 ⺮ ， 下部為結構為
或叐，該字與明本《圭旨》字構形幾近

李笈是何許人，若從現當代學者

相同。根據今人文獻描述，早期的《山

的認讀，在目前國內外的道教辭典中幾

東通志》在明代嘉靖年間由陸釴等創

乎很少給予記載，筆者僅見閔智亭、李

修，到了清代又多次重修。從內容看，

養正主編的《道教大辭典》有點線索。

通志所言即上文「李茇遇仙」簡明稿。

為便於深入討論，現將該詞條全文錄入

然而《道教大辭典》對人名的特別寫

如下：

法，同時還多出人名的年代描述，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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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頭字，在明清《山東通志》、
明天順《大明一統志》、明《歷代神仙
通鑑》、明《刪補性命圭旨》、清乾隆
《歷城縣志》、道光及光緒《濟南府
志 • 仙釋》卷六十等古籍中，歷歷清
晰可見。
第二個階段在上部變為⺮部件
後，下部結構繼續變，或友為缺一點，
或友上增一橫，或友中間缺了一短橫，
或為「及」部件等。這些我們在明天順
《大明一統志》、明《廣輿記》卷五、
清傅王露《西湖志》、清岳濬等監修《山
東通志》、乾隆《浙江通志 • 仙釋》
卷一百九十八、《古今圖書集成 • 神
異典》、《嘉慶重修一統志》「濟南府 •
⢥‛

仙釋」等古籍中發現這種改變。

寫

真如其所從出處所說不得而知。結合上

為 時，本是互為異體，但古人有時又

文，現在我們從內容就可以判斷通志中

視 為「笑」的異體字，因而某些通志

李笈的信息來源並非其首載，其上游可

等文獻中又將此人稱為「李笑」12。

追溯到洪邁筆下的李茇。10 我們再推設

特別要說的笈字，在明《歷代神

一下，若友與犮、叐是正體與異體的關

仙通鑑》（目錄部分）、清《明一統志》

係，《圭旨》李

之

即為

、

的

異體字，可判斷筆者之問這三個不同名
字的人似為同一個人。

ĳҷ㜖⳦宪崙䠓懝䮚
筆者經過有關文獻對校，發現不
同讀音的一人三名的演變過程，就筆者
掌握的簡述如下：
͇㜖䔊ᾼ⳦汣宪崙䠓懝䮚Ҹ 李茇
之茇在文獻中的變化有兩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是茇字的上部結構艹（俗稱「草
字頭」）變為⺮部件，下部未變。我們
從《道藏》收錄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卷五十二（見圖三）11 遇仙的李氏寫為
，可以發現這種字頭的轉變，該字與
《圭旨》人名字體幾近相同。這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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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本 13）、彭洵《青城山

笈詞條 17，趙衛東「李常明一系龍門派

記》、《性命圭旨》手抄本等古籍中歷

傳承考」註解部分 18，都能說明這個問

歷可見。其中，《歷代神仙通鑑》及進

題。

入清後改名《古今列仙通紀》艹⺮兩種

Ĵҷ㜖䔊ᾼ⁉▜崙⒥䢚㹤

字形同時並存；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罕見

我們通過文獻中的人名字體變化

手抄本《性命圭旨》，朱墨雙色手抄，

及所記載的內容，可知署名李某氏不

抄寫字體端正，繪畫細膩精緻，屬清中

同名字的人承載著同一個仙人助力的

期之後作品，也抄寫為笈字。
͈⁙⁉㬆⒥╙尜崏䠓䖍䑏Ҹ 已改

故事，人同名異的這則故事皆與李茇

變的這個上⺮下友的

為同一人。這就是說無論李之

、之

字在字書中找

、之 、之笈、之簇、之籠、之笑、

不到完全對應的字，如今的正常使用的

之筊 19 等等讀法寫法怎麼變，此人是

計算機漢字字庫也不能輸出對應的字，

「乘雲而去」之人，從元代起這則民

只能出現相似的異體字，如上⺮下犮的

間故事演化為多名一人、一人多名在流

（pō）等字。有時計算機由於字體
設置和字庫大小不同，還出現視覺上的

傳中。
艹與⺮是兩個很常見的形近部
首，歷史上漢隸楷化出現過部分艹⺮字

異常變化。
今人對改字的認讀同樣出現古人

混用情形，但那是六朝之前甚至更遠，

的情形。上海廣倉學窘鉛印本（1936）、

距離明代好幾百年前的事了。不研究偏

《傳世藏書 • 子庫 • 道典》（1995）

旁部首是難有這方面的認知，也不會把

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其人名均楷化

它們捆綁在一塊去等同對待，怎麼會出

為

現這種情況原因不明。如果說艹變⺮還

，同為盧國龍點校中華道藏本《通
14

、 字 （第一個

能接受，友變為犮、叐，甚至友中間缺

字在其整理的目錄中出現，多出一點；

了一短橫也能接受，充當異體字處理，

第二字在正文標題中出現，中間又缺了

友變為「及」就難以說出原因，讓人接

一短橫），這是對該字的第一種識別和

受不了。不改寫為茇，皆為認讀方面的

讀法。李劍平等依據《浙江通志 • 仙

問題。

鑑》其名又楷化為

15

字 。這是一種能得到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作者趙道

多數人理解的辨識方法，換做筆者也會

一是元代人，早在他之前就有《夷堅

如此處理該字。

志》、《咸淳臨安志》等對李茇的記載。

釋》就楷化為

翁獨健編撰《道藏子目引得》對
16

南宋陳振孫（1179 ∼？）撰私家藏書

《通鑑》中的該字認讀為笈 ，這是在

目錄《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宋

不可能看到今本《圭旨》情形下的巧

史 • 藝文志》「小說家類」對《夷堅

合，是對該字第二種識別和讀法。奇

志》均有記錄，說明這則民間故事發生

怪的是，在不同的時間和途徑，現時

在南宋時期，而且還屬於南宋初期，這

期學者將該字認讀為笈大有人在，如

與趙氏《仙鑑編例》「下逮宋末」20 吻

冷立、范力編著《中國神仙大全》李

合，該事跡在《淨慈寺志》21、《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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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記》中僅記載發生過一次。依據學界

伸出的《圭旨》成書時間問題。

研究成果，《夷堅志》成書於 1194 年，

按這部道教辭典的介紹，生活在

《夷堅丁志》一說完成於 1176 年，一

金元時期的李笈在所屬地於《山東通

說 1178 年，此時李茇早已經「乘雲而

志》中記載很合情理。明代嘉靖年間，

去」。宋代人不可能寫到元代發生的事

陸釴奉上司方遠宜之命，首創《山東通

情，現時代道教辭典的撰寫人員對李笈

志》四十卷，明嘉靖十二年 1533 年刊

的生活年代和文獻出處認識有誤，連專

刻，清代多次對此書進行重修，關於此

家都搞暈的事，我們這些吃瓜群眾分不

人的介紹就此自始至終地保留了下來，

清《圭旨》中的李笈是哪路神仙就不奇

文字或多或少而已。如果生活在此段時

怪了。

期，此人是「飛昇說」中最晚的一位，
要在孫不二年代之後。問題在於這部通
志最初的編寫年代很晚，作者能看到

ᾘҷ㣝咖⢷ҿㆶ☌⢼㝷Ӏᾼ宪䛿
㎟⡯⎕㤟

用到這部通志的時間應當更晚了。難道
《圭旨》作者參考了發行不長的《山東
通志》？如果真的是這樣，關於《圭旨》

要分析李茇在《性命圭旨》中人

這本書的成書時間研究就會有新的證據

名訛異成因，就要分析作者所接觸到的

支持。筆者起初也隨流默認這部辭典介

資料，尤其是在寫《性命圭旨》「飛昇

紹的內容，但始終還是如鯁在喉，伴隨

說」時所參考的文獻資料。

研讀和資料查詢深入，才發現這裏面問

Ĳҷҿ⸀㤀憩ㅦӀ䠓㞾棭䦣⎳

題不少。比如最顯眼的問題就是，如果

筆者起先由於手頭資料匱乏，剛

此人晚於孫不二，為何作者行文又排列

開始認為這部《道教大辭典》中的李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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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前面呢？

和《夷堅志》中的李茇是兩個獨立的故

筆者有幸查閱了明清的不同時期

事，這是因為在道家文獻中相同的故事

修撰的這部《山東通志》，發現在人名

非常多，這個人名、年代及出處皆不同

的認讀和未作時間介紹上存在差異，其

的兩個故事的主人翁怎麼能扯到一處

它基本與完成於南宋初期《夷堅丁志》

呢。儘管筆者不認可學界對《圭旨》

的故事相同；再依據《淨慈寺志》、《青

人名的認讀，在多數皆如此辨識的情形

城山記》等文獻此件事發生在乾道中的

下，筆者在疑慮中還是接受李笈一名，

記載，綜合分析後認為應是不同語境下

還是將之與道教辭典中的李笈聯繫起

的同一故事同一主人翁，才有上文的分

來。為此，不由得去思考《圭旨》作者

析材料。很顯然，古代由於信息交流不

寫「飛昇說」時的參考文獻問題以及延

暢，其人名及其活動時間在後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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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記載中發生了變化。

ĳҷҿ⢼㝷Ӏ⃫冔䠓岇⎦≂
冒㾻

功（升仙）方式 + 文獻出處 + 評價等
等」這類統一格式，首先在成仙途徑上
卡了殼；再從人名選用看，現今的辭典

排除了《圭旨》作者參考《山東

無法解決這個李笈硬核問題，號稱收錄

通志》的可能性，我們還是要問《圭

「大全」的《中華道教大辭典》有多人

旨》中的人名問題是從何而來呢？筆者

未收錄。不然在大數據時代，在當今的

認真分析「飛昇說」一文後發現，這一

各種道學辭典面前利用電腦完全可以篩

段的寫作很有特色，作者寫了「飛昇沖

選出合適的人名，儘管會多於作者的人

舉」、「坐化尸解」、「投胎奪舍」三

名介紹，但合乎作者的意思，稍作刪減

種超脫方式，卻始終是圍繞第一種飛昇

還便是能交得出的答卷。在古籍中儘管

方式（或「乘龍」或「駕雲」等）列舉

仙傳也沒有制定統一的人物介紹格式，

相應不同的人名，這些人名在除「飛昇

但是它們的內容豐富於現代辭典中人物

說」出現之外的其他章節中被提及率極

介紹，這是它們的優勢之處。關於各類

低，按理《圭旨》書中已提及的人名或

仙傳及人物對比篩選的細節在此就不作

引用書目的作者姓名應優先考慮「飛昇

一一贅述了。

說」文中提到的人名。要寫好這一小短

通過對比，葛洪《神仙傳》、陳

篇，依照作者的架構讓今天的道學研究

葆光《三洞群仙錄》、趙道一《歷世真

專業人士不看資料很難做到，精準地描

仙體道通鑑》、洪自誠《逍遙墟徑》等

述到具體的飛昇方式僅僅靠平時的博聞

仙傳均難以符合要求，《通鑑》缺「屈

強記更不可能完成創作。筆者認為作者

處靜」，對「鄧郁」記載混淆，只有明

一定是參考了專門的書籍資料才能完成

萬曆十一年張文介《廣列仙傳》、萬曆

此篇。此篇後文作者提到「嘗考列仙等

二十八年汪雲鵬《列仙全傳》才能勉強

傳」，說明他在寫作此篇專門參考了此

做出答卷，才出現《圭旨》中的李氏人

類書籍。

名。以往仙傳記載的人物僅到宋末元

筆者做了一個有趣的對比實驗，
一是選取當今的幾部道學辭典，二是選

初，而這兩種直到明初，「飛昇說」涉
及的所有人物在書中均有記載。

取截止明末的能找到的所有列仙傳書

為此，導致訛異的發生有這麼一

籍，將「飛昇說」中的人名蓋上讓筆者

種可能，作者重點參考了其中一本書

來填空，以企解決這個問題。筆者發現

籍，或說作「飛昇說」篇最後收尾時參

靠當今的辭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

考了其中的一本書，這種實驗結果一定

當今的辭典在人物介紹上普遍缺乏「人

會讓人大感意外。筆者相信，隨著學界

名 + 生卒時間 + 生平活動 + 著述 + 成

對《圭旨》研究深入，這個實驗觀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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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理解和支持。

者執筆「飛昇說」時面對所參考的列仙
等傳文獻資料究竟是哪一本，有沒有疑
慮此人名選擇⺮還是艹頭，有沒有思考

仟ġġ履

過這個問題，留待感興趣同仁進一步去
討論。22B

當下，道教類辭書還不能適應讀
者閱讀道教古籍的解惑需求。洪邁筆下
的李茇在歷史變遷中已出現人名訛誤，
現當代道教類出版物仍以訛寫的方式繼
續延續。筆者幾年前曾和四川周全彬、
汪登偉在一次群交流中討論過這個名字
的認讀，未有確認性結果；現在汪登偉
要出一部《圭旨》方面的新書，不知確
定的是何字，最直接的土辦法就是保持
原貌新造一個字。
道教人物在傳說中出現異名很正
常，而學界對《圭旨》「飛昇說」中的
李

說不出個娘家卻不正常。筆者之所

以把《圭旨》中的李

如此認定並撰

文，就是因為《圭旨》告知我們此人是
「駕雲上升」之人，也就是通過此特定
的關聯線索將《道教大辭典》（或《中
國道教大辭典》）所載李笈刨根問底
一查到底，才將有相同背景故事的多個
「乘雲而去」的李氏逐步釐清，才搞清
楚裏面的人際關係。《圭旨》記載「駕
雲上升」的李

，實為趙道一《通鑑》

等文獻中「乘雲而去」的李

，追根溯

源即為洪邁《夷堅志》等文獻中「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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ᆋᨁṞᆌ᭖Ꮆ⛈《東鎮述遺記札》✦ᵗ
白照傑!ᾙ㼆䫍䭠柱懢ⵅ╳⌇ⴇ䦣䰅ᾼㅒ

毫無疑問，文獻材料之於文史研究的崇高價值，是公理性的命題。絕大多數
文史研究均需以文獻為基礎展開探索，文獻的缺失和不足常常會導致學術研究舉
步維艱，這一問題在道教研究領域顯得尤其嚴峻。造成道教文獻相對匱乏和零散
的原因多種多樣，地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尚有不足仍是其中頗為明顯的問題
之一。有時一些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原因，也會給地方道教文獻的徵集和
研究工作帶來不易解決的困難。東鎮廟道士趙守身的《東鎮述遺記札》是一部保
存在個人手中、尚未整體公開的地方道教文獻。
東鎮廟最晚自宋代開始便定址於今山東省臨朐縣沂山山麓，是中國古代國家
嶽鎮海瀆祭祀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象徵著朝廷之於東部國土的天命統治
權。1 根據目前的研究來看，金代開始朝廷便將東鎮廟交給道士打理。2 最晚從元
大德二年（1298）東鎮廟神佑宮建造開始，全真道士便已作為「守廟道士」入住
並掌管這座國家祠廟的日常運作，3 一直到清末民國仍傳承不輟。4 本文所要討論
的《東鎮述遺記札》的作者趙守身，就是明末清初東鎮廟中的一位重要道士。有
關趙守身的個人情況，目前並無充分材料記載其生平，但保存在東鎮廟中的三塊
碑刻多少能揭示他的一些信息。
㟑朢
明萬曆
四十二年
（1614）

䨠搧

槛▜

〈 重 修 東 碑陰：
鎮 沂 山 廟 本廟道士……趙守身
記碑〉

清康熙二年 〈 重 修 東 督摧道人趙守身
（1663） 鎮 廟 落 成
記〉

⎉埤
《山東道教碑刻
集 • 臨朐卷》，頁
88；《沂山石刻》，
頁 186—190。
《山東道教碑刻
集 • 臨朐卷》，頁
92；《沂山石刻》，
頁 194—197。

《山東道教碑刻
清康熙十六 〈 趙 守 身 趙守身（道號仰沂）
集 • 臨朐卷》，頁
年（1677） 墓碑〉
徒子：祖悟贊、孫悟界
徒孫：馬玄舉、馬玄□、李玄和 95。
曾孫：許微笈、周微篇、柴微篆、
王微簪
玄孫：程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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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三方碑刻的相關內容可以發現，趙守身出生於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
卒於清康熙十五年（1676）。萬曆四十二年時，年僅十九歲的趙守身已成為東鎮
廟道士，此後在廟內地位穩步上升，至清康熙二年重修廟宇時擔任工程的督摧一
職。從上表趙守身墓碑上後輩題名來看，他在羽化前已傳四代弟子，具有比較高
的教內身份。
根據臨朐文史工作者介紹，當地保存趙守身所撰《東鎮述遺記札》一部。
趙衛東考察得知，這部著作的一個本子曾為臨朐縣政協文史委委員吉星田先生保
存，吉先生過世後本子為其家人收藏。儘管趙衛東「想盡辦法，但未能見到該
書」，然臨朐縣博物館副館長宮德傑、臨朐縣政協文史委委員劉振宗表示曾親眼
見過這個本子，「說明該書確實存在」。5 記載東鎮廟道教的傳世材料不算太多，
專門記述東鎮情況的材料有《東鎮沂山志》，6 但其中有關道教情況的記載卻較
為破碎。其他元明清時期臨朐、青州、山東方志、東鎮廟現存碑石，對東鎮道教
的記載也缺少整體性。在這樣的文獻背景下，《東鎮述遺記札》天然地擁有一定
的學術補充價值。此書長期以來秘不示人，至今未在任何平台公開。然當地文史
工作者吉星田等人在著作中曾多次引用此書，因此眼下可以通過「輯佚」的辦法，
整理出這部著作的部分內容，並以這些內容為基礎來管窺此書的特點及價值，由
此或許可以勉強彌補無法得窺全本的遺憾。

ᾏҷҿ㤀攽慿戉宧㢼ӀӁ悾⃩ӂ
趙守身的《東鎮述遺記札》既未公開，其內容本當無人得知。但好在包括原
持有者吉星田在內的當地文史工作人員曾多次引用書中文字，故給予我們一窺此
書內容的機會。筆者選取最集中引用《東鎮述遺記札》的三種當地論著，以「輯
佚」的方式從中整理出源自趙守身著作的文字。這三種論著分別是：（1）張孝
友主編：《沂山石刻》（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9 年）；（2）潘心德主編：
《東鎮沂山》（濟南：濟南出版社，1998 年）；（3）吉星田：《臨朐縣佛教、
道教興衰述略》，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臨朐縣委員會編：《文史資料
選輯》總第 11 輯（濰坊：濰坊市新聞出版局，1993 年）第 147—161 頁。三者之中，
又以吉星田的文章引用《東鎮述遺記札》最為集中。正如前文所述，吉星田正是
這部著作此前的持有者。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三部著作並未完全遵守當代學術對
文獻徵引需一一出注的規範要求，致使我們在「輯佚」時需要進行一些判斷取擇。
具體而言，標準如下：
1、三部論著標以引號的原文徵引，當出《東鎮述遺記札》無疑，（引用）「性
質」欄標以「原文」。但不同著作引用同一段文字時存在細微差異（通過對比，
基本確定是細心與否造成的結果），此類情況在「說明」欄中予以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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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稱文字或內容出自《東鎮述遺記札》，但並無引號標注，行文呈現現
代文風格，當為經作者理解後的轉述，「性質」欄標以「承襲」；
3、部分內容沒有交代文字和說法出處，但據本人考察目前並無其他材料記
載其事，復結合對原作者參考文獻範圍的認識，推測這類記述大概率援引或總結
自《東鎮述遺記札》，「性質」欄標以「疑似」；
4、三種當代論著使用簡稱表示，張書 =《沂山石刻》、潘書 =《東鎮沂山》、
吉文 =《臨朐縣佛教、道教興衰述略》。例如「張書 202」，即代表「《沂山石刻》
第 202 頁」。
5、一段文字中，原文與承襲、疑似並存者，以引號「」標注原文，以方括
號【】標注承襲，大括弧 {} 標注疑似。
6、標點偶有修訂，不贅。
顯然，這裏的「輯佚」並不是呈現《東鎮述遺記札》的最佳方式，但在這部
秘傳抄本公開前，本文或許依舊擁有暫時性的學術價值，使我們得以獲得部分道
教研究新材料，並增進對這部著作及其作者趙守身的了解。

ҿ㤀攽慿戉宧㢼ӀӁ悾⃩ӂ姷
佷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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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孺子嬰居攝二年，歲次丁卯，川人釋 原文
+
子王靜（淨），由巫山來東海青州說法傳
經。先寓仰天，越年，南去東鎮沂山，居極 承襲
巔玉皇頂泰山祠，設壇傳教，四方士商村老
雲集，拜佛習經，多至數百。」【佛徒日增，
祠狹難容，至東漢章帝元和元年（84 年），
於沂山中心、聖水泉畔營造「法雲寺」。東
漢末，陝西羽士張丹誠，受天師教主張魯委
託來沂山朝陽洞設壇，宣說「五斗米道」，
甚得民心，並於洞外建造「朝陽觀」。東晉
太和六年（371），法雲寺住持竺法汰在前
秦高僧道安建議下，又於山之東麓創建「明
道寺」。其寺大僧眾，香火極盛，為沂山佛
寺之最。】《東鎮述遺記札》載：「（明道）
寺大竟數十畝，面臨汶水，背靠鳳凰嶺，左
毗官道，右倚鎮山。寺鐘山音回蕩、香火雲
煙昇騰。每逢朔望，釋子八方雲集，車馬載
道。」【北魏孝文帝延興初，沂山再增建白
玉庵、柳泉寺、朝陽寺等五座蘭若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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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書 16 首段原文，又見吉
文頁 147—148，細
節稍有不同。
中段承襲，類似文
字 又 見 吉 文 148—
149，吉文多出一句
朝陽觀描述：「因
其主張順乎民心，
道徒日眾，官府畏
其聚眾謀叛，遂於
曹魏甘露間（西元
256—259）， 下 令
取締，並拆毀朝陽
觀，填塞洞窟。」
末段明道寺原文，
又 見 張 書 9、 吉 文
149。

道
籍典教
2

仰沂道士：安徽亳縣人。

疑似 張書 202 此段趙守身郡望記
載，不見其他文獻
材料，疑出《東鎮
述遺記札》。

3

《泊里醮記》有三，先者南宋嘉定十五年， 原文 張書 205
祈攘兵戈之災；次於元至正七年禱息地震；
三者隆慶二年禳袪水患。

4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下詔沂山立祠）【封山 承襲
詔下，道家遂於法雲寺側創建「東鎮沂山 +
神廟」，佛門於沂山西麓天齊灣畔增建青龍 原文
寺。至唐，法門受寵得勢，於太宗貞觀十年
（636 年）詔封沂山為「東安公」後，這裏
逐 步 為 其 所 佔 有。 高 宗 龍 朔 間（661—663
年），禪宗五世弘忍的弟子神秀來沂山說
法，在其提示下，咸亨五年（674 年），又
在山外九龍口增建鳳陽寺。周武氏長安四年
（704 年），武則天遣使修沂山寺院，並於
明道寺北增修青竹庵。代宗大曆間（766—
779 年），在沂山內外鏨鑿佛石屋 80 餘座，
還於歪頭崮、花枝台等 10 餘處的懸崖峭壁，
廣雕摩崖造像，大小共 2000 餘龕。】《東
鎮述遺記札》云：「（唐）文宗開成間，東
泰景致，可謂古來極盛。百里雄山秀水、萬
頃叢林花木間，經營繁華棋布，古剎尼庵凡
十有九，廟觀凡五，台凡四，塔凡二，亭凡
六，橋凡七，洞府凡六，佛石屋九十有九，
它如崖壁佛龕，諸小營造，繁不勝計。其位
巧涓，境幽相適，天工人作渾一，景美色麗。
淄黃論道山亭，墨客優遊橋溪……」。

潘書 17 神 秀 明 道 寺 傳 法
事， 又 見 潘 書 99
「 九 龍 口 」。 推
測此段內容中「承
襲」者係總結《東
鎮述遺記札》不同
篇章內容而成。

5

宋朝肇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 年）「詔 承襲
重建東鎮廟」，遂由山阿聖水泉畔遷至山下
九龍口鳳陽寺遺址重建，由單室小型擴建為
佔地數十畝、廟舍 170 餘間的大型山廟，其
為沂山寺廟之首。山廟落成，宋太祖親臨祭
告。太宗淳化中，於百丈崖建造「迎仙亭」。
景德元年，創建明道寺舍利塔。明道、景佑
間，創建歪頭崮碧霞祠，修復南天門，對法
難中被毀的古建，幾乎無一修復。此時，沂
山又成了道家的天地，由於古建毀圮，新建
甚少，僅有春秋二季的東鎮廟會，且遊客有
人疏落，景況蕭條。
宋末金代建立，世宗完顏雍巡遊沂山。宣宗
時，設穆陵縣，沂山歸其管轄，並於迎穀山
建造「雨師廟」。人們禱雨不再遠去百丈崖，
香火興盛。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全真
道大宗師丘處機登臨歪頭崮，來年，為紀念
真人至沂山，於崮巔北側建「長春亭」，名
人光臨，古建修……

潘書 18 此段文字中所述之
法 難 事， 見 潘 書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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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雲寺北里許，峻陵攔截，其陰之腰有窮 原文

潘書 34 描寫黑風口。

窟，口呈半月狀，高二尺許，低首可進。口
內磐石若席，左右空曠，晦暗不明，約可容
人數十。徐步前行丈餘，洞漸縮窄而斜下，
漆黑幽深，靜聽惟聞滴水聲。秉燭借明而
入，兩邊大石齟齬，腳底確犖滑踏，扶石躡
足十數步，霍地寒氣襲骨，冷風熄燭，陰森
驚人，怵然不可進。
7

花枝台下，山徑內側石壁，題刻數處，皆大 承襲

潘書 40

家名筆。其中有唐至德間慶州節度使鄧景山
題壁「香溢九天，紅耀四海」；有宋翰林學
士曾布題刻：「神台仙花」；有明工部右侍
郎黃福刻石「天女散蕤英，神台凝彩霞」。
8

東泰有異光，色若銀，狀若環，周浹千里。 原文

潘書 50

盛世則出，月在無射，時在隅中，非德者慧
目不可見。
9

「放光石成於古帝，神妙叵測，曩時至宵生 原文
光，而今，石尚存，光沉失。或曰惟晦日閃

+

潘書 83 有關放光石上題字
及拓片存東鎮廟

灼。」【石之背陰兩側有題刻，背鐫「放光 承襲

事，當出《東鎮述

石」三大字，因歲月久遠，曝寒風化，刻石

遺記札》。《古駢

剝落，大字尚依稀可見，而款識圮壞難以辨

邑》文字來源待

認。案《古駢邑》云：「其陰為北魏獻文帝

刊。

思皇后父李惠題石，書體行兼草，直排，字
徑近尺，雕鐫雙勾，氣勢豪放逸致，筆意古
拙老練。」西側題「神燭耀天地，靈光分陰
陽」，為北宋景佑間京東安撫使、知青州龔
鼎臣撰書，體行楷，字大盤口。東側鏨「混
沌之光」，草書陰刻，左下鋟田琢題。左右
題刻，俱漫漶難別，唯「混沌之光」拓頁存
於廟。】
10

洞門題聯，書體行草。「騰空」兩字，草書， 原文
氣勢豪放，筆意遒勁老練，大若斗，陰刻。
左上側有宋人北海主簿王子興題句：「騰空
四飛天下安，呂祖一書古今名」。其陰尚有
五絕一章，漶蔽難辨，傳為元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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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陰有硯池，半月形，色玄，面大三分，其 原文
深叵測，歲旱，汶水流斷而不涸。池左有「洗
筆石」，狀若蓮葉，中凹陷似缽，徑大五尺，
深二尺許。年多貯水，亢陽則渴，天欲雨，
則出津如汗。人稱「荷葉洗」，或曰「報雨
石」。其頂端南側有銘文，除款識殘存「端
拱」二字依稀可識外，餘盡漶化難辨。由此
二字可信傳為宋人題刻勿疑。石尚存，然龜
裂數塊，水不復存矣。石南崖上有古木，大
數圍，高三丈許，枝短為勁，不花不果，春
發葉，細捲入侯桃之蕾，放則殷紅，望之似
花，鄉人呼為「筆管樹」。傳於宋末枯朽，
無續蘗。

潘書
96-97

描寫筆架山。

12

東岱震麓九山，奇狀各具，怪石靈異，自左 原文
而右，於龍九子由長而少之形象、性情與嗜 ( ？ )
癖，極為相似。如長子贔屭，好負重；次子
螭吻，喜張望；三子蒲牢，愛怒吼；四子狴
犴，性威嚴；五子饕餮，貪飲食；六子蟲八蟲
夏，喜游水；七子睚眥，格鬥好殺；八子狻
猊，嗜欲煙火；少子椒圖，性偏閉守。【山
龍彼此形似，人們認為是祥瑞之征，故名九
龍山。】前三山，亦謂鳳凰嶺，為周穆天子
姬滿所封。曩昔，嶺下有古塚，傳為唐左驍
衛大將軍褒國公之墓，今圮毀無跡。大唐高
宗龍朔間，禪宗五祖弘忍弟子神秀，由玉泉
寺至東鎮明道寺傳授禪法，遍遊沂山至此，
見九嶺聚結山口汶水，氣勢非凡，曰：「九
龍會於斯，鍾靈必毓秀，聖地也」。遂名「九
龍口」。

13

東鎮沂山佛石屋殊多，總計九十有九，偏遠 原文 潘書 105 此段文字原書將之
放在同一個引號
而小者水石屋，於奧隅天齊灣北山之麓，距 ( ？ )
內，但「30 公里」
山廟約【30 公里】。
之詞顯然不可能出
自《 東 鎮 述 遺 記
札》。

14

（宋代《創建東鎮廟記》）此廟改址新修， 疑似 潘書 111
總造廟殿樓閣、道舍齋房九十三楹，歷時
兩年又八月告竣，改稱「東鎮廟」。廟田山
場「東至義道約二里，西至黃泥戶洞約三
里，南至長城約二里，北至鳳凰嶺流水分界
處」。

潘書 99 描寫九龍口。
此段文字原書將之
放在同一個引號
內，但「山龍彼此
形似」一句不太可
能出自《東鎮述遺
記札》。

宋代《創建東鎮廟
記》原石亡佚，碑
文亦不見收入其他
文獻，疑為《東鎮
述遺記札》所錄。
此段文字廟田四至
與現存東鎮廟之
《神祐宮記》一致，
但里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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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自唐堯至清初，有歷代古樹 5 種，40 餘株。 承襲 潘書 115 描述東鎮廟古樹。

16

山廟正殿南，左有鐘樓，右側鼓樓，經營粗 原文 潘書 127
俗，簡陋不宏。元延佑中，移址新建，形制
樓閣式。

17

18

晉、宋刻石，僅見殘石片字。唐宋五碑，傾 原文 潘書 133 描述穆陵關石刻。
倒殘斷，字亦漶脫，難辨其意。立者五石，
相同文字又見張書
早為金天德四年《重修穆陵關記》，再為元
至正十二年創建戍樓碑，其他皆明碑，一為
禮部右侍郎薛瑄詩刻，餘二為修葺戍樓刻
石。

397。

敕出國都，電馳雷急，八月下浣，州、縣令 原文 潘書 136
鄉民蕩平明道，拆毀朝陽、鳳陽、柳泉、光
恩四寺及白玉、青竹二庵。搗毀銅、鐵、石、
木、陶、泥造像 700 餘軀，斷肢殘首，遍仍
山野。還俗僧尼 130 餘人。

記述會昌法難對沂

19

東鎮寺廟祠觀，多供石造像。古剎明道寺， 原文 潘書 141
佛四百，俱石軀，巨尊八尺許，低不足尺。
鋟刻工致，情態活脫。

20

唐末武宗李炎會昌五年，敕令毀天下佛寺， 承襲 潘書 146
沂山寺廟拆毀幾盡，但青竹庵損壞極微。
相傳拆寺群黎搗毀明道寺後，執鎬持錘，蜂
擁直向青竹庵。剛至清泉谷口，突然濃霧瀰
漫，昏暗不辨東西，旋即烏雲密佈，閃電雷
鳴，大雨傾盆，溪流山洪暴漲，道滑水阻難
行，人疑佛祖顯靈護佑，毀則不吉，眾莫敢
進。是庵，僅自毀兩廡塑像，封門停止祭祀，
暫得保留。時過百年，至五代後周顯德間，

山佛教的影響。
阿拉伯數字當為作
者所改。

世宗柴榮詔令廢天下佛寺。此次法難，青竹
庵再難倖免，殿宇佛像悉為拆除搗毀，變為
廢墟。北宋初，鄉民募金醵資，於此再修菩
薩廟，小型單室，全石砌築。香火冷清，不
數十年，失修倒塌，自此不復再建。
21

亭凡一間，形長方，四壁皆石為之，砌工頗 原文 潘書 150 描寫迎仙亭。
粗，頂覆瓦壟。離坎月牖，震兌券門。震門
楣上有匾額，鐫刻「迎仙亭」三大字，末刻
「封丘趙賀書」。

22

發雲再造，時竟歲又半，營修殿廡凡二、亭 原文 潘書 152 描寫發雲寺（後改
樓凡三、佛堂一、僧舍凡四、雜房弗陳，統
名法雲寺）。
合為二十餘楹。前庭後院，局促而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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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雲寺大佛殿右，松林山岩間，有廬舍，名 原文 潘書 156 描 寫 發 雲 寺 飛 雲
「草樓」，為法雲寺二代住持法規禪師先年

樓。

之居。永和間於舊基再造，更名「飛雲」。
其凡三楹三級，制式巧計，木瓦精良。五代
中，喬士於壁繪佛，靈化真體，奇聞天下。
元重建，革制式，改為二級。今圮，惟見礎
石散落樹下林間，可實之。
24

山外嘉賓至寺，住持常命僧徒林內揀柴，泉 原文 潘書 161 描 寫 明 道 寺 公 喜
中汲水，煮茶會客於此。

25

亭。

天台亭，於唐中世開元間復修，並更名「瀛 承襲 潘書 169
洲亭」。至北宋太平興國中，再次重修，形
制改為六角式，瓦木結構，且複其原稱「天
台亭」。南宋末戰亂頻年，管理不善，漸冉
損壞，咸淳初，遭雷霆之災摧毀。元、明無
修，遺跡亦隨日月的推移而消失，僅存其
名。

26

佛石屋之外，尚於山中峭壁懸崖間，鑿雕龕 原文 潘書 172
室佛像，十有三處，佛數百軀。其中歪頭崮
石壁者，神態多變，繁而佳。

27

頂端有石閣，相傳創於唐，上嵌石銘額曰 原文 潘書 176 描寫十八盤。
「南天門」，朐邑令李道賓筆，今俱廢無跡，
存者乃明成化重修，門型戍樓，券弓上題額
為青州知府李昂書。

28

「亭外間北壁，嵌詩刻一方，為丘真人賦 原文 潘書 182 描寫長春亭。
書。明季亭圮，毀盜不明。此無記，僅由傳

+

疑似部分不見其他

說可知，詩體七律，前有序，為頌東泰而賦。 疑似

文獻，且亭外碑於

以諮訪喜獲『蜃景萬千覽未了，東鎮時遊夢

清初已毀，故推測

寐間』末二句。惜哉高詠不全。粗記數語，

總結自《東鎮述遺

以俟好古者考焉。」{ 亭外左側碑二幢，一

記札》。

為創修長春亭碑記，一為丘處機弟子李志常
所題書的「春光常在」碑刻。字徑 10 釐米，
體行書，筆意老練，遒美勁健。鐫刻形式雙
鉤。相傳亭前右側巨石上尚有孔克紹題刻
「春惠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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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洞門上鐫石匾額「羅漢石屋」，為後魏高僧 原文 潘書 184 描述羅漢石屋。
法真手筆，旁排正書。屋內有羅漢佛造像，
立式，圓雕，高二尺半許，料以青石。案石
壁銘刻記載：造像於後魏延興間，正中彌勒
佛，其左右八分兩列，每列八尊，計十六羅
漢造像，各有佛號尊名，自內而外，左列第
一尊曰賓頭盧尊者；第二曰迦若迦伐蹉尊者；
第三迦諾迦跋厘惰闍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
第五諾矩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里
迦尊者；第八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右列第一
尊曰戎博迦尊者；第二曰半托迦尊者，又稱
大路邊生；第三羅睺羅尊者，號稱密行第一；
第四那迦犀那尊者；第五因揭陀尊者；第六
伐那婆斯尊者；第七阿氏那尊者；第八注荼
半陀迦尊者，又稱小路邊生。北周建德初擊
毀數尊，唐大曆間，再造補全，且增添二尊，
分別曰摩訶迦葉、三藏法師。至此，十八羅
漢具矣。

30

三國曹魏東莞太守胡質揮毫讚美曰：「殿內 疑似
洞天眾仙會，門外聖地群山環。」曹魏末，
「道流眾達數萬計，廣涉朐邑、東莞、緣陵、
安丘、蒙陰十三縣。」

潘書
描寫朝陽觀。
186-187 此段文字不見其他
文獻，原書亦未給
出出處，按照潘書
特點，疑出《東鎮
述遺記札》。

31

淳化中，於舊地拓址再造，殿祠原制，道舍 原文 潘書 189 描寫常將軍廟。
改營，增建左右兩廡，隨垣閭闔更為山門，
楣上嵌石額，為隱逸傅霖題，正書，筆力勁
練。大殿將軍造像黑金，頗大，為邑內獨尊。

32

【東漢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紀冉，寓東 承襲 吉文 148 「教少」，顯為「較
鎮泰山祠，數年後徙仰天。所傳道義，主要
是《道德經》，教少講煉丹之術。在士民中
影響很大。相傳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後的北魏
時期，每逢忌日，尚有人祭悼。】

33

「天師蒞東鎮，設壇朝陽寺，聽其講道誦 原文 吉文 151 記述寇謙之到東鎮
章，習其仙術者，下自黔首商賈，上至士子
+
傳道。
官衙，拜謁盈門，肩摩踵接。」【到東魏末 承襲
年，全縣有道士 150 餘人，道徒近萬人，建
廟觀十餘座，其中較大者縣城有紫雲觀，鄉
間有長春觀、堯山廟、靈山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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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大業年間，曾受煬帝敬佩的道士王遠 疑似
知，至臨朐紫雲觀、沂山明道寺傳道，主張
「道、釋、儒三教合流；薄名利，教政相輔；
輕煉丹，重醫方延壽療疾。」】

吉文
整段文字不見其他
151-152 文 獻， 似 為 作 者
總結《東鎮述遺記
札》而來，其中引
號內文字懷疑為原
文。

35

【據史料載：駢邑僧眾二千三百有奇，寺庵 承襲
+
據地百又六十餘頃，皆沃土肥園，本是百姓
墾植田畝，強行奪占。朝廷寵釋，沙門仗勢 原文
橫行，邇來灰圈農田，戲狎村婦，邪惡日甚。
相傳文宗大和間，沂山明道寺住持善法，擇
容儀豔麗信女為婢，於身邊服侍朝夕。由上
述可知，在唐代中後期，有些佛門僧徒，借
官府勢力，橫行城鄉，無惡不作。同時，佛
家還四處尋釁，無事生非，排擠道教，】「文
宗開成之元（西元 836 年），歲次丙辰三月，
明道寺住持善法，令僧徒百眾，突沖太山
祠，盡搶資財，焚毀道場，羽流強驅山外」。
《東鎮述遺記札 • 佛教補闕》

吉文
152-153

36

{ 唐初，精於醫學的遠知弟子劉玄通，施醫 疑似 吉文 153
鄉間，四處遊說宣導，統一了各派思想，
嚴 整 組 織， 並 努 力 宣 導 與 佛、 儒 兩 教 合
流。……道主通玄住紫雲觀，設壇場，傳醫
方，極受士民尊崇。高宗顯慶間，朐大疫，
道請北海道人李清，巡醫朐邑城鄉，通遊營
邱、安丘、沂水等縣，授方施藥，痊活人萬
餘，頌聲載道，威望日高，發展較快。道士
增至 300 多人，重修了太山祠，還新建廟觀
三所，縣城有清玄觀，鄉間有牛山廟、嵩山
廟。至天寶末，道主規德與儒家往來頻繁，
引起沙門嫉恨，處處受佛家排擠。}

37

【敕出國都，電馳雷急，八月下浣，州、縣 承襲 吉文 154 「會境」，當為「全
境」之訛。
令鄉民蕩平明道，拆毀朝陽、鳳陽、柳泉、
光恩四寺及白玉、青竹二庵。搗毀銅、鐵、
石、木、陶、泥造像 700 餘軀，斷肢殘首，
道仍荒灘山野。還俗僧尼 130 餘人，僅留法
雲寺，令老病無歸的僧徒看守。九月上浣，
朐邑拆廟怒潮波及會境，月尾漸平。共拆除
僧尼庵 110 所，幻速僧尼 2100 多人，收回
良田 150 餘頃。所保留的十數處寺庵，俱規
模較小，殿堂齋舍簡陋，僧尼也盡是老弱病
殘。】

作者未給出出處，
但內容不見其他文
獻，且符合全真道
士口吻，疑從《東
鎮述遺記札》總結
而來。
「道請」似當為
「道主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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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相傳唐末乾符間（西元 874—879 年）， 承襲 吉文 154
河間府道人呂洞賓傳道至東鎮，】「宣導指

+

點：『同佛儒合流，勿計釋門前仇，少土 原文
木之工，重濟苦於民，行正人尊，道自成
矣。』」《東鎮述遺記札》。
39

【據有關資料考證，自唐末至五代後期周太 承襲 吉文 155 有關道士數目，不
祖廣順二年（西元 925 年），全縣有道士

見其他文獻。據本

400 餘人，道徒 18000 人，道院增修了法雲

文其他「輯佚」結

寺西飛雲樓、雙山廟、七寶山壽元廟等。】

果，可知《東鎮述
遺記札》中確實給
出歷代道士人數，
故推測承自此書。

40

「仁宗慶曆間，邑內道眾七百餘，各居叢 原文 吉文 156
林」。（《東鎮述遺記札》叢林二）

41

【臨朐道士沈清（河北雄州人）親赴寧海拜 承襲
師授業，歸朐後，對羽士道徒的離心邪念，

+

吉文

「道行」，當為「進

156-157 行」之訛。

道行了「回心自省」，使思想統一於會真 原文

「會真道」，當為

道。調整了廟主設施，除卻縣城道場，只留

「全真道」之訛。

東鎮廟一處。經過整頓，教規嚴明，「真行」
突出，增強了三教團結，取得了社會百家支
援，使臨朐道教日趨昌盛。
十數年後，王重陽的徒弟長春真人丘處機至
東鎮傳道，當時聽其講道的盛況《東鎮述遺
記札》載云：】「壇設鎮廟，虔心拜教者，
三教弟子、士類庶民，遠來莒沂，日達千眾。
真人宵授於殿堂，晝徒祭台露天，七曜不
息」。
42

【至元代後期，極盛時羽士達 1070 人，歸 承襲 吉文 157 原 因 同 吉 文 155、
附弟子 2 萬餘人。道院也增添不少，如澄心

156 等。

觀、濟世觀、至明觀等，都是此時新修的。】
43

【佛教在金代雖有所發展，但遠不及道家。 疑似 吉文 157 原書未給出出處，
至元朝，青州辨和尚傳教來朐，遍遊境內寺

類《 東 鎮 述 遺 記

庵，宣說佛法，強調】「法於心誠，誠見善

札》「佛教補闕」

行，行度眾生，生賴佛法」，【要求僧尼善

內容。

行為本，濟世為責。由於他的思想主張較合
民心，皈依頗多，使臨朐的佛教振興一時。
至元末，僧尼人數與寺院建築都有較大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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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縣內道徒日眾，道院也屢有增修，道觀多 疑似
達 83 所， 道 士 1400 餘 人。 臨 朐 道 教 至 成

吉文

原 因 同 吉 文 155、

157-158 156 等。

化初，達到極盛。自金大定中期後的三百年
間，唯一信奉全真道。至成化中，部分道士
違禁「三戒」，習學符錄，信仰「正一道」，
逐漸分裂為兩派。自此，臨朐道教也由極盛
而遽衰。】
45

【佛教在明洪武間，興騰一時，僧侶增加， 疑似 吉文 158 原因同吉文 157。
並於二十三年（西元 1390 年），在縣城新
建萬壽寺，且重修了演德寺等十餘座寺廟。
這時，佛門以為皇帝寵信，驕縱滋生，至正
統間，鴻門寺和尚橫行欺人，鄉民火燒寺
院，官衙嚴懲僧侶首惡。自此，佛教官惡民
恨，急趨衰止。】

46

【據《東鎮述遺記札》載：康熙初，道人眾 疑似 吉文 158 原 因 同 155、156
至八百，廟殿新置景陽真武祠、沂山關帝

等。

廟、盤龍山碧霞宮等十一處。】
+ ዐਜύۘӸٰྍόܴϐ௶ॊǴᚶᅪᆶȠܿᙼॊᒪ҄ȡಥό໒ᜢ߯Ǵӵዐਜ 224 ᆀ
ܿᙼቴȨԖԳγԭᎩΓȩǶՠ೭٤ϣচਜ҂๏ррೀǴҭᜤۓዴឦȠܿᙼॊᒪ҄ȡǴ
ѝளኩਔപ௭ǴόӈΕ߄Ƕ
ᇳፁܿᚶᅪȠܿᙼ؝ξȡਜύޑȠܿᙼቴҞȡԖёૈΨрԾȠܿᙼॊᒪ҄ȡǴ
ՠԜᇥۘόዴۓǴኩ҂ӈΕ߄ǶᇳፁܿᢀᗺǴځـȠ؝ξܿᙼቴϷࢴےځ܍ȡǴಃ
414 ।Ƕ

‛ҷҿ㤀攽慿戉宧㢼ӀӁ⃩㜖ӂ㏏╜㞯䠓㳳㢇䐈灭
從以上「輯佚」所得，多少可以總結出《東鎮述遺記札》的一些特點，以下
一一列述。
1、書籍規模。根據三部當代論著的引用方式來看，此書規模應當不會太大。
引用時不見標卷，推測趙守身這部著作有可能不分卷或唯有一卷的。
2、根據《東鎮述遺記札》中出現《佛教補闕》《叢林二》這樣的小標題，
可知此書內部分多個專題，相關內容被劃入相應篇章。其中「叢林」部分可能著
重記述道觀廟宇的歷史沿革，而「佛教補闕」則描述沂山佛教興衰相關事件。
3、從文字內容組成來看，書中當包括沂山自然和人文景觀的描述，沂山道
教、佛教的發展演變過程（其中甚至給出歷朝歷代沂山地區「僧道人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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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沂山部分已佚碑銘的記述，具有一定價值。如三種已佚〈泊里莊醮記〉的時
代和設醮因由，使我們獲悉宋元時代開始，地方社會便有可能在國家祠祀東鎮廟
中自行開展非官方祭祀活動；宋代〈創建東鎮廟記〉則使我們獲悉東鎮廟搬遷至
沂山山麓時，最初的規模和建置等。
4、內容真假。從目前的輯佚結果來看，《東鎮述遺記札》給出的記述，既
不是全然的虛構，但也並不都是確鑿的記載。如書中描述發雲寺、迎仙亭、穆陵
關石刻、佛石屋等內容，基本可以坐實，問題不大。但書中對歷史事件的記述，
卻帶有「道聽塗說」的特點，如張丹誠受天師張魯委派來沂山傳道並建立朝陽觀
事，顯然並無可能；寇謙之在沂山設朝陽寺的說法也不見來源。《東鎮述遺記札》
給出的歷代沂山地區僧、道人數，恐怕除明末清初的數字外亦多不符實。
5、撰述立場。身為全真道士的趙守身在撰寫《東鎮述遺記札》時充分地展
現了他的宗派立場。書中部分文字表達了對沂山佛教的不滿，也表達了對同屬道
教的「正一道」的排斥。如第 45 則，稱明代鴻門寺僧人橫行鄉里，為民所惡，
導致沂山佛教漸衰；第 44 則認為金代以後沂山地區道教以全真為正宗，成化中
部分道士違反「三戒」，學習符籙，信仰「正一道」，導致當地道教轉衰。而趙
守身在記述的有關全真道的歷史，未發現任何負面訊息。
基於對目前收集的《東鎮述遺記札》文字的觀察結論，可以發現這部著作對
沂山和臨朐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確實有一定意義，書中對已經亡佚的碑銘材料的轉
錄，使我們有機緣獲得發現更古材料的可能；同時，這部著作對理解趙守身本人
及明末清初沂山全真道的生活環境和整體情況，也有一定幫助。從表格中的文字
來看，趙守身描繪出一幅釋、道（包括全真、正一）並存的沂山宗教圖景，其中
官方力量也並未缺席，而是擔任著調整沂山宗教比例和密度的裁判者身份，時時
通過政治命令等方式介入沂山的宗教管制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鎮述遺
記札》中對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傳說的呈現，也不一定缺少「史料價值」。這類
記述雖不能作為揭示歷史事實的原料來對待，但卻可視作揭秘明末清初沂山當地
道士所建構的地方道教史的結果來進行考察，從中可分析出以趙守身為代表的當
地道士如何取擇傳說和史事來構建符合自身需要的歷史，並憑藉對歷史的構擬來
建立自身的正當性和崇高地位。

仟履
ʟʟġ⣙朢懢㛨㜖䔊㜃䖕⽴⃫䠓☋丁厖㢮ㄔ
根據上述討論來看，《東鎮述遺記札》對當前的地方道教研究而言確有一定
意義，是展現東鎮宗教歷史的比較重要文獻材料。遺憾的是，此書已知的傳本非
常罕見，唯一明確知悉所在的本子尚未獲得公開，這不免令人有些遺憾。《東鎮
述遺記札》對道教學者的研究工作而言具備一定學術意義，但這部著作傳本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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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抄本 / 刻本）、保存狀態（完整 / 殘缺）、製作時代（古 / 今）、流傳過程，
甚至是真是偽等，目前均無法給出任何有效判定，因此更具體的史料價值以及「文
物價值」則需等待此書公開（至少書影公示）後才能判斷。
通過近幾十年各地學者的辛勤工作，大量地方文獻得到重新發現，包括道教
研究在內的地方文史學研究被持續地注入活力。然而，仍有不少罕見的地方材料
有待搜集、整理和公示。書籍材料當然可以保存在官方或私人等任何良好環境中，
但一個「本子」價值的開發和判斷，卻建立在對這個本子的研究基礎之上——概
不示人的「秘笈」因學術和古籍信息不清，很難真正獲得各界的重視。水火無情，
若「秘笈」不慎毀壞，不免又背上愧對先賢的惡名。要知道，物品雖可屬私人，
但先賢的著述和智慧知見，本是天下公器。事實上，對於罕見文獻的持有者和相
關領域的學者而言，雙方之間並非是「博弈關係」，文獻的公開和學者的研究不
僅不會致使某個本子喪失價值，反而會成為明確展示本子價值的證據。
因此，期待各種罕見文獻的持有者高風亮節，早日公開所藏文獻，一同為
促進家鄉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作出貢獻。當《東鎮述遺記札》得以完整公佈時，
這篇短文也將失去任何的學術價值——筆者期待看到本文被扔進學術垃圾箱的一
天。B

2ǳԖᜢύ୯ђж୯ৎᔃᙼੇᘡ౼ޘϷߞݯࡹځһཀကǴςԖόϿፕॊǴ
࣬ ᜢ ࣴ  ޑ زᕴ ่ Ϸ ന ߈   ޑፕǴ ୖ Jia Jinhua,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Ritual System of Sacrifice to Mountain and Water Sprits,”
Religions 12 (2021); ܿᙼቴӧᔃᙼੇᘡ౼سޘύޑӦՏǴΨςԖϩᏢޣ
ЎፕǴୖଭ᐀ฑǺȤϡжᔃᙼੇᘡ౼ޘԵॊȥǴч٧ǺȠύ୯ўࣴزȡǴ
3122 ԃಃ 5 යǹܴܴǺȤܴж؝ξߞһȥȐξܿεᏢᅺγፕЎǴ3126 ԃȑǴ
ಃ 41ȋ52 ।ǹϾᆢ٧ǺȤߎжᔃᙼੇᘡ౼زࣴޘȥȐᒩჱৣጄεᏢᅺγፕЎǴ
3129 ԃȑǶ
3ǳ݅ѯᖚǺȤ၂ፕ༵ξύᔃቴᆶֺаࡕ୯ৎ౼ޘᘶޑڋᜢ߯ȥǴч٧Ǻ
ȠШࣚے௲ЎϯȡǴ3128 ԃಃ 4 යǶ
4ǳᇳፁܿǵቺണጓǺȠξܿၰ௲څ Ǹ ᖏᱍڔȡȐᔮࠄǺሸᎹਜޗǴ
3122 ԃȑǴಃ 9ȋ21 ।Ƕ
5ǳԖᜢϡܴమਔයǴܿᙼቴӄၰ୷ޑҁݩǴϷځჹܿᙼቴ೭ঁȨ୯
ৎ ઐ ቴ ȩ  ܌ ԋ  ޑ ჴ ቹ ៜǴ ୖ ᇳ ፁ ܿǺȤ  ؝ξ ܿ ᙼ ቴ Ϸ  ࢴ ے ځ  ܍ȥǴ
ԏ ᇳ ፁ ܿ Ь ጓǺȠ ӄ  ၰ ࣴ  زȡ ಃ 3 ᒠȐ ᔮ ࠄǺ ሸ Ꮉ ਜ ޗǴ3122 ԃ ȑǴ
ಃ 385ȋ39: ।ǹBai Zhaojie, Yao Teng, “Daoism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Eastern Stronghold Temple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Religions 13 (2022) .!
ԖᜢܭԜ׳ޑಒޑ܄ፕǴୖқྣണǺȤၰ௲ᆶϡܴమܿᙼቴޑВதၮ
բȋȋаࣁڅύЈޑԵჸȥȐࡑтȑǶ
6ǳᇳፁܿǺȤ؝ξܿᙼቴϷࢴےځ܍ȥǴಃ 414 ।Ƕ
7ǳЦۚܰǺȠܿᙼ؝ξדȡǴԏࡹڐᖏᱍᑜہጓǺȠᖏᱍᑜᙑុד
ጓȡȐᖏᱍǺξܿ࣪ཥᆪрֽހǴ3114 ԃ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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Ḵዯᬗ 丹道 ᯇ⊹
董 寧!⋷䢮焜朏㻍䲻 ĳķ ≂⁉
張舒晴!⒦※⪶ⴇ⚁ⴇ亊
朣ᾏㄦ

閔 一 得（1748—1836） 為 清 代 中
晚期高道 1，注重改革，涉獵廣泛，提
倡「內則用以治身，外則用以治世」2。
在儒釋道「三教合一」3 思潮中，其不
僅對三教理論、晦澀術語，作出了清晰
的梳理、解釋、總結，並加以了實踐、
應用、推廣，尤其在道教煉養中頗有建
樹，驗證了一系列內容，係丹道集大成
者，在道門內外影響甚大。
閔 一 得 原 名 思 澄， 又 名 苕 㕱
（敷），字譜芝，又字補之，派名一
得，號小艮，又號懶雲子、際蓮氏、
定梵氏，世為吳興（今浙江湖州地區）
望族，係龍門派的第十一代傳人。其
生平見於《古書隱樓藏書 • 自序》、

南為官，通儒家「修齊治平」，行道

《 醫 世 說 述 • 序 》、《 天 仙 正 傳 •

家「身國共治」8，又涉獵佛門，訪遇

自述》、《瑣言續 • 自序》、《梅華

雞足道人，提倡三教合一、性命雙修，

問答編 • 自序》以及晏端書撰〈閔懶

但其體系以丹道為核心，並選取了歷

雲先生傳〉、楊維昆撰〈閔懶雲先生

代丹法精要提煉整理，對呂洞賓、張

傳〉、沈秉成撰〈懶雲先生傳〉、民

紫陽、石泰、張三丰、王常月、劉一明、

國戴本珩督飭編纂《龍門正宗覺雲本

沈太虛、李泥丸等丹法進行了思考、

支道統薪傳》之〈第十一代閔大宗師

實踐、驗證。

傳〉等文獻 4，其中晏、楊、沈三篇亦
5

見於《金蓋心燈》 。閔調和借鑒了各

書隱樓藏書》等文獻一直被社會各界

派丹法，被認為是全真龍門派在江南

所重點研究，比如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

6

盛傳期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後世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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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一得編著的《金蓋心燈》、《古

賢、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全真高道張至

攖寧等尊他為開宗立派的「調和派」 。

順、北京中醫藥大學張其成等國內外一

閔一得的成長經歷獨具特色，曾赴滇

批著名人物。同時，根據筆者近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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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野調查發現，終南山、武當山、天

於時人「題詠成貼」，而「諸君子和

台山、青城山、金華山、嶗山、唐山等

之，事在嘉慶十六、七、八年」。11 另

地區的一些宗教界及民間煉養人士，始

受影響的桑椹，則具治病輕身之奇效：

終對其丹法尊崇備至，並付諸煉養。特

如嘉興原「衰頹足蹇」童宏毅，在「服

別是從走訪的黃大仙宮、桐柏宮、玉

之盈握」後，立變強健而棄拐杖，在山

清觀等宮觀閔之丹道習煉者回饋情況來

中能「往返七里許，身輕如飛」；此椹

看，效果均為頗佳。

配酒還「治病無不立愈」，「其友莫達
誠，頂患血瘤，翁以椹酒杯許飲之……
立即平伏若失」。12 推測其方式，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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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藥酒行道教醫學祝由術「行炁」之
法治病健身。此種以「炁」配合水、酒、

道教的丹道理論與煉養實踐體

藥物之療疾文獻佐證，亦可見於全真

系，涉及了生理學、心理學，醫藥、物

教的許多史料，如〈教祖碑〉中「患

理、化學、生命科學及其他自然科學，

大風疾，垂死而乞為弟子」的譚處端，

乃至文化、習俗、經濟、政治、哲理等

在「（重陽）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後，

人文綜合內容，而閔一得丹道體系不僅

「盥竟，（譚）眉鬚儼然如舊，頓覺

在上述方面得到了體現，更是在強身健

道炁瀟灑」。13 按此桑椹處「久寓」聚

體、治病返春、超脫凡質等實踐層面取

炁之地，用現代語言，或可解釋為「某

得了輝煌成就。

些特殊未知能量影響了周圍環境，類

《古書隱樓藏書》中，記錄了閔

似處於陽光照射範圍之內」，以至能

一得在其 66 歲之時（1813 年），煉養

影響周圍環境中的植物。而此類現象，

丹道元神出定後，身體容貌出現了一系

同樣見於明代有關張三丰的史料，據

列「返老還童」的特殊生理現象：「身

崇禎年間黃宗昌御史編撰的《嶗山志》

趺直如初，而顏色頓變，忽成少年，鬚

記載：「永樂年間張三丰者……於嶗

髮皆變白成黑，此為嘉慶十八年長至日

山下居之，邑中初無耐冬花」，其從

9

事。」 根據《鍾呂傳道集》解釋，此

「海島攜出一本，植於（太清宮三官

為玉液還丹成就，紺髮再生、返還童顏

殿）庭前」，此奇異茶樹，冬日耐凍

10

之驗證 。

寒之能舉世罕見，而能「雖隆冬嚴雪，

伴隨於此的，則是閔久居之地的

葉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豔可愛」，

植物，也出現了一些奇特生理現象——

且此茶樹當時已「齡近二百年」，卻」

「其久寓之鄉」如金蓋山等地，本應

柯幹大小如初」。14 此茶樹至今猶存，

春日綻花的「桃、杏、玉蘭、紫荊、

高近 7 米，樹圍近 1.8 米，植物專家估

木瓜、海棠」等植物，卻在秋天盛開

算其齡約 600 年，與史載張三丰於明

達到了四五次之多，並且「燦爛馥郁，

永 樂 年 間（1403—1424） 所 植 時 間 上

濃若三春」；此景「萬目共睹」，以至

完全吻合，已成當地一道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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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期間，道教醫學、養生學

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宿疾頓

愈加普及，如孫一奎、李時珍、陸潛虛、

癒。」24《莊子》言「至人神矣！大澤

張三丰、伍守陽、劉一明等令丹道通俗

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乘雲

15

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而閔

炁，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25，與

之丹法體系，內外皆修、男女均涉，如針

此極近似。

16

對女子「孕病、閉經、崩帶、氣痛」 等

此外，筆者根據長期田野調查得

病症治療乃至得道成仙之法可見於《李

知，紫霄宮、桐柏宮、八仙宮、玉清

泥丸女宗雙修寶筏》之〈大女金丹訣〉

觀、長春觀、天后宮等部分宮觀道士及

內容。同時，金蓋山亦有江雲城、胡采

民間煉養者，多以為「閔之丹法，行之

采、繆妙真等 7 位女性成仙先例，見於

頗有其效」。又發現道門少數嘗試實踐

17

閔作《金蓋心燈 • 女貞篇》 ，特別

者，其短期內或多或少出現了包括「唾

是《覺雲本支道統薪傳 • 女宗薪傳圖》

液變甜美，皮膚變白變嫩，氣力提升，

18

中記錄女眾達 187 位之多 ，可見閔錄

步履變輕盈」等情況，也有極少數出現

女子丹法驗證廣泛。其中《古法養生

「聲音變洪亮而耐寒暑，白髮變黑，返

十三則闡微》、《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

老還童，精神壯碩，健康得改善」的現

等法均有強身健體、治病返春乃至超脫

象 26，由此可見其較高的可重複性。

凡質之效，如有人在幼時「體素弱，九
歲猶不能行」19，後經煉養脫胎換骨，
「年七十時，精力完固，嘗冬月遇一

‛ҷ朣ᾏㄦ䠓Ὲ懢䖕履厖徟汣亊

故人，衣薄見寒色，即解身上脫裘衣
之」。20 可見丹道養生術效果顯著，亦
21

有即身「醫世」之外功 。

閔一得作為清代丹道集大成者，
其丹道程式清晰明澈，原理述說細緻，

無獨有偶，此類「治病健體、不

且對丹道術語進行了通俗解釋（見《東

畏寒暑」之事在道教典籍及正史中，亦

華正脈皇極闔闢證道仙經》、《上品丹

常出現，遠如《歷代真仙體道通鑑》記

法次第》、《還源篇闡微》等），故易

載：「王仲都，漢人也……學道於梁山，

於理解，而今人亦可按步就章，步步實

22

踐，步步驗證。其丹法之可重複性，可

近如《明史 • 方技傳》記載張三丰「寒

作為中醫學、藥物學、心理學、生物

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
23

暑惟一衲一蓑」 。而與此現象密切相

學、人體科學、宗教哲學等理論解釋的

關，且更有重複性、說服力的丹道驗證

依據。其編撰的著作及修道經驗主要見

內容，則見於比〈教祖碑〉記錄更詳盡

於《金蓋心燈》、《古書隱樓藏書》等

的〈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中：譚處端

文獻，下面略闡述之。

於大定丁亥歲仲秋拜師王重陽，「宿於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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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中，時嚴冬飛雪……寒可墮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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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譚）

閔一得編撰《金蓋心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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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稱《心燈》）共計八卷，主要以浙江

道者互換《大戒書》、《大梵先天梵音

湖州金蓋山（又名雲巢山）道系為核心

斗咒》等佛道秘法。《心燈》記載：

譜寫，是清中期以前有關全真龍門派歷

「元初即有此道者……崑陽王祖贈姓曰

史的詳實著作。該書卷六前，記載了龍

黃」，該道者自稱「野怛婆闍」即「求

門派從第一代律師趙虛靜，至第十四

道士」27，曾受王常月之「戒法」，乃

代潘雪峰等一百餘人生平事蹟，卷六

「西竺心宗」28 開派祖師，為龍門第八

後則是以自東晉以來，南北兩宋，元、

代。歷史上張三丰、劉淵然等亦影響雲

明、清時期神仙、名賢、禪師、善士、

南三教 29，故不排除閔亦皆關注。再如

節婦、善女等涉及七十餘人的精簡記

第八代律師、提倡仙佛合宗的伍守陽，

錄，其中亦多位係閔之崇敬之士或故交

其開創的伍柳派（龍門重大支派）傳承

好友。故此書是研究宋元之後道教歷史

數百年，至今仍有弟子在陝西、四川、

發展脈絡，特別是丘處機所開創的全真

浙江等地講解、教授其丹法等內容。而

龍門派（流傳至今並且派別最大）傳承

《心燈》涉及的金蓋山丹法等傳承、宮

體系之完備資料。此外，閔氏之好友鮑

觀選址、重建、祭祀等事蹟，則圍繞呂

廷博（知不足齋主人、著名藏書家）為

祖、王常月祖師譜系展開（見《金蓋心

《心燈》作了注釋，共引述了五十二種

燈•金蓋山純陽宮古今跡略》）。

文獻，對史實進行詳細考訂、補述。吳

據田野調查情況來看，以浙江天

興人李宗蓮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所

台山道教發展為例，目前該地仍以近

作《金蓋山志》（見古書隱樓北大圖書

四百年前龍門王常月祖師《碧苑壇經》

館藏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光緒年間重刊

之「戒、定、慧」三要為指導法門，兼

本），對金蓋山史實記述略不同於《心

以南宗各類丹法教習弟子，具有典型的

燈》，可作對照；龍門派支派海上覺雲

「三教合一、性命雙修」特點。可見龍

壇總理戴本珩於民國十六年（1927）編

門派傳承至今，依然影響巨大，這大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則記

概與閔一得在清代對南方各地之貢獻有

述了閔一得之後其宗派的傳承源流，對

關。進而，其還影響了終南山、武當山、

《金蓋心燈》有重大補充，而閔氏故交

青城山、五台山、武夷山、天台山等國

鮑錕亦為《心燈》作了豐趣評語。

內名山大川的大批煉養實踐者，乃至傳

《金蓋心燈》中的部分高道、煉

播到了海外地區。

養者，諸如趙虛靜、王崑陽、伍沖虛、
涉及的丹法煉養實踐內容，則以全真道

ĳҷҿ╳㢇桀㮢坞㢇Ӏ䠓⋶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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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法等傳統煉養方式為主，但已多次出

《古書隱樓藏書》的版本主要

現儒釋道法門交融，尤其是王常月、伍

有收入《藏外道書》的清光緒三十年

守陽、沈太虛等所提倡的「三教合一」

（1904）刊本及萬啟型、鄭觀應等民

共煉現象。如閔為官雲南時，曾與雞足

國 五 年（1916） 重 刊 本 兩 種 30， 其 書

金懷懷、李蓬頭、沈太虛、李泥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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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代最有影響的一部道教內丹學

境界，無二元對立，無主客之分」，35

叢書」31。作為思想家、教育家、實業

此與南宗丹祖張伯端《悟真篇 • 禪宗

家的鄭，推崇此書言：「惟前清閔小

詩偈》 中所言「無一物非我心，無一

艮先生，道得真傳，彙集歷來玄要之

物是我己」及《大學》之「止」了性境

32

編。」 這部著作中，閔注釋之書包括

界神似。36 其他如「以性合命」方式，

《呂祖師三尼醫世功訣》、《棲雲山

見《太乙金華宗旨》、《金仙直指性命

悟元子修真辨難參證》、《陰符經玄

真源》等，亦可參證。在修命炁達性功

解正義》、《皇極闔闢證道仙經》、

之中，閔幼習「導引之法」，後煉《古

《密跡金剛神咒注》、《西王母女修

法養生十三則闡微》等術，繼承了呂、

正途十則》、《李祖師女宗雙修寶筏》

孫思邈及更早時代的靈劍子導引術等道

等十五種；其撰著之書則有《讀呂祖

家秘術。37 其法又以「脊前心後」之「黃

師三尼醫世說述管窺》、《養生十三

中直透」為要 38，別於他法，如今仍有

則闡微》、《天仙心傳》等六種。另

甘肅名中醫李少波之真氣運行法中「守

收錄了張三丰《玄譚全集》、蔣元庭

心窩」之類似法門傳承世間，可作參詳

輯《太乙金華宗旨》、王常月《碧苑

對照。其收錄的《上品丹法節次》則明

壇經》、李德冾《上品丹法節次》、

確了丹道修習程式，旨意不脫金丹之

閔陽林《金丹四百字注解》、三藏法

道；《尹真人寥陽殿問答編》則簡明扼

師譯《持世陀羅尼經法》、太虛翁《天

要地提供了修習遇困時之指導、解惑，

仙道程寶則》及《尹真人寥陽殿問答

值得後來之士參考。

編》等十四種。其書實為閔之丹法理

若說《金蓋心燈》是記錄閔師門、

論提煉與實踐總結內容，特別是《呂

道祖、師友等事蹟之書，則《古書隱樓

祖師重申西王母女修正途》、《李泥

藏書》乃其生平實踐經驗、煉養思想總

丸女宗雙修寶筏》等女丹丹法，對於

結之本。閔一得的丹法承自天台山高東

大量追求青春容貌、健康美麗、超脫

籬、沈太虛，源溯老莊、鍾呂、紫陽、

凡質的女性而言，具有極大現實意義。

三丰、泥丸、崑陽等祖師，又遇各處隱

而《碧苑壇經》、《天仙道程戒忌》、

顯真人，而發揚於金蓋山，其煉養兼通

《修真辨難參證》、《金仙直指性命

三教、爐火純青，可堪謂典範之作。特

真源》等書，則與伍柳派之《天仙正

別是其中的《養生十三則闡微》、《陸

33

理》、《仙佛合宗語錄》 等相通，提

約庵先生就正錄》、《太乙金華宗旨》、

倡「儒盡性以立命，釋見性而度命，

《天仙心傳》、《東華正脈皇極闔闢證

3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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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性以復命」 ，即「性命雙修」之

道仙經》等，提出「一念不起處用功，

謂。

是謂先天之學」39、「無念而誠……念
例如心性兼命法之中，閔「以儒

中無念」40 等以奪先天之炁 41 入手而憑

釋之精華診道家之元妙言」，提出了

《道德經》之橐籥 42 鼓風呼吸法以成

「天仙之止」，「此為先天無差別絕對

胎息 43 為直接得道的法門，更是其長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丹
生養道

朣ᾏㄦҿ╳㢇桀㮢坞㢇Ӏ㢇

期實踐的總結，且與《正統道藏》洞真

法影響，且特別注重南北二宗張紫陽、

部方法類中仙人張果《太上九要心印妙

石泰、王常月、伍沖虛等經典內容，兼

44

經》「橐籥秘要」 相通。對此，閔曾

覽同時代黃守中、金懷懷、陳樵雲、瞿

感言：「《道藏》載有《先天道德經》，

蓬頭、李清純、劉一明等參證，並涉獵

45

了儒釋道等其他宗派內容。我們從閔一

可見閔於兩百年前即希望人們能繼承發

得年譜 46 及《道譜源流圖》47 等所記師

揚《道德經》之「大道至簡」的中華絕

承情況，可以看出他的大致經歷，瞭解

學。

其入道、修道、得道之因素，具體如下：

全部皆明道體者，無人知取參究。」

閔一得幼年體弱，九歲猶不能行。
十歲醒習「夢中天台山桐柏宮道士之導

ᾘҷ朣ᾏㄦ䠓㎟朆伢㴆╙⌅⛮䫉

引法」，未及百日，漸漸能行。十一歲
大漏，命乃保 48，身體大損。十五歲，

從閔的成長經歷來看，其繼承了

從兄讀書雲巢時，見「呂祖降真」事。

丹道的「性命雙修、金液還丹」修行體

二十歲，皈依桐柏宮第十代宗師高東籬

系，在其師高東籬、沈太虛指導下，並

（1616—1758），派名一得，習道教導

深受仙真呂洞賓、李泥丸、張三丰等丹

引功法，後高羽化，指跟師兄沈輕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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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1708—1786，號太虛翁）學，以師

應屬憑先天之炁之造化身心而突破常人

禮之。三十三歲，入金蓋山「養炁」。

生理壽齡。沈作為泥丸之弟子，自然非

1786 年（乾隆年間），得授沈太虛師

尋常修道之輩！閔繼承了沈之丹法，相

之《天仙心傳 • 內外篇》、《醫世功

當於間接繼承了泥丸真人丹法，如對劉

訣》等；與神人瞿蓬頭默證其法，得《大

一明之《修真辯難前編參證》中「捨棄

滌洞音》。四十三歲，「中年宦遊」，

幻身、拔宅飛昇」56 之要事，閔曾以泥

曾為官於滇南以經世，訪道於駐世神仙

丸言及「黃帝、許旌陽、陶貞白」等事

雞足道者黃守中，三月受《持世陀羅

例予以解答 57。

尼經法》，得西竺心宗。四十九歲，於

據《天仙心傳注》，閔一得曾述

金蓋山重建純陽宮。公元 1813 年，時

「太虛翁口授」言：「我宗溯自秦漢，

六十六歲靜坐，得先天之炁，出現「瞬

直承單傳，始自關尹，呂祖承之，宗旨

間白髮變黑，返老還童」等容貌變化的

復振，既而中晦，我師泥丸氏承之，炳

生理現象（後世閔法之實踐者，亦證此

得竊襲。」58 可見李泥丸傳承在呂洞賓

現象 49）。八十九歲，羽化，證得「不

之後，而少陽帝君王玄甫在鍾離權、呂

增不減」浩然圓明之仙體。

洞賓之前，故《金蓋心燈 • 李泥丸真

從其師承經歷來看，閔一得受高

人傳》中嘉慶年間鮑廷博注解「或謂小

東籬、沈太虛影響最大。高東籬生於後

童君」為「又為少陽帝君」59 或誤，因

金天命元年（1616），按《心燈》記載，

為鮑說與《道譜源流圖》、《呂祖師三

其謝世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計應

尼醫世說述》、《太乙金華宗旨》、《真

50

153 歲 ，是相當的高齡；而高曾預言

師太虛氏法言一則》中王祖、呂祖，以

閔之疾在天台山康復，並「越三載，疾

及南宗張紫陽傳承自鍾離權、呂洞賓、

51

果瘳，精神強固」 得驗。又，清初於
北京白雲觀說戒、後受康熙冊封「抱一
52

高士」的王常月（1522—1680） ，不僅
53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之法為要，如
其著作中曾述呂祖、紫陽派、三丰派及

其年齡計應 159 歲，故閔一得必感震撼

西王母丹法等。60 在《上品丹法節次》

而欲知其原理。由年譜及閔自言「余道

中，閔採用了傳統「煉己採藥」方式以

得之於太虛翁，翁為駐世神仙泥丸李真

實現「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

人手度弟子」 等知悉，沈實為其授道

煉虛合道，與道合真」的次第進行，與

之師（且沈為李泥丸之徒），故沈之真

講究「三教合一」思想的伍守陽之「精

言在《古書隱樓藏書》中常有記載。而

炁神」煉化順序相似 61，這說明其丹法

按《心燈》之記載，李泥丸「初現於宋，

可重複驗證。又從閔自「弱不能行、殞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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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一得的丹法，乃以「金丹」（即

有在金蓋山開壇說戒收徒的經歷 ，且

54

72

劉操的脈絡相互矛盾。

再顯於明……殆駐世之神仙也」 ，但

命之危」，到其通過習道教導引術 62，

因李係沈之師，按宋至清計算，再加修

並以丹道為核心、兼三教之法煉養而終

行時月，可推斷李泥丸或在六七百歲，

成真人之經歷，結合當下國內外宗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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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間養生修煉人士的田野調查情況來
看，閔之煉養成長過程是非常值得借鑒
的。
總之，通過上述論證可知，閔一
得丹道理論與實踐煉養體系，遠溯老莊
「內聖外王」63 之法，中承鍾呂南北等
宗丹源，近續泥丸、太虛一脈，而融通
三教，用以「治身治世」，具有極高研
究、推廣、應用價值。中華多少文化寶
藏，尚待炬者擇取，願後來志士進一步
探索，以期推動人類文明向更高層次發
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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ᕯᚣᝀᛵΚƙಏഛᚯ⊹
丁常春!ⴘㅌ⪶ⴇ⚁ⴇⴇ柱
吳振亞!⡪⽬䢐䫍㢒䭠ⴇ柱㶠㝞厖㛨䦣䰅㏏

汪 東 亭（1839—1917）， 名 啟
濩，字東亭，號體真山人，安徽省休
寧縣人 1。自幼愛好玄學，搜集丹經。
二十二歲外出訪友求師，跑遍五省，
到四十三歲時在廬山遇吳天秩師。2 他
「睹其丰神灑脫，必非常人也，故請問
玄旨，答曰：子雖有仙緣，誠恐始勤而
終怠。以弟子禮事之，復詢其訣……遂
傳七返九還金液大丹之法，火候次序之
妙」3。於是「心領神會，豁然貫通，
乃知大道原在己身所得，決非向外求
也」4。嗣後到武漢，又遇到柯懷經、
柯載書、李雲嵐、周俊夫等道友，同參
切究，頓悟全旨。5 後應弟子邀請，留
居上海傳道多年。其間，與廣東許傑卿
寓上海白雲觀讀《道藏》。相傳，汪在

㷹㤀‼ҿㆶ☌嬐㝷ʟ懢㛨嬎㻍㷹㤀‼⋶Ὲ⌇䷜Ӏ㢇

晚年曾得到李西月祖師親臨滬上指示修
道秘要及「投胎奪舍」的方法。汪去世

汪氏丹法由吳天秩所傳。吳受業

時曾囑咐弟子十年後去武當山找他，因

於李涵虛，這是徐海印說的，而汪自己

適逢戰爭期間，未能去尋找，故此事是

沒有說過吳天秩是李涵虛的弟子。據

否屬實，不得而知。如徐海印說：「因

〈李涵虛真人小傳〉稱，李涵虛眾多弟

先師臨化前，有十年後求我於武當，必

子中大丹煉成者唯有江西周道昌一人，

有響應之語也。自民六迄今，三十餘

「得玉液還丹者數人」7。此外，汪認

載，未知仙蹤是否仍在武當，必親去一

為孫教鸞、孫汝忠所著《金丹真傳》是

6

探方知」 。

偽書，是有害的丹經；而孫派是李涵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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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丹思想的直接來源之一，可見汪氏自

婦人懷孕而生人。仙道是先天心腎合

己並不認同西派。

一，即神炁合一，男兒懷胎而成仙。12

汪東亭內丹的思想可分為前後兩
個時期：前期以《性命要旨》、《周子

虃‛虄⋶Ὲ懢Ὶ⡪䭧

太極圖說注解》為代表，後期以《教外

汪東亭提出，內丹道有四秘：採

別傳》、《體真心易》等為代表。目前，

取、藥物、火候和玄關。13 只知道採

前賢還沒有人對汪東亭的內丹思想進行

取，而不知道玄關，即張三丰所謂「不

研究，本文試對其做如下解析。

識玄關端的處，真鉛採來何處安」14。
只知道玄關，而不知道採取，即張伯
端所謂「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

ᾏҷ㷹㤀‼䠓⏜㢮⋶Ὲㆬ㊂

不 堪 嘗 」 15。 只 知 道 採 取， 而 不 知 道
藥物，即張伯端所謂「鼎內若無真種

虃ᾏ虄⍰懢厖懢

子， 猶 將 水 火 煮 空 鐺 」16。 只 知 道 採

道教內丹學主張，順則成人，逆

取、藥物、玄關，而不知道火候，即

則成仙；故凡道（人道）與仙道是順逆

陳致虛所謂「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

的關係。汪東亭亦主張：性命雙修之理，

息 不 應 」 17， 枉 費 煉 神 功 夫。 逐 節 功

生人生仙，同出一源，即順則成人，逆

夫、文武火候亦如算法，「其中細微，

則成仙。人在沒出生前，性命本來是合

教人見子打子」18。

一的，到十月胎圓氣足，哇地一聲出
世，性命從此分為二。自此以後，性與

虃ᾘ虄䔓杫厖䢮㊞履

命不能相見，人由少到壯，再由壯到老

汪東亭認為，來自虛無的先天之

8

死。 。他又指出，一出母胎，一分為

氣變化真正迅速，若有大明覺，則變

二，性命分開，破體後二又分為三，於

為後天；倘若稍遲，則轉化為濁精而

是先天性命被遮蔽了，後天氣下漏，後

泄。每當活子時，陰莖勃起，「神入

天神上出，水火不濟，漸至老死，都因

炁穴，用武火猛煉，少頃陽痿」；用

9

為回不到先天了。 因此古代仙人大發

文火溫養一個月或一百天，身內的玄

慈悲，教後世學道之人再入胞胎，重造

關 自 然 呈 現。19 汪 說：「 吳 天 秩 云：

性命，將神氣入於玄竅內合而為一，稱

『人能知鉛汞二物，合成一物，則玄

之為性命雙修。

10

汪還提出，性命雙修是仙道，男

待 神 氣 交 而 後 有。』」20 意 謂： 立 玄

女交合是凡道；仙道和凡道之道是相同

關之法就是神氣相交。玄關初立，一

的。如他說：「凡道以女嫁男，仙道以

陽初生。玄關是六合內的一虛竅，天

男嫁女。凡道汞去投鉛，仙道鉛來投

地交媾於虛竅之中，日月運行於虛竅

汞。凡道未濟，仙道既濟。凡道是順，

之 外。21 天 地 交 感， 日 月 運 行， 若 無

仙道是逆；順行有生有死，逆修萬劫常

土為根基，萬物不能發生；「五行無

11

存。」 凡道是女嫁男後，男女交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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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始立矣。』柯懷經云：『玄關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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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生養道

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22 金

可見，先天一炁是在自身產生。上述家

丹大道始終依賴真土（真意）而成功。

中、家家即是自家，不要聽偽師的彼家

丹經所稱菩提子，又稱舍利子，又稱

謬解。

黍米玄珠，又稱人參果，「異名極多，

他還指出，修先天大道，妙在一

無非喻我身中之種子，無非喻我身中

陽生時下手。冬至是一年的一陽生。月

23

之玄關，無非喻我身中之太極」 ，可

出庚是一月的一陽生；子時是一晝夜的

見，真種子產生就是玄關呈現。

一陽生。學道之人必須明白身中的一陽
生，即外腎舉；無念而舉，這是清炁；
有念而舉，這是濁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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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丹學主張，性命有先天後天之

先天一炁產生之景象，汪東亭指

分，先天性是元神，先天命是先天炁，

出：先天真一之炁將要產生時，片刻癢

後天神是識神，後天命是呼吸氣。

生毫竅，肢體如綿，心覺恍惚，玉莖挺

關於先天後天性命之內涵，汪東

硬。29 先天一炁產生時，不要大驚小怪；

亭亦指出，河圖虛其中是先天，即老子

一起吃驚之念，則神馳氣散。務必思慮

所說「無名天地之始」；這是先天性，

頓消，虛以待之，不要妄起武火，順炁

即此物「○」。可見，先天性是天地交

之動而行火候。陽氣未旺，不宜急進武

成一點靈光，即儒教的黃中之中，佛教

火。陽氣已旺，是時速當下手採取。採

的空中之中，道教的環中之中。洛書實

取藥物，要知藥物不老不嫩，必須靠心

其中，變成後天，即老子所說「有名萬

傳。30

物之母」；這是先天命，即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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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先天命是指父母交成一點真氣，
即儒有精一之一，釋有歸一之一，道有

⪺

得一之一。此先天性命自然配合「 」；

汪東亭指出，煉丹到陽純陰盡之

性命雙修亦復如是。儒教的「一貫」就

時，眉端自有陽光出現；到陽光三現時

是貫此一於中；佛教的「歸一」就是歸

候，立即止火；倘若不知止火，必定有

此一於中；道教的「抱一」就是抱此一

傾覆的危險。31 止火是指止後天武火，

於中。有中必有一，有一必有中；中包

用天然文火。前已述及，小藥是先生而

於一，一主於中，即是性不離命，命不

後採；而此大藥是先採而後生。採大藥

24

離性，性命合成此一物「 」。

必須用七日採工，其採法：用雙眸之光
返視於鼎中，用兩耳返聽於鼎中，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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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靈註定於鼎中；一晝夜或兩三次，

汪東亭提出，煉到玄竅充溢，自

或四五次，其餘時間混混沌沌；如此行

有藥物從爐內產生，此即真一之氣，又

持到第七天，則大藥始生。32 丹經云「天

稱先天真鉛。25 張三丰云：「只在家中

女獻花」、「龍女獻珠」，即大藥。大

26

取，何勞向外尋。」 《悟真篇》云：「此

藥煉到如火珠之形，六根猛然震動，丹

27

田火熾，兩腎湯煎，眼吐金光，耳聞風

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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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腦後鷲鳴，身有湧動，鼻有搐氣；
有此效驗，當採大藥出爐。

33

云「一箭射透九重鐵敲」，遂向前下至

他還指出，小周天以元氣為小藥，

印堂，印堂髓阻不通，恐妄馳鼻下虛竅

大周天以元神為大藥。採得大藥後，就

而泄」，泄則前功盡廢，這就是上鵲橋

得立即行大周天之功。行大周天之功

之危險。是時，也必須用真意引大藥過

是「以靜而照，以柔而用，待動而引，

印堂，降下十二重樓，古人稱之服食，

34

護持而行，切防歧路危險之患」 ，即

又稱「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

伍沖虛所說「五龍捧聖」，丹經所說

天」。36

「轉神入定」。大周天過關之功法，

他又指出，大藥到了神室之中，

具體來說就是：大藥當此時自然流動活

點化陰神，稱之取坎填離，再成乾坤定

潑，必然上衝於心，心宮不能透，自轉

位。大藥既然歸於中宮，必須用抱元守

向下丹田，前進到陽關，陽關已閉，自

一之法，「其法如龍養珠，如雞抱卵」，

轉於後，衝向尾閭，尾閭不通，由尾閭

古人稱之養道胎。元神寂照於中下二丹

而奔谷道，「如谷道開而未防，大藥泄

田，「相與渾融，化一虛空境界，使元

去」，前功盡廢，這就是下鵲橋之危

神靜養道胎」；守到二三個月，「則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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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夾脊，而穿玉枕，直貫頂門，即佛

險。 是時，必須用真意幫助大藥度過

氣動機甚微，識性漸漸消磨，真性漸漸

谷道則無患。而大藥衝尾閭不透，自然

靈覺」；守到四五個月，則元炁因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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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照而絕飲食，成為胎仙；守到六七個

綜上所述，汪東亭主張仙道與凡

月，「昏睡全無，頭目爽快」；守到

道是順逆關係，這亦與前人同。汪東亭

八九個月，百脈停住，口鼻絕無呼吸；

提出，內丹道有四秘：採取、藥物、火

守到十個月，元神大定，已變成純陽；

候和玄關。「四秘」的闡述基本上與伍

於是功夫到此時則能生智慧，自有六通

柳派等丹派相同，但他對採取、玄關等

之驗：漏盡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

闡述較前人詳細。汪東亭主張，先天性

通、他心通、神境通（以前煉精之時，

是天地交成一點靈光，先天命是指父母

精不走泄，則成漏盡通，此時方得五

交成一點真氣；內丹修煉就是修此先天

通）；「天眼通，能觀天上之事。天耳

性命，這大略與前人相同。與伍柳派相

通，能聞天上之言。宿命通，能曉前世

比，汪東亭的性命雙修的綱領只是缺了

之因。他心通，能知過去未來之事」；

煉己，其他功夫次第基本相同。汪東亭

唯有神境通「必須慧而不用，則能轉識

對先天一炁的來源、發生時機及景象的

成智，始得性固而胎圓」。

37

闡述與前人基本相同，但他明確指出要

他又指出，胎已圓滿，神已純陽，

想知道藥物不老不嫩必須靠心傳。汪氏

是時只知有神，而不知有氣。此胎不可

的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功夫與伍柳派

久留，恐有滯胎之患。要用遷徙法，自

所說基本相同。

中下丹田遷到上丹田。胎神在上丹田靜
養百日，直至功純。閉眼偶見「六出
紛紛，遍彌六合」，此是出神之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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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霹靂一聲，元神自天門而出，慎勿驚
恐，驚恐則金光四散。如有奇怪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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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認。等金光如車輪之態，即收歸

汪東亭主張，仙道與凡道無有分

於上丹田。養到七天再出，又收回。一

別，共是一個三五一之理；兩者的不同：

出一入，由近而遠，切勿躐等，因為嬰

「凡道是有形有象之『三五一』；仙道

兒幼小恐迷失忘歸。可能有天魔來試，

是無形無象之『三五一』」。39 他說：

亂我心君。故「出入必須謹慎，方可成

「凡道必要有體○、有用︱，仙道亦必

太虛之體」。古人云：「道高一尺，魔

要有體○、有用︱；凡道必要請媒婆，

高一丈。」倘若煉己未純之士多由此境

先通兩家之好，方可將兩物和合而成一

而入魔道。如果乳哺三年，「陽神老成，

物 ，方是『真中』，方是以『一』貫

自可達地通天，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之。仙道亦必要請黃婆以通兩家之好，

入金石無礙」。經歷全部這些驗證，方

方可將兩物和合而成一物 ，方是『真

可行煉神還虛、九年面壁功夫。煉神還

中』，方是以『一』貫之。」40 意謂：

虛到形神俱妙，等待丹書下詔，方證天

凡道和仙道都必要有體「○」、有用

仙之果。即柯懷經云「萬物歸原只一

「︱」，亦必要請黃婆才能將兩物和合

38

圈」。 可見，汪氏上述煉氣化神、煉
神還虛之功夫與伍柳派所說基本相同。

而成一物「 」。
此外，他還提出，仙道必須知節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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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時節、符合），才能以此真一炁而

為元氣、元命。再將兩圖和合成為一圖

成還丹；而凡道不知節符。如他說：

「 」，此才是元神元氣和合而為一，

「節，時節也，符，符合也。蓋知節符，

亦是元性、元命和合為一，即性命雙

則知明德。明德，人之所得乎一，我即

修。若知「和合」兩字，就完全明白金

以此真一而成還丹。凡道不知節符，可

丹之道。49

以瞎拼瞎撞，而明德自然來。仙道不知

他還指出，而今修道之人所說性

節符，不但不能拼撞，而且無處下手。

命雙修分上中下等，「上等者，執迷心

此仙凡之別。」

41

腎神氣為性命雙修。中等者，執迷子午
打坐、目前轉運為性命雙修。下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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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迷女鼎過氣，吞淡濁精濁血為性命雙

汪東亭提出，「性命」有「真性

修」50。這全都不是性命雙修，「都是

命」與「假性命」之分。「性命」兩字

泥象執文，強猜瞎摸，指鹿為馬」。因

都是強名，都是無有。假若性命是身中

為世人不能明白「此○一物，象曰太

有的，則可以拿出來給人看，「既不能

極，曰金丹，曰圓覺」。51 目前西方國

給人觀看，即知是身中無有」42。這「性

家製造的「無線電、留聲機、水底雷、

命」無非是紙筆墨寫出來的「性」字、

飛空船，種種精巧，不知者都可謂之怪

「命」字。諸真所修之性命必是一個「真

誕多端乎」，然而它們全是有形有象，

性命」，必是可以給人觀看的，即經云

「可以審思，可以明辨。若要學之，尚

43

「得見生前舊主人」。 《西遊記》中

且不易，況性命雙修，是無形無象，不

孫悟空每遇妖精對敵，必大呼曰「認得

可審思，不可明辨」。歷代丹家「通用

孫外公麼」？孫，子系二字，子指兒男，

強言強名，立圖設象，百般的比喻，費

系指嬰細，正合嬰兒之論。外指外藥，

盡心血，著作丹書傳與後人」。52

真鉛。公指金公。44 孫外公，舊主人。

他又指出，性有性理，命有命功。

外公指先天一點真陽，是自外來，丹書

性理與命功之別是：性理是「有形有

所謂外藥。

45

象，是有理可言，有象可說」，只要熟

他亦指出，內丹修煉必在未生身

讀丹書，自然明白，故曰「性由自悟」；

之前求之，「方是先天，方是雙修，此

命功是「無形無象，無有言說，活活潑

46

入門最要緊第一著」 。陰陽就是性命。

潑，如盤中走珠一般，如算法見子打子

順行造化，分而為二是後天，叫性命。

一樣」，但看見近似之物皆可取象，故

逆修造化，合而為一是先天，叫孫外公

說「命要師傳」。53 命功如果不求師傳

（舊主人）。47 究竟人之本初，原本自

授，則不能知象而無處可以下手；不能

虛空中來，「必要認得真虛空，方能修

見「玄玄上人」，則不知《易》象，即

得真性命，養成幹元面目，露出一點真

是不知命功。取像是指相似、比喻、譬

48

靈」 。勉強畫圖之「○」，叫孫悟空，

如，無有其物，無有其事，無有其理，

是體；再比喻為元神、元性。又勉強畫

而有其象。54

圖之「︱」，叫金箍棒，是用；再比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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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破體者內丹修煉，不用修命，只悟性

之門」、「不二法門」、「歸根竅」、

理，古人稱之頓法；已破體者必先修命， 「覆命關」、「玄牝門」、「祖氣穴」、
後修性理，古人稱之漸法。55 他又指出，

「太初」、「太始」、「太玄」、「太

人自破體後，身中真陰、真陽兩味藥物

無」、「太虛」、「太空」、「太清」、

56

耗散於色身之外、虛空之中。 故萬卷

「太乙」、「太素」、「太上」、「太

丹經皆教人返本還原，返本就是返我身

真」，以及「白雪」、「黃芽」、「玄

中之本；還原就是還我身中之原。返本

珠」、「黍米」、「交梨」、「火棗」、

還原就是煉九還七返金液大丹。「九」

「真土」、「實地」61。

指先天真陽；「九還」就是在身外虛空

他又指出，先天一點真陽，即真

中盜真陽，使之還原。「七」指先天真

一之氣，是先天中之先天，是自虛無

陰；「七返」就是在身外虛空中奪真陰，

中來。水中金，後天中之先天，是自

使之返本。

57

身坎中一陽。先天一點真精，是自外
來，而執定自身一己孤陰，盲修瞎煉，

虃ᾘ虄䢮ᾏῚ㶲履

無益。62 可見，汪東亭把先天真一之炁

汪東亭指出，教外別傳的性命雙

分為兩種：一是後天中之先天，即自

修，最秘是先天一點真陽。「要知道這

身坎中一陽——水中金；一是先天中之

一點真陽，生於天地之先，長於萬物之

先天，即來自虛無的先天一點真陽——

前，圓陀陀，光灼灼，淨裸裸，赤灑灑，

真一之氣。

58

不掛一絲」。 先天一點真陽是「無首

此後天中之先天、先天中之先天

無尾，不變不更，非無非有，非圓非方，

的說法最早來自孫教鸞、李西月所說。

無餘無欠，不減不增，無來無去，不滅

李西月在《道竅談 • 後天次序》中，

不生，不黃不赤，不白不青，無內無外，

將「後天」分為「後天」與「後天中

無將無迎，無聲無臭，不低不昂，寥廓

之先天」，「先天」分為「先天」與「先

太虛，無象無光，若有若無，若存若亡，

天中之先天」。「後天」指初生的元

用之則行，卷之則藏，出入無時，莫知

精，「後天中之先天」指元精沖關歸

其鄉，生於天地之先，寂然不見其有，

爐後再次發動。「先天」指原始祖炁，

寥然不見其邊，亙古今獨立而長存，不

「先天中之先天」指採取歸爐後的原

變不滅，流通於天地萬物之中，無殆無

始祖炁。「後天」與「後天中之先天」

危，為生生之本，化化之根，天地人

是玉液煉己（築基）階段對元精的不

59

物，賴之以生」 ，人能知此一物，則

同稱呼。「先天」與「先天中之先天」

是認得「父母未生身已前本來的真面

是金液還丹階段（煉精化氣）對先天

目」。

60

炁的不同稱呼。63 可見，李西月所討論

他還指出，先天一點真陽的異名

的「後天」與「先天」是在廣義的「先

有：「先天真一之始氣」、「太乙含真

天」範圍內所做的。這與汪氏上述兩

氣」、「天地之根」、「混沌之蒂」、

分法不同。

「至善之地」、「道義之門」、「眾妙

他又提出，先天一點真陽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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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德是象言、強言；「儒曰明德，

雙修。如若不知先天一點真陽是自外

道曰先天，釋曰靈光」，三者其實是一

來，而執定自身一己之孤陰，盲修瞎

64

物。 再取象勉強畫圖之「︱」，聖人

練，煉到老死終是無益。72

勉強稱之為真一。此真一即明德，又謂

他 還 提 出， 先 天 真 陽 必 得 先 天

真一之氣，又謂先天之氣。又勉強取象

真陰，方能對敵；若是後天，不能見

畫圖之「○」，聖人勉強稱之虛空。至

面。 73 真陽，丹書所謂真鉛、真藥、

善與虛空是一個。如能知明德與真一，

真 一 之 氣； 真 陰， 丹 書 所 謂 真 汞、

即是知命；「能知至善與虛空，即是知

真火、真一之精。真陰與真陽對敵，

性」。若不遇真師，不知和合。「在明

無分高下。 74

明德，在至於至善，即是教人和合」。
又取兩象勉強為之畫圖「 」，聖人勉

虃⡪虄䵘⦉䋘⾀

強稱之為「致中和」。致中之下，又添

汪東亭提出，欲要築基，必先煉

65

一和字，也是教人和合。 又，儒曰一

己。煉己、築基四字，能分能合。分言

貫，道曰守一，釋曰歸一，又是教人和

之，汞指內藥，鉛指外藥。初下手必先

合。因為一貫是以其一而貫乎其中，守

通內藥，後通外藥。合言之，煉己就是

一是以其一而守乎其中，歸一是以其一

築基，築基就是煉己。即「煉己不在築

66

而歸乎其中。 真一、虛空、致中和，
要知道三者皆是紙上寫得出的，都不是
道，都沒有道，都是筌蹄。

67

他還提出，先天一點真陽，必得

安息。「能知神在何處養，即知煉己」；
「能知息在何處安，即知築基」。76
他還指出，煉己築基在虛空中下

關，是人身一大中級。此竅正在乾之

手。《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

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八脈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指

九竅經絡聯輳，虛閑一穴，空懸黍珠，

虛空，神指靈通，不死指虛靈不昧，玄

是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務要知玄關不

指天，牝指地。中間虛空是谷神，谷神

在色身求。 凡是有形有象者，皆有陰

稱為玄牝，無極而太極。玄牝稱為谷

陽造化。既有陰陽造化，則其中必有一

神，太極本無極。77 虛空能生天地，是

太極。既有一太極，即必有一無極。玄

天地之根。「不得谷神主宰，則不能虛

70

關是太極中無極。 虛空則是人身中之

空；不能虛空，則不能靈通；不能靈通，

無極，亦即人身中之玄關。故古人強

則不能成造化。」78 道是虛空。谷神，

圖之如此「○」，是教人認父母未生

虛空，玄牝門，天地根皆是象言。然

身以前的本來面目，本來面目是一個

而必得真師逐節指示，「得虛空中真

虛空。

71

他還提出，尋出先天一點真陽，

弘道

他又指出，煉己築基，就是養神

真 師 指 示 玄 關 口 訣， 才 可 採 取。68 玄

69

82

基之外，築基則在煉己之中。」75

消息，則知煉己築基，即在虛空中下
手」。79

方是雙修。他主張，學者必要參悟父母

他還指出，元神隨從元氣，就是

未生身以前，尋出先天一點真陽，方是

煉己。元氣隨從元神，就是築基。《參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丹
生養道

同契》云：「各得其和。」又云：「和

行卦氣之符火，准日月之玄望，接陰陽

則隨從。」訣曰：「能知以元神去和元

之子午」。87《西遊記》中孫悟空盜桃，

氣，元氣去和元神，則是各得其和。既

盜丹，盜酒，盜鈴，盜葫蘆，盜淨瓶，

80

知各得其和，即知和則隨從。」 隨從

盜芭蕉扇，盜人參果；悟空所盜就是祖

就是元神隨從元氣，元氣隨從元神。又

述《陰符經》天地人三才相盜。88

「元神隨從元氣，即是煉己」，「元氣
81

他還提出，調藥是教人採取，是

隨從元神，即是築基」。 假若煉己不

教人調和活子時、活午時。活子時到，

純，先天一炁來時必然不能招攝。「欲

就是真鉛真火到宮；活午時到，就是真

要盜機，必先煉己。欲要九還，必先七

汞真水到宮。89

返。欲要鉛至，必先汞迎。欲要築基，
必先煉己」。82

虃⋼虄ⵅ㎠ⵅ履

他又指出，煉己築基，不是清靜
閉精；清靜閉精是煉心煉腎。

83

汪東亭提出，人自破體後一身內
外全都是陰。若不得他家外來之陽，不
能成造化，也被能化凡胎而結聖胎。總
要知鉛汞合體，才是性命雙修。90

虃‣虄㻊ⳟ㟑
汪東亭指出，先天一炁來時，此

他又指出，他家我家是丹書以對

時有二義：正子時，是自身陽舉；活子

待而言。他家我家，是一處，還是二

84

時，是盜取陰陽造化機之時。 外腎欲

處？是身內，還是身外？若分言之，他

舉之時，是身中活子時。先天一炁，固

家我家則有百千萬處；若合言之，則是

然是真。「不知煉己，來路不清，後天

一處。他家我家不在身內，也不在身

不及時，不知風火，必不凝聚，此有鉛

外。若要求之，他家我家在於五行不到

無汞，有陽無陰」。又無黃婆匹配，先

之處。91

通兩家之好，必不能追二氣於黃道，會
85

他還指出，今人讀書，但見有「他

三性於元宮。 天機在丁壬先後之間。

家」兩字便強猜在女人身上，殊不知，

壬水，陽；癸水，陰。丙火，陽；丁火，

能悟空則是他家。悟空是真空；真空屬

陰。如何是丁壬先後？他指出，靜已極

陽，能生萬物而不見其形跡。「玩空屬

而未至於動，陽來復而未離乎陰，就是

陰，不但不能生萬有，而且日夜賊萬

活子時。

有。」92 悟空是靈明石猴，是元神，是

他又指出，盜取陰陽造化機；煉

天心；玩空是六耳獼猴，是識神，是人

己純熟，然後方可盜之。《西遊記》中

心。「悟空一去，玩空即來；元神一離，

孫悟空盜桃、盜丹、盜酒、盜鈴、盜葫

識神即入；天心一失，人心即得，頃刻

蘆、盜淨瓶、盜芭蕉扇、盜人參果，這

之間性命危險。」93

就是盜取陰陽造化機。86 盜取陰陽造化
機必須知時，內丹修煉貴乎知時。

綜上，汪東亭主張，仙凡二道共
是一個三五一之理；所不同為，凡道是

如何是盜？他提出，「採日月之

有形有象之三五一，仙道是無形無象之

精華，法乾坤之爐鼎，按周天之星象，

三五一，這與他的前期所說相矛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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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性命」有「真性命」與「假性命」
之分；真性命是先天一點真陽，這與其
前期思想相抵牾。他指出先天真一之
氣，是先天中之先天，乃自虛無中來；
水中金，後天中之先天，是自身坎中一
陽；先天一點真精，是自外來。前已述

2ǳ؋ܿߜǵլนጓਠǺȠ܄
 ڮा ԑ ȋȋ ၰ ௲ Ջ ࢴ ؋ ܿ ߜ ϣ Ϗ ڂ
ᝤȡȐаΠᙁᆀȠڮ܄ाԑȡǴч٧Ǻ
ے௲ЎϯрޗހǴ3123ȑǴಃ 59 ।Ƕ
3ǳ ؋ ܿ ߜǺȠ  ڮ ܄ा ԑ ȡǴ ಃ
59 ।Ƕ
4ǳȠ Ꭶ  ܄ा ԑ ӝ ጓ ȡǴȠ ᙒ Ѧ
ၰਜȡҁǴಃ 36 нǴಃ 667 ।Ƕ

及，此後天中之先天、先天中之先天的

5ǳӕǶ

說法與孫教鸞、李西月等所說的內涵不
同。他指出，煉己築基就是養神安息，
煉己築基在虛空中下手，這與前人所說
不同：煉己築基通常指去妄念，補足已
經虧損之精氣神，下手與虛空無關。汪
氏指出，先天一炁來時，此時有二義：
正子時，則自身陽舉；活子時，盜取陰
陽造化機之時。他提出，他家我家是一
家，能悟空則是他家，這與內丹雙修派
所說不同：雙修派所說他家是指配合修
煉的異性。

6ǳӕǶ
7ǳȠ ύ  и Ꮲ ȡȐ Ѡ Ǻ  ๓
ऍрޗހǴ2:89ȑǴಃ 974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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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ġġ尭

26ǳ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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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見，汪東亭前期內丹思想
之仙道與凡道、先天性命論、煉精化

29ǳӕǴಃ 669ȋ66: ।Ƕ

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等基本繼承了

2:ǳӕǴಃ 671 ।Ƕ

伍柳派等思想。

31ǳӕǶ

而汪氏的後期內丹思想之仙道與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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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真假性命論、先天真一之氣、煉

33ǳӕǴಃ 671ȋ672 ।Ƕ

己築基等，不僅與其前期思想相矛盾，

34ǳӕǴಃ 672 ।Ƕ

也與西派等傳統內丹思想相抵牾；特別

35ǳӕǴಃ 682ȋ683 ।Ƕ

是他的「後天中之先天」、「先天中之

36ǳӕǴಃ 672 ।Ƕ

先天」的說法與孫教鸞、李西月所說的

37ǳӕǶ

內涵完全不同。他自稱「教外別傳」，

38ǳӕǶ

只可能是來自民間宗教的內丹學傳授，

39ǳӕǴಃ 66: ।Ƕ

或是乩傳。B

3:ǳӕǴಃ 672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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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ᶝᶊᗇ與ᤂᢈጢᯱṞᙱ
門緒峰!⸀㤀⪶ⴇ㴆▁㜖⒥ⴇ柱

茅山道教在唐代極為興盛，名道
宗師輩出。元代劉大彬所編《茅山志》

極為有限，以至於其在茅山歷代宗師中
顯得尤為神秘。《茅山志》載：

梳理了茅山的歷代宗師 1，入唐之後，

ΜϖжৣےǴࢰӃғǴۉ

自十代宗師王遠知至十三代宗師李含

ǴᒈࢰϡǴࠄᔃΓǶԐၯǴ

光，無一不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然

ᆶҎᓉӃғࣁৣ϶ǴڙՉύ

「自李含光以後，茅山宗乃逐步走向衰

ܺВϐݤǶࡕΕݓഊǴՐਲྍᢀǶ

2

落」 ，中唐以後茅山宗師的史料漸少，

ԖᘲูηӜ࢙ǴԾٍྛٰǴৣ

其中十五代宗師黃洞元的相關材料更是

٣ࣗᙣǶВᐱၯǴᘜᇟৣГǺ

␘⪶・ҿ咔⸀ㅦӀ扷⎕⋶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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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瞿 童 登 仙， 唐 人 文 獻 中 有

εΖԃϊহϖДఄǴูηᜏ

三則材料直接涉及。分別是貞元元年

ৣГǺȨࡕܭѡԔ࣬ـǶȩܴ

（785）符載所作〈黃仙師瞿童記〉6、

ԃǴৣழۚᚴξ๋ঢ়ǴΥΜၩǴ

長慶二年（822）溫造所撰〈瞿童述〉7

ൺٰξǴՐΠݲǴВᇝȠεࢰ

以及大中元年（847）盧肇所著《逸史》

ȡǴ༓ॡৣےϐᏢǶΞΖၩǴ
ᘲูηޣԿǴৣԕԖрǴ࢙
ҭό੮ǶϷᘜǴᆪۉӜǴεᓙǴ
ၱܰܺก३ǴఈࡨޜҷǴΦϐǴ
ᏉҥԶϯǴᖐᡏޜՊԸǶቺے
ኼ౦ǴᜄӃғဦǴტΐΜϖǶ4

中的〈瞿道士〉8。此外貞元七年（791）
董侹〈閻貞范先生碑〉9、永貞至元和
年間（805—814）劉禹錫〈遊桃源一百
韻〉詩 10、會昌元年（841）狄中立〈桃
源觀山界記〉11 亦提及瞿童登仙。由此
可見，瞿童登仙在中晚唐社會中還是有
著不小影響的。

在這則簡短的傳記中，傳主黃洞元所佔

在三則直接描述瞿童登仙的文獻

據的篇幅遠不如其弟子瞿柏庭。「在某

中，符載〈黃仙師瞿童記〉成文時間最

種意義上，黃洞元之所以出名，是因

早，其材料直接來自黃洞元本人口述，

為他有一個比自己更早成仙得道的高

當是最為原始的材料。溫造〈瞿童述〉

徒——瞿柏庭，也就是晚唐著名的『瞿

則稱其材料來自黃洞元弟子、曾經目睹

童』或『瞿仙童』」4。

瞿童登仙的同門陳景昕。與〈黃仙師瞿

因此，在史料匱乏的情況下，有
關瞿童登仙的文獻，也就成了我們瞭
解黃洞元的最主要材料。關於瞿童登
仙，日本學者砂山稔有過較為細緻的
研究 5，砂山氏的研究側重於探討中晚
唐士大夫對道教的認識，並將瞿童登

童記〉相比，〈瞿童述〉又有新內容出
現，所述最為詳細。另外〈瞿童述〉一
文亦見於《道藏》所收《江淮異人錄》，
題曰〈瞿童〉12。《道藏》版與《全唐文》
版相比，內容並無不同，只有個別字詞
存在差別。盧肇〈瞿道士〉成文時間最
晚，同時瞿童登仙的發生地也由武陵桃

仙故事廣泛傳播與黃洞元茅山宗師地

源變為茅山，其文最不可靠，當無疑問；

位的崇高相聯繫起來。回到瞿童登仙

不過這種變化背後也有值得探討之處，

的相關文獻本身，通過對這些文獻的考

筆者將在第三節詳述。

察，我們不僅能夠更加深入的瞭解黃

在瞿童登仙的相關文獻中，黃洞

洞元——這位神秘茅山宗師的生平過

元並非主角。但作為主角瞿童之師，故

往；更可以理清十三代宗師李含光後，

事中仍有相當篇幅涉及黃洞元，以下是

十四代宗師韋景昭與十五代宗師黃洞

主要根據〈黃仙師瞿童記〉與〈瞿童述〉

元之間茅山道統的傳承與變化。

所整理的有關黃洞元活動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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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曆四年

瞿柏庭 14 歲，投入朗州桃 〈黃仙師瞿童記〉 〈 瞿 童 述 〉 記 為

（769）

源桃花觀黃洞元門下。

「桃源觀」，且為
「黃洞源」

大曆六年

七月，黃洞源攜瞿童至襄

（771）

陽市買藥。九月，南歸。

大曆七年

郎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

（772）

郡，瞿童於山林尋仙穴，

亦有此事，但無時

得秦人棋子。

間

二月
大曆八年

瞿童白日登仙。

〈瞿童述〉

〈黃仙師瞿童記〉
有此事，但無時間

〈瞿童述〉

〈黃仙師瞿童記〉

〈黃仙師瞿童記〉 〈瞿童述〉有瞿童

（773）

與黃洞元「十年易

五月

居 」 及「 期 十 八
年」之約

建中元年

黃洞元移居廬山紫霄峰

〈黃仙師瞿童記〉 〈瞿童述〉同

符載作〈黃仙師瞿童記〉

〈黃仙師瞿童記〉 〈黃仙師瞿童記〉

（780）
貞元元年
（785）

所記至此結束。

八月二十日
貞元五年

黃洞元遷居茅山

〈瞿童述〉

（789）
十一月
貞元十八年 瞿童現身茅山

〈瞿童述〉

（802）春
貞元十八年 黃洞元於茅山仙化

〈瞿童述〉

（802）秋

《道藏》版記為貞
元 十 八 年 秋 後，
「逾一年，洞元化
真」，即貞元十九
年（803）。

長慶二年

朗州刺史溫造作〈瞿童述〉

（822）
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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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貞元元年（785）以前，

信。

〈黃仙師瞿童記〉與〈瞿童述〉所記情

其次， 據砂山稔考證韋應物〈寄

節基本相同。建中元年（780）黃洞元

黃劉二尊師〉及〈寄黃尊師〉二詩中的

移居廬山前，黃氏主要在今湖南、湖北

黃尊師正是黃洞元 15，〈寄黃劉二尊師〉

一帶活動。然〈黃仙師瞿童記〉作於貞

中黃、劉一體，所謂「廬山兩道士，各

元元年（785），此後有關黃洞元動向

在一峰居」16 的詩句正說明此時黃洞元

的考察只能依賴〈瞿童述〉。〈瞿童述〉

居於廬山。而韋應物於貞元元年（785）

中有三個時間值得注意：其一是建中元

遷江州刺史，貞元三年（787）離任，

年（780），黃洞元移居廬山紫霄峰；

只有在江州任上，韋應物才有機會接觸

其二是貞元五年（789）十一月，黃洞

到黃洞元，〈寄黃劉二尊師〉也只可能

元遷居潤州茅山；其三則是貞元十八年

完成於貞元元年（785）後。《韋應物

（802）春，瞿童現身茅山。

詩集繫年校箋》亦將此二詩繫年於韋應

這三個時間恰好與《茅山志》所

物江州刺史任上 17。因此據《茅山志》

載完全不同。《茅山志》稱：「大曆八

所推算的建中四年（783）黃洞元移居

年（773）癸丑夏五月晦，童子辭師曰：

茅山顯然不可信。

『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師徙居廬

至此，已經足以證明《茅山志》

山紫霄峰，凡十載，復來山，住下泊

有關黃洞元的記載並不可靠了。那麼

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學。

《茅山志》有關黃洞元的記載又是從何

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有出，

而來呢？

柏庭亦不留。」13 大曆八年（773），

筆者注意到在〈瞿童述〉中，瞿

瞿童登仙自無疑問。不過按《茅山志》

童大曆八年（773）登仙前，曾與黃洞

所記推算，黃洞元當於大曆九年（774）

元有一番對話：

遷居廬山；十年後，即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又移居茅山；再過八年，即貞
元八年（792），瞿童現身茅山，黃洞
元仙化。
《茅山志》與〈瞿童述〉所記時
間相比，除大曆八年（773）瞿童登仙
時間固定外，其餘的三個時間皆不相
同。那麼這兩種記載，孰是孰非呢？
首先，〈黃仙師瞿童記〉和〈瞿
童述〉均稱黃洞元於建中元年（780）

ࢰྍᏧΗୢГǺȨԟᜏրӼ
۳ǻȩเГǺȨᘜиࢰǶȩࢰྍГǺ
ȨրᒿԟǴёЯǻȩГǺȨόёǶȩ
ࢰྍΞГǺȨՖࣁόёǻȩ࢙ГǺ
Ȩਔ൧ৣό،ѐǴΏϞόёǶȩ
ӢᒑࢰྍǴаਔᎂǶࢰྍГǺ
ȨΜԃܰۚǴܯ፣ᒪԑǴրԖד
خǶϞԟѐǴՖਔൺـǻȩเГǺ
ȨයΜΖԃǶȩ29

移居廬山，〈黃仙師瞿童記〉的作者符

這段文字並不見於〈黃仙師瞿童記〉。

載與黃洞元同時代。建中初，符載與楊

根據黃洞元口述的〈黃仙師瞿童記〉

14

衡等隱居廬山，號「山中四友」 。則

中，瞿柏庭「登仙」前也有一段描寫，

符載文中關於黃洞元的記載顯然更加可

〈黃仙師瞿童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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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全唐文》，還是《道藏》

҅ՊܺǴࡨዽܭЊѦǴԾقᡫය

本《江淮異人錄》均作「期十八年」。

ၳ߈Ǵᜤё੮ЗǴፎԾࢂ۳ǶԿ

在〈瞿童述〉中，瞿童於貞元十八年

ВДӝܭ२Ǵൺ߈ܭӦోǶ

（802） 春 現 身 茅 山， 距 其 大 曆 八 年

иৣϿуኟངǴ҂ջ᠋ᇾǶ࠻Ԗ

（773）成仙間隔 28 年。如果將前文所

ӕᏢၰγԙᡫᒣޣǴ৮ูηᆒઓ

述的「十年」加上「十八年」，則剛好

ឩᔋǴࣁٕ֯װ܌ǴஒటၩϏ
಄ᑇϐǶูόⲁǴЪӭຒǴϓǺ
Ȩдః࣬ـǴྃӧफ़خǶȩ
ሞԖεਪᐋǴᇻΓόၸኧйǶၱ
ङՉǴммவᐋྐؒϯѐǴԖ
ᖂໜฅǴӵ॥តႜǶ2:

貫的時間段，因為中間插入了黃洞元居
於廬山的十年。以正常行文理解，「期
十八年」應該包括「十年易居」，但這
又與史實不符，筆者推測其間或許有傳
抄錯誤。《道藏》本《江淮異人錄》在

述〉中的文字顯然是後人添附，然而

〈瞿童〉一文的文末有一段小字曰：「此

〈瞿童述〉裏「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

記乃簡輿親札，曩為好事者磨去重刻，

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

惟存碑側數字」20，既是抄錄，則或許

『期十八年。』」中的「十年易居」與
「期十八年」卻交待了黃洞元在大曆八
年（773）瞿童登仙後的經歷。事實上，
在《茅山志》的編修過程中，劉大彬等
人撰寫黃洞元生平時完全參考了〈瞿童
述〉的這段文字。
「十年易居」指的是黃洞元在廬
山居住的十年。儘管〈瞿童述〉與《茅

弘道

間信息，這個「十八年」並不是一個連

二者不同，一目了然。上文所引〈瞿童

志 矣。 今 汝 去， 何 時 復 見？』 答 曰：

90

是 28 年。但是，按〈瞿童述〉所記時

今本〈瞿童述〉中的「期十八年」應為
「期廿八年」？
然而《茅山志》在這個問題上完
全承襲了這個「期十八年」的說法。
按《茅山志》所載，瞿童於貞元八年
（792）現身茅山，距大曆八年（773）
瞿童登仙剛好間隔 18 年。而且《茅山
志》採用了正常行文的理解方式，將

山志》在黃洞元遷入及遷出廬山的時間

「十年易居」的「十年」算入了「期

上有分歧，但無論〈瞿童述〉所稱的建

十八年」的「十八年」中，《茅山志》

中元年（780）至貞元五年（789），還

與〈瞿童述〉在瞿童現身茅山時間上相

是《茅山志》所稱的大曆九年（774）

差的十年即由此而來。論述至此，這個

到建中四年（783），實際上都沒有違

「十八年之約」其實已經坐實了《茅山

背「十年易居」。

志》對黃洞元的記載參考了〈瞿童述〉

當然，這還不足以證明《茅山志》

一文，尤其是在《道藏》所收宋人吳淑

參考了〈瞿童述〉，真正能證明這個問

《江淮異人錄》中亦有〈瞿童述〉一文

題的是所謂的「期十八年」之約。

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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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真堂中述」24 的《真系》，也提到了

‛ҷҿ咔⸀ㅦӀ⧠憯䠓⚟咔⸀
懢伀

一些李含光去世後上清師承的信息。
《真系》載：
Ȑ֖ӀȑаεѤԃо

既然《茅山志》的編寫也參考了

ΜДǴ៝ᒏΕ࠻ηॡඳࡿǵ

〈瞿童述〉，那麼《茅山志》與〈瞿童

ۏ෨ฅГǾǾඳࡿ㶴ࢰǴࢰ

述〉為甚麼還會在具體時間上有如此大

БٰǴࣣ༓ቺόቜǶ36

的不同呢？筆者以為二者時間上的不同
不僅只是《茅山志》編寫者理解上的錯
誤，實際上更是其有意為之的產物。
唐人李渤所作《真系》記《上清
經》之傳授，始於楊羲，迄於李含光。
在《茅山志》中，李含光為十三代宗
師，至於十四代宗師韋景昭，大曆七年
（772）柳識所撰〈唐茅山紫陽觀玄靜
先生碑〉21 與大曆十二年（777）顏真
卿所撰〈有唐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
碑銘並序〉22 皆記載李含光於大曆四年
（769）冬十一月去世。在二碑中，韋

以此而言，唐代茅山道教的師承關係還
是頗為清晰的。但是在《茅山志》所塑
造的唐代茅山道統中，十四代宗師韋景
昭之後即是十五代宗師黃洞元，而非上
述材料中出現的臯洞虛等人。顯然《茅
山志》是將黃洞元視為韋景昭傳人的，
那麼，韋、黃之間是否存在師承關係
呢？
根據現有材料來看，黃洞元與李
含光、韋景昭一系的關係並不緊密，或
者說相當疏遠的。上文提及的柳識〈唐
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與顏真卿〈有

景昭分別被稱為李含光的「入室弟子」

唐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並序〉在

及「門人」，則李、韋之間師承關係應

點明韋景昭為李含光門人外，其間涉及

無疑問。

李含光門人弟子頗多，不過並不見黃洞

貞元三年（787），陸長源撰〈華

元。而以〈黃仙師瞿童記〉和〈瞿童述〉

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載韋景昭「以貞

所記來看，黃洞元在建中元年（780）

元元年（785）癸卯，委蛻於紫陽之道

移居廬山之前，一直都在今湖南、湖北

場，顏色怡悅，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

一帶活動，《茅山志》所謂黃洞元「早

二。以其月己酉，遷神於雷平山之西原

遊華陽，與玄靜先生為師友，嘗受行中

玄靜先生壽宮之左」。同時又稱韋景昭

黃服日之法」的說法值得懷疑。而且韋

「傳授蘇州龍興觀道士臯洞虛，得沖虛

景昭「以貞元元年（785）癸卯，委蛻

之妙用，躡上真之玄蹤。梁市之客胥

於紫陽之道場」，其去世時間明確，即

來，華陽之人間出矣。道士韋崇詢，主

貞元元年（785）。但據〈瞿童述〉所載，

修齋醮祭，俯仰節度。道士朱惠明，掌

黃洞元在貞元五年（789）十一月才遷

23

法籙經書、修真秘訣」 。據稱「時貞

居茅山。若說黃洞元為韋景昭傳人，是

元乙酉歲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

無論如何也難以讓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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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界也有觀點認為黃洞
26

得多。黃洞元的弟子孫智清與李德裕交

元屬於所謂的「北帝派」 ，不過雷聞

往密切，太和六年（832）出任茅山道

〈麻姑山鄧氏與唐代「北帝派」的傳法

門威儀，「武宗會昌元年（841）召修

27

譜系〉 一文已經證明黃洞元並非「北

生神齋，敕建九層寶壇行道，因賜號

帝派」，而是茅山正宗。筆者亦贊同黃

焉」29。孫智清的弟子吳法通在「僖宗

洞元為茅山正宗出身，然《茅山志》所

乾符二年（875），遣使受大洞籙，遙

載並不可信，黃洞元與李含光、韋景昭

尊稱為度師，賜先生號」30。而這兩位

一系的關係更是毫無根據。〈黃仙師瞿

也是《茅山志》所承認的茅山道教第

童記〉稱黃洞元為「南嶽黃洞元」，且

十六、十七代宗師。五代時期的著名道

其在移居廬山前，主要在湖南一帶活

士王棲霞，也即茅山第十九代宗師 31，

動。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曾稱薛季

雖然在《茅山志》中並沒有明確記載他

昌「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

與黃洞元一系的師承關係，但是傳授他

洞經籙」28，此後薛季昌又傳田虛應、

大洞經訣的道門威儀鄧啟霞 32，卻是從

馮惟良諸人。筆者更傾向於將黃洞元歸

黃洞元弟子何元通處「進授中盟上清法

為茅山南嶽一系，即司馬承禎、薛季昌

籙」33。此外，王棲霞所作〈靈寶院記〉

一系。然而材料過少，尚難證明。

稱「門師道士孫智清」34，則王氏師承

不過，問題在於黃洞元究竟是為

黃氏，應無疑問。為了保障茅山道統的

何被《茅山志》追認為茅山十五代宗師

傳承有序，《茅山志》必須讓黃洞元成

的呢？

為茅山宗師。

陸長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記載的韋氏傳人有蘇州龍興觀道士臯洞
虛、道士韋崇詢以及道士朱惠明。韋、
朱二人生平不詳，臯洞虛則是《真系》
中韋景昭的真傳弟子。值得注意的是，
臯洞虛的身份是「蘇州龍興觀道士」，
而非茅山道士，則韋氏傳人的活動區域
並不局限於茅山。而且筆者注意到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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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在貞元元年（785）去世，但作於貞

然而正如本文開篇時所講的那

元年間的《真系》卻提到「景昭授臯洞

樣，有關黃洞元的材料極少，略微記

虛，洞虛授李方來」，十餘年間，師承

述其生平的幾則材料還都是有關瞿童登

已歷三世，則臯、李等人應是短時間內

仙的文獻，其中又以〈瞿童述〉記載最

相繼去世。臯洞虛與李方來之後皆無史

為細緻。但是〈瞿童述〉中有一個時

可考，韋景昭一系應該是在中晚唐歷史

間——貞元五年（789）黃洞元遷居茅

中慢慢走向了沉寂。

山，會對茅山道統的有序性產生致命打

與韋景昭一系在歷史上的默默無

擊。我們知道，韋景昭去世於貞元元年

聞相比，黃洞元的弟子們則明顯要顯赫

（785），如嚴格按〈瞿童述〉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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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韋景昭去世到黃洞元遷居茅山，

韋景昭與十五代宗師黃洞元之間，茅山

茅山道統將會出現長達五年的空白期。

道統傳承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因此，為了保證茅山道統傳承的完整，
黃洞元從廬山遷居茅山的時間必須在韋
景昭貞元元年（785）去世之前，只有
這樣，《茅山志》所謂「住下泊宮，日

ᾘҷҿ懇▁Ӏᾼ灒㶞懢⢧䠓咔⸀
␄㫼▁

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學」才能成
立，茅山道統的傳承才不至於出現長達

以史實而論，太和六年（832），

五年的斷檔。而在不違背「十年易居」

黃洞元弟子孫智清成為茅山道門威儀已

以及「期十八年」的前提下，黃洞元遷

經說明黃氏道團成為了茅山道教的重要

居廬山，以及瞿仙童現身茅山的時間也

力量。然而太和六年（832）距離黃洞

勢必要隨之改動。

元貞元五年（789）遷居茅山已有四十

為了使這些改動更加隱蔽和自

餘年，即便距離貞元十八年（802）黃

然，《茅山志》的編寫者有意模糊了一

洞元去世也已過去了三十年。囿於史

些具體的時間信息。我們注意到《茅山

料，我們目前只能看到黃氏道團在茅山

志》中「大曆八年癸丑夏五月晦，童子

地位最終確立並影響深遠的結果，卻很

辭師曰：『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

難知曉黃氏道團在茅山地位確立的過

師徙居廬山紫霄峰，凡十載，復來山，

程。

住下泊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

符載〈黃先師瞿童記〉作於貞元

之學。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

元年（785），其時黃洞元尚未遷居茅

35

有出，柏庭亦不留」 的「明年」「凡

山；而溫造〈瞿童述〉作於長慶二年

十載」以及「又八載」都不是明確的時

（822），其時黃洞元業已去世多年。

間點。如果不仔細推算，「凡十載」、

有關黃洞元可信度最高的兩篇文獻都沒

「又八載」倒是極符合〈瞿童述〉中的

有為我們提供黃氏道團初入茅山的信

「十年易居」和「期十八年」。也正是

息。倒是筆者在前文中提到的那篇出自

在這種「有心算無心」中，《茅山志》

盧肇《逸史》中最不可靠的〈瞿道士〉，

完成了對中晚唐茅山道統的整理與塑

卻給我們探討黃氏道團的茅山創業史提

造。

供了一個難得的切入點。
通過上文，我們可以確定《茅山

事實上，盧肇《逸史》一書，除

志》在編寫黃洞元傳記的過程中，主要

〈瞿道士〉外，還有兩篇文章提到了

依據的就是溫造〈瞿童述〉，並沒有其

黃洞元以及茅山的黃氏道團，分別是

他的新材料可供參考。但《茅山志》為

〈騾鞭客〉以及〈黃尊師〉。《逸史》

了保證茅山道統傳承的完整有序，故意

一書，盧肇自序稱其為大中元年（847）

修改了〈瞿童述〉中的相關時間。在明

二月完成 36，周勳初《唐人筆記小說考

確了《茅山志》關於黃洞元記載不可信

索 • 盧 肇 考 》 云： 會 昌 四 年（844）

後，那麼《茅山志》所列的十四代宗師

至會昌六年（846），盧肇曾赴江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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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其〈題甘露寺〉詩亦作於此間。37
〈瞿道士〉一文雖然將瞿童登仙地改
為茅山，但文末盧肇卻稱「金陵父老
每傳此事」38。如此來看，《逸史》中
有關黃氏道團的三則故事皆應取材於
盧肇江南漫遊期間。三則故事雖然頗
為荒誕，但在江南父老口口相傳之間，
一些蛛絲馬跡之中，仍可見黃氏道團
茅山創業之初的篳路藍縷。首先來看
〈騾鞭客〉：

身，但這並不影響黃洞元遷居茅山時的
「外人」身份。貞元五年（789）黃洞
元遷居茅山的原因難以考證，但黃氏遷
居茅山絕非一人一時之事，據〈黃仙師
瞿童記〉與〈瞿童述〉所載，黃氏門人
弟子眾多，隨之遷居茅山者恐怕不在少
數。「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
振於此也」40，黃氏道團作為「外來」
道團初入唐代道教中心之一的茅山，想

तξୁঅଆϺ൧྅Ǵᖱᇥ௲ϯǴ

要在茅山立足，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可想

ВԖኧίΓǶਔᖱᆈ߃ӝǴ۹Ԗ

而知。黃洞元「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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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筆者認為黃洞元也是茅山正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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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ѤϖζηΨǶ4:

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明顯是早期
黃氏道團在茅山傳道事蹟的遺留。黃氏
道團在茅山營建道團所居道觀的進程想
來並不順利，騾鞭者以「萬餘貫」贈予
黃尊師「修觀」，應是解了黃氏道團的
燃眉之急。
在解決了立足問題後，如何擴充
道團實力就成了黃氏道團發展的重點。
〈黃尊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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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得以立足茅山，而「瞿童登仙」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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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晚唐社會中的廣泛傳播則擴大了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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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道團的影響。黃洞元「法籙甚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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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術精妙」形象的最終確立，黃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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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在中晚唐社會中的顯赫地位，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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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童登仙」事蹟的流傳密不可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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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薪者以「古書十數紙」即請拜師黃洞
元，儘管「黃君納其書不語」，但畢竟
是沒有拒絕，此後更是「盡傳法籙」。
故事雖然荒誕，但販薪者拜師黃洞元，
尚可得受法籙，成就仙緣，其背後反映
的卻是黃氏於茅山廣收門徒的事實。
我們注意到《茅山志》稱孫智清
「不知何許人。在繈褓時，畏聞腥羶。
及解事，唯進以酒。辭家入山，師洞真
先生」42，則孫智清或許是黃洞元遷居
茅山後所收弟子。考慮到孫智清資料過
少，且「未詳歲月」43，我們再看黃洞
元的另一位高徒何元通，徐鍇〈茅山道
門威儀鄧先生碑〉載：
ࡺतξၰߐ࠶ሺᎅ։௴ᗪǶ

據董侹〈閻貞范先生碑〉載，閻
寀「求出為武陵相。聞桃源有黃君瞿童
之事，甘心而請學焉」45。至「貞元七
年（791）四月，吉州刺史閻寀上言，
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46。此事
轟動一時，李肇《唐國史補》稱：「閻
寀為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遺榮，
隸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
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
壇』。」47 黃洞元去世多年後，李德裕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嘗見尊師
稱先師靈跡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
館〉一詩稱：
ࡕᏢБԋѱǴրৣΞᇯǶ
ࢰϺᔈόڹǴྍᐋẹӵࡾǶ්࠼
੮ูηǴξᆒᗉޔઓǶคӢඝҡ
ᡎǴϷᆶᎦғΓǶ59

ӷজǶځӃࠄΓǶϞࣁϏߎ
ᏝΓΨǾǾଳ಄ΟԃǶ၇ҁᢀΟࢰ
ৣݤՖӃғϡ೯ύ࿉మݤ
㓗ǶՖջਲྍӃғࢰϡϐη
ΨǶᆶᘲиูࣁӕᏢϐ϶ోǶ55
乾符三年（876）距黃洞元去世已經 74
年，距瞿童登仙則有 107 年。若說何元
通曾目睹瞿童登仙，難免不合情理。恐
怕何元通只是瞿童同門而已，且其入黃
氏門下的時間，也應是在黃洞元遷居茅
山後。
營修道觀、廣收門徒使得黃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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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題中的「尊師」是孫智清，「棋客留

ձǴ४॥ၱѐǴᅌᇻόـǴᗦᗦ

童子，山精避直神」的「童子」正是瞿

ซᆪϐॣǶߎഊРԴԜ

童，據傅璇琮《李德裕年譜》考證，此

٣Ƕ61

詩 當 作 於 會 昌 二 年（842）49。「 嘗 見
尊師稱先師靈跡」，顯然孫智清曾經向
李德裕宣傳過瞿童登仙事蹟。可見，瞿
童登仙一直都是黃氏道團的標誌性宣傳
手段。如此而言，黃氏道團在茅山傳道
的活動中一定也曾利用過瞿童登仙事
蹟。也正是由於黃氏道團的大肆宣傳，
才會出現這篇最不可信的〈瞿道士〉：
൧ৣঅၰܭतξǴݤ㓗๊
ଯǴᡫᔈߚǶηᘲၰγԃϿǴ
όࣗᆒᔊǴჺࣁৣ܌ಆǶ
ܿԖλࢰǴଯΖЁǴጭᆾጨǴ
՟ೂऻ܌ҷǶВᘲғΞ࡙ආǴ
ࣁৣ܌ጉǶ↿ْᗉǴၱΕԜࢰǶ
Ϧᡋ౦ǴᇾѐཛྷǴค܌
ـǶ१ഘБрǴ㚈ηГǺȨ
ᢀછਔǴΓ੮㲠ـᒪǴԜછΓ㚈
ηΨǶȩϦБ㥻ϐǴۘཀއځ

「金陵父老」當然不可能經歷一個從來
沒發生在茅山的事情，這種情況的出現
只能歸結到民間社會的誤傳上。然而這
種誤傳卻剛好說明了兩點：首先是黃氏
道團在立足茅山、廣納信眾的過程中，
黃氏道團曾有意識地大肆宣傳過瞿童登
仙；其次則是在此文形成之時，黃氏道
團已是茅山道教的蔚然大宗。只有信仰
昌盛、信徒眾多，才會出現這種三人成
虎、眾口鑠金的情況。
事實上，即便在瞿童登仙 160 年
後的南吳大和四年（932），徐鍇在〈茅
山道門威儀鄧先生碑〉中還要特意標
明「瞿仙童」以證明鄧啟霞「源流隱
顯」51。可以說「瞿仙童」作為黃氏道
團的代表性標誌，是與黃氏道團在茅
山的繁榮興旺始終相隨的。

܌ᎶǴҭόࣗߞǶतξШи
۬ǴᏢၰޣኧԭίǴࣣےϦǶ

96

弘道

總的來說，通過對幾種有關瞿童

аࣁቺ໘ࠔǴ൨ӝܹǶ

登仙文獻的考證，可以證明《茅山志》

ԿٍؼǴคόᘳఈǶܴԃΖ

對黃洞元的記載雖然參考了唐代溫造的

ДఈڹǴϺන๘ǴДӀӵఀǶ

〈瞿童述〉，但出於對茅山道統傳承完

ύᜦεଆǴځϖՅǴܭ

整性的追求，《茅山志》有意作了不少

䄏ዙ໔ǶиᅈǴൺԖϐ

改動，其結果就是《茅山志》對黃洞元

ᖂǴηࣣаࣁϦиϐයԿ

的記載並不可靠。同時，數種不同版本

خǴᗊഢ३ОǶϦ؍රܺǴ

的瞿童登仙文本也證明了瞿童登仙在中

аংߧǶஒ᐀ǴྟݗᅌණǴـ

晚唐社會的影響，以黃洞元為核心的黃

ᘲғ४ϖՅǴԾܿБрӧύǶ

氏道團在茅山發展壯大，並成為茅山重

ᡫᢢǴᅐޜሞǴܭ໔ӆ

要力量的發展歷程中，瞿童登仙作為黃

ࡨϦГǺȨ൧ৣջٰǶ୍׳

氏道團最成功，也是影響最大的宣傳手

অǴҭόΦخǶȩൺᆶፏ২

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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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術」ጴḸᅝ
ᬑ⛍ᐧℚᔞ⑫ᘶᐐΐᗇῂᬺẢ
毛俊鑫!⸀㤀⪶ⴇ㴆▁㜖⒥ⴇ柱

ツ個⋗

張繼先，字嘉聞，又字道正，北
宋末著名道士，正一天師道第三十代天
師。元符三年嗣教，宋徽宗賜號「虛靖
先生」，靖康二年羽化，葬安徽天慶觀。
張繼先曾四次朝見宋徽宗，其在開封的
活動提升了天師道的政治影響，龍虎山
天師道由是逐步興盛，最後在南宋時期
取得了道教最高領袖的地位。關於他們
之間的交遊事跡，前人已有所研究。王
關龍〈張繼先道教思想研究〉1 較為全
面地研究了張繼先的生平、思想主張、
著作以及在道教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其
中提及了張繼先與宋徽宗的往來故事，
敘事詳細。姜遊〈北宋道士詩研究——
以陳摶、張伯端、黃希旦、張繼先等四

教關係研究》則將張繼先與宋徽宗的往

人為中心〉一文則重點論述了張繼先的

來放入徽宗一朝政教關係演變的視角中

文學成就和道教思想，對於其生平活動

來分析這一事件，指出宋徽宗初次召見

著墨不多，主要強調了張繼先的濟世情

張繼先時即位尚不久，崇奉道教未至狂

2

懷和宋徽宗對他的寵信。 汪興海〈三十
3

熱地步，其召見動機在於解決解州鹽池

代天師張繼先生平簡述〉 亦評述了張

的損毀問題。4 以上研究取得了豐碩的

繼先的一些活動事跡，對張繼先與宋徽

成果，但仍有未盡之處：有的研究局限

宗的交遊也有所分析，讚揚了張繼先的

於道教內部視角，沒有將張繼先與宋徽

清靜無為、不事富貴。汪聖鐸《宋代政

宗的交遊放入道教與宋元社會關係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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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深入分析其社會文化內涵；有的

山天師張繼先入朝除害。7 徐神翁是哲

研究局限於外部政教關係視角，沒有結

宗、徽宗朝的著名高道，因為成功預言

合當時的社會文化傾向、道教的內部動

徽宗即位得到賞識重用。8 顯然，徐神

向以及張繼先本人的生平活動探析這一

翁是一名積極參政的在朝道士，他對張

事跡反應出的道教生存策略。本文以宋

繼先的舉薦也是其政治參與的一個體

廷對道教的管理政策、士人對道教方術

現，亦實現了道教與朝廷的進一步互

的普遍觀感以及張繼先和其他道士的方

動。

術改革三大視角為切入點，進一步梳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詔對時徽宗令

張繼先和宋徽宗往來的相關事跡和分析

張繼先作符作書，本意是讓他展示足以

其中的深層意涵，希望能夠深化對宋代

消弭災難的術法，張繼先卻以《道德

道教與皇權、士人互動內涵的認識。

經》奉上，以清靜無為勸諫皇帝，更直
接以修丹乃「野人」之事回絕皇帝對煉
丹之事的垂詢。雖然張繼先此處反對的

ᾏҷⴚㅌ厖ツ個⋗″懙⭚㢺

是徽宗修煉外丹，但他勸諫宋徽宗「清
靜無為」、行「堯舜之道」足矣的表態

在探討張繼先與宋徽宗往來的內

重在強調方術之事與皇帝及朝政並不相

在意涵前，需要將張繼先與宋徽宗往來

干，君王以治國理政為本職即可，9 徽

的有關事實做一梳理。張繼先的首次入

宗由是「上悅」。結合後來張繼先對

朝是在北宋崇寧三年（一說四年），詔

徽宗「修德，妖必自息」、寬容「元祐

對時的主要情節如下：

諸臣」的勸諫來看，他確是一位忠君愛

ܴԃȐჱΟԃȑॅᚅєـǴ
ୢГǹȨঙۚᓪ߁ξǴමـᓪ߁
ցǶȩჹГǺȨۚξǴ߁߾தـǴ
ϞВБ࿏ᓪᚑǶȩ৹Ǵзբ಄
ǶំઢГǺᡫவՖٰǶჹГǺ
Ȩઓϐ܌ǴᡫԾவϐǶȩୢ
ૈਜցǴჹГǺȨԽਜȠၰቺ
ȡǶȩၱڗǶୢঅϏϐೌ
ऩՖ 6ǶჹГǺȨԜഁΓ٣ΨǴߚ
ΓЬە܌༐ǶଦΠమᓉคࣁǴӕ
ϻ൏ǵǴخىǶȩ৹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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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賢道人，而徽宗也是虛心納諫的明
君。
不過事態接下來的發展卻與這一
觀感相悖。同年十二月徽宗令張繼先解
除解州鹽池災害時，張繼先立即「書鐵
符」引得天地異動，「雷電晝晦」，殺
死為害之妖異。張繼先後來三次入京，
先是獻「天心蕩凶諸雷法」，后又「建
壇傳授經錄」。徽宗下詔褒獎他時明言
其「符水有功」，同朝道士王文卿也認
為他「以道術顯於朝」。在張繼先最後
一次離京前，徽宗詢問長生之事，他對

首先交待一下張繼先入朝的背景。此前

以「神仙可學，不死可致」之語，並「取

一年，解州鹽池溢水，道士徐神翁進言

符投水中，以飲有疾者，凡飲者皆愈」，

稱蛟蟹為害始有此災，請宋徽宗召龍虎

一副以方術輔弼君王的姿態。而徽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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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了對張繼先的高度重視和對他所

干君，擴大了龍虎山教團的影響力，並

行方術的強烈興趣，不僅賜號「虛靖先

進獻外丹文獻給宋徽宗；而宋徽宗則希

生」，還大賞土地金帛，升上清觀為宮，

望利用張繼先的方術消災解難，同時也

尊崇之舉無以復加。

10

滿足其個人的神仙信仰。即使張繼先在

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道藏》

返回龍虎山後，仍需時時為國齋醮祈

中留下了張繼先在朝廷中傳播外丹術的

福。可惜這場君臣之誼並未善始善終。

記錄，儘管從以上引文和他本人的著作

張繼先在開封之時就屢次請辭，最後一

來看，他極為反對人主對煉丹術的嗜欲

次歸山後先是辭謝入朝之請，靖康之變

和世人對煉丹術的沉迷 11。據宋代外丹

後再以「赤馬紅羊」預言被朝廷「遣使

文獻《靈砂大丹秘訣》記載：

亟召」14。張繼先推辭不過，啟程上路，

ݤځԾԴηϐܭလиϦǴ
иϦϐܭᎄࡘᇻǴᎄࡘᇻϐ
ܭလࢫΓǴလࢫΓϐܭ
ႠϺৣǴϺৣࡌܭύႠ୯ϡԃ
ΟДϣΕරǴԛ࠹٪ύډՏǴ
قᅿηϐೌǶࣤࡆᆶϺৣǴϐ
٪ύǶӢ٪ύϐࡕΕܿοϐҺǴ
ᆶଲᕝৣǴϞ߾ҁ҃ഢخǴ

於途中羽化，年僅 36 歲。就在他逝世
當日，開封陷落。有研究認為張繼先是
以尸解名義避禍，故而死後現世傳說不
絕 15。
故事至於此處，張繼先與宋徽宗
往來之事實及內在複雜性已然清楚，但
如何解釋宋徽宗和張繼先种种言行的內
在緣由，還需進一步探究。

२׀ӄخǶᕇϐޣΎຬܹǴঅ
ϐޣѸฦၡǴҔϐε୯Ӽ҇Ǵ
Ҕϐλޥৎዎρ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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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虛靖天師即張繼先。建中靖國是宋徽
宗年號。此段記載強調張繼先的丹法傳

只有將張繼先和宋徽宗種種的複

自晉代著名外丹道士葛洪，雖然是溢美

雜言行和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宋徽宗

之詞，但也顯示出張繼先與外丹傳統的

本人的有關言行聯繫起來，我們才可看

緊密聯繫。這段記載還說明了張繼先與

出其中的深層意涵。宋朝政治與文化的

宋徽宗、張侍中曾一起探討煉丹之術，

大趨勢特別是北宋時期的社會氛圍中有

並將《靈砂大丹秘訣》傳授於張侍中。

兩個特徵有助於本文之推論。以下略敷

張侍中即徽宗朝宰相張商英。

13

陳之。

由是觀之，張繼先與宋徽宗的諸

第一個特徵是北宋士大夫出於儒

多言行似乎另有深意。詔對時張繼先勸

家正統意識形態信仰之緣故，對道教持

諫君主勿尚方術，宋徽宗則讚賞張繼先

有「一種相對柔和、包容而富有彈性的

清靜無為，但後續君臣之間的舉動卻和

存疑態度」16。這是北宋整體的思想文

他們的言論大相徑庭：張繼先通過方術

化背景。這種存疑態度在歐陽修、蘇軾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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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北宋學者的著作中表現為崇尚道家義

知後也做出了「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

理、質疑道教方術的思想傾向 17，其核

習」22 的表態。

心論點是老莊之清靜無為可取，道教之

不止是許多士大夫有質疑道教方

方術科儀可疑。有學者將這種思想傾向

術的思想取向，徽宗的某些言論也顯示

概括為：「在此道教史觀的觀照之下，

出他真正看重的還是道家思想興化致治

士人一面將自身對老莊之旨的認同和敬

的功能。《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開篇

意，同其對於丹藥、符籙、科教等道術、

就說：

道法的質疑和批判相區隔，一面將至高

ၰޣǴΓϐ܌ӅҗǶቺޣǴ

無上的『道』同道士和道教相剝離，在

Јϐ܌ԾளǶၰޣǴ㜌ШԶค

眾生喧嘩、交相錯落的『觀念之網』中，

ᄄǶቺޣǴк܄ԶதӸǶԴ։

展現出某些共同的趨向。」18

ڬϐ҃Ǵၰफ़Զቺ૰Ǵࡺਜ

從史料中的具體記載來看，關於

ΐΐጇǴаܴၰቺϐதǴԶᒏϐ

士大夫之「崇老輕術」觀點，蘇軾門人

ǶځᜏᙁǴځԑᇻǴᏢޣᓨ

秦觀曾有一個非常精煉而含蓄的表達：

ԶుϐǶ34

ϻаځᆒيݯǴаᆣᎩݯ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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ৎϐࢬΨǶ2:

其次，宋徽宗贊成道家清靜無為的思
想，譴責孜孜於長壽與顯達的行為：
ΓϐԖటǴ،ڮ܄ϐаݾ
ϐǴԶᝎღፍㄐǴค܌όԿǶդ
ӮـӜϐёటǴᎧܭ२ϐΠǶ

即使到了徽宗時期，這樣的議論也不曾

หㄦـճϐёటǴኪܿܭഊϐǶ

斷絕。欽宗近臣程振就相當不滿「宣和

ځขОǴځൣᏉӇǴࡺځЈ߾

崇道家之說」20 的狀況，對尚為太子的
宋欽宗說：

4 4

όࠉϽǴόᄪ೯ǴόᗒጁǴ߾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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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宋徽宗的這些言論使得他需要在和張繼
先對話時保持同樣的思想傾向。若是宋

程振的話語裏就隱含著「崇老輕術」的

徽宗不肯定張繼先「清靜無為，同夫

寓意。孔、老的言教是根本，朝廷一系

堯、舜」的諫言，只是一味地要求其施

列造作符籙、祥瑞的崇道舉動是「事目

展方術，展現神通，反而顯得他言行不

前區區」。面對這樣的勸諫，徽宗得

一，自相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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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末俗」。在宋朝高度重視「祖宗
之法」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他的這一觀
點理應會對道教方術的流行造成負面影
響。此外，宋真宗曾頒佈過禁止方術的
詔書，宋朝官僚也會建言朝廷取締民間
方術活動和採取措施禁絕異端方術。27
皇帝和朝廷對方術的微妙態度還
體現在宋真宗和宋徽宗這兩位北宋最為
崇道的皇帝身上。真宗和徽宗在位期間
大力扶植道教，形成了北宋的兩次興道
高潮，徽宗朝的道教局面甚至被學者稱
為「道教作為某種官方意識形態和國家
宗教參與政治的最高潮」28，但這兩位
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有對道教方術的
警惕意識。宋真宗就明白宣示過其種種
崇道舉動的目的在於保國安民而不是修
煉方術：「非敢溺方術，求神仙，蓋以
宗希夷，化區宇，緬追於淳古，大庇於
蒸人。」29 宋徽宗有時亦贊同「肅正道
流」的重要性。據《宋史》卷三五二〈王

第二個特徵是宋朝政府對道教方
術的宗教管理政策有明顯的層次性。北

安中列傳〉：
ਔБໂઓиϐ٣Ǵጰ٧Ї
4 4 4 4 4

4 4 4 4

宋諸帝雖然都崇尚道教，熱衷於提升老

БγЦв ܯ41 а֯ೌـǴරԽ

子權威和道家經典地位 25，但他們對各

ٚጔᜢ೯ǶӼύ౧ፎԾϞۯܕ

種方術實踐則態度微妙，有時支持，但

ξ݅ၰೌϐγǴೢ܌ឦߥҺǴ

有時也會採取措施「肅正道流」，控制、

࠹єрΕǴѸзჸຎ܌ځҗǴ

鎮壓道教方術在社會上的流行和實踐。

ϝҙᝄԽப۳ᗋϐǹ٠ق٧ු

宋太祖就說：「沖妙之門，清淨為本。
逮於末俗，頗玷真風，或竊服冠裳，寓
家宮觀，所宜懲革以副欽崇。兩京諸州
士庶稱奇詭者，一切禁斷。」26 宋太祖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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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明確表達了他對道教的看法：道

王安中不滿蔡京引薦擅使方術的道士王

教是「沖妙之門」不假，但道士應以「清

仔昔，建議徽宗嚴控臣庶與方士往來，

淨為本」，妄稱掌握「奇詭」之術的行

宋徽宗對此「悚然納之」，可見他並不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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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方術對統治秩序的潛在危害。王安

徽宗勿沉迷修丹，表明絕無以方術干政

中是北宋末年的奸臣和重臣，但他仍對

之意。徽宗讚許張繼先清靜無為的言

徽宗、蔡京的崇道行為有所不滿，說明

論，同樣符合了當時的思想文化傾向。

了警惕道教方術，主張對其加強控制的
傾向在徽宗的朝廷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且宋徽宗和蔡京也並不是真的尊敬方
士。蔡京曾請求宋徽宗不要將王仔昔養

ᾘҷⴚ懢㛨䠓惘⤚厖ツ個⋗寣
宏姛Ὶ杫⅑

於自己家中：
以宋徽宗本人言行為切入點，以

ฅᎹϦȐጰ٧ȑ⓰όǴவ
ࠩГǺȨԽՏືԽᇶࡹǴԶ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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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社會文化傾向為背景分析了徽宗
與張繼先對話的意涵後，再考察這一時
期道教內部的變化以及張繼先本人的生
活經歷和信仰方式，我們又能從另一角

看來徽宗和蔡京終究認為道士的那些術

度深入探究張繼先與宋徽宗對話和往來

法是「迂怪」之事，不能和正經的軍國

之意涵，同時也更加明瞭宋朝輕視道教

大事混為一談。徽宗也並不樂見朝中大

方術的社會文化傾向在道教內造成的影

臣越過自己與道士密切往來，最後將王

響。

仔昔安置到上清寶籙宮中集中管理。如

道教在唐末五代到兩宋時期的轉

果我們再聯繫上文所引程振的諫言，即

型是其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性事件，前

可明瞭徽宗隱約的警惕意識和當時的社

人述之甚詳 34。道教方術在此時期的一

會氛圍，這是宋代朝野輕視道教方術之

個重要變化是以外丹術為中心的傳統方

傾向的又一佐證。此外，宋徽宗曾兩次

術受到質疑，開始衰落，綜合了內煉方

下詔以禁絕京師淫祠、巫覡。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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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術和外丹爐火理論的內丹學說日益成為

以上兩個特徵一言以蔽之，即宋

主流修煉途徑。內丹心法崇尚內在修

代朝廷存在著讚賞道家義理、輕視道教

煉，清靜無為，反對以外在實踐和探索

方術的傾向，徽宗時期的士大夫官僚乃

為主要信仰方式的外丹術等道教修道技

至徽宗本人有時也不例外。在此情境下

術。北宋道士蘇澄、陳摶、張伯端、

重新審視宋徽宗與張繼先的對話，其中

陳景元及後續的金元全真道、金丹派南

的深意就顯現出來。考慮到當時的社會

宗、淨明忠孝道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思

文化氛圍、宋朝的既定宗教政策，特別

了外丹信仰和各種傳統方術，而以清靜

是此段對話的發生時間（崇寧三年是徽

無為、心性修養為根本大法。

宗即位初期，徽宗的崇道舉動尚未達到

這一轉型的重要動機就是為了應

狂熱地步），即使張繼先來京的主要任

對朝廷與士人對道教方術不斷增長的質

務是以方術消除災異，但他仍需強調自

疑和壓制。宋太祖和宋太宗時，蘇澄與

己清靜無為，崇尚黃老，並以直言勸諫

陳摶先後在詔對時向皇帝作過與張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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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表態：

的正一派方術改革和在開封的政治活

Խ ϐ Ꭶ ғǴ ό ၸ ᆒ ࡘ ግ 

動。張繼先是龍虎山天師，年幼時有神

ᅟǴࡆЦᎦғջ౦ࢂܭǶԴηГǺ

童的美譽，九歲就繼承了天師的位置，

ȨךคࣁԶ҇ԾϯǴךคటԶ҇

他的作為對龍虎山天師道的發展具有重

Ծ҅ǶȩคࣁคటǴᏉઓϼکǴ

要意義。張繼先崇尚內丹，是第一位把

ܯࡆǵঞ൏٦୯҉ԃǴளԜၰ
ΨǶ46
⟘ξഁϐΓǴܭਔคҔǴҭ
όޕઓиқϐ٣ǵӗયᎦғϐ
ǴߚԖБೌёǶଷзқВؑ
ϺǴҭՖܭШǻϞဃᓪᚑذ
౦ǴԖϺΓϐ߄ǴറၲђϞǴు
ݯزǴԖၰϘဃϐЬΨǶ҅
։ԽڐЈӕቺǵᑫϯठݯϐࣿǴ
༇ՉঅྡྷǴคрܭԜǶ47
張繼先的詔對與蘇澄的回復頗有異曲同
工之妙，即一方面否定道教方術的政治
功用，一方面強調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
能夠興化致治。可見在朝廷和士人的面

內丹心法全面引入龍虎山道教傳統的天
師，由於他及後繼天師的努力，正一
天師道在南宋一朝漸趨盛大，終於成為
官方指定的道教諸道派首領。39 具體而
言，關於張繼先的道教思想及貢獻，有
助於本文論證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道心一體，明心方能修道。
張繼先認為「心」是萬法的本源，強調
對心性的直接體認是成道之正途，40 他
還援引老莊之學論證修行時要與道相
合，關鍵在於存神靜慮、修心體真 41。
他認為：
ோࢂှ᎒Ǵᔮނ௱ΓǴ
Ꭶ܄ӼࡣǴӸઓᓉቾǶᚹጔࡽᘐǴ
ОѸ৲ܭЈྱǹӰགྷόғǴϣԾ

前表達對方術的反思和輕視是宋代道士

ଶܭཀଭǶࢂيޕǴࣁڮـǴ

的一種普遍話語。這種話語是一種「教

όྦғǴόࡉԝǶԾࢂε॥

義上的妥協」，因為就道教自身的觀點

όǴնОᜤᐨǴܭ๊ࡽۺΟνǴ

和著作而言，他們是不贊成儒家士大夫

ଁ܄ܭϖటǶ53

「崇道家」、「輕道術」的觀點的。他
們主張，「道」與「術」是體用關係，
不能分離開來。張繼先自己就曾說：
「道本無為而無不為，體即道也，用即
法也，體用一源，本無同異。若一者不
立，二者強名，何同異之有。」37 元代
高道陳致虛也表達過類似之意：「道與
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術以道為主，
道以術為用。」38

徽宗詢問張繼先之符書「靈從何來」，
張繼先「神之所寓，靈自從之」的回答
以及勸諫徽宗以清淨為本，即是他對自
己這一道教思想的表達。
第二，摒棄外丹、房中等傳統方
術。他的〈金丹詩〉就以激烈的言辭譏
笑和譴責了外丹、房中：
ლᏣၰ϶ίΓǴ൳ঁӜ

在社會整體文化的外部背景和道

൳ঁǶό৴ႉࣁԿᝊǴࠅஒ

教轉型的內部背景下，張繼先展開了他

؞ᏢᐨሌǶϣύ௦ᛰБᆄޑ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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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適應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發展趨勢

ޣǴόࣁԾᇤᇤдΓǶ

和道教的轉型。同時，他四次應詔入京

ઢ༿ΓՅᑚǴᔕஒ֎ڥ

朝見宋徽宗，在京師頻繁活動，使得龍

ा੮ᆒǶઓиమᓉБࣁၰǴتζ

虎山天師道獲得了宋徽宗的寵信和統治

ညᛧҁ߫ǶᘸᐜଁкࠔǴ

階級的認可，是天師道史上的轉折性事

ᗋϏБёߥߏғǶ܊ύϐೌޜ

件之一，開啟了天師道發展的新時期。

ШǴఠᏣύӭϿΓǶ௦Ϗݤ

綜合以上幾點來看，張繼先種種

ଆՖਔǴࡕᅇቅҭԾǶόխ

作為的內在理路就是通過趨近社會主流

፺ᘜൺၰǴଁஒాట༿ᛔǶ

思想傾向以及與皇權緊密結合從而實現

ކՉރᆀࣁ֮Ǵઓଲᒉόё

龍虎山天師道的振興。

ුǶݾ՟คࣁమᓉၰǴߎ൩
54

ᎦᓻٽǶ

徽宗詢問張繼先煉丹之術時他直言此乃
「野人所為」，不僅是為了迎合徽宗和
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也是他自身道教
信仰方式的體現。
第三，張繼先將心性修煉與符籙
等道教法術結合起來，並開創了天師道
雷法之傳統。44 張繼先認為，只有內煉
心性，才能發揮出符籙和雷法之威力。
他曾寫詩說：
फ़៥ՖೀࢂπϻǴύԖϡઓ
ᓉۚۓǶችቆචਔઓଲҷǴߡ௲
ᅾ্ԾฅନǾǾ৴ޜǴᚆШᆛǴ
๊ᜢᐒǶᎦրǴ០ႜאႝ
Ϻ࠶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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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一內在理路可以將張繼先
的矛盾言行統一於某種自洽邏輯中。張
繼先對道教方術的清整雖然一定程度上
適應了當時的思想文化趨向，但是在宋
朝輕視道教方術的宗教政策和社會心理
下，即使是以內煉心性為理論基礎的新
型道教方術依然是「迂怪」之事，難登
大雅之堂。同時，出於與皇權緊密結合
的需要，張繼先又必須頻繁入朝覲見君
主，這樣就使得他深深地涉入了北宋末
年的京師名利場。在此背景下，張繼先
方術改革的有限性和當時士大夫及朝廷
的輕術傾向之間自然凸顯出了一種觀念
上的落差。那麼不論是為了交際應酬，
還是為了推廣道派信仰，張繼先都要採
取一些更加靈活的策略以應對錯綜複雜
的京師政教格局。

符籙咒術是天師道的傳統方術，面對著

具體來說，雖然張繼先第一次朝

崇尚道家思想、輕視道教方術之思潮的

見徽宗的主要任務是施展方術消除災

逐步興起，張繼先引入了強調內在修

異，但張繼先還是需要先以清靜無為的

煉，提倡清靜無為的內丹心性學說來辯

道家思想為切入點，先抑後揚，強調方

護和發展符籙咒術的傳統。

術與堯舜之道實不可混為一途。只有借

第四，張繼先的作為對天師道的

此打開局面，張繼先才能在京師開展各

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將內丹、符

種增強道教影響力的方術活動。在從事

籙、雷法結合起來，極大發展了天師道

宗教活動的同時，張繼先還不忘屢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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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徽宗「修德，妖必自息」、寬容「元

部發展出了不同的因應策略。張繼先的

祐諸臣」，46 表現出一副與正統儒家士

事跡就清楚揭示了其中的一條重要進

大夫無異的態度。以上種種做法互相之

路：言語上、教義上順應社會主流思潮，

間並不矛盾，和引內丹心性學說入符籙

實際活動中將方術與政治緊密結合，致

咒術等措施的內在理路是一樣的，即在

力於服務皇朝統治，以期盡可能消除皇

言語和教義上以社會主流思想文化為趨

帝與士人的猜疑與不滿。這一做法將方

近對象，從而為方術的合法性提供更加

術與正統意識形態及正統權力結合起

有力的外在支撐。

來，一定程度上轉變了主流社會群體對

張繼先與宋徽宗談論煉丹並傳授

道教方術的態度。

外丹文獻給朝中大臣的行為更加說明了

無獨有偶，南宋道派淨明忠孝道

張繼先言行的深層邏輯（見第一節）。

的核心教義與張繼先的進路頗為類似。

此行為雖然違反張繼先在教義上的主

淨明忠孝道主張「真忠至孝，復歸本淨

張，卻符合張繼先向皇權和士人接近的

元明」、「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

行事理路。這一策略不由得讓我們想到

美具備，神通漸靈」、「周、程、朱、

身居山中而又深涉政局、鄙夷外丹之術

張諸儒……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

又在 20 年裏七度為梁武帝煉丹合藥的

來」49，認為踐行忠孝之道即可掌握神

梁朝道士陶弘景 47。「若非顧及道教的

仙方術。也就是說，淨明道將儒家倫理

發展、武帝的敦促以及侯王公卿們的冀

作為道教方術的神學基礎，從而論證了

盼，想來陶弘景是不會以其道教領袖之

方術的合法性。和張繼先的做法相比，

身份從事煉丹的」48。

淨明忠孝道的教義與主流社會文化思
潮結合的更加緊密，然而這一事實也側
面說明南宋道教遭遇到了更大的批評

⡪ҷⴚ懢㛨䠓䚮⳧䳥䛴

和挑戰。在南宋時期，不僅皇權對道教
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儒家學者對道

張繼先的種種行為不僅僅代表著

教的批評聲浪也比北宋學者更加強烈，

天師道的因應之策，也反應了宋代道教

他們普遍持有着「堅定、明確和較為剛

遭遇到的微妙處境。道教作為一種宗

性的批判立場」50。關於這一批判立場，

教，核心要素是「長生不死」信仰和各

南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一段話

種以「長生不死」為目標發展而來的神

最有代表性：

仙方術。宋代「崇道家」、「輕道術」

ၰৎϐೌǴᚇԶӭᆄǴӃᏂ

的宗教政策和士大夫心態從根本上威脅

ϐፕഢخǶᇂమృᇥΨǴྡྷᎦ

了道教的宗教神學基礎。如果完全順應

ᇥΨǴܺ१ΞᇥΨǴ಄㓗Ξ

這一主流政治文化傾向，道教的社會基

ᇥΨǴࣽڂ௲ΞᇥΨǶ

礎和宗教功能也會遭到嚴重削弱。針對

ࡆǵԴηǵӈᑇஊǵಷڬϐਜ܌

道教在宋代遭遇到的這一困境，道教內

ޣقǴమృคࣁԶςǴԶౣ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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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先和宋徽宗的種種舉動都是

аठǴᇂளѨ࣬ъޣΨǶྡྷᎦ

對社會現實的折射。從唐中後期到北宋

ϐᇥǴኻЎ۸Ϧմ҅Ǵ

時期，不論是道教文化還是社會整體文

ԙЎϦᆀୖӕࠨǴΒϦεᏂǴ

化，內在化、心性化的發展趨勢都在逐

ᝎѾ౦ᆄόᒪᎩΚǴᐱόаځᇥ

步加深，儒家思想在這一趨勢下逐步取

ࣁߚǴξ݅ᐱ๓ϐγаԜᎦғӄ

得了三教獨尊的地位。而正統儒家士大

ԃǴڰ҂ளܭӜ௲ΨǶԿܭ

夫對外丹、黃白、符咒等各種道教方術

ࣽڂ௲ϐᇥǴᅰሄభϐقǴன

的批判也日趨激烈，教內清整道教方術

߷аԜ१ǴதటᆶញηלᑽǴ

的共識也逐漸形成。此種激烈變動的文

ԶځᇥၨញМόૈΟϐǴ㵝Ш

化趨向是外丹等傳統方術衰落的重要外

䔱Ǵ҂ࣁࣗѮΨǶᐱܺ१ǵ಄

部原因。52

㓗ΒৎǴځᇥҁٕሻᙤǴԶൽ

另一方面，北宋時期傳統道教方

ϐޣᑡᅾόభǴ㕙εǵϿ։ǵ

術實踐與齋醮科儀等崇道活動依然流

ܭӓǵࢭϐ২аԜఠيځǴ࢛

行，社會中對道教方術的普遍信仰與成

ݜǵᇳᘜϐ২аԜᅾΓԶڏԾ

道追求並未完全破產。即便不談北宋諸

ᓻځǴفǵৱǵֈҔϐϐ

帝的崇道活動，上層士大夫中信仰與傳

২ၱаԜ௳ΓϺΠ୯ৎǶฅ߾ࢊ

播道教方術之人也比比皆是。文壇領袖

ўϖίقǴࢇԖࢂЯǻᇂཇᇻ

蘇軾的養生實踐眾所周知，前面提及的

ԶཇѨخځǶ62

張侍中張商英也是一個在道教史上相當
重要的人物，創作了大型道教圖畫《三

馬端臨將「道家之術」分為清淨、煉

才定位圖》53，外丹文獻《庚道集》卷

養、服食、科教、符籙五種，認為除清

三所收丹法《太上靈砂大丹》也是由張

淨無為的黃老學說尚可稱為「得失相

商英傳承下來的 54，可見被批判最深的

半」外，其餘四種要麼無益名教，要麼

外丹術在宋代亦有一定影響。即使到了

有害綱常，對道教觀感之惡劣遠過於北

南宋，主流道教中還有金丹派南宗這樣

宋士大夫。馬端臨的激烈言論不僅代表

宣導「內外丹合修」的教派，留下了豐

著南宋文人對道教的敵視態度，更預示

富的史料。55 傳統方術興盛的同時，道

著元明清時期道教在主流社會文化中的

教內部不斷的自我清整與改造也產生了

進一步邊緣化。後來的奉道者如何能在

一大批新型方術，有效地適應了社會變

更加惡化的輿論環境中探索道教的生存

遷。

路徑，張繼先和淨明忠孝道為他們樹立
了良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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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社會思想的逐步轉型與道教評價

我們又能夠看到張繼先本人的行事策略

的不斷降低，一方面是各種新舊道教方

以及當時道教遭遇到的微妙處境。歸根

術在社會層面中持續的廣泛實踐。在這

結底，張繼先詔對諸事的細節如何是次

兩種社會因素的對立下，雖然宋徽宗

要的。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此，詔對

意識到了方術對王朝秩序存在著潛在

時類似的舉動必然存在。B

危害，但由於傳統的方術實踐活動並
沒完全破產，新興道教修煉技術又不斷
興起，在社會上依然有相當的影響力，
所以深刻地作用到了宋徽宗的治國方略
中。於是徽宗一面主張清靜無為，讚賞
張繼先方術、政治不屬一途的言論；另
一方面又驅使張繼先為他從事符籙齋醮
之事，並貢獻外丹文獻，傳於朝中大
臣。在這樣的曲折進展中，徽宗的崇道
活動愈演愈烈，甚至自封「道君皇帝」，
最終走向了悲慘的結局。
張繼先亦是如此。他通過對龍虎
山舊有教義、傳統的改造和在京師的交
遊活動擴展了天師道的政治影響，並使
傳統的符籙方術以新的面貌延續下來。
但當時的王朝政策和普遍的社會思想是
以質疑道教方術，警惕方術對政治的潛
在威脅為主要趨向的。在此前提下，革
新的方術依然是方術，張繼先的改革並
不能完全獲得正統意識形態的認同。所
以張繼先需要以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為
切入點先抑後揚，從而取信於君主。從
另一邊來說，運用道教方術鞏固統治的
宋徽宗則是不論新舊，外丹符籙等各種
道教修煉技術一律施行。面對他們的要
求，張繼先的行動又造成了另一種矛
盾，他違反了自己的一貫主張從事外丹
活動，傳播外丹文獻。在此種二重張力
拉鋸之下，張繼先其人其事必定呈現出
高度的複雜性。但是在這種複雜性中，

2ǳ Ц ᜢ ᓪǺȤ  ᝩ Ӄ ၰ ௲ ࡘ གྷ
ࣴزȥ) ࠄ٧εᏢণᏢسᅺγᏢՏፕ
ЎǴ3129 ԃ *Ƕ
3ǳࠬၯǺȤчֺၰγ၃ࣴزȋȋ
аഋ⟘ǵդᆄǵ׆ѿǵᝩӃ
ѤΓࣁύЈȥ) ύৣጄεᏢЎᏢଣ
റ γ Ꮲ Տ ፕ ЎǴ3127 ԃ *Ǵ ಃ 257ȋ
258 ।Ƕ
4ǳ ؋ ᑫ ੇǺȤ Ο Μ ж Ϻ ৣ  ᝩ
ӃғѳᙁॊȥǴч٧ǺȠύ୯ၰ௲ȡǴ
3114 ԃಃ 2 යǶ
5ǳ ؋ ဃ ៕ǺȠ ֺ ж ࡹ ௲ ᜢ ߯ ࣴ
زȡȐч٧ǺΓ҇рޗހǴ3121 ԃȑǴ
ಃ 251 ।Ǵಃ 255ȋ256 ।Ƕ
6ǳ  ᝩ Ӄ  ۘ ϣ ϏǴ ࢂ ಃ  Տ
עϣϏЈݤӄय़ЇΕᓪ߁ξၰ௲
ޑϺৣǴҗܭдϷࡕҺϺৣޑոΚǴ
ᓪ߁ξ಄㓗ೌݤᆶϣϏЈݤᅌ่ӝ
ଆٰȐঙ׆ੀЬጓǺȠύ୯ၰ௲ўȡǴ
ԋ Ǻ Ѥ ο Γ ҇ р ޗ ހǴ2::8 ԃǴ
ಃΒڔǴಃ 217 ।ȑǶࡺԶԜೀᔈࢂ
ࡰѦϏОϐ٣ǴݩЪঅྡྷϣϏᆶమ
ᓉคࣁ٠όҟ࣯ǶΠЎЇᝩӃȤߎ
Ϗ၃ȥҭёǶ
7ǳȘ ܴ ș  ҅ தǺȠ ᅇ Ϻ ৣ Ш
ৎȡڔΟǴȠၰᙒȡҁȐч٧ǺЎނ
рޗހǹੇǺੇਜ۫ǹϺࢭǺϺ
ࢭђᝤрޗހǴ2:99 ԃȑǴಃ 45 нǴ
ಃ 937ȋ938 ।ǶȠ ᅇ Ϻ ৣ Ш ৎ ȡ ೭
ࢤၩ಄ӝᝩӃҁΓޑၰ௲ࡘགྷ
ᆶيҽǴΨ಄ӝֺᔇےԜਔۘ҂ئ
ࡨၰ௲ࡹࡼޑӛȐـҁЎقϷ
ಃΟȑǴᔈࢂჴၩǶԜѦǴϡ
ᇳၰኗޑȠᐕШиᡏၰ೯᠘ȡ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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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ߘԽȠҎࠔᒵȡǵȠֺўǸᔇے
ҁइȡҭၩΑᝩӃϐ٣ၞǶ൳ࢤ
ၩϐ໔٠คᝄख़₹ܢޑϐೀǴѝԖ
ᜢܭᝩӃΕරਔ໔ޑၩౣԖό
ӕǴȠҎࠔᒵȡஒᝩӃ߃ԛරکـ
ӆԛΕරೀှԀᡶԣ্ؠᕇ࠾Ȩ
ႠӃғȩϩբٿ٣ǴϩձᛠܭჱΟ
ԃǵ Ѥ ԃȐȘ ϡ ș  ߘ ԽǺȠ Ҏ ࠔ
ᒵ ȡ  ڔϖǴȠ ၰ ᙒ ȡ ҁǴ ಃ 29 нǴ
ಃ 24: ।ȑǹȠᅇϺৣШৎȡஒᝩ
Ӄ߃ԛරـှ،ᡶԣୢᚒᛠܭჱΟ
ԃǴӆԛΕර࠾ڙȨႠӃғȩᛠܭ
ჱѤԃǹȠֺўǸᔇےҁइȡ߾ஒ
ှԀᡶԣୢᚒှ،کᝩӃᕇ࠾Ȩ
ႠӃғȩٿ٣ܭჱѤԃȐȘϡș
ಥ ಥ  ኗǺȠ ֺ ў ȡ  ڔΒ Ǵ ч ٧Ǻ
ύ  ਜ ֽǴ2:96 ԃǴ ಃ 485 । ȑǴ
ՠؒԖᒵᝩӃ߃ԛΕරޑਔ໔Ƕ
ନԜϐѦǴัԖᅪကޑѝԖᝩӃ߃
ԛΕරޑԃសȐ24 ྃȑǴ؋ဃ៕Ƞֺ
жࡹ௲ᜢ߯ࣴزȡջᇡࣁᝩӃӵԜ
ԃѴԶᏼख़ҺǴзΓᚶᅪȐӕ ݙ5Ǵ
ಃ 256 ।ȑǶฅԶǴֺᔇ࣮ےύࢂޑ
ᝩӃيޑҽکჹޑೌݤඓඝǴԶό
ࢂдޑԃइߏѴǶᝩӃԜਔࡽฅς
ࢂϺৣǴΞӜᖂӧѦǴᔇےԾคόё
ϐཀǶԿܭᝩӃຕჹਔ߄рޑᐒ
ඵѯ֮׳คሡᚶᅪǴᝩӃࢂӧ҅Ԅ
ӝӣᔈֺᔇޑےගୢǴٗሶдᇥޑ
೭٤၉൩ж߄ᓪ߁ξϺৣၰჹࣤ
ޑᄊࡋکғӸౣǴکᝩӃҁΓޑ
ԃសؒԖᜢ߯Ƕ
8ǳȘ ܴ ș  ҅ தǺȠ ᅇ Ϻ ৣ Ш
ৎȡڔΟǴಃ 937 ।Ƕ
9ǳȘ ֺ ș Ֆ ブǺȠ ࡾ  इ ᆪ ȡ
ڔǴȠֺϡλᇥεᢀȡಃ 4 н
ȐੇǺੇђᝤрޗހǴ3118 ԃȑǴ
ಃ 346:ȋ3471 ।Ƕ
:ǳ ᗨ ฅ ൏ǵ  Ψ ࢂ ၰ ௲  ᇥ ύ
 ޑள ၰ ဃ ։Ǵ ՠ ၰ ਜ ύ  ܌ᆀȨ ൏ǵ
ϐၰȩࢂࡰԖమᓉคࣁՅற
ޑᏂৎݯ୯ၰǶၰ௲നதජЇࣁБ
ೌస᛭ޑђဃЦࢂࡆǴόࢂ൏ǵ
ǶȠֺᔇےၰቺှကȡڔϖ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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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ծǴϨᏔΨǴ܌аᇶቺǴဃΓόள
ςԶҔϐǴࡺࣁቺϐ҃Ǵߚ൏ǵϐ
ၰǴόඪഋܭЦǴࡺаၰЬǶȩ
ӕਜڔϤǺȨ൏ǵ܄ϐϘǴᙟϺΠ
ԶߚճϐΨǴࡺคаࣁǶȩȐȘֺș
ᇳᨴǵകӼǺȠֺᔇےၰቺှကȡ
ڔϖǵڔϤǴȠၰᙒȡҁǴಃ 22 нǴ
ಃ :34ǵ:3: । ȑ ё  ـӧ ֺ ᔇ  ޑ ےᇟ
ნύǴ൏ϐၰ൩ࢂаȨቺȩǵȨϘȩ
ࣁਡЈޑᏂৎݯၰǶόϿၰਜܴࢂ׳
ዴӦஒȨ൏ǵϐၰȩᆶȨԴηϐ௲ȩ
ჹҥ٠ᖐǴӵঞഌ׆ᖂȠၰቺ
ȡջᇥǺȨϾηॊ൏ǵǴᏦക
ЎݓǴᏤථ҇аϘကϐ௲ǹԴМҭᔕ
ҷᑢǴᔆᆡࡆǴߵϺΠаၰቺϐ
ϯǶȩȐȘঞșഌ׆ᖂǺȠၰቺȡ
ׇǴȠ ၰ ᙒ ȡ ҁǴ ಃ 23 нǴ ಃ 226
।ȑᗋԖ٤ၰਜஒࡆᆶ൏ǵჹҥ
٠ᖐǴᇡࣁࡆࢂঅྡྷளၰޑဃΓǴ
൏ǵࢂ୯ӼΓޑ፣։ǴᏵȠࡆ
಄౧ȡڔȨઓихᄽၰകȩ
ϓǺȨဃΓᏢϐளځၰǴࣁϺਔǴ
߾ϣᚶၰቺǴѦҺ፣ؼǴޕϐঅᗗԶ
ԋဃΓǴࢂளځၰаܹϺǴࡆࢂ
ΨǶ፣ΓᏢϐளݤځǴࣁ٩ϖՉϐ๓
҅ǴόၴϺਔǴόӦǴόǴ
ό্ނǴ୯ӼΓǴࣁي፣ܴΏளځ
ݤǴၰቺϐ։Ǵ൏ࢂΨǶඵΓᏢϐ
ளೌځǴࣁҔϺϐၰǴϩӦϐճǴᙣ
يҔаᎦР҆ǴϘကᘶඵߞǴ۸ֵ
։ᒃǴृ༹όѨǴߥځՏǴࢂளځ
ೌǴ፣ԽឥᓪǵҲϑࢂΨǶȩȐȠ
ࡆ಄౧ȡڔǴȠၰᙒȡҁǴಃ
3 нǴಃ 84: ।ȑǶ
21ǳ ҁ ࢤ Ϸ   ࢤ  ޑЇ Ў ӕ ݙ
7Ǵಃ 938ȋ939 ।Ƕ
22ǳᝩӃȤߎϏ၃ȥГǺȨლ
Ꮳၰ϶ίΓǴ൳ঁӜ൳ঁǶό
৴ႉࣁԿᝊǴࠅஒ䓦ᏢᐨሌǶϣ
ύ௦ᛰБᆄޑǴѦ㚊ϏㄐधٌǶՖ
ݩԖޣǴόࣁԾᇤᇤдΓǶȩ
ȐȘֺșᝩӃኗǺȠΟΜжϺৣ
ႠϺৣᇟᒵȡڔϖǴȠၰᙒȡҁǴಃ
43 нǴಃ 492 ।ȑ

道
史歷教

23ǳȠᡫࣳεϏઝȡǴȠၰᙒȡ
ҁǴಃ 2: нǴಃ 55 ।Ƕ
24ǳ ᜢ  ܭЎ ύ  ޑ ٪ ύǴ  ޣ
ӧ ᅺ γ ፕ Ў ύ ම Ԗ Ե Ƕ ч ֺ ϡ ᙦ
ڋׯаࡕǴۘਜѰႼঋߐΠ٪॔Չ
٬Ȩ٪ύȩᙍǴȨ٪ύȩΨԋࣁৌ
࣬ϐ൧ᆀǴԶণےරǵᔇےරޑৌ࣬
ύ  Ԗ  Γ  ۉǴ ջ   मǶ  
मමҺۘਜѰႼǴനࡕ۔Կۘਜѓ
ႼǴߏයࣁ࣬ǴԜ٪ύջम
ȐЛߪ㗟ǺȤȠ۪ၰȡᆶࣴزȥǴ
ξܿεᏢᐕўЎϯᏢଣᅺγᏢՏፕ
ЎǴಃ 37ȋ38 ।ȑǶᗋाࡰрࢂޑǴ
ځдၩύᝩӃ߃ԛΕරޑਔ໔ࢂ
ӧჱΟԃ܈ѤԃǴఁࡌܭύႠ୯ԃ
Ȑ2212ȑǴΒޑޣၩϕ࣬₹ܢǴᔈ
ࢂȠᡫࣳεϏઝȡၩᒱᇤǶӢࣁ
ࡌ ύ Ⴀ ୯ ԃ  ᝩ Ӄ  22 ྃǶ ᗨ ฅ д
ԖઓูϐӜǴ: ྃջௗҺϺৣϐՏǴ
Ψ ό ё ૈ 22 ྃ ൩ Ε රǴ Զ Ъ Ԝ ਔ 
मΨۘ҂ᏼҺৌ࣬Ƕᝩ፣Ѧ
ϏЎޑਔ໔ᔈࢂӧჱΟԃǵѤԃ
аࡕǶ
25ǳȘܴș҅தǺȠᅇϺৣШ
ৎȡڔΟǴಃ 939 ।Ƕ
26ǳᇻ୯ǺȠઓႜݤǺၰ௲
ઓࢴݮॠᆶࡘགྷȡȐԋǺѤοΓ
҇рޗހǴ3114 ԃȑǴಃ 65ȋ66 ।ǹ
ЦᜢᓪǺȤᝩӃၰ௲ࡘགྷࣴزȥǴ
ಃ 9 ।ǹࠬၯǺȤчֺၰγ၃ࣴزȋȋ
аഋ⟘ǵդᆄǵ׆ѿǵᝩӃ
ѤΓࣁύЈȥǴಃ 256 ।Ƕ
27ǳᖴঢ়ǺȤவȨቴϐଯȩ
ډȨ Ԣ ෫ ϐ ᇻ ȩ ȋȋ  ֺ ٿၰ ௲ ᆶ ࡹ
ݯǵЎϯϕύុۯޑᆶⱕᡂȥǴҡ
ৎ ಷǺȠ ֺ ў ࣴ  زፕ ᘀ ȡǴ3132 ԃ
ಃ 2 යǴಃ 34: ।Ƕ
28ǳጰ݅ݢǺȠઓᛰϐኽȋȋၰ
௲ϏೌᙯࠠޑЎϯឍញȡȐԋǺЃ
ါਜޗǴ3119 ԃȑǴಃ 3:7ȋ3:8 ।Ƕ
29ǳᖴঢ়ǺȤவȨቴϐଯȩ
ډȨ Ԣ ෫ ϐ ᇻ ȩ ȋȋ  ֺ ٿၰ ௲ ᆶ ࡹ
ݯǵЎϯϕύុۯޑᆶⱕᡂȥǴಃ

351 ।Ƕ
2:ǳȘ ֺ ș છ ᢀ Ǵ  ڬက ඪǵ
ำԾߞǵڬႜᆇݙǺȠછᢀጓԃਠ
ݙȡڔΒȐч٧ǺΓ҇ЎᏢрޗހǴ
3112 ԃȑǴಃ 585 ।Ƕ
31ǳȘϡșಥಥኗǺȠֺўȡ
ڔΟϖΎǴಃ 22347 ।Ƕ
32ǳӕǶ
33ǳӕǶ
34ǳȘֺșᇳᨴǴകӼǺȠֺᔇ
ےၰቺှကȡڔǴȠၰᙒȡҁǴ
ಃ 22 нǴಃ 996 ।Ƕ
35ǳӕǴಃ 9:1 ।Ƕ
36ǳጰ݅ݢǺȠઓᛰϐኽȋȋၰ
௲ϏೌᙯࠠޑЎϯឍញȡǴಃ 394ȋ
397 ।Ƕ
37ǳȘֺșױǺȠֺර٣ჴȡ
ڔΎȐч٧ǺύਜֽǴ2:66 ԃȑǴ
ಃ 218 ।Ƕ
38ǳጰ݅ݢǺȠઓᛰϐኽȋȋၰ
௲ϏೌᙯࠠޑЎϯឍញȡǴಃ 393ȋ
394 ।Ƕ
39ǳᖴঢ়ǺȤவȨቴϐଯȩ
ډȨ Ԣ ෫ ϐ ᇻ ȩ ȋȋ  ֺ ٿၰ ௲ ᆶ ࡹ
ݯǵЎϯϕύុۯޑᆶⱕᡂȥǴಃ
349 ।Ƕ
3:ǳȘֺșᖴӺ㗄ኗǺȠషϡဃ
इ ȡ  ڔΐǴȠ ၰ ᙒ ȡ ҁǴ ಃ 28 нǴ
ಃ 98: ।Ƕ
41ǳ Ц в  ࢂ ܯᔇ  ےර  ޑख़ ा ၰ
γǴа಄㓗ϐೌ୍ܺܭᔇےǴࡕ݅
ᡫનഐ্ԶԝȐȘϡșಥಥኗǺȠֺ
ў ȡ  ڔѤ Ϥ ΒǴ ಃ 24638ȋ24639
।ȑǶ
42ǳȘϡșಥಥኗǺȠֺўȡ
ڔΟϖΒǴಃ 22236 ।Ƕ
43ǳጰǺȠ៓ൎξᘀፋȡȐч
٧ǺύਜֽǴ2:94 ԃȑǴಃ 9: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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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ǳӕ ݙ6 ЇȠύ୯ၰ௲ўȡǴ
ಃ 719 ।Ƕ
45ǳ߈ԃϩ࣬ᜢբӵΠǺՖ
ࡌܴȠၰৎࡘགྷޑᐕўᙯשȡȐύ
ৣ ጄ ε Ꮲ р ޗ ހǴ2::8 ԃ ȑǴ  ቶ
ߥȠঞֺϣϏၰ௲ȡȐੇЎϯрހ
ޗǴ3112 ԃ ȑǴ ླྀ ҥ Ƞ  Ӝ  ޑ
ௗȋȋϣϏᢀۺΠၰ௲ߏғޑೌמ໒
ȡȐч٧εᏢрޗހǴ3113 ԃȑǴ
ࠬғǵ෯ߢЬጓȠύ୯ၰ௲ࣽᏢמ
ೌў Ǹ ᅇٿਕڔȡȐࣽᏢрޗހǴ
3113 ԃ ȑǴ Љ ୯ ᓪȠ ၰ ௲ ϣ Ϗ Ꮲ ྉ
ྍȡȐے௲ЎϯрޗހǴ3115 ԃȑǴ
चַธȠၰᏢ೯ፕȋȋၰৎ Ǹ ၰ௲ Ǹ
ϏၰȡȐࣽޗᏢЎрޗހǴ3115
ԃȑǴጰ݅ݢȠઓᛰϐኽȋȋၰ௲Ϗ
ೌ ᙯ ࠠ  ޑЎ ϯ ឍ ញ ȡȐ Ѓ ါ ਜ ޗǴ
3119 ԃ ȑǴ ᗬ ӓ ಏȠ  ޕ  ޑᘐ  ᆶ
ೌמᙯ౽ȋȋྡྷϏೌჹђжࣽޑמቹ
ៜȡȐξܿЎ᛬рޗހǴ311: ԃȑǴ
ᇂȠၰ௲ϣѦϏᜢ߯ࣴزȡȐЃါ
ਜޗǴ3131 ԃȑǶ
46ǳȘϡșಥಥኗǺȠֺўȡ
ڔѤϤǴಃ 24622 ।Ƕ

52ǳӕǴಃ 42ȋ43 ।Ƕ
53ǳȘֺșᝩӃኗǺȠΟΜж
ϺৣႠϺৣᇟᒵȡڔϖǴಃ 47: ।Ƕ
54ǳӕǴಃ 48:ǵ492 ।Ƕ
55ǳЦᜢᓪǺȤᝩӃၰ௲ࡘགྷ
ࣴزȥǴಃ 55ȋ57 ।Ƕ
56ǳȘֺșᝩӃኗǺȠܴઇ
Ӱ ക Ⴈ ȡǴȠ ၰ ᙒ ȡǴ ಃ 43 нǴ ಃ
498 ।Ƕ
57ǳȘܴș҅தǺȠᅇϺৣШ
ৎȡڔΟǴಃ 939 ।Ƕ
58ǳדኾǺȠၰᙒྡྷϏाᒠȡ
Ȑ ᔮ ࠄǺ ሸ Ꮉ ਜ ޗǴ3117 ԃ ȑǴ ಃ
253ȋ257 ।Ƕ
59ǳӕǴಃ 257 ।Ƕ
5:ǳ  ጩ ਠ ݙǺȠ ృ ܴ ۸ ֵ ӄ
ਜȡȐч٧ǺύਜֽǴ3129 ԃȑǴ
ಃ :1ǵ215 ।Ƕ
61ǳᖴঢ়ǺȤவȨቴϐଯȩ
ډȨ Ԣ ෫ ϐ ᇻ ȩ ȋȋ  ֺ ٿၰ ௲ ᆶ 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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ᚩᐦᥕ「三教合一」⊹ᛵ᭖ᮜự
ᣯ᷵ᗥᆃ⇞⛭ᯇᆄጱᛵጃ᭖Ồ᱓ូầ
唐哲嘉!垖⽭⪶ⴇ㛎㹊厖⋻⌀䴰䖕ⴇ柱

林兆恩，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人，
生於明正德十二年（1517），卒於明萬
曆二十六年（1598），享年八十二歲。
兆恩字懋勳，號龍江，道號子谷子，亦
曾自號心隱子，又因其一生致力於三綱
五常的宣揚，亦自號三綱先生、常明先
生，晚年正果後又號混虛氏、無始氏
等。他出生於書香官宦門第，其宗族
「莆田林氏」自唐代開始即為福建的望
族，唐代林披生九子，同為刺史，世稱
「九牧林家」。林兆恩一生倡道三教合
一的思想，並創立三一教，其門徒尊稱
其為三教先生，後改稱三一教主。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其「三
教合一」思想依舊是研究中的重點，學
㤦⋕ㇸ䫭≞

界對此也有一定的探討。但關於其「三
教合一」的闡釋依舊不夠深入，尚未形

一」思想的研究。

成系統的研究。林兆恩的「三教合一」
思想及其豐富，尚有大量文獻未經研
究，尤其是林兆恩對三教經典的詮釋。
其所著的《道德經釋略》乃是他會通三

ᾏҷ懢㛨⋶Ὲⴇ㤦⋕ㇸㆬ㊂䠓
榎

教的重要著作，對於我們更全面的解讀
林氏的思想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因而

道教思想對於林兆恩「三教合一」

本文擬探討其所著的《道德經釋略》的

思想與三一教的形成無疑有著重要的影

詮釋特色，以期進一步豐富其「三教合

響。林兆恩不但與道教內丹學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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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卓晚春、張三丰有密切的交往，且自

林兆恩。卓晚春本莆田渚林人，生於嘉

身也曾入「玄門」求道。黃宗羲認為林

靖年間，自號無山子、上陽子，時人稱

兆恩雖然以「歸儒宗孔」為己任，但「然

「小仙」。有關資料記載：

觀其所得，結丹出神，則於道家之旁門

ϿλᆀઓᆉǴฅڑηόӷǴࡽ

出了林兆恩思想中的道教影響。從整個

ૈ၃ǴΞ๓ਜǹคЁκϐۧǴ

明代來看，道教思想對儒家之影響尤其

ऀ܌ϐՊᒿਔಥΠǴջࣁΓ

深遠，柳存仁先生曾提出：「與宋學比

ѐǹคϲЏϐᓯǴΓ܈ᗎϐԶϿ

較來說，其受過道教影響則同，其所受

ځܒཀǴᗨᛏᆈࣔಚǴҭόᜫ۳ǹ

道教影響的深度與闊度，則遠非宋代儒
教所能望其項背。」2 明代道教主要是
以正一道和全真道影響最大，而全真教
對社會影響最大之處即在於其內丹學，
道教對社會文化滲透中最為突出的就在
於內丹的修煉思想。即便是傳統的士人
中亦有許多崇尚內丹學，如王門後學羅
洪先、泰州學派的顏鈞、羅汝芳等人都
曾癡迷於修煉內丹之術，甚至連王陽明
本人在其洞房花燭之夜居然還在南昌鐵
柱宮與道士談論養生之道。事實上王學
的創立除了大量吸收禪宗思想之外更是
與道教內丹學密切相關，這或許也是他

弘道

คϩٚϐၗǴளܭΓޣǴᇷа
ࡼΓǶϿλਔǴᗨൣࣗǴѸ៛எ
ܭҡᓐǴѝഞѲဵǴΞङ
уߙથۦηǴቬᗩهဌǴ׳คд
ՊǶϷߏᗨՊख़ාǴᗩϺѸ
كྛܭǴΞНኧΜᐸǴГǺȬᅆ
 ߎ ๋ ךϏ ΨǶȭ ࢂ ҭ Γ ύ ϐ ڻ
خǾǾڑηϤ഼ྃРǴΖ഼ྃ҆Ǵ
ค܌ၗᙖǴԶϋΩܭၰǾǾԾဦ
คξηǴΓ܈ЯࣁиηǴ܈Яࣁ
λиǴ܈ЯࣁηǶךಾϐ
݅ΓΨǴӜఁࡾǶ4

們與林兆恩的相似之處。林兆恩思想的

從此中描述也可以大致看出卓晚春是一

形成期恰逢接觸內丹學，而道教思想在

個頗具傳奇色彩的道士，故而自小被稱

此後三一教宗教化的過程中亦起到了極

為「神算」，這樣一個神秘道士的來訪

大的作用。

自然極大程度上引起了林兆恩的興趣。

虃ᾏ虄㤦⋕ㇸ厖ⓢ㟩㞴䠓″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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ڑМϺၗᖃ௵Ǵวقᡫ౦Ǵ

為庶幾焉」1。應該說黃宗羲的評價道

卓晚春之所以會拜訪林兆恩乃是由於其

嘉靖二十五年（1546），恰逢林

「望氣」所致，據《林子實行本錄》

兆恩三十歲，這也是他第四次參加省

記載：「安得瑞氣繞屋乃爾？定有異

試。然而命運弄人，早在莆田享有「文

事……是必有人得道，故瑞氣騰騰如

名籍甚」的林兆恩再一次名落孫山，自

是爾。」4 當然《林子實行本錄》的記

此之後林兆恩一蹶不振，終於放棄了舉

載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二人相識之

子業。此時林兆恩思想急劇轉變，他遍

後，縱飲行隔，形影不離，「自此兩人

扣三門，開始「銳心學道」。而卓晚春

遂相友善，縱飲行歌，人遂稱為卓狂林

的出現恰好滿足了林兆恩學道的需求，

顛云」5。而這樣的日子一直延續到嘉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卓晚春上門拜訪

靖三十四年（1545），期間大約有七年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道
教宗他其與教

的時間，兩人都在探討丹道和修煉的問

ಃಔǺȨηГǺȬӦ

題。在這一過程中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

ϐቶǴཱུчΒίٚǴཱུࠄ

誼，林兆恩曾作〈贈送卓子雲遊〉、〈上

 Β ί ٚǴ ཱུ ܿ Ζ ί ٚǴ ཱུ Ջ

陽子卓小仙畫讚〉等詩歌，可見林氏對

ΖίٚǶȭηكηГǺȬࠄчӚ

卓晚春的崇敬。可以說卓晚春將林兆恩

ΒίٚǴԶܿՋӚΖίٚޣǴ

真正帶入了道教的理論世界，儘管卓晚

ՖΨǻຝΓϐيΨǶȭȩ21

春的具體派別不甚明確，但《林子三教

ಃΒಔǺȨηГǺȬӦ

正宗統論》中〈寤言錄〉部分特別收錄

ϐቶǴԾчຯࠄǴΖѤίٚǾǾ

了卓晚春的一些言論與詩句，如其言曰

  Β ί ٚǶȭ η  كη ГȬ ࠄ

「丹之濁者為天，清者為日」 、「大

β  ٿ Ϥ ί ٚǴ ч β Β  Β ί

道金丹不在書」7、「天地殿前一小仙，

ٚǾǾࠄчΒβӚΒѤίٚǴ

謫落人間弄玉蟾」8。從其言行與記載

βϐύΒίٚޣǴ܌ᒏύ୯

來看，卓晚春好談煉丹之術，又對白玉

ΨǶΓϐઓǴҭκΒϩǴޕ

蟾十分敬仰，且卓晚春之號「上陽子」

րޕ߾يϺӦخǶࡺύ୯ࣁӦϐ

與元代著名的南宗道士陳致虛一致，故

ཱུǴઓࣁΓϐཱུǶȭȩ22

6

而基本可以認為卓晚春為道教南宗丹法

ಃΟಔǺȨηГǺȬஜ
டวેΟΜϤచǴчΐచǴύϖ

的傳人。
林兆恩在於卓晚春的交往過程

చǴջύ୯ϐϖᔃΨǹܿΎచǴ

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道教內丹學

ࠄΖచǴՋΎచǶȭηكηГǺȬջ

理論的影響。就具體的思想淵源來看，

يύϐΟΜϤΨǶȭȩ23

卓晚春的貢獻主要在於對林氏修行工

類似的言論還有很多，此中且以此三組

夫上的影響。林兆恩的修行工夫論帶有

論說加以說明，對比二者之論林兆恩

濃厚的道教色彩，一方面反映在其學理

（子谷子）與卓晚春（上陽子）的論述

基礎，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具體的工夫步

基本是一致的。這固然是記錄卓晚春向

驟。首先，道教的內丹學認為人之身體

林兆恩傳教的言論，而林兆恩的論述與

乃是與自然結構和變化相一致的，因而

卓晚春的論述具有很強的呼應性，無疑

內丹學往往用各自自然界的事物和變化

揭示了「人身天地」的思想來自卓晚春

來解釋人體的變化，從而為具體的修煉

的傳授。此外就具體的修行過程而言，

奠定學理基礎。林兆恩修行思想中很重

林兆恩所創的「九序心法」無疑也帶有

要的一點即在於「人身乃一天地」的理

厚重的道教因素，這同樣離不開卓晚春

念，林國平先生認為林兆恩的這一理念

的影響，關於「九序心法」的討論將在

9

直接來源於卓晚春 。〈寤言錄〉中記

下文加以詳述。

載了大量林兆恩與卓晚春的對話，這些

虃‛虄ツᾘ᾿㤦⋕ㇸ䠓榎

論述具有很強的相似性，都是以自然來

在接觸道教的過程中還有一位道

比附人身的言論，例如以下三組論述：

士同樣對林兆恩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那

弘道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115

就是素來神秘的張三丰。嘉靖三十年

論上卓有成就，因此張三丰向林兆恩傳

（1551），林兆恩正式創立三一教並開

授的也應當是內丹的修煉方法，至於是

始招收門徒。此時的三一教幾乎還是一

何種丹法不得而知。而鄭志明先生認

個純粹的學術團體，林兆恩在其中主要

為「對照《林子》第三十五冊中所載

是一名教書先生的角色，他一邊督促門

張三丰的〈玄歌〉、〈玄譚〉即可知，

徒肄習舉子業，一邊宣揚自己「三教合

其丹法接近於內丹東派陸西星的陰陽

一」的主張。然而以嘉靖四十四（1565）

雙修」14。但是這一記載來自〈林子年

為界，三一教開始由學術團體向宗教團

譜〉，年譜有誇張的成分，因而張三丰

體傾斜。這種變化一方面也是由於門徒

親授林兆恩之說可信性不高，原因就在

鼓吹的原因，其中較為重要的因素就是

於時間問題。據記載，張三丰出生於元

與張三丰的交往。據載，張三丰是元末

定宗二年（1247 年），如果按照這裏

明初的一位傳奇道士，傳說中張三丰

的記載林兆恩於 1580 年見到了張三丰，

曾經為縣令，後來才成為全真道士，於

這就是說此時的張三丰已然超過 300 歲

終南山遇到火龍道人傳授丹訣，最後於

了，這幾乎是不能的。三一教教徒所編

武 當 修 煉。 永 樂 五 年（1407） 年， 明

的〈林子年譜〉認為兩人有師承關係，

成祖曾派遣內侍朱祥前往武當山尋訪張

最大的可能就是為了借張三丰的影響力

三丰，然而尋訪十年竟是不知所在。而

宣揚三一教。但這並不是說林兆恩沒有

英宗時，則詔封張三丰為「通微顯化真

可能受到張三丰思想的影響，相反張三

人」，後來憲宗時又封其為「韜光尚志

丰的理論確實對林兆恩產生了極為重要

真仙」，世宗時又追封為「清微元妙真

的影響。原因有四：第一，儘管兩人沒

君」，而民間更是有許多百姓信奉張三

有真正見面，構成實際的師承關係，但

丰。根據〈林子年譜〉的記載，林兆恩

隔代的影響亦是可能發生的。林兆恩全

與張三丰的交往如下：

集中收錄〈三丰先生〉一文提到：「嘗

  Ζ ԃ ۪ ٍǴ ௲ Ь ۚ ђ
៶Ǵ۹ԖނவഗߐޔΠઓ࠻Ǵ
༝ᙯӵΤǴ௲Ь౦ϐǴซ҂ځޕ
ࣁՖΨǶຫԒВǴၯғӽǴ
Οঢ়ΓఄۉځӜГਲЎԳǴٰ
ـ௲ЬǴᒏϐГǺȨԜӜ៓ϏǴ
ђϞีԖΨǴӄфՉǴфՉ҂
ϷǴஉᑪཱུځǻȩၱᆶ௲ЬፋϷ
ȨОং༾ԑȩǴԖȤҎᄺȥǵȤҎ
ȥǴ௲ЬᒵԶڅϐ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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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論議三教等書，如決江河，其所雅
言，專以忠孝仁義勸世。」15 可見張三
丰的三教合一論十分注重人倫原則，認
為修道的根本是儒家的綱常倫理，這一
思想也在林兆恩的思想中有所反應，如
他曾言：「子以為棄人倫然後可以學
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為明人倫之
本也。」16 第二，林兆恩層於隆慶三年
（1569） 和 萬 曆 十 一 年（1583）， 先
後兩次前往武當山，儘管由於各種原因
他的武當之行最終沒能實現。其前往武

按照這則記載，萬曆八年（1580）林

當的目的除了參拜道教聖地武當山外，

兆恩曾得張三丰真傳。張三丰在內丹理

還有可能在尋找張三丰的足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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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道教內丹學理論對於
林兆恩思想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其三
傳弟子董史也認為林氏「黑鐵丹之明於
三峰」18，而「金丹之啟自上陽」19。
迄今為止，依舊有部分三一教堂中供奉
著張三丰和卓晚春的塑像，認為他們
「有功於師門」，並將其稱為圓通教主
與上陽真人。可以說，道教的內丹學理
論對後來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的形
成與三一教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
作用。

‛ҷҿ懢ㅆ伢捚䛴Ӏ⌅㢇
由於《道德經釋略》在國內幾乎
林兆恩確實曾經閱讀過張三丰的著作，
至今《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中依舊留有
張三丰的〈玄歌〉和〈玄譚〉，且如林
氏所言：「近得覽三峰先生〈玄歌〉一
章，復命梓氏標於〈玄譚〉之上。然〈玄

沒有甚麼研究，故筆者欲對此書作簡單
的說明。首先是關於版本的問題，《道
德經釋略》收錄於林兆恩的全集中。林
氏著述繁多，因而其全集也形成了不同
的版本，如《林子會編》、《林子全
集》、《三教分內集》、《林子三教正

歌〉乃以修身煉性為先，而所謂真種本

宗統論》、《林子聖學統宗三教歸儒集》

宗，陰剝陽純，住世累功者，是皆玄門

等。而根據林國平先生的考證，國內外

之漸教也。若〈玄譚〉則以外景無無為

現存不同版本的林兆恩全集共有 16 種

至，而所謂竅中之竅，去胎住息，紫金

之多 20。不同全集之間收錄的情況不盡

17

黑鐵者，不謂玄門之極致乎？」 可見，

相同，其中《林子三教正宗統論》是目

儘管林兆恩並非實地跟隨張三丰學習，

前相對較完整的全集，能更準確的反映

但至少他是受到其著作影響的，否則林

林兆恩思想的全貌。因而本文所採用的

氏不會將張三丰的著作附在自己的全集

《道德經釋略》乃是收入於《林子三教

中。第四，張三丰也是一位「三教合一」

正宗統論》中的版本。

論者，其三教同源論和修行論對林兆恩

其次是《道德經釋略》的成書年

「道一教三」說以及「九序心法」都有

代，根據林兆恩所著的《道德經釋略 •

很大影響，在林氏的思想中也保留了這

自序》可以判斷，此書屬於林兆恩晚

一部分痕跡。關於這些內容下文將詳細

期的作品。至於其具體的時間，其序

討論，此中不再一一贅述。

中提到「余初讀《道德經》，懵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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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

解。而其注解《道德經》的方式主要分

撰《道德經》釋略，以就正諸有道之

為兩種，其一是採用「林子曰」的語錄

21

君子云」 ，而其後的落款年月是「萬

體方式，這些言論記錄了林兆恩本人對

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林子

於《道德經》中內容的看法；其二是兼

22

兆 恩 」 。 由 此 可 見， 這 部《 道 德 經

採前人的論說對《道德經》進行注解，

釋略》的成書大約是在林兆恩七十二

這部分內容既有不涉及《道德經》的前

歲時完成的，亦即萬曆十六年（1588

人論說，也有專門的《道德經》注解。

年）。

為了更加直觀的展現林氏在《道德經釋

從此書的體例來看，《道德經釋

略》中所引用的儒、釋、道三教學者與

略》共分為六卷，總計二百四十餘條注

經典的情況，特附以下表格進行說明：

〞埮

㏏イ䚷䠓伢⌇㎥⁉䏸

イ䚷䠓䱯䵏

イ䚷㲰㜇

1

（明）薛惠《老子集解》

10，14，15，16，18，19， 30 次（部
28，29，37，38，40，43， 分章節多
44，51，58，65，67，71， 次）
75，79，80

2

（明）王道《老子億》

1，8，16，17，19，20， 25 次（部
23，25，26，27，31，38， 分章節多
47，61，69，77，78，80， 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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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宋）呂知常《道德經講義》

1，5，6，10，22，25，50

7次

4

（元）吳澄

11，17，42，62，66

5次

5

（北宋）司馬光

10，29，42，79，80

5次

6

（南宋）朱熹

10，29，59

3次

7

（西漢）嚴君平

4，43，76

3次

8

（北宋）呂惠卿

12，44

2次

9

（西漢）劉安《淮南子》

20，28

2次

10

（戰國）莊子

52，71

2次

11

（北宋）蘇轍

80，81

2次

12

（東晉）鳩摩羅什

12

1次

13

（南宋）程大昌《易老通言》

14

1次

14

（東漢）司馬微

16

1次

15

（北宋）蘇軾

21

1次

16

金華仙人

4

1次

17

（北宋）程顥

24

1次

2022 年第 1 期 / 總第 88 期

道
教宗他其與教

18

（戰國）列子

28

1次

19

（北宋）謝逸〈溪堂謝逸壽亭記〉 33

1次

20

（南宋）董思靖

42

1次

21

（唐）白居易

45

1次

22

（北宋）周敦頤

51

1次

23

（北宋）程俱《老子論》

1

1次

24

（明）朱元璋《道德經 • 序》

74

1次

25

（戰國）荀子

76

1次

26

（春秋）孔子

10

1次

根據以上統計，林兆恩在《道德

經》作為注解的對象，但他始終將「三

經釋略》中單獨引用進行的注解一共

教合一」作為其解老的思想基礎。為了

26 家，其所引用的內容縱貫春秋至明

發明「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具體的注

代的儒、釋、道三教學者。其中引用最

解過程中，林兆恩也常常引用儒家和佛

多的還是明代薛惠的《老子集解》和王

教的思想理論。如在第五章中林氏就引

道的《老子億》，其次引用較多的當

《中庸》和《金剛經》來闡發其「仁」

屬南宋呂知常的《道德經講義》、元代

的思想，在第十八章中又引韓愈的言

的吳澄和北宋的司馬光。另有一部分引

論，諸如此類引用文中尚有很多，正如

用夾雜於林氏自身的言論中，其中涉及

上表所示。總之，在《道德經釋略》中，

《中庸》、《論語》、《漢書》、《周

三教思想被林兆恩打成一片，常常被林

禮》、《尚書》、《左傳》、《易》、《金

氏相互引徵以闡發其「三教合一」的內

剛經》、《西昇經》、《常清靜經》、

涵。因而，與其說他是在注解老子的思

《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等著作以及

想，不如說他是在借注解老子來闡釋其

其他三教學者的言論，此類引用數量較

「三教合一」的主張。

為龐大，故此處不一一列舉。
最後是關於此書的特色，自嘉靖
四十五年後，林兆恩專注於倡道傳教之

ᾘҷ⁴⊡孲冐ʟʟ㢒憩⊡懢儸䖕

活動，可以說其「三教合一」的思想已
經完全成熟。因而《道德經釋略》中也

如上所述，《道德經釋略》的詮

充斥著林兆恩調和三教的理論傾向。

釋特色在於其以「三教合一」思想解

《道德經釋略》最大的特色還是在於

老，而其中涉及內容較多的當屬「以儒

其解老的立場，林兆恩雖然是以《道德

解老」。正如其弟子盧文輝在《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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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略 • 跋》所指出的：「解悟其立言

「非仁」、「非義」，並非是儒家所宣

之旨，融會其度世之心，雖謂與吾儒

導的「仁義」。正如林兆恩所注解的：

之六經，相為表裡可也。此孔子所以

݅ηГǺȨՖаГεၰǻՖ

有『猶龍』之歎也……今觀斯經，辭古

аГϘကǻՖаГεၰቲԶԖϘ

義深意玄理鬯，含蓄不窮廣大悉備，即

ကЯǻᇂဃΓϐ௲ǴҁεၰԶՉ

《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略，亦多

ϘကǹԶࡕШϐᏢǴࣁϘကԶቲ

23

寓焉。」 盧文輝作為其親傳弟子，他

εၰǶۏηГǺȬҗϘကՉǴߚ

的言論應該真實反映了林兆恩本人的思

ՉϘကΨǶȭǾǾȠύனȡГǺȬϺ

想。所以在林兆恩看來老子的思想與儒

ڮϐᒏ܄Ǵ܄ϐᒏၰǶȭҗࢂ

家的思想乃是相契合的，同樣是一種積

ᢀϐǴၰচخ܄ܭǴ܄চخڮܭǹ

極的入世精神。為了更好的會通儒道，

চ܄চڮǴᒏϐߚεၰԶՖǻऩ

林兆恩大量運用儒家經典和儒家學者的

Ψόڮ܄ޕϐ༾ԑǴόޕၰቺϐ

論述，比如《中庸》、《論語》、《漢

ा֮ǴԶаߚϘϐϘаࣁϘǴߚ

書》、《周禮》、《尚書》、《左傳》、

ကϐကаࣁကǴ߾ҭόխѨϐᢜǴ

《易》等著作以及孔子、荀子、周敦頤、

ԶပܭཀـϐୃǴځόࣁླྀᏀ

朱熹、程顥、蘇軾、蘇轍等人的論說。

ηϐϘကޣ൳׆ǴԶεၰவԜቲ

林兆恩主要通過對《道德經》中重要概

خǼȩ35

念的詮釋來彰顯儒道不異的特點，以此

݅ηГǺȨԴηϐ܌а๊Ϙ

來會通儒道義理。《道德經釋略》中林

కကޣǴଁߚаߚځϘϐϘǴߚ

氏引用儒家的論說較多，因而以下僅以

ကϐကᆶǻȩޣ܈ᅪϐǶ

林兆恩對「仁」和「無為」的詮釋來談
其會通儒道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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ךԶၰቺخǴ߾ϘԶԾϘǴ

虃ᾏ虄冐ⳟᾜ㩓⁐儸

ကԶԾကǴՖаక๊Ϙကࣁࠌǻ

林兆恩尤其注重從人倫價值層面

ฅ߾ߚϘϐϘǴߚကϐကǴԶϾ

來會通儒道，基於對《道德經》中「仁」

120

݅ηГǺȨԴηϐཀǴаࣁ

ڰ߾ۏᆶϐٕǻѸόฅҭǶȩ36

內涵的詮釋，林氏提出了老子之學「不

在此，林兆恩引用儒家經典《中庸》提

棄仁義」的觀點。林兆恩從儒家的角度

出「原性原命」即是「大道」。他認

對《道德經》原文中第十八章和第十九

為真正的聖人之學是「本大道而行仁

章中反「仁義」的語境進行了具體的闡

義」，大道根植於心中，因而「仁義」

釋：

的發用乃是順乎自然的結果，而非是出
第一，林氏認為《道德經》所批

於功利之心，這正是孟子所說的「由仁

判的「仁義」乃是假借「仁義」之名的

義行」。而後世學者，則是「為仁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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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大道」，林兆恩認為老子所批判的對

ҁܭၰቺϐ܌வрޣǴฅֵཁҁ

象並非是儒家的「仁義」，而是那些「行

ΨǴჴΨǶԶГ҇ൺֵཁǴа

仁義」之人。他將「大道廢」的原因

ҁΨǴаჴΨǾǾҗࢂᢀϐǴ

歸結為楊墨告子等人，認為楊朱的「為

ԴηϐᏢǴՖᆶϾۏ౦ٕǶȩ38

我以為義」、墨子的「兼愛以為仁」以
及告子的「戕賊人以為仁義」的學說導
致了「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而
這正是儒道兩家所厭棄的。所以林兆恩
將老子反對的「仁義」歸結為「非仁之
仁」、「非義之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老子是「當仁而自仁，當義而自義」，
因而老子和孔孟一樣「不棄仁義」。
第二，林氏認為「夫老子之書，
未嘗不以仁義為美，特以為非美之至
耳」26，這就是說老子雖然以「仁義」
為美，但「仁義」之上尚有「道德」，
因而為了復歸更高層次的「道德」所以
要「棄仁義」。且看他對《道德經》第
十九章中「絕仁棄義」語境的闡釋：

林兆恩從儒家的「仁義」觀出發，認為
「仁」的實際內涵強調的是事親，而
「義」的實際內涵強調的是「從兄」，
所以「事親」與「從兄」的行為才是
「仁義」之根本。因而他認為老子強調
「先道德而後仁義」，並非是認為「仁
義」不美，相反老子強調的是「仁義」
的根本。老子要求「仁義」出於「道
德」，實際是強調對「仁義」的踐行，
這也就是《道德經》中所謂的：「是以
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
居其華。故去彼取此。」28「道德」是
不落名言的，是「厚」，是「實」；而
「仁義」則是可名可言的，是「薄」，
是「華」。所以林兆恩認為相比於「仁

܈ୢȨ๊ϘకကǴ҇ൺֵཁȩ

義」的名號，老子更加注重「仁義」的

ՖᒏΨǻ݅ηГǺȨᐱόᢀϐȠፕ

實際踐履，「先道德而後仁義」乃是為

ᇟȡЯǻֵΨޣǴࣁځϘϐҁ

了復歸更高層次的「仁義」，這種「仁

ᆶǻΞόᢀϐۏηЯǻϘϐჴǴ

義」才是儒道兩家所共同追求的。由此

٣ᒃࢂΨǹကϐჴǴவлࢂΨǶ

觀之，林氏認為老子之學與孔孟一樣都

ϻԴηГȬӃၰቺԶࡕϘကȭǴ

強調「由仁義行」。

ߚаϘကԶόࣁऍǴԶࡕڰϐΨǶ

虃‛虄Ӂ䊰䉉ӂ│Ӂ㢹䠋Ὶᾼӂ

ᇂϘကΏၰቺϐ܌வрΨǴόᒏ

此外，林兆恩又以宋儒的「已發

ϐ܄܌ǴϘကϐਥᆶЈٕǻէҭ

未發」來詮釋「無為」，他提出「無為

ГӃၰቺԶࡕֵཁǴߚаֵཁό

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29。他曾多

ࣁऍԶࡕڰϐΨǶᇂֵཁΏၰቺ

次在《道德經釋略》中闡明「無為」作

ϐ܌வрΨǴόᒏϐ܄܌Ǵֵཁ

為治國之道的觀點，如他在解釋《道德

ϐਥܭЈٕǻϻֵཁϘကǴᗨࣣ

經》第八十章「小國寡民」的時候，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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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蘇轍之言「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

之，林兆恩還是將老子「無為」的思想

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

定位為聖人的救世之方。這種思想路

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

徑，無疑更加契合儒家的治世精神。

爾」30。顯然，林兆恩贊同蘇轍的觀點，
認為老子第八十章表達了老子救世的志
向，其「無為」思想的提出乃是為了拯

⡪ҷ⁴懢孲冐ʟʟ⌋履懢㛨Ὶ尹

救衰落的周朝，因而「無為」從根本上
來說乃是以治世為目的。而在解釋《道

一般來說，明代的解老著作有一

德經》第三章的時候林氏又明確將「無

種明顯的傾向，就是在注解的過程中單

為」與堯舜的治世之道相聯繫，如其言

論老莊之學而不涉及道教的思想理論。

曰：

但在《道德經釋略》中，林兆恩曾大量
ϐᕝ൏ΨǴԶ൏ϐᇙբഢ

引用道家、道教學者的論說和著作來注

خǶோӢϐǴࣁϐܭคࣁ܌Ǵ

解《道德經》，林氏所引用的不僅僅有

аᇶނϐԾฅᅟǴࡺГȨৰς

注解老子的常規著作，如《老子集解》、

҅ࠄय़ԶςȩخǶऩݓЦϐҵǴ

《老子億》、《易老通言》、《老子

ԶϸࡹΨǴӈᕄϩβǴࡌ۔Տ

論》等，此外還有《西昇經》、《常清

٣Ǵϖ௲Ο٣ǴҭோӢӃЦϐᙑ

靜經》、《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等

ࡹǴࡺૈࠟՊࡱЋǴԶϺΠԾݯǶ

道教著作。因而在《道德經釋略》中呈

ȠᅇਜȡГǺȨᑵՖࣁݤǴၨऩ

現出在以老解老的基礎上，兼論道教的

ฝǹఆୖжϐǴӺԶϮѨǶȩ

養氣、養神之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

ଁߚӢٕǻࢂΏࡆԴηคࣁϐ

況，就在於林兆恩所理解的道家往往與

ᒪཀΨǴԶᅇҭᆀݯǶ

42

道教相互摻雜，這種混合道家、道教的

此中林兆恩舉漢代初年奉行的「無為」

治學方法也是林兆恩的一大治學特色。

政策來與堯舜的治世之道相互發明，認

但林兆恩對道教學說也並非全盤接受，

為「無為之治」乃是聖人之道，但也說

從《道德經釋略》中的引述來，林兆恩

明林兆恩將黃老學派的「無為」與老子

主要接受了道教養氣、養神的功夫修養

之「無為」視為一體。事實上，黃老學

論，但對於過分荒謬的宗教迷信則有所

派以「無為而治」作為其學說的核心，

批判。

虃ᾏ虄懢㛨檙䫭ҷ檙㶲履䠓

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發揮了老子之學，這
種入世精神無疑與儒家相合。因而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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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看來「無為」作為一種治國方式與儒

林兆恩對道教學說的接受也是有

家「恭已南面」之道是一致的。由此觀

選擇的，林氏主要接受的還是道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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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養氣之說。具體來看，如第一章中

ཱུԶғǶϲफ़Ǵ۳ٰค

林氏就曾引用呂虛白的《道德經講義》

ጁǶซ㾰ᠺǴႴ॥аОǴ

來詮釋「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໒߾㣑рǴᚂ߾㣑ΕǶ㣑р߾
ӵӦ㣑ϐϲǴ㣑Ε߾ӵϺ㣑ϐ

ֺֈқȠᖱကȡГǺȨҎ

Πफ़ǶᇂϺӦϐύΨǴϡ㣑ள

ϐΞҎǴϺύϐϺǴᢠᛥᑵᆵҏ

аϲफ़ǹ㾰ᠺҭύΨǴ॥㣑ள

ξ٧ǴӧΓΏϺكઓΨǶࣁ

арΕǶΓϐيǴሷࣁϺߐǴ

တՈϐᛏ܊ǴࢭనϐξྍǴԭᡫ

αࣁӦЊǶϺӦϐ໔ǴΓύࢂΨǶ

ϐڮӻǴԾρߏғε։ۚϐǾǾ

ՋܹГǺȨሷα೯॥㣑Ǵഹ৲

ΓૈаઓϣᢀܭϺύϐϺǴ߾ज

ΓߐڮǶȩ44

иԾԋǴϺߐԾ໒ǴઓவԶ
рΓǴࡺВ֮ϐߐȩǶ43
此處，林兆恩引用宋人呂虛白之論說，
實際上是從道教修煉的角度來解釋老子
之學。此處所言之「玄之又玄，天中之
天」即為道教內丹學修煉中的「泥丸
宮」。此中所言之意表明了內丹術中
的內視上丹田，然後逐漸轉化「煉精
化氣，煉氣化神」，從而達到「天門自
開，萬神茲出」的狀態，在這一系列的
修煉過程中，人會逐漸產生飄飄欲仙的
妙不可言的境況，實際上是以道教神秘
的修煉之術來解釋老子所謂之「玄」與
「妙」。

此中又以「陰陽」之變化來闡明「元炁」
之升降與轉化，然後又以「元炁」的變
化規律來說明人身乃是「一天地」的思
想。同時林氏在解釋老子「抱一守中」
工夫的時候又引用呂虛白之言大談「養
氣」之論。認為「臍間三寸為黃庭」，
並指出老子「守中」的工夫即為道教所
謂「守炁海」的呼吸法。再如，《道德
經釋略》第四章引用金華仙人之言來解
釋老子的「道沖」之意；第四十五章中
引用《常清靜經》中的「真常之性」來
解釋老子的「清淨」。諸如此說，文中
亦不在少數，可見林兆恩對道教養神、
養氣論的接受。

又如《道德經釋略》第五章，林
兆恩同樣引用呂虛白的《道德經講義》
來解釋老子的「橐籥」說。其言曰：

虃‛虄懢㛨朆䚮ᾜ㴊ㆬ㊂䠓
㐈⎳
但在接受道教養神、養氣論的同

ϺаࣁҔǴࡺоԿࡕǴ

時，林氏也對道教飛昇成仙、肉身長生

ϐ㣑ǴԾӦԶϲǴᑈԭΖΜ

不死的思想給予批判。林兆恩認為養

ВԶԿϺǴཱུԶғǹӦа

神、養氣的方法固然能達到養生的目

ࣁҔǴࡺহԿࡕǴϐ㣑ǴԾ

的，但肉體長生不死則屬無稽之談，因

ϺԶफ़ǴᑈԭΖΜВԶԿӦǴ

而在《道德經釋略》中林氏對此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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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批判的。《道德經》第五十九章

恩在混合道家、道教的治學中，一方面

中「長生久視之道」的思想歷來被道教

是保留了道教中部分合理的思想，另一

視為修煉的根本目的，林氏對此種思想

方面同樣對道教中的迷信給予批判。

是有所批判的，如其言曰：
܈ୢǺԴηϐᏢǴ݀ӧߏܭ
ғᆶǻ݅ηГǺȨԴηϐᏢǴߚ

‣ҷ⁴⃪孲冐ʟʟ㢒憩⃪懢儸䖕

аᏢߏғΨǶऩԴηаߏғࣁᏢǴ
ΏϞԴη݀ՖӧٕǻȩΞୢǺȨԴ

除了以儒解老和兼論道教的詮釋

ηϐᏢόߏғخǴԶϺΠШϐ

特色以外，《道德經釋略》中還涉及以

܌аᏢԴηޣǴՖᏢΨǻȩ݅η

佛解老的詮釋方法。林兆恩在《道德經

ГǺȨΏаᏢԴηϐߏғΨǶȩȨϻ

釋略》中同樣引用佛教經典和佛教學者

ࡽГόߏғǴԶΞГԴηϐߏғ

的論說來解釋老子之學，只是這部分內

ޣǴ߾ηϐൽࣗǼȩ݅ηГǺ

容相對較少，主要涉及的有《金剛經》、

ȨԟځϸᢀǴՖࢂޣԟϐ܌аό

鳩摩羅什以及部分的佛教概念。這裏僅

ᚯǴόᆶԟԶӅᔚΨǶࡺߏғ

以第五章和第五十二章的內容來闡明其

όߏғǴόߏғԶߏғޣǴଁߚ

會通佛道義理的詮釋特色。

܌ᒏӃϺӦғǴԶࣁϺӦϐޣۈǴ

首先來看《道德經釋略》第五章

όёளၰǴόёளӜǴԶԝԶό

中的內容，林兆恩在論述「天地不仁」

ΫޣǴߏғЯǻ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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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曾引用《金剛經》中的部分內

由此觀之，林氏對後世道教主張長生不

容，其言曰：「《金剛經》曰：『若卵生，

死的思想是有所批判的。林兆恩認為老

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

子之學並非是後世道教所主張的「學長

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遍叩其物，

生」，而是將其歸結為「心性」之學，

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

他曾明確地說：「黃帝、老子之學，心

仁，以與老子不異也。」36《道德經》

性也。」35 因而後世的道士執著於追求

第五章言「天地不仁」，林氏提出「不

長生不死之術是違背老子本意的。林氏

仁為至仁」的思想，欲立足於「至仁」

認為老子這裏所謂的「長生久視」指的

概念來融匯儒、釋、道三教之「仁」。

乃是作為萬物本原的「道」，「道」不

因而此中他引用《金剛經》中的內容來

可得、不可名，沒有生滅因而是長生

說明釋迦這種平等滅度萬物的思想與老

的。林兆恩雖然將道教中的部分養生思

子所謂「天地不仁」乃是具有相通之

想予以了保留和合理的解釋，但他畢竟

處，基於「不仁為至仁」的思想，林氏

否定了形體不死的宗教迷信。可見林兆

認為釋迦與老子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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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道德經釋略》第五十二

概念本是指滿虛空之大化身。其次，再

章的內容，林氏在第五十二章的詮釋

來看「大身」的特性，「林子曰：『虛

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大

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

身」。在關於老子哲學諸多概念的討論

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以

中，「身」的概念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

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38 在此

意義。林兆恩則以佛教義理來炮製老子

林兆恩又援引佛教之義理對秉承「虛空

之「身」，「大身」概念的展現無疑是

本體」所生之「大身」進行了具體的闡

立足於佛教義理，如其言曰：

釋。他從佛學的角度認為「大身」從空

εܢԴМيقǴᇂόаᓜ
ϐيаࣁيΨǶԴηΞГǺȨѦ
يځԶيӸǶȩϻГȨѦيځȩ
ޣǴࢂڰᓜϐخيǴԶ܌ځа
ӸޣǴԜՖيΨǻΞГǺȨԝԶ
όΫޣტǶȩϻГȨԝȩޣǴࢂ
ڰᓜϐخيǴԶ܌ځаόΫޣǴ
ԜՖيΨǻଁߚញМ܌ᒏεيϐ

間上來說具有至大的特性，所以天地也
不足以比擬其廣大。如此看來，林兆
恩所謂的「虛空本體之身」具有老子之
「道」的特性。林氏將老子之「道」與
佛教之「大身」相互融合，因而「大身」
概念的展現無疑彰顯了林氏以佛解老的
詮釋方法，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會
通佛道義理的目的。

يǴۏη܌ᒏϸيԶ၈ϐٕيǻ
ऩ܈аᓜϐيࣁيǴ߾ߡပܭ
ᎦғϐৎخǶߚيεيǴคך
ךǴԶޜҁᡏޣǴࢂךதϐ
εيΨǶ48

綜上所述，《道德經釋略》一書
的詮釋方法乃是基於林兆恩「三教合
一」的思想而展開。林兆恩對《道德
經》的詮釋並非是為了單純注解老子的
思想，而是為了更好的展現其「三教

首先，《道德經》文本中有一個很重要

合一」的理論，在具體的詮釋過程中林

的觀念就是「沒身不殆」，而林兆恩將

氏又援引儒、釋、道三教經典以及學者

「大身」之義與之相聯繫，用「大身」

的論說，由此在詮釋的過程中形成了以

來詮釋老子「沒身不殆」的觀念。林氏

儒解老、以佛解老、兼論道教的詮釋特

認為老子所言之「身」並非是肉體意義

色。如此，在《道德經釋略》中儒、釋、

上的「身」，形骸之「身」乃是有生滅

道三教思想往往被林氏打成一片，相互

的。所以肉身是不可能達到老子所謂的

闡發以證明三教不異的特點。而從其所

「死而不亡者壽」，死去是形骸之身而

引用的具體情況來看，林兆恩在此作中

不死的則是「大身」。林兆恩提出「非

引用範圍最廣的當屬儒家，他尤其注重

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

以儒家思想來會通老子之學，由此也可

無論是「大身」、「真我」還是「虛空

以看出其「歸儒宗孔」的思想實質 39。

本體」的觀念都源自佛教，「大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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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ȋ32 ।Ƕ
3ǳ࢛ӸϘǺȤܴᏂᆶၰ௲ȥǴȠک
32ǳ݅ӂৱǺȠ݅ηΟ௲҅ے
॥ЎȡڔύȐੇǺੇђᝤр
ፕǸၰቺញౣԾׇȡǴಃ 66: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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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ǳ݅ӂৱǺȠ݅ηΟ௲҅ےፕ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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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
ᛵᒘጛ⟤
韓煥忠!垖⽭⪶ⴇ㛨䦣䰅㏏
1967 年創建佛光山，1980 年代後以佛
光山開山宗長名義弘法於世界各地，建
立 300 多處分支道場，創辦彰化南華大
學、北投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菲
律賓光明大學、澳大利亞南天大學等。
星雲大師非常關心大陸發展，主張兩岸
和解、和平和合作，共同致力於構建和
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捐資
在南京大學建設了中華傳統文化研究院
（佛光樓），在揚州建設了鑑真圖書
館，在宜興中興了祖庭大覺寺等，是一
星雲大師雖然是佛教界的高僧大
德，譽滿全球的宗教領袖，但他對道家
和道教最重要的經典《道德經》也很推

位深受兩岸人民尊敬的佛教大師和宗教
領袖。
星 雲 大 師 在 不 同 場 合、 不 同 形
式的說法和開示中無數次提到《道德

崇。
星雲大師俗名李國深，1927 年生

經》。他的這些說法充分彰顯《道德經》

於江蘇省江都縣，1937 年其父到南京

的時代意義，深入開發《道德經》的智

經商，遭日軍屠城，與家人失去聯繫，

慧價值，主張不同的宗教和思想體系在

隨母到南京尋父未果，遂在棲霞山寺禮

保持自身獨立性的情況下可以相互涵

志開上人披剃，法名悟徹，號今覺，得

攝，為今天的人們深入理解《道德經》

預臨濟宗第四十八世，入棲霞律學院學

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法並在棲霞山寺受具足戒，1945 年就
讀於焦山佛學院，1947 年至宜興白塔
山大覺寺任監院、白塔國民小學校長，

ᾏҷヿ槾ҿ懢ㅆ伢Ӏ䠓㟑㊞儸

1949 年組織僧侶救護隊赴台，自此以
法名星雲行世，1953 年到宜蘭弘法，

星雲大師對《道德經》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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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彰顯，最見之於 2007 年 4 月 22 日，

用當時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來論

他應邀參加在中國西安舉辦的「國際道

證和諧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德經論壇」，在會上所做的〈《道德經》

他對當時大陸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解和認

的和諧思想〉的開示。在星雲大師看

同。

來，《道德經》對於當代人類構建「和

星雲大師在這篇開示中接著對

諧世界」具有多方面的意義，「特別是

《道德經》中的和諧思想提出了四點

《道德經》中的自然無為、柔弱無爭、

看法：「一、從虛靜無執到身心和諧。

致虛守靜等和諧思想，貫穿二千多年時

二、從柔弱無爭到人際和諧。三、從自

空，融合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影響深

然無為到政治和諧。四、從慈謙無驕到

1

遠」 。這自然也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

國際和諧。」3 並分別對之展開了詳細

的重要組成部分。

的疏釋。對於第一點，星雲大師指出，

星雲大師在這篇開示中首先闡明

身心不和諧是個人苦惱的根源，而《道

了和諧的重要性。他說：「『世界和諧』

德經》提出的「致虛守靜」、「少欲知

是所有人類共同期盼的目標，事實上，

足」、「無執無失」、「氣柔滌慮」、「內

不只是人際之間需要和諧，就是人與大

觀自省」、「貴身」等觀念，則能夠幫

自然、人與社會，甚至個人的身心都需

助人們維持身心和諧。對於第二點，星

要和諧。一旦失去了和諧，自然界反

雲大師指出，人際關係中的紛爭和不平

撲、社會失序、個人身心紊亂，任誰都

實際上就源自於「你、我」關係不協調，

難以維持生存。因此無論族群、社會、

如果人們能夠接受《道德經》中的「柔

國家，甚至不同宗教間，都應該摒除愛

弱」、「不爭」、「處下」的主張，懷

恨的分歧、怨親的疏離，發揮『同體共

有一種尊重、擁護、成就對方的心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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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精神，彼此和諧往來。」 星雲

那麼人們的相處就能化戾氣為祥和。對

大師言下之意，和諧在當代已經成為

於第三點，星雲大師指出，政府的作為

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任

應做到不擾民，使老百姓感到安然、暢

何人都必須重視而不能忽視的事情。而

快、舒適，而將《道德經》中的「自然

且尤有進者，星雲大師還特別引用了時

無為」觀念引申到政治上，則有助於這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胡錦濤

種治國之道和理想政治的實現。對於第

同志在 2005 年省部級主要幹部研討班

四點，星雲大師強調《道德經》六十一

的重要講話。我們知道，正是在這次講

章提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故

話中，胡錦濤同志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

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

和應對複雜多變國際形勢的角度上，提

國，則聚大國」，認為這是國家之間實

出要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

現和諧相處的基本原則。這裏必須指出

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

的是，星雲大師講這些話時，雖然極為

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也

親切自然，通俗易懂，但無不一一引據

意味著對「和諧」的追求成為當時中國

《道德經》原文，體現出一種非常嚴謹、

發展的基調和主流，而星雲大師能夠引

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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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星雲大師畢竟是佛教界的高

對於當代人類實現身心和諧、人際和

僧大德，所以他對《道德經》時代意義

諧、政治和諧、國際和諧的重大意義之

的闡發，不可避免地帶有極強的佛學色

後，得出一個極其鄭重的結論：「二千

彩。如他在論述實現身心和諧不僅有賴

多年前的老子，已目光深遠地為現代

於欲望的減少，而且必須做到不執著，

世人勾勒出身心、人際、政治、國際

他依據的雖然是《道德經》二十九章

和諧的世界藍圖，至今他的思想仍引

「無執故無失」的原文，但卻引用佛

領我們向前邁進，他的精神仍與我們

教經典對此作出類比性的詮釋：「佛

同在，一如他在書中所說『死而不亡

經裏也提到我們對於親人的離去，痛苦

者壽』。」7 這可以說是一代高僧對《道

難捨；對掉落的樹葉，卻無動於衷，這

德經》時代意義的最高推崇。

是因為對喜愛的人，有了愛染的執著，
才會深感痛苦，因此想要擁有內心的和
諧，必須放下外在的執著。」4 他認為

‛ҷ朚䠋ҿ懢ㅆ伢Ӏ䠓㠉㋶⊈⇋

《道德經》的「貴身」精神有利於人們
克制情欲，修持自身，將這種精神推而

星雲大師在講經說法時經常引用

廣之，則可以服務天下眾生，此即《道

《道德經》，非常善於將《道德經》中

德經》十三章所說的「貴以身為天下，

的許多格言警句置入佛教的語境中，從

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天

佛教的立場上深入開發《道德經》的智

下」。在星雲大師看來，「此舉與佛教

慧價值。

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有著異曲
5

星雲大師很喜歡引用《道德經》

同工之妙。」 而《道德經》所極為推

十三章「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崇的「自然無為」政治理想，則被星雲

身」的說法，向信眾們闡明人生煩惱的

大師視為是人間佛教在政治上的實施：

根源。如，星雲大師曾說：「總說人生

「在現代社會制度越完善，人民生活水

有無量無數的苦，而萬般痛苦，都是因

準越高的西方國家，反而越崇尚返璞歸

為有『我』，如老子所說：『吾之所以

真的自然生活。在佛教中，理想的政治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人因有『五

環境，是沒有權術控制，只有道德感化；

蘊和合』的色身假我，因此有貪愛、

沒有迫害冤屈，只有人權保障，人民過

執著、瞋恚、愚癡等輪迴生死的煩惱根

的是和平自主的生活，這是人間佛教政

本。」8 換言之，在星雲大師看來，《道

治和諧淨土的展現。」6 我們說，星雲

德經》此處所說的「大患」，就是佛教

大師的這些詮釋，體現出中國佛道兩家

經典中所說的人生所具有的「無量無數

天然具有的某種親緣關係，正如他欣然

的苦」，或者說「萬般痛苦」，《道德

參加道教界的活動一樣，是佛道兩家相

經》此處所說的「身」，就是人們「五

互扶持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音和合」的色身，因為有了這個五蘊和

基本體現。

合的色身，也就產生了貪愛、執著、瞋

星雲大師在大力彰顯《道德經》

恚、愚癡等各種煩惱；因為色身隨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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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煩惱，也就不可避免地輪迴在生死的

如果無我，就不苦了。所以，照見五

洪流之中。星雲大師還曾說：「老子說：

蘊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就不苦

『人之大患，在吾有身。』人有個身體，

了。」11 也 就 是 說， 只 要 人 們 努 力 向

要吃飯、要睡覺、要穿衣、要化妝、要

觀世音（即觀自在）菩薩學習，能夠

盥洗、要大小便溺，甚至要營養、要運

「行深般若波羅蜜」，從而「照見五

動、要保健。尤其為了這個身體，七情

蘊皆空」，即和合陳人生肉體的色受

六欲、種種的欲望，要不斷的滿足它，

想行識這五蘊都是虛幻不實的，本質

9

實在很麻煩。」 這句話更加生動、形
象、具體地說明了「在吾有身」的煩惱。

星 雲 大 師 多 次 引 用《 道 德 經 》

很顯然，星雲大師這裏引用《道德經》

五十八章「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中「在吾有身」的說法，意在於通俗闡

的說法，向聽眾詮釋存心善良的重要

明「我執」是世間眾生一切煩惱和痛苦

性。如，星雲大師曾說：「老子說：『禍

根源的佛教原理。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是一個禍

星雲大師同樣也很喜歡引用《道

福相依、佛魔共存的世間，生活在這一

德經》十三章「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半一半的世界裏，善與惡、好與壞、佛

的說法，向信眾們闡明對治人生各種

與魔，不過是人們的一念之間。」12 也

煩惱和痛苦的法門。如，星雲大師曾

就是說，在星雲大師看來，在這個複雜

說：「老子說：『人之大患，在吾有

多變的人類世界上，金無足赤，人無完

身。』身體雖然給吾人帶來莫大的憂

人，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徹底的壞，

患，但只要我們好好修養身心，讓自

因此人們在一念之間做出的選擇和抉擇

己能夠身心自在、生死無懼，則何患

就變得極為關鍵和重要了。中國佛教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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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空的，就能「度一切苦厄」了。

之有？」 俗話說，解鈴還須繫鈴人。

台宗主張「一念三千」，眾生當下一念

既然是執著這個五蘊和合的色身給世

在佛即是與佛相應，當下一念在魔即是

間眾生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和痛

與魔相應。星雲大師此論與天台宗這一

苦，那麼不用說，只要放下、破除這

思想極其吻合，只是在表述上更加通俗

種執著，自然就能使世間眾生從這些

易懂而已。星雲大師還曾說：「老子李

痛苦和煩惱中解脫出來了。現在問題

聃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的關鍵就是，如何放下、破除這些執

人在享受幸福的同時，其實災難已然隱

著呢？或者說如何實現《道德經》所

藏。例如：因愛不是也會生恨嗎？因恩

說的「無身」呢？星雲大師從佛教經

不是也會成仇嗎？愛恨情仇就像難兄難

典中，特別是最為流行的《般若心經》

弟，都會惹下殺身之禍。所以，幸福和

中，找到了實現「無身」的良方。他說：

災難是相對的，有好的就有壞的，有幸

「我們為甚麼會有苦？那是因為有我。

福就有苦難。」13 無論是歷史上，還是

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現實中，因愛成恨、因恩成仇的事例實

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因為人

在是多得不可勝數，而愛與恨，其最初

有個『我』的身體，所以就要受苦。

的起源不過是在當事人當初一念之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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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毫釐之差，卻造成了千里之謬的重

德性，就要從小發心去學習，中國佛

大結局。星雲大師多次引用《道德經》

教所謂的四弘誓願，是對於皈依佛門

中禍福倚伏的教誡，無非是告訴人們一

後的眾生提出的最初要求，用今天的

定要存好心，正是一代高僧哀憫眾生、

話講，這就是中國佛教的「初心」。

慈悲心重的充分體現，當時也是為煩惱

在星雲大師看來，具有如水智慧

苦海中頭出頭沒的眾生開出的一道智慧

的人，一定是不會張揚更不會張狂的。

法門。

星雲大師在論述有智者的氣象時再一次

星雲大師還曾引用《道德經》八

引用了《道德經》，他說：「老子說：『大

章「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的

直若屈，大巧若拙。』真正有智慧的人，

說法，意在教導弟子們像水那樣具有

必懂韜光養晦，必懂內斂含蓄，所謂

優秀的德性。星雲大師指出，不僅人

『大智若愚』是也。」16 人們希望在大

有德性，自然山水也都有德性，他總

眾面前展示自己的正直和善巧，博得人

結出水有四種德性：其一，仁慈，能

們的尊重和愛戴，以為自己獲致名聞利

沐浴眾生，澤及萬物；其二，義氣，

養，但這樣也會招致大家認為他喜歡表

能揚清激濁，蕩滌污垢；其三，勇猛，

現自己，引起某些人對他的忌恨甚至仇

能柔而犯難，弱而克剛；其四，智慧，

視，因此是不夠智慧的表現。而真正聰

能疏通江河，自成盈滿。對水的德行

明的做法則是表現得屈辱一點，笨拙一

具體表彰之後，星雲大師復引古聖之

點，愚蠢一點，在別人不注意的情況下

言以重其意：「此外，老子說：『上

積聚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長起來。而

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孔子也

這樣的人走上領眾的崗位，肯定能做到

曾 讚 美 水 有 五 德： 有 得、 有 義、 有

輕財、律己、寬宏大量、身先士卒，而

道、有勇、有法，所以『君子遇水必

輕財則足以聚人，律己則足以服人，量

14

觀』。」 我們說，星雲大師此處所

寬則足以得人，身先則足以率人。星雲

說的水所具有的仁慈、義氣、勇猛、

大師對於領導者的身先士卒似乎有特別

智慧等諸種德行，實際上就是對大乘

深刻的體驗，這應當是他對自己長期弘

佛教菩薩們德性的解說，是對大乘佛

法領眾經驗的總結。他說：「無論甚麼

教菩薩無我、利他精神的形象詮釋，

事情都能以身作則，所謂『身先士卒』，

弟子們依教奉行，向水學習，其所行

你就可以統率人眾。如果遇到苦難的事

的自然就是利益眾生的菩薩道。這種

情都叫別人去，遇到利益就自己來，是

精神極為高尚，因此必須從少年時期

沒有人會跟隨你的。老子說：『後其身

就開始培養，為此他提出「少年時要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這就是說明，

有恢弘氣度：《老子》說：『合抱之

事事都能夠帶頭率先，自然能夠率領部

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

下。」17 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具有水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少年時期，

一樣「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德行，具有

是人生的開始，培養大志、大量，是

老子所說的那種「後其身」、「外其身」

15

走向光明的起步。」 景仰大菩薩的

的精神，才最終成就了佛光山，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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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19 對於不同的宗教如果強求

星雲大師。
相對於「有」，道家和道教更推

同一的話，即便在一時的表面上似乎可

崇「無」，星雲大師對此有著非常深

以達到某種目的，但卻無法取得廣大信

刻真切的體會。作為佛光山的開山宗

眾思想、心靈和情感的認同，反而有可

長，作為領導過七八百萬、影響了十

能擴大甚至加劇彼此的反抗與對立；不

數億人的宗教領袖，他說：「無，才

同宗教之間相互尊重，允許大家各說各

能無限、無量、無窮、無盡，故無能

的，各自表述，反而是最有可能促進相

勝有。老子的『無為而治』，更是最

互瞭解、相互融會、相互貫通的方式、

18

高的領導學。」 星雲大師將此身心奉

方法和途徑。星雲大師的這一基本立場

塵剎，將自己完全交托給了佛教，交

運用到佛道二教的關係上，那自然是

付給了眾生，這是他能夠實行「無為

佛教和道教各有自己的教主、經典、儀

而治」的思想基礎，也是他能夠將道

式、傳承和信眾，各是一種獨立的宗教

家和道教的經典《道德經》置入佛教

形態，是完全不能以佛道同源的籠統說

語境，運用佛教智慧對之進行開發和

法予以混淆的。星雲大師雖然非常喜歡

運用的主觀條件。

和熟悉《道德經》，但對作者老子，即
作為道教教主的太上老君，只能保持充
分的尊重，是絕對無法產生信仰和歸屬

ᾘҷᾜ▛㛨䠓䢇‡䓷䱚厖㽄㚬

感的。而且這事在星雲大師看來，就像
各人有各人的爸爸一樣自然而然，是容

星雲大師在講經說法時喜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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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絲毫含糊的。

《道德經》，那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

其次，星雲大師熱烈主張不同宗

對佛道關係的看法。實際上，星雲大師

教可以相互吸收和容納對方的優秀思想

既反對各種宗教之間的混濫不分，又主

因素。星雲大師意識到，世界上具有眾

張各種宗教之間可以互相包含合融攝。

多的宗教和傳統，這是事實。尊重這一

首先，星雲大師堅決反對佛道同

事實，各宗教之間實現和諧相處，是建

源論。有一次，星雲大師應邀參加天主

設世界和諧的前提。而要真正實現和

教在台北公署召開的宗教聯誼團拜，參

諧，就必須相互瞭解，相互吸收對方的

加者有三百多位，大多來自各個宗教的

優點和長處。在星雲大師看來，人類的

領袖和精英，他們為了表示友好，大都

思想世界就像佛經所說彌覆帝釋天宮、

講一些「三教一家」、「五教同源」的

掛滿明珠的因陀羅網一樣，每一種宗教

場面話。作為主講的星雲大師悄悄問作

就是一顆明珠，每一顆明珠都映照出其

為主席的羅光主教：「假如說一個神壇

餘一切明珠的影子，珠珠相映、相攝、

上面，有城隍、有媽祖、有觀音、有耶

相即、相入，交光相網，從而形成一種

穌，你拜得下去嗎？」羅光主教回答說：

重重無盡、圓融廣大的佛國境界。星雲

「我拜不下去。」星雲大師體會到：「所

大師積極參與宗教間的對話，認真探

有宗教只要『同中存異』，不必『異中

索不同宗教實現和諧的方式方法，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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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他其與教

每年都在佛光山組織諸神盛會等，都是

5ǳӕǴಃ 341 ।Ƕ

對這一主張的實踐。因此，對於星雲大

6ǳӕǴಃ 342 ।Ƕ

師在講經說法時對《道德經》的運用和

7ǳӕǴಃ 344 ।Ƕ

解說，實際上就是星雲大師站在佛經的
立場上，對道家和道教經典的學習、瞭
解、吸收、包容和涵攝，也是對自古以
來佛道兩家基本都能和諧相處這一優良
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繼承和發揚。
星雲大師的著述浩如煙海，筆者
無意於，事實上也沒有必要，窮盡星雲
大師關於《道德經》的一切論述。筆者
相信，通過以上的分疏和討論，我們已
經足可以感受到星雲大師對《道德經》
所持的基本看法。在星雲大師看來，
《道德經》的作者老子是人類歷史上
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之一，《道
德經》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經典之
一，對《道德經》的瞭解和研究可以充
分彰顯佛教的智慧和價值，對弘揚佛法
可以提供許多非常有益的幫助。我們
說，星雲大師對老子《道德經》的吸收
和運用，充分體現出他倡導的人間佛教
對人類一切優良傳統所具有的無限包容
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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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親臨道場或者觀察某個儀
式行為時，彰顯於外、為我們留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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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的，毫無疑問是那縹緲悠遠、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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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伏的誦經聲。這裏，一個問題是顯而

蘇軾曾以「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易見的，這些經韻從何而來？這些誦經

其文如其為人」來形容文章的內容和思

的范式、章法行為的規範始於何時？於

想與作者的思想意識和風貌相一致。因

縱向來看，它如何積累、發展、演變成

此，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文章來瞭解著作

為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這種狀態？於橫

文章之人。同理，想要全面地認識一部

向而言，在當下齋醮科儀中它又是如何

著作，瞭解著書之人也是必不可少的環

被運用的？上述縈繞在筆者心中的問題

節之一。

最終在出版於 2020 年底的《全真正韻

《全真正韻導讀》一書的作者任

導讀》一書中找到了答案。與市面上絕

宗權係全真龍門派第二十三代弟子，全

大多數出版物有所不同的是，該書的作

真龍門暗派家字輩第三十九代高功。

者是一位深居道教宮觀的道士。該書依

1968 年出生於陝西省蒲城縣，19 歲出

據現有的史料信息對被廣泛使用於全真

家，先後隨任法玖、魏至仁、王至全等

派科儀中的「全真正韻」的產生、流傳

全真高道學習道教經典、經韻、高功

以及在當下科儀法事中的實際運用等問

等全真秘學。後又於 1992 年進入中國

題進行了相對完整、系統的梳理。該書

道教學院「高功研修班」學習，期間因

的出版不僅對道教經韻的傳承與發展而

其出眾的才華得到了著名全真派齋醮大

言功德無量，而且之於道教音樂研究也

師玉溪道人閔智亭道長的親授嫡傳，成

有著深遠的意義。作為道教音樂研究領

為當代道教齋醮科儀中一位資歷深厚的

域中的一位初學者，有幸與此書結緣，

高功。隨著宗教政策的開放，任宗權道

下文筆者將對自己在研讀此書過程中的

長受中國道教協會委託先後參與了「武

一些感悟作一簡要概述。

當大興 600 年羅天大醮」以及千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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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生在唸咒施法中存在半點差池。課
餘，他又如慈父一般關心著每位徒弟的
思想狀態與生活情況。不僅邀請各界的
道學研究專家定期到大道觀開展講座，
還鼓勵年青一代的道士學習樂器、樂理
等知識來提高能力，豐富內涵。不只是
對道內的學生，道外各大院校中也有不
少從事道教研究的學生得到過他恩惠。
每每學生登門請教，任道長總是熱情招
待，竭盡所能地為學生們提供便利條
件，對於學生請教的問題他也是毫無保
留的為其解答，並時刻關注著他們的研
₊㲙懢朆

龍宮、馬來西亞美里三清觀、武漢長春
觀、嶗山太清宮、南嶽衡山道院等地舉
行的傳授全真三壇大戒等活動。活動中
任宗權道長任勞任怨，不僅親臨道場指
導布壇，而且總是將戒壇儀軌悉心教授
於戒子們。任宗權道長對於道教科儀的
嚴謹與用心得到了中國道教協會和各位
方丈以及戒壇諸位大師、戒子們的讚
譽。不僅如此，近乎在每年中國道教協
會舉辦的道教音樂匯演中都能看到由任
宗權道長編排的節目，他或是創編道

究進展。任宗權道長在道教科儀、經韻
教學上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經他培養
的道士早已遍佈全國，有的甚至成為能
夠獨當一面的道教人才。
任宗權道長還是一位愛書之人。
「愛淘書、好讀書、擅著書」是任宗權
道長的朋友們對他的一致印象。為了研
究道教科儀，他曾不辭辛苦地遍訪名
山，求真問道，搜集了諸多未曾出版的
道教科儀古本。凡是與道教相關，無論
是文章還是書籍他都悉數收入。時間一
長，各地淘來的書籍已塞滿了他的整個

歌；或是將道教的手印秘學搬上舞台；

書房。讀書也早已成為他生活中的一個

亦或是將道教神秘的科儀法事以展演的

部分，空閒時，他常與詩書為伴，即使

方式呈現給觀眾。

是公務繁忙，他也會早早地起床，利用

除了參與指導各地道教宮觀的齋

休息的時間讀書。如果說讀書是任宗權

醮科儀外，任宗權道長還在道內肩負著

道長所好，那麼將書中的知識學以致用

「老師」一職。每年他都會於武漢大道

則是其所長。短短十餘年的時間，他先

觀開設「道教高功研修班」，並精心制

後撰寫了《道教手印研究》、《道教科

定相應的課程內容，從講習經韻到行法

儀概覽》、《道教戒律學》、《道教章

實踐任宗權道長總是親力親為。課堂

表符印文化研究》等十餘部專著。

上，他極為嚴厲，哪怕是演練也不容

正是由這樣一個對道教懷有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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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對知識保有渴望之情，對書籍充

儀經》等諸多道教典籍為經韻的歷史勾

滿熱愛之義的道長成就了《全真正韻導

勒出清晰的形成與發展脈絡。

讀》一書。

第二節無論是內容還是體量都佔
據了本書的主要篇幅。作者分別以簡譜
的形式記錄了《道藏輯要》、「閔譜」

‛ҷ憨㞾ᾏ㢻㆝㮲䠓㢇虚

以及任宗權道長多年雲遊造訪各地全真
叢林所搜集得來的 139 首全真正韻，並

這樣一位集虔誠信仰與好學不倦

根據它們在科儀中的使用規則對經韻的

於一身的道長，到底成就的是一本怎樣

屬性進行了界定。接著，作者又對每首

的道教著作呢？

經韻或作名稱上的釋義，或論及詞文，

作者在自序中將該書界定為一本

亦或是對其在儀式中的運用範式進行了

適合道士參與經韻學習的教材。全書分

解釋與分析。最後，作者根據道內經典

為三個環節：首先，作者以《道藏》中

中的記錄對每首經韻的由來與歷史變遷

的典籍為依據對道教科儀音樂及其文化

進行了梳理。綜上，作者從橫向上對

內涵進行了概述；其次，該書在「《道

139 首全真正韻的名稱、形態以及運用

藏輯要 • 全真正韻》」、「閔智亭道

範式等進行了輯錄與整理，縱向上，作

長《全真正韻譜輯》後附十五首」、

者則以歷史為軸，梳理了經韻的形成發

「全真正韻導讀」三部分中輯錄全真正

展脈絡。字裏行間所彰顯出的「道炁」

韻 139 首；最後，附有〈龍門吟〉、〈南

實非凡俗之人可為。

嶽行〉、〈哭光德〉、〈三寶歌〉等八
首由任宗權道長創編的道曲。
雖然作者自謙地將此書定義為一
本道內的教材，但是細細品讀便會發現
此書的價值絕非於此。
在第一節（緒論）中，作者以《道
藏》為依據，分別從「道教音樂的產生、
發展及社會功能」、「道教經典中的仙
樂世界」、「道教誦經儀式的形成與發
展」以及「當今全真道教誦持之經典
及其相關儀式」四個方面對科儀音樂進
行了全面地論述。在這一環節，作者重
點著墨於道教誦經儀式的形成與發展，
他以五斗米道為起點按照時間順序援引
《太平經》、《無上秘要》、《正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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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節選錄了八首由任宗權道

天讚誦，合鈞天妙樂，融融和和成的自

長自創的道曲，這些樂曲與道教經韻有

然之章。」1 耐人尋味的是，由「唸經」

所不同，他們不被運用於齋醮科儀，多

作為可以概括整個法事內容和全部過程

數是任宗權道長參加道內、道外活動時

的這一現象可見，「經」不僅僅是充斥

有感而作。這些道曲的受眾不再局限於

在儀式全過程裏面的主要內容，還在於

宮觀內的道士，它們如同古典音樂一

唸經這種行為已經不只是一個單純內容

般，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被演繹、欣賞。

之所在，而在於它既是一種人神溝通的

這些道曲為心懷宗教熱情的人們敞開了

語言，又承載著道教文化中的道理與道

一扇認識、瞭解道教的大門，也為中國

義。如果我們把道教經韻作這樣一種解

唯一的本土宗教思想由宮觀走向民間提

釋、歸納和形容的話，很顯然，「經韻」

供了渠道。

無論是作為唸經行為中的主體內容，還
是作為道教文化的載體，都顯露出要對
其作出相關解釋之必須與必然。

ᾘҷ封㢇㢘嗦㆝㮲䠓㊞儸虚
虃ᾏ虄㝋懢⋶军宏
從現有的文獻和研究來看，尤其

一直以來，人們常以「活正一，

是當代道教音樂研究一般都是以「科

死全真」來形容正一派與全真派的經韻

儀音樂」、「法事音樂」、「儀式音

形態特徵。正一派的道士多數為居家修

樂」等稱謂來做概括，無論是使用「科

行，以符籙齋醮、祈福禳災、超靈度亡

儀」、「儀式」還是「法事」之名，都

為主要宗教活動。由於他們散居於全國

無非是想要強調它從屬於道教這一區別

各地，受地理環境、語言、民歌以及文

於一般作用和場合的宗教特性和本質。

化等方面的差異，其運用於齋醮科儀中

換言之，這些名稱道明了依附在其名下

的經韻往往在同一名稱下呈現出千差萬

的「音樂」是專用於道教的。這是於當

別的形態特徵，因而坊間有「活正一」

下道教音樂怎樣作規約和區別於一般音

之稱。而全真派自建立之初就有著嚴格

樂概唸上的屬性而進行的一種稱謂。事

的傳戒與叢林制度，這一派別的道士必

實上，道士們多是以「經韻」二字來指

須出家住觀修行，以三教圓通、識心見

代我們口中的「音樂」。所謂「經韻」，

性、獨全其真為宗旨。講求以清靜無

是由「經」和「韻」兩部分組成，「經」

為、去情去欲、修心養性，養氣煉丹的

是文字或道教的經典、戒律，而「韻」

「內修」為「真功」。因此，雖然全真

是音韻、韻律。將二者合一即表示為道

派的道教宮觀遍佈全國，但嚴格的叢林

教經詞配之以曲調的一種誦唱形式。玉

制度和嚴密的師承關係使得全真派的經

溪道人閔智亭在〈全真正韻跋〉中講

韻形態較之正一派而言相對固定，故而

道：「道教經韻樂章是讚頌詞章，由諸

有「死全真」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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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學習經韻的傳統方式為口傳

少了對音高旋律的記錄，因此，沒有師

心授，通常是由師父一邊以雙手拍打桌

父的口耳相傳，這些經韻譜輯亦無法被

子模仿當、請等法器擊節，一邊帶領徒

使用。儘管口傳心授這一保守且神秘的

弟逐句誦習。因此，最初經韻是沒有固

傳承方式增強了道教經韻在信徒心中的

定樂譜的。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的道教

神聖性，卻也是無益於經韻的實際運用

經韻譜輯是宋代的《玉音法事》。書中

與傳承。直至 1990 年，有著遠見卓識

載有經韻〈步虛〉之一、三、五篇，〈金

的玉溪道人閔智亭道長囑託武漢音樂學

闕步虛詞〉一首，〈空洞〉一首，〈奉

院道教音樂研究室的專家學者，將其嫡

戒頌〉一首、〈三啟〉三首，〈啟堂頌〉

傳的「全真正韻」通過錄音、記譜的方

一首，〈敷齋頌〉（〈出堂頌〉）一首，

式保留了下來。這是目前可參閱的經韻

〈大學仙〉一首，〈小學仙〉一首，〈焚

譜輯中第一部完整地記錄下經韻形態的

詞頌〉一首，〈山簡〉一首，〈水簡〉

譜本，也是目前全真派道觀內所通行的

一首以及宋徽宗創作的〈白鶴詞〉一篇

經韻版本。因其流傳範圍之廣、影響之

等。然而，時隔久遠，以聲曲折記錄的

深，後人將其稱之為「閔譜」。「閔譜」

經韻譜本由於缺少師父的口傳心授，如

將《重刊道藏輯要 • 全真正韻》中所

今已如天書般晦澀難懂。因此，這一譜

刊錄的 56 首經韻中的 53 首記錄在冊，

輯雖然於道教經韻的研究而言意義非

其中，據閔智亭道長囑〈九條龍〉不再

凡，但是對於經韻在當下科儀中的實際

使用，〈供養讚〉與〈拉旱船仙家樂〉

運用而言影響甚微。深究道教經韻曲譜

兩首經韻由於記憶不全，故未傳唱。

的歷史不難發現，如同《玉音法事》一

如今，對於「閔譜」的傳承已過

般的經韻譜輯，還有明朝以工尺譜記錄

去了三十多個年頭，隨著世事變遷，道

的《大明御製玄教樂章》以及成都二仙

教經韻的傳習方式也隨著社會教育的發

庵的《重刊道藏輯要 • 全真正韻》。

展有了新的方式，逐漸從師徒間的口耳

然而，遺憾的是，前者雖然記錄了經韻

秘傳走向「科班化」。在這一趨勢下，

的音高形態，但一字一音的記錄方式並

缺少一本既能上承經韻之傳承、又能應

未將音與音的間隔、頓挫記錄在冊，所

對新教學模式之所需的教材是道教面臨

以，以當今的吟誦習慣來看，《大明御

的當務之急。《全真正韻導讀》的出版

製玄教樂章》中記錄的經韻形態顯然與

為道教經韻的傳承與教學提供了依據，

當下實際的誦習狀態不符。節奏記錄的

書中不僅承襲了《道藏輯要 • 全真正

缺失，致使其無法在當下的科儀法事中

韻》中的五十七首經韻，還將閔智亭道

運用。後者與《大明御製玄教樂章》的

長《全真正韻譜輯》中後附的十五首經

記錄方式恰好相反，雖然在經詞旁側記

韻收錄其中，最後任宗權道長又憑藉其

有當、請、魚等法器演奏的狀聲字，並

深厚的高功資歷將其遍訪名山高道所搜

用圈、點注明了經韻的「板眼」，但缺

集到的六十七首異於前面兩本譜輯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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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於當下各個齋醮法事中的經韻曲譜

音樂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原因有

輯錄在冊，由此集成了一部兼具教學與

二：其一，這是近代我國出現的第一部

傳承功能的道教經韻譜本，這也是目前

對道教音樂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獻。內容

所能見到的對全真正韻輯錄最為全面的

涉及道教音樂歷史源流的研究和具體現

一本譜輯。

象的觀察與分析等方面，這為後來的學
人該如何對道教音樂進行研究提供了一

虃‛虄㝋懢㛨概㮑䦣䰅军宏

個學術參照。其二，在此之前未有人對

近現代，大陸對道教音樂的研究

道教經韻就音樂層面進行觀察與分析。

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20 世紀 60 年代

陳國符在〈道教音樂考略稿〉中提出

以前，為道教音樂研究的起步時期，這

的：「道場上出現的樂音聲響是音樂」

一時期的道教音樂研究以搜集整理各地

的觀點在學界的研究中是具有創新意義

道教經韻、器樂曲為主要內容。其中陳

的。這一觀點啟發了後來的學人，後世

國符的〈道教音樂考略稿〉在後世道教

的研究中將「音樂」視為道教經韻的特

Ӂ䫭⽭䫭榊ӂ䲻ⓐᾘⷕ懢㛨概㮑䁨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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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性便都是以此為據的。當然，除了

況。面對此，各地學者再次走向道教宮

陳國符撰寫〈道教音樂考略稿〉外，楊

觀，對科儀經韻進行了搶救式的搜索與

蔭瀏、李石工等學者也先後對湖南、陝

收集。除了上文提到的作為國家重點文

北白雲觀、蘇州、四川等地的道教宮觀

化工程的《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

進行了個案研究。他們的研究主要以對

彙編外，上海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

經韻樂譜的記錄與分析為主，其中較有

等院校的專家學者也相繼在當地宮觀

影響的成果有 1956 年出版的《蘇州道

開展了道教經韻的輯錄與研究。這一時

教藝術集》，書中完整記錄了蘇州玄妙

期，由於從事道教音樂研究的學者大都

觀的〈全符〉、〈全表〉及〈火司朝〉

來自國內各大音樂專業院校，他們具備

科儀，除了以工尺譜的形式記錄了儀式

良好的專業技能，因此，這些研究承襲

中經韻的形態外，還附有儀式相關的法

了「採集民間曲調為創作服務」之研究

衣、法器以及道士行法過程的圖片與文

目的與方法，主要是在記譜與音樂形態

字說明。此外，1958 年，李石工等人

層面上對道教音樂進行分析。這一時期

對陝北佳縣白雲山的八套道教經韻以及

的研究成果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

二十七首笙管曲進行了記錄與整理。隨

樂譜、文獻資料。

後，1960 年楊蔭瀏主編出版的《宗教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一批在海外

音樂 • 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對湖

受過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

南衡陽地區的道教經韻樂譜進行了記錄

專業訓練的學者將新的理念和研究方

並輔以簡要的文字說明。

法陸續帶到大陸，諸如田野考察、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文革」

譜分析、民族志寫作等方法被運用於

的到來，學界對宗教音樂的研究一度陷

道教音樂的研究中，由此使得這一時

於停滯。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

期大陸的道教音樂研究呈現出新的樣

民族民間音樂集成工作的全面開展，宗

態。從這一時期的研究文獻來看，學

教音樂作為民族器樂曲集成的一部分被

者們不再依照過去的「套路」將研究

列入收集範圍內，由此，道教經韻的研

視角僅僅停留在對其音樂的記錄與分

究得以復蘇。這一時期的道教經韻研究

析上，而是將視野轉向民族音樂學學

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受「文革」影響，

科一直以來所倡導的「將音樂置於文

原本在道觀中修行的道士早已被遣散歸

化中」進行解釋與分析，因此，對道

家，其中也有一些年長的道士駕鶴西

教音樂的功能、意義等作人類學、宗

去。由於道教經韻一直以來都是以口傳

教學層面上更為深入的探討逐漸成為

心授的方式傳承，再次回歸道觀的道士

近年來學界研究的主流。縱然這一時

由於時隔久遠對齋醮法事、科儀經韻的

期以「道教音樂」、「道教經韻」為

記憶都已模糊，新入道的道士也因此

題的研究文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

而無從學習，由此造成了青黃不接的境

在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採取的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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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一科儀的參與觀察進而作全方位

經韻作為系統性的研究專題，對道教經

的描述與分析的研究方式。經韻在這

韻的研究普遍存在數量偏少、研究視域

些研究中只作為儀式過程中的一部分

受限等問題。因此，《全真正韻導讀》

被分析，如，呂錘寬在〈台灣天師派

的出版無疑彌補了學界對經韻的歷史發

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2 一文中靈寶派

展、功能屬性以及宗教寓意等方面的研

的〈道場進茶科儀〉、〈早朝〉、〈發

究缺漏。

表〉、〈灑淨〉等科儀中的部分經韻
進行了記錄並對這些經韻的功用進行

總之，起居修行中，經韻是道教

了探討。再如，劉紅在《蘇州道教科

徒虔誠信仰的載體，科儀法事中，經韻

儀音樂研究——以「天功」科儀為例

是高功用以與神仙交流的話語媒介。任

展開的討論》3、《龍虎山天師道音樂

宗權道長傾心玄門數十載，遍訪名山，

研究》4 等著作中，將原本被當做音樂

博覽群書，最終以其對道教的崇敬與熱

看待的道教經韻依道內人的視角將之

愛鑄就了《全真正韻導讀》一書。書中

放置於具體科儀進行觀察，進而對經
韻之於具體科儀中的功能與內涵進行
了闡釋。直至 2016 年，受導師啟發，

承載著的不僅是經韻的歷史，也是中國
的道教文化，更是一位道士對其信仰不
變的追求。B

筆者於《大音》發表了〈道教經韻之
名與實——具體於相關稱謂的解釋與
分析〉5 一文，文中就筆者根據在田野
中的觀察將道教經韻劃分為「韻」、
「 讚 」、「 咒 」、「 偈 」、「 步 虛 」
等類別，對各類別經韻的名稱、形態
以及具體在科儀中運用進行了專題、
專 項 的 研 究。 此 外， 蒲 亨 強 在〈 論
「韻」〉6 一文中就道教用「韻」的歷
史淵源進行了追溯並對「韻」之於道
教音樂中的審美情趣進行了論述。劉
紅則在〈釋道樂「步虛」〉7 一文中對
「步虛」由「經文字韻」到「經文樂韻」
再到「經文音樂」的過程進行了梳理，
並對「步虛」之於不同道教科儀中的
功用特徵進行了論述。
通過對近現代道教經韻相關研究
的梳理不難發現，目前學界尚乏將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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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式的「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歷時一個半月，終於順
利跑完了全程。我很榮幸擔任本次會議的主要召集人，有機會拜讀、學習了所有
發表論文，全程參與了每篇論文的報告、評議和討論，審閱修改了西南交大和香
港大學師生撰寫的 20 多篇分組討論紀要。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我很樂意今天
在閉幕禮上對研討會做一個簡要的總結。
很多人知道道門內部將道教儀式習慣稱為「齋醮科儀」，但可能很少有人知
道齋醮科儀的開幕式、正式儀式和閉幕式都很複雜，單是閉幕式就包含三個大節
目：第一個節目是言功拜表，第二個節目是投龍簡，第三個節目是設醮謝恩。

⢥ 2!俌仟䠋宏 QQU ㎹⢥

我總結發言的內容包括三點，與道教齋醮科儀閉幕式的三個節目正好對應。
第一點想談談本次研討會的成績。感謝參與和支持本次研討會的各方機構和
人士，這一點相當於齋醮科儀閉幕式的言功拜表。
大家知道開會的目的主要是交流，我認為這次研討會成功地實現了至少四個
方面的交流。
第一方面是學術觀點的交流。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的主題演講文
章“What Daoist Ritual Has to Contribute to Ritual Studies”（論道教研究對儀
式研究之貢獻）指出，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實際上都將儀式放在非常重要的位
置，並指出佛教對道教的影響是原本重視人神之間書面交流的道教儀式增加了誦
經、講經、禮懺、讚頌等口頭交流的內容，宋朝以來道教法事又因受內丹、雷法
等新道法和密教、民間宗教的影響發生了由文轉武或文武雙全的變遷，這些都是
非常精闢的見解。其餘 46 篇文章，幾乎每篇文章都在個案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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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例如，中國學者趙川老師在會議論文〈道教造像起源新探〉中首次提出
道教造像發端於古靈寶經及其倡行的靈寶科儀，日本學者酒井規史老師在會議論
文〈天心正法儀式系統的形成與其發展〉中重新釐清了天心正法文獻資料的年代，
並歸納出初期天心正法儀式系統的主要內容和後來增衍的道法，等等。我就不在
此一一列舉了。
第二方面是研究資料的交流。首先是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的交流。
為了證明各自的觀點，與會學者展示了有關道教儀式的各種原始資料，包括《道
藏》經、敦煌道經、科儀抄本、神圖、碑文、考古及藝術資料、地方志、史籍、
中土佛教著述、筆記、文集、檔案、報刊、照片、視頻、電影紀錄片等聲像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大致分為教內資料和教外資料兩個大類，也可以按照載體或形式的
不同大致分為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和田野資料三個大類。給人印象尤深的是香港
大學宗樹人（David A. Palmer）教授團隊收集整理的老撾藍靛瑤儀式文獻，它們
既是文獻資料，也是田野資料。我永遠不能忘記謝孟謙同學在會上分享的一張藍
靛瑤照片，是團隊核心成員周思博（Joseba Estevez）先生拍攝的。照片記錄的
是喪葬儀式中藍靛瑤孩童圍繞在安置家先的寶樓周圍，寫在那些孩子臉上的天真
笑容可以讓我們立刻領悟到，度亡儀式可以打通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界限，生者與
死者互相得到安慰，死亡不再讓人害怕，甚至可以使人像莊子一樣超越生死，齊
同生死。除了原始資料，二手資料中外文研究論著的交流在這次會上也有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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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師範大學曹凌老師在會議論文〈金明七真的經典與教法創造〉中介紹了前
人研究道教儀典《三洞奉道科戒》的成果，我給他補充提供了德國洪堡大學常志
靜（Florian C. Reiter）教授對這部儀典的英譯研究。
第三方面是研究方法的交流。本次會議聚集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
可能因為各自的學養背景、學術傳統、研究旨趣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異。大家
各顯神通，展示了研究道教儀式的各種方法。最常見的方法是文獻學、歷史學、
人類學、考古學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我和我的學生比較偏好運用文獻學和歷史學
的方法研究道教儀式，在校勘或輯佚原始文獻資料（如古靈寶經）的基礎上，對
文獻內容進行深入細緻的解題、考證和研究。香港大學宗樹人教授團隊提出了四
種研究老撾藍靛瑤的方法，也就是同時從文本研究、儀式專家研究、儀式表演研
究、參與民眾研究四個方面入手進行，在我看來是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研究方法的
一種細化，是一種比較客觀科學的研究方法。美國李福（Gil Raz）教授則綜合運
用文獻學、歷史學、宗教學和圖像學的方法解讀早期道教主張和反對人物圖像的
觀念和實踐及道教造像的起源和發展，討論比較全面深入。法國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在運用文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方法的基礎上，還增加了社會
學的研究方法，注重探究道教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擅長運用筆記小說、文集、地
方志、宮觀志、山志、扶乩降筆文獻、善書、仙道傳記、檔案、報刊等記載道教
活動史實的文獻資料。還有四川大學張勳燎、白彬教授團隊成員、四川省社科院
李遠國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張總研究員，擅長考古實物與文獻資料比較互證，勞
格文教授及其弟子林振源、巫能昌、黃建興擅長田野資料與歷史文獻比較互證的
歷史人類學方法。還有范華老師擅長影視人類學的方法，他拍攝了十幾部道教紀
錄片，其中有關道教儀式的紀錄片可以讓人全程看完並且看懂一場道教法事，具
有重要參考價值。我認為這些方法都行之有效，值得互相交流和借鑒。
第四方面是學界和教界的交流。眾所周知，道教是今天還存在並且在活動
和傳承的宗教，學者研究道教有必要跟道士交流。研究道教儀式應當更多地與道
長們交流，因為道教儀式包含大量如何實踐的知識，學者只看書本、紙上談兵是
不夠的。當然，道長們因書本知識不足和視野限制，反過來也需要參考學者們視
野開闊、資料豐富、深入紮實的學術研究成果。可以說，本次研討會就是學界和
教界雙向交流互動的極好例證。一方面，參與本次研討會的嘉賓包括香港嗇色
園、武漢大道觀等全真道觀的道長，還有中國內地多位散居正一派道長，他們對
本次研討會高度肯定並正面評價。嗇色園宗教文化事務委員會主任樊智偉先生來
信說，不少嗇色園委員觀看會議錄像後表示，「今次研討會令他們大開眼界，資
料非常豐富，很多論題都很吸引」；武漢大道觀程誠金道長極其佩服台灣政治大
學林振源教授、呂燁博士合撰的敕水禁壇科儀比較研究會議論文，說論文討論的
很多內容都是他熟悉的法事，很接地氣。另一方面，本次會議有兩篇會議論文涉
及道門內秘知識，一篇有關授籙文憑，另一篇有關越南道教儀式畫，我們邀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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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孝昌青山古觀崔振聲道長擔任評議人，他做了非常專業內行的點評，崔道長
還參與了多場分組討論，分享他的觀點和看法，修正了一些學者的錯誤認識。例
如，在法國高萬桑教授講授王靈官信仰的那一場，評議人美國學者莫達夫（David
Mozina）老師分享了他在湖南安化調查的正一雷壇結幡儀式，他說上面畫的符形
是王靈官天君的心印（秘諱），但會後崔道長告訴我莫老師搞錯了，他說那個是
王天君的諱字，叫「好生諱」，王靈官心印的圖形不同，心印和諱字不是一碼事。
剛才我歸納了本次研討會成功實現了四個方面的交流。這次研討會之所以能
為這些交流搭建一個很好的平台，取得圓滿成功，要歸功於參與和支持這次研討
會的所有機構和個人——
感謝主辦單位：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特別感謝宗樹人教授和他的
團隊；
感謝合辦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四川大學老子研究院、台灣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感謝贊助單位：嗇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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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55 位發表了會議論文的學者，感謝 18 位致辭、主持、評議嘉賓，感謝
列席嘉賓及贊助機構嗇色園列席嘉賓 86 位；
最後要特別感謝香港大學和西南交大聯合會務工作小組的成員：負責海報製
作、視頻錄製等工作的童月（Lunar Tong）女士，視頻會議室主持孫嘉玥、范紫
微同學，西南交大負責會議通信聯絡的楊金麗同學，視頻會議室聯席主持和錄像
重播的趙光偉、趙允嘉同學，負責鈴聲提示的閆瑞同學。這是兩校某天會務工作
安排一覽表，整個會議期間他們每天都要發這個工作表，工作非常辛苦。我代表
所有參會人員向他們表示真誠的謝意。
第二點，我想簡單談一談本次研討會成果論文投稿發表的安排和想法，在此
要特別徵求合作學術期刊的意見，這一點相當於齋醮科儀閉幕式的「投龍簡」。
一方面，為了適應中外學術評價體制，我們將按原計劃推薦一部分論文給幾
家合作期刊，恭請這些期刊盡快按照刊物的規定找同行專家評審是否可以發表。
已經投稿他刊或願意自行投稿給其他刊物的學者，悉聽尊便。另一方面，為了集
中展示本次研討會的成果，我們主辦方希望兩年之後將分散發表於各家期刊的會
議論文彙編為會議論文集，交付台灣新文豐或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到時，我們
還要請各位學者聯繫已經發表會議論文的書刊，授權我們在論文集中轉載。
我們還有一個想法，為了讓學術界、道教界有更多的人瞭解我們這個特別的
會議，我們準備將西南交通大學電子通訊《神州研究》總第六、七期分別作為研
討會手冊、紀要專輯，並希望以後能作為論文集附錄出版。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我想安排一個雲端簡易歡送晚宴，宴請這一個半月
以來飛上雲端、參與神仙集會的所有嘉賓，感謝你們為我們舉辦的雲端學術會議
加持助力，增光添彩。我講的這一點對應於道教齋醮科儀閉幕式的節目「設醮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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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我們根據早期道經《太上靈寶五符序》記載的神仙服食方，給大家奉上的雲
端晚宴主食是靈寶五符天文和松脂、茯苓。根據這部道經的說法，服食靈寶五符
天文和松脂、茯苓有神奇的功效。傳說大禹治水因為過於勞累，差點喪命，是因
為服食了天上神仙傳給他的靈寶五符天文而得以尸解成仙。魏晉神仙黃初平（也
就是著名的黃大仙）因服食松脂、茯苓變成神仙，能夠隱身變化，坐在立亡，也
能夠叱石成羊，讓他放牧的羊群隱藏真身，變成一堆白石，黃初平呼之即起。這
個神仙傳說故事與傳說中漢代淮南子「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唐公房攜同老婆、
孩子連同他家房子、牲畜舉家昇仙的故事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作為學者，我們無意在此宣傳宗教信仰，只是想分享一下我們客觀研究道
教經典的最新學術成果。這是我和我指導的博士生經過半年多時間深入細緻研究
撰寫的論文〈《太上靈寶五符序》所見黃初平傳考釋〉。中外學者都有人研究過
五符序和黃初平傳記，但我們的研究有超越前賢的新發現。我們最主要的新發現
有兩個：一是發現《太上靈寶五符序》是現存最早收錄黃初平傳記的文獻，不是
過去絕大部分學者所說的葛洪《神仙傳》；另一個新發現是黃初平能夠「叱石成
羊」的關鍵是服食了源出靈寶五符天文的松脂、茯苓。這兩種密切相關的草木藥
具有使人及其相關事物隱身變化的神奇功效。今年正逢會議贊助方、崇奉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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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嗇色園成立百週年，我們這篇文章深入挖掘了嗇色園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黃大仙信俗」的道教文化內涵，謹以這項學術成果表達我們對嗇色園的慶賀
和感謝。
如果您研究過道教儀式史，還會發現《五符序》是現存最早詳細記載道教
醮儀程序的道書。最後，就讓我借用經中醮祝之辭祝願各位嘉賓——
長生久視，靈氣衞護，袄（妖）邪亡命，疫螫不彰，魍魎遠迸，如是受上天
之佑，靈氣之助，神長守身，令三尸消去，太帝流恩，衆庶不勝洪濟之施。
謝謝大家！
呂鵬志 2021 年 11 月 30 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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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總體安排 General Arrangement
I.1 時間：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每週一、二、四、五 20：20 － 22：30（北京時間）。
Time: October 15-November 30, 2021. 20:20-22:30 (GMT+8) every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I.2 每天安排發表兩篇論文，每篇論文作者陳述 30 分鐘、評議人評議 15 分鐘、自由討論
15 分鐘，兩場會議之間休息 10 分鐘。
Two papers will be presented each day. Each presenter has 30 minutes, followed by 15
minutes of comments from reviewers and another 15 minutes of discussion. There will
be a 10-minute break between the two presentations.
I.3 每週六、週日安排會議錄像重播，週六 15：20 － 17：30 重播本週一的會議錄像，
20：20 － 22：30 重播本週二的會議錄像；週日 15：20 － 17：30 重播本週四的會議錄
像，20：20 － 22：30 重播本週五的會議錄像，供未能按時參與的師友觀摩參考。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recordings of that week's presentations will be replayed:
Saturday 15:20-17:30 Replay Monday's session
Saturday 20:20-22:30 Replay Tuesday's session
Sunday 15:20-17:30 Replay Thursday's session
Sunday 20:20-22:30 Replay Friday's session
II 具體流程 Detailed Rundown
II.1 開幕禮 Opening Ceremony
日期 Date：10 月 15 日（週五） October 15 (Friday)
主席 Moderator：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宗樹人（David A. Palmer）教授
㟑朢 ŕŪŮŦ

‚榔 ŊŵŦŮŴ

厃愼 Welcoming Remarks 1：嗇色園監院李耀輝道長
厃愼 Welcoming Remarks 2：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梁其姿
教授
20:00 － 20:30 厃愼 Welcoming Remarks 3：美國亞立桑那州立大學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
厃愼 Welcoming Remarks 4：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
▗ Group Photo
Ὴ槛䂣岪 ŌŦźůŰŵŦġŔűŦŦŤũ處ŘũŢŵġŅŢŰŪŴŵġœŪŵŶŢŭġŉŢŴġŵŰġńŰůŵųŪţŶŵŦġŵŰ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œŪŵŶŢŭġŔŵŶťŪŦŴ
20:30 － 21:30
講者 Speaker：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勞格文
（John Lagerwey）教授
梊㛍㞯 ŎŰŷŪŦġŔũŰŸ處ҿ⋷䢮懢㛨⪹ᾙ冐▪䫬⪌䭠⊏Ӏ
21:30 － 22:30 導演 Director：法國遠東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合作研究員范華
（Patrice Fava）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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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論文發表及討論 Paper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每日日程分為 (1) 20:20-21:20 和 (2) 21:30-22:30 兩個時段，每時段各發表及討論 1 篇
論文。個別情況下兩個時段 (1) (2) 安排 1 篇論文（以 * 標示）。Two sections for each
day, and one paper for each section, except papers occupying two sections*.
㝴㢮
ŅŢŵŦ

岪冔
őųŦŴŦůŵŦų

寤履⁉
œŦŷŪŦŸŦų

Ὴ㒐⁉
ńũŢŪųŮŢů

10.18 (1) The Ambivalence of Yin: Analyzing
週一 the Conflicting Images of Women in Early
Mon Daoist Rituals

謝波

Gil Raz
李福

Jacopo
Scarin
甘雪松

10.18 (2)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Debate on the
週一 Origins of the Lingbao Fast/ 靈寶齋淵源考
Mon 辨

呂鵬志

王皓月

侯沖

10.19 (1) 新見十齋記碑與寶頂十齋日像——兼及
週二 相關佛道交融十齋日源起展成
Tue

張總、
曹元琪

侯沖

周廣榮

侯沖

曹淩

周廣榮

10.21 (1) The Numinous Ancestor Elevated - On Volker Olles
歐福克
週四 the Deity Lingzu in the Fayan tan Ritual
Thu Tradition 四川法言壇科儀傳統中的「靈祖」

蔣馥蓁

向仲敏

10.21 (2) 從文檢集《雅宜集》管窺高道陳復慧
週四 （1735 － 1802）的奉道軌跡
Thu

蔣馥蓁

Volker
Olles
歐福克

向仲敏

10.22 (1) 冥府審判：歷史故事的生動再現
週五
Fri

李遠國、
李黎鶴

張總

謝波

履㜖 őŢűŦų

10.19 (2) 《夷堅志》記載的宋代佛教齋供儀式
週二
Tue

10.22 (2) 內煉與儀式——越南河內道教神像畫探
週五 析
Fri

陳文龍、
Dominique
Lemaire

崔振聲

謝波

10.25 (1) 靈寶三元齋之出典——《太上洞玄靈寶
週一 三元品戒經》合校解題
Mon

楊金麗、
呂鵬志

郜同麟

郜同麟

10.25 (2) 方術、外丹與靈寶齋——從葛玄仙傳看
週一 中古道教信仰的變遷與接受
Mon

趙允嘉、
張晨坤

趙益

趙益

10.26 (1) 傅大士彌勒分身形象的思想淵源
週二
Tue

陳志遠

甘沁鑫

甘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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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2) 贛西北授籙文憑釋錄簡介
週二
Tue

閆瑞

崔振聲

陳文龍

10.28 (1) 四川丹棱龍鵠山道教造像的調查與研究
週四
Thu

白彬、張亮

張總

李建欣

10.28 (2) 重慶江津石佛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收穫
週四
Thu

牛英彬

趙川

趙川

10.29 (1) 論宋代駢體茶榜文
週五
Fri

沈如泉

李建欣

李建欣

10.29 (2) 敕水禁壇比較研究：以贛東北上饒地方
週五 道教為中心
Fri

林振源、
呂燁

張超然

張超然

11.01 (1) 論古靈寶經對般若經中「經台」的接受
週一 與改造
Mon

甘沁鑫

王皓月

吳楊

11.01 (2) 南嶽神戲的歷史淵源與發展演變
週一
Mon

田艷

巫能昌

巫能昌

11.02 (1) 金明七真的經典與教法創造——基於新
週二 資料的探討
Tue

曹淩

白照傑

吳楊

11.02 (2) 《老子》所見早期中國宗教儀式——《老
週二 子》「物或惡之」宗教內涵考釋
Tue

薛聰、
呂鵬志

詹石窗

王宗昱

11.04 (1) 九獻儀節考：以崔靈恩《三禮義宗》為
週四 中心的考察
Thu

張曉宇

郜同麟

郜同麟

梅紅
（楊金麗代
講）

黃建興

郭武

趙川

白彬

Gil Raz
李福

白彬

11.04 (2) 嘉絨藏區的關帝廟及關帝信仰研究
週四
Thu
11.05 (1) 重慶江津區朝源觀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初
週五 步研究
Fri
11.05 (2) 道教造像起源新探
週五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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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新、
牛英彬
趙川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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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Raz 李福
11.08 *(1)-(2) The Introduction of
週一 Anthropomorphic Imagery in Daoist Ritual
Mon

白彬

Jingyu Liu
劉婧瑜

David A.
Palmer 宗樹
人、郭慧雯、
安蔚

蕭霽虹

郭武

11.09 (2) The Lanten Manuscripts: Ritual Objects
週二 in the Transmission of Ritual Knowledge
Tue

Joseba
Estevez
周思博

John
Lagerwey
勞格文

Jacopo
Scarin
甘雪松

11.11 (1) 從推關斬煞法事看贛西北普庵佛教道士
週四 所用的閭山法
Thu

楊仁昌、
譚偉倫

林振源

林振源

11.11 (2) 滇西北白族道教儀式傳統研究——以麗
週四 江玉龍縣楊姓道壇為中心
Thu

蕭霽虹、
段鵬

林振源

林振源

11.12 (1) 天授河圖，護國佐命——南北朝至唐代
週五 道教河圖經法及儀式的基礎研究
Fri

白照傑

吳楊

謝世維

11.12 (2) 唐代長安太清宮的「朝獻」儀式
週五
Fri

吳楊

白照傑

謝世維

11.15 (1) 莫月鼎使者符法的作用與傳派——以明
週一 抄本《九炁雷晶碧潭使者大法》為中心
Mon

許蔚

謝世維

酒井規史

11.15 (2) 清代以來浙南石倉的儀式傳統初探
週一
Mon

巫能昌

許蔚

許蔚

11.16 (1) 天心正法儀式系統的形成與其發展
週二
Tue

酒井規史

李志鴻

高振宏

11.16 (2) 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衍
週二
Tue

高振宏

陳志遠

李志鴻

11.18 (1) 藍靛瑤對道教儀式框架的應用——分析
週四 破獄儀式的文本
Thu

謝孟謙

蕭霽虹

陳文龍

11.09 (1) 《老撾藍靛瑤傳道教核心文庫》——探
週二 討文本收集、分類、編目和評估的方法與
Tue 相關問題

11.18 (2) Indigenous embryo, Daoist husk: Rice
週四 farming, myths, and rituals among the
Thu Lanten Yao

John
SUN Jiayue
Lagerwey
Joseph
勞格文
孫嘉玥

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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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s Long History
週五 as a Sacred Site in Northern Hunan
Fri (published article for communication)
9:00
-11:00
AM

Mark
Meulenbeld
梅林寶

David
Mozina
莫達夫

Jingyu Liu
劉婧瑜

11.19 (1) 「亦道亦佛」的法主公崇拜——試論張
週五 聖君信仰與道教閭山派的互動
Fri

黃建興

姜守誠

姜守誠

11.19 (2) 台南靈寶道壇演拜九幽懺中的登枰進表
週五 科儀
Fri

姜守誠

張超然

張超然

張總

李遠國

李遠國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David
Mozina
莫達夫

譚偉倫

Jacopo
Scarin
甘雪松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張勳燎
（趙川代
講）

白彬

趙川

11.22 (1) 瑤族《十王畫》與《十王科》例探
週一
Mon
11.23 *(1)-(2) Ritual Techniques for Creating a
週二 Divine Person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Tue Society: the Case of Daoist Law Enforcer
Lord Wang
11.25 (1) Social and Ritual Networks in Southeast
週四 Chin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u
11.25 (2) 北朝道教造像再研究（已刊論文，僅供
週四 交流）
Thu

II.3 閉幕禮 Closing Ceremony
日期 Date：11 月 30 日（週二） November 30 (Tuesday)
主席 Moderator：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David A. Palmer（宗樹人）教授

㟑朢 ŕŪŮŦ

‚榔 ŊŵŦŮŴ

㜿㢇䠋⃗ ŏŦŸġŃŰŰŬġœŦŭŦŢŴŦ處ҿ㿥ⓦ懢⩺☛㹤⾺䠓䫭⒥ʟʟ㜿⒥侲懢㛨䫭≞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ㄽ孏㴆▁Ӏ虃㜿㜖巟⎉䏗⋻▇ҷ❖吁⢡虇ĳıĳĲ虄
新書作者：法國遠東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合作研究員范華（Patrice Fava）
20:00 － 21:00
先生
新書譯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巫能昌
叢書《中國宗教研究特刊》主編：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
俌仟宝履ġńŰůŤŭŶťŪůŨġŅŪŴŤŶŴŴŪŰů
21:00 － 22:30 呂鵬志、李志鴻、林振源、侯沖、白彬（趙川代講）、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John Lagerwey（勞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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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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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