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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 
 

陳耀庭 

 

一、海內外有關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研究的主要成果 

 

全真道派的發展和演變，這一課題研究的範圍，指的是全真派創始人王重陽

祖師以及全真七子羽化以後的全真教派，連同他一直發展到今天的全部歷史。 

 

（一）關於全真道派發展歷史的分期問題 

對於全真教派的歷史發展和演變，目前中國學術界有的將它區分為五個階

段。例如：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的卿希泰教授和唐大潮教授的《道教史》將其

區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極盛轉衰期，指的是 1227年丘處機羽化到 1367年元代滅亡。 

第二階段，自守內煉期，指的是明太祖 1368年登基到 1655年清世祖順治帝

時王常月主持北京白雲觀。 

第三階段，龍門中興期，指的是王常月奉旨在北京白雲觀開壇說戒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 

第四階段，自保外流期，指的是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到 1949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 

第五階段，復興新生期，指的是 1949年以後直到今天。 

有的則將其區分為四個時期，例如：原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的曾召南教授

在他執筆的《中國道教》（四卷本）的《全真道》條目中，將其區分為四個時期： 

初傳時期。「全真道從初建至金末，是初傳時期」。
1
曾召南確定金大定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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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年）為王重陽創建全真道的第一年。 

鼎盛時期。「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滅的數十年間，是中國大地鐵騎縱橫、

血火紛飛、生民塗炭的苦難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時期」。
2 

南北歸宗時期，「自元憲宗八年（1258年）」，至完成了南北二宗的合併，「時

間大約在元代中後期」。「元代中後期又合併了真大道、樓觀道和部份淨明道，成

為唯一的一個丹鼎大派，與符籙大派正一道平行發展」。
3 

衰落時期，「入明以後，全真道步入衰落時期」。
4 

 

（二）各家對於全真道派各個歷史時期的研究概括 

對於極盛轉衰期的全真派的研究，各家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極盛」，

卿希泰和唐大潮教授合著的《道教史》認為，丘處機的時代以及丘處機羽化以後

的全真教派處在極盛時期。極盛期的標誌有三項：一是人才濟濟，湧現了大批掌

教人的後繼者；二是修建了大批宮觀；三是編纂了《玄都寶藏》，共 7800卷。1238

年，李志常繼尹志平之後掌教，卿希泰和唐大潮的《道教史》認為，「全真道在

李志常掌教期間發展到了其鼎盛期的顛峰」。
5
所謂「轉衰」，指的是張志敬繼李

志常以後掌教，在 1255年和 1258 年佛道間發生了大辯論，全真教派受到挫折，

發展進入低谷。元世祖忽必烈繼位之後，雖然全真教派逐漸恢復了元氣，也有一

定程度的發展，但是，此時的全真道派上層開始腐化。卿希泰和唐大潮的《道教

史》認為，「全真道的掌教人，早已把其祖師的立教宗旨拋置一旁，蛻變為道士

官僚，生活上腐化奢侈，所居之處為雕樑畫棟的宮室，往來之人是皇親國戚、達

官貴族，所行活動除盡職為皇室禱醮祈福外，則是長年累月為豪室巨富慶吊往

還，這種情況不只是存在於全真道上層，而且一般道士也是如此」。
6
陳垣先生在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曾經感慨說，「嗚呼！此市朝鬻道之徒，非山林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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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矣」，「故全真自孫德彧掌教以後，已失其本色」。
7 

對於全真道教的有明一代的自守內煉期的研究，各家看法也基本一致。「自

守內煉」是卿希泰和唐大潮教授合著的《道教史》對這一時期全真道特點的概括。

《道教史》認為，「隨著元王朝的毀滅，全真道本身的腐化、墮落，入明以後，

幾乎是銷聲匿跡，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不僅是在明中葉以前其道士榮貴者甚

少，終明之世也是寂然無聞」。
8
但是，卿希泰和唐大潮教授也注意到明代全真道

士對於內修術的貢獻，指出「明代道教煉養學的更加成熟」。
9
任繼愈主編的《中

國道教史》第十七章「明清道教兩大派」由現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陳兵教授執

筆。陳兵認為，「全真道在元初興盛至極，元末雖呈外盛內衰之勢，但力量還相

當強大。明王朝從朱元璋起，出於對全真道惟獨修一己性命的看法，及全真道與

元室關係密切的嫌隙，對全真道不大重視」。有明一代，全真道「教派尚小有分

化，丹書亦時有出現，說明該派道教尚不無發展的活力」。
10
王志忠在他的博士論

文《明清全真教論稿》中也認為，「自明初二百多年來，對全真教道士活動的管

制是由禁到鬆，逐漸弛禁。歷史的陰影已逐漸淡化，全真教的活動一直在下層流

傳，且人數極少，它的經濟力量決定了它不可能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亮相」。
11 

對於清代的龍門中興期的研究，各家的看法小有區別。卿希泰、唐大潮的《道

教史》認為，「全真道在經過長期沉寂之後，以丘處機門下的龍門派為主體出現

了一批高道，如王常月、陶靖庵、周明陽、范青雲、高東籬、沈輕雲等，呈復甦

之勢」，
12
「總的說來，全真道在清初王常月的振興下，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別寵

遇、扶植，其發展還是轉向民間，而且在民間的發展還是比較興盛的」。
13
陳兵教

授在《中國道教史》中評價稱，「全真諸派中呈中興之象者唯有龍門派，以龍門

律宗第七代律師王常月為中興之祖」，儘管清初的「全真道又遇上了和其興起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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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類的政治氣候」，但是，「由於全真道已經衰舊，吸引力不大，不可能再重現

金元鼎盛之況，但較之明代之沉寂，還是出現了一派中興景象」。
14
陳兵教授還注

意到全真派南傳，以及同正一派融合的傾向。他指出，經過王常月的振興努力，

「龍門派遍傳全國各地，其勢力遠超全真門下其餘諸派，幾乎成為全真道的代

表」，而傳到南方的龍門派「表現出與正一融合的傾向」，「至清末，各地全真龍

門道士，蓋多兼行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為謀生之一途，全真與正一在宗教行持

方面漸無多區別」。
15
王志忠在《明清全真教論稿》中分析了「明清之際全真教思

想的發展及其特點」，認為特點有三，其一是教派融合，不僅學兼儒釋，歸根忠

孝，而且法兼正一，相互融攝；其二是性命雙修，見性立命；其三是戒行精嚴，

由戒入門。王志忠還認為，「明清之際全真教的思想一直在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中

徘徊」。
16 

對於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全真教的研究，卿希泰、唐大潮

合著的《道教史》認為，「民國初年，道教為了適應近代社會的變化，也曾仿效

西方教會組織，企圖建立全國性的道教教會組織體系」，但是，1912年在北京白

雲觀成立的「中央道教總會」，「其發起人和領導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觀的住

持，因此，它只能說是全真道的全國性組織」，「由於缺乏經濟實力和權威領導，

因此，它們都未能形成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也未能開展有影響的活動」。
17
自

1912年至 1949年，中國連續內戰和抗日戰爭，使得在窮山僻壤的全真道觀難以

修葺，道士生存難以維持，一些在都市的全真道士不得不以做功德作為糊口的手

段。直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7年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跨宗派的道

教愛國組織——中國道教協會成立，全真道才展開了新的一頁。其後，雖然隨著

中國土地上的政策動蕩不定，全真道和正一道都歷經劫難，但是，自從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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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中國道教，包括全真道，都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護。二十年

來，全真道也一直處在百年未遇的生動活潑的振興局面之中。 

以上是目前學術界對於全真道研究演變分期的主要看法。這些看法是宏觀

的，是總體上對於演變分期的把握。不過，各家對於各個時期的內容的闡述，都

還是有一些細微的區別的。 

 

 

二、全真道研究中發現的一系列問題 

 

研究「全真道派的發展和演變」這一課題，閱讀各家研究著述，特別在研究

全真道傳人所著述的文獻時，人們會明顯感覺到目前這一研究課題面臨著以下一

些重要問題急待解決。 

 

（一）關於全真道內部宗派的演變，至今還脈絡不清 

1，全真道南宗和北宗的關係問題。全真南宗指的是流行在閩浙一帶的南方

金丹派，即張伯端、白玉蟾等等。全真北宗指的是王重陽和他的弟子等等。目前

道教史家都稱他們是全真道的南宗和北宗二大派。《道教通論》中，由陳兵教授

執筆的《金元道教》稱，「元一統後，乘南北文化交流之大潮，全真道渡江南傳」，

「全真道傳入江南後，原南宋與全真同源異流的金丹派南宗徒裔，紛紛合流於全

真門下」。
18
同樣是由陳兵為主筆的《中國道教史》第三卷第八章則認為，「『南宗』

之名，乃後人所加，用以區別全真一派『北宗』」。南宗除了白玉蟾及其門下以外，

大多數人「並無教團組織，其成員不限於職業道士。這一派在修煉方式上與同源

異流的北方全真道頗有不同」。
19
既然頗有不同，又說合流於全真門下，這樣合併

為全真的說法就很難令人信服。由曾召南教授執筆的《中國道教史》第三卷第九



 6

章第八節在談到南北宗時則說，「南宗與全真道的合流會歸，並不是在南北統一

時立即完成的，而是經過相當時間的醞釀之後才實現的。其中主要是通過全真道

的南傳，使金丹派南宗有了較多的認同機會，從而促使其中某些人出而推動了兩

派的合併」。
20
這裏說到的某些人主要是指陳致虛。陳致虛將南北二宗的傳承祖師

作了統一的安排，「南、北兩宗人都接受了這一安排，並把它作為二宗合併後全

真道長期奉守的典則」。
21
曾召南的解釋比較詳細，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說明二宗合

併中間的大量問題，特別是一個後世的陳致虛的安排竟然就能完成了全真南北二

派的合一。 

2，全真道內各派的傳承關係問題。道門公認全真道道內有派，派內有支。

可是目前全真派內許多宗派演變歷史都脈絡不清，更不要說支派的歷史。例如：

全真龍門派創派的歷史和傳承還模糊不清，原四川大學曾召南教授就說過「何時

形成龍門派，尚待進一步研究」。至於其他六子所創的派別，即：譚處端的「南

無派」、郝大通的「華山派」、王處一的「崳山派」、馬丹陽的「遇仙派」、劉處玄

的「隨山派」、孫不二的「清靜派」。這六子的宗派雖有其名，但是其傳承、活動

都不清楚。至於各宗派的支派的活動和傳承，除了青城山的龍門派碧洞宗稍有些

記述以外，其他如龍門派西竺心宗、閻祖派、南宮派、金山派、雲巢派等等目前

都缺乏研究。 

3，全真道龍門派的創建和傳承關係問題。全真龍門派是目前全真各派中徒

眾數量最大、傳承宮觀最多、也最具影響力的宗派。但是，關於龍門派何時何人

何地創建以及如何傳承等問題，根據學術界的考證研究，多有疑問。例如：根據

清代王常月的《缽鑒》和閔一得的《金蓋心燈》，全真龍門派應該以丘處機為祖

師，以丘處機的弟子趙道堅為創派祖師。但是，據《長春真人西遊記》和《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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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祖庭仙真內傳》等記載，趙道堅在隨丘處機西遊途中，歿於 1221 年，其逝先

於丘處機。原四川大學曾召南教授認為「他似無創立龍門派的行為和打算；而龍

門派以之為宗主者，恐係出於依託」。
22
關於趙道堅授第二代律師張碧芝事，曾召

南又認為，親授之事在 1312年，但此時丘處機和趙道堅已分別逝世，「怎會在此

之後五十餘年發生傳授經戒、衣缽之事」。
23
因此，曾召南認為「明代實為龍門派

的肇建時期。在那個時期中，徒眾甚少，還未形成獨立道派」，「終明之世，不見

起色」。 「自清初王常月先後在北京白雲觀，以及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

地傳戒收徒以後，龍門派確有很大的發展」。
24
因此，關於全真龍門派的傳承歷史，

只有在第七代律師王常月以後的記載，才比較可信。 

（二）一些全真道派的人物，還有爭議 

對於全真道派人物的爭議，主要表現在一些沒有明確的師承關係、文獻沒有

歸屬記載的「全真道士」身上。 

例如：明代的張三丰，是否屬於全真道。由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稱

其為「得全真之傳的元明間道士張三丰」。
25
但是張三丰師承哪一個全真祖師，如

何得全真之傳，都不清楚。另外，據北京白雲觀《諸真宗派總譜》，其中就有王

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師日新派、三丰祖師蓬萊派、松塔派等等。

這些是否屬於張三丰道派的支派，他們與全真七子所創的宗派是甚麼樣的關係。 

清代的陸西星，是清代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胡孚琛在《道學通論》中認為，

「陸長庚早年儒冠，九試不第而為道士」，
26
這個說法還算承認陸西星為道士，儘

管他的宗派歸屬還不明確。陳兵在《道教通論》中在論及陸西星的時候則稱陸西

星為「揚州興化縣儒生」，「自稱呂洞賓降於其宅，授以丹訣」。陳兵認為，「陸西

星在道教內丹學方面自成一家，然並未建立教團」。這樣的說法不僅是宗派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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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而且，陸西星的道士身份也值得懷疑了。像張三丰和陸西星這樣重要的道

門中人的生平和歸屬尚有疑問，那麼我們對於明清二代全真道發展和演變歷史的

認識就必然成為妄論了。 

再如，全真道龍門派的重要文獻《金蓋心燈》中提到的王常月以前六代律師

趙道堅等的史跡，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中就不予採納。這一些在道教內部

就存疑的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可以為大家共同認可的說法。 

（三）全真道派的文獻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目前全真道研究使用的文獻大多是《道藏》和《藏外道書》中收集的文獻。

這些文獻中，特別是由後人編纂的前人文集，還沒有認真做過文獻學的仔細考

辨。許多史事的真偽和出入的問題，還沒有作過認真的考辨和明確的結論。對於

這些文獻中存在的後人羼雜的問題也還沒有整理清楚。因此，根據這樣的文獻來

作研究，如果我們貿然得到某些結論，自然會讓人不大放心。 

例如：在人物研究方面，關於丘處機的生平，《金蓮正宗記》的「長春丘真

人」稱，丘處機「家世棲霞，最為名族」，
27
但是，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卻稱，

丘處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
28
另外《全真教祖碑》亦稱丘處機「幼亡父母未

嘗讀書」。
29
因此丘處機入道以前的家庭生活背景等等頗多疑問。關於丘處機拜師

王重陽的時間和地點，《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等文獻都稱，「七年（1167 年），

聞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
30
但是，《金蓮正宗記》的「長春丘真人」

稱，「大定丁亥春，聞重陽在昆崳山煙霞洞，竭蹶而往，摳衣請教」。
31
這二份材

料，時間雖然一致，但是地點卻不同。其次，金大定七年丁亥四月間，王重陽焚

毀茅庵，開始東赴寧海。因此，此年春天王重陽在昆崳山收丘處機為弟子，似乎

並不可能。而且，史載王重陽開鑿昆崳山之事發生在大定八年。關於王重陽為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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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端治病。據《甘水仙源錄》的「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稱，譚處端「一朝因

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
32
王重陽在大定七年十月開始坐圜，譚處

端就求醫於王重陽。《甘水仙源錄》稱，「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

宿疾頓愈」。但是，《金蓮正宗記》的「長真譚真人」則並無洗面的記載，只是說

王重陽召譚處端同榻而臥，「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
33  關

於王處一拜王重陽為師的地點。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的「王處一」稱，

「世宗大定八年，師（引者注：指王處一）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

即詣全真庵，請為門弟子」。
34
但是，《金蓮正宗記》的「玉陽王真人」則稱，「大

定春二月中，因暇日遊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乃見終南山重陽祖師在焉……遂侍

左右」。
35
一說為全真庵，一說為遇仙亭。二說不同。關於清代著名全真龍門派中

興的功臣王常月的生卒年月。據王常月的弟子呂守璞的《王昆陽傳》，王常月生

於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則王常月享年八十八歲。但是，據其徒孫范太清

編纂的《缽鑒續》，則稱王常月生於明嘉靖元年（1522 年），則王常月享年一百

五十九歲。以上種種全真文獻存疑之處，實在很多。這些都需要在經過比較、考

訂以後，得到一個可以為後人承認的結論。 

（四）全真道的其他文獻還沒有得到充份的研究和使用。 

全真道素來有刻碑記傳的好傳統。目前在研究全真道的歷史時，大量使用的

文獻都來自於《金蓮正宗記》、《甘水仙源錄》、《長春真人西遊記》和《歷世真仙

體道通鑒》等等。這些道書大多是全真道士編纂的，它們都收集在《道藏》或者

《道藏輯要》、《藏外道書》等總集裏面。除了這些文獻以外，還有大量的全真道

的碑刻材料散見於「名山志」、「宮觀志」、「金石志」、「地方志」等，雖然《道家

金石略》中已經搜羅了不少，但是還有一些殘存於外。甚至在明清筆記和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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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乃至於海外人士編寫的材料之中，也都有一些重要的全真道史料。這些散見

的材料迫切應該收集、匯總，加以研究和利用。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是否可以說，目前對於全真道歷史和演

變的研究，儘管已經在宏觀把握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事實上，過細地研究

全真道的歷史的工作還只是剛剛起步。目前對於全真道的研究，離開我們要認識

全真道演變的全貌，掌握全真道演變的規律，還距離很遠。 

 

三、全真道發展和演變的一些歷史特點 

 

因為對於全真道演變的研究僅僅是開始，無論是材料和理論的準備都是初創

階段，因此，我這裏還只能對全真道發展和演變課題提出一些經過研究的初步看

法。 

第一，全真道派並不是一個保守的宗派，而是一個開放的宗派，是一個能夠

吸取各家之長為我所用的宗派。在過去對於全真道和正一道的比較言論中，有人

或多或少地認為，正一道因為是不出家的，所以比較開放，而全真道因為要求出

家，所以不言而喻的似乎就是傾向於保守。其實，並非如此。 

全真道因保全人的本真而得名，而人的本真就是人的道性。真就是道。真是

無形的。萬物有形，形就不是本真。全真就是全有形之物的本真。這個本真就是

萬物蘊涵的道。道是發展的、變化的，因此全真的含義本身就是發展變化的。全

真祖師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就是發展了道教和變化了道教。 

全真道主張「三教融合」，以道為主，這樣一種模式就顯示了全真道的開放

的姿態。王重陽從創教開始就提出「三教合一」，在山東文登等地傳教的時候建

立了五個「會」，也都冠名為「三教」，傳教中又勸人誦讀佛教的《般若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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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孝經》以及道教的《道德經》、《清靜經》等。在詩文中，王重陽反復說

明「三教合一」的道理，例如：在《重陽全真集》中的《答戰公問先釋後道》稱，

「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孫公問三教》稱，「儒門釋戶道相通，

三教從來一祖風」。《永學道人》稱，「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等等。

36
在《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中，王重陽更加明確地說到，「三教者，如鼎三足，

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三教者，是隨意演化眾生，皆不

離於道也」。
37
王重陽的這一思想也得到了他的弟子們接受和弘揚。 

對於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目前的研究一般都將其作為一種「思想」

上的革新來加以認識，認為這是全真道的教義思想的一個特點。隨著研究的深

入，近年來，對於「三教合一」格局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三教並存」、「三教

合一」等作為一種思想潮流，事實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形成。隋唐時期

的許多高道在他們的論著中都吸取了儒家或者釋家的思想成份。也正是因為順應

了「三教合一」的格局和潮流，隋唐道教的神學思想以及道教組織都有了豐富和

發展，出現了唐宋時期道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另外，道家思想本身具有開放和包

容的特點。不斷吸收新的思想養份，豐富和壯實自己的思想體系，正是道的規律

性的內容。因此，對於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應該從更深的層次上加以認

識和分析，也就是從中國人的生存條件、文化形態和心理素質等深層次上認識。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從北到南，地跨寒、溫、亞熱等幾個氣候帶，

加上複雜的地理環境，地域交通的不便，因此，中國自然形成了在大一統體制下

的一個個地域經濟和文化的體系。在這樣複雜的條件下生存的中國人，如果固守

於本地域的成規，不能吸收別的地域的長處，不能交流和融合其他地域的生存成

果，那麼這個地域的中國人就很難維持生存，或者很難生存得好。而整個中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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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得到發展。因此，「開放」是中國人生存的需要。 

中國文化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化系統。中國文化系統的本身就是多元的。這

個多元性，表現為多民族性，也表現為多地域性。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形

態共同組成了中國文化，這就使得中國文化天然具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相互

吸收融合而共同發展的特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證明，一個時代的文化呈現開

放的姿態，那個時代國家就發展和強盛，那個時代的文化就千姿百態，豐富多彩。

因此，「開放」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需要。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中國人，自然就會形成一種「兼收並

蓄」和「融會中西」的心理素質。「三教並存」格局的出現正是以中國社會的生

存環境和文化形態為依據的。並存的三教是有差異的，有差異自然就有矛盾，有

時候也會出現對立和抗爭。但是，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三教又是可能並存的，

又是可能相互融合吸收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證明，三教能夠和諧相處的時

代，往往就是中國社會迅猛發展，中國文化演化進步的時代，而三教自身也在和

諧相處中健康的演進。反之，三教出現對抗的時代，總是社會不穩定，文化發展

停滯，三教自身也蒙受傷害的時代。因此，「開放」也是中國人心理素質的要求。 

在全真道創立以前的宋代，道教中的某些人仗持朝廷的恩寵，得意忘形，以

狹隘的心態處理三教關係，違背了「三教並存」格局的規律，致使某個宋朝皇帝

得到了「崇道誤國」的史評，而同時，道教也受到了巨大的傷害。也正是在這樣

的歷史教訓以後，才有了全真道高舉「三教合一」的旗幟，創立並迅速壯大。 

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舉的「三教合一」的旗幟，順應了中國社會只有「開

放」，只有「多元並存」才能有健康發展的歷史規律，於是，王重陽獲得了成功。

學術界有人認為，全真道的貢獻在於對中國文化做了重新組合，或者整合。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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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於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化傳統進行重新組合或者整合，大概不是王重陽

「三教合一」的初衷。或許，也不是一個王重陽，一個道教，或者一個道教的大

宗派，所能夠承受的歷史任務。小而言之，恐怕還是說，王重陽不自覺地維護了

中華文化的「開放」和「並存」的歷史傳統，使得中華文化又能夠走上健康、正

常發展的軌道，這樣似乎更加符合實際。 

三十年代有個俄國人叫顧彼得（Peter Goullart），在他的《玉皇山的道觀》

（中譯為《神秘之光》）一書中，回憶記載了當時玉皇山方丈、全真道士李理山

的一些話。顧彼得是基督徒，因為背井離鄉逃到中國，又碰到喪母之痛，暫時借

住在玉皇山。李理山說：「你不用穿得跟我們一樣。我們也討厭表面的偽裝，只

有真誠的信念和對道的理解才能讓一個人成為通道者，而不是衣服。我們不會要

求你改變信仰；你們基督教的真理，就像你以後會意識到的那樣，也是我們的真

理，並且同樣也可以說成是佛教的最高形式。只有邪惡和無知才有許多形態，真

理和智慧是唯一的、相同的。」
38
李理山不愧是近現代全真道的一位高道。他的

思想繼承了「三教合一」，而且有了發展，可以說，已經是「多教合一」了。 

正是因為全真道保持了一種「開放」的姿態，所以，在它的初創時期廣泛地

吸收了儒家、釋家以及道教正一派的許多成份。原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的曾召

南教授曾經說到，「全真道的創建者在教義、教制、教規以及內丹修煉等方面都

貫徹三教合一的思想」。
39
這一分析評價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從早期全真道的實際

活動來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全真道在教義倫理方面多吸收儒家的東西，在教制

和教規方面多吸收釋家的東西，而在齋醮科儀方面則多吸收道教正一派的東西。

就以教制和教規來說，儘管早期道教就有了規戒，例如「想爾戒」，但是，並沒

有形成明確的可以操作的條文；儘管六朝以後道教有了許多宮觀，但是，宮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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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基本上還是家長式的，並沒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職事制度，也沒有一套固定的

宮觀生活禮儀。正因為如此，道教同佛教比較起來，顯得比較鬆散，規戒也不嚴

格。全真道創立以後就按照佛教的經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宮觀職事體系，制訂

了便於操作的清規戒律，同時，還逐漸形成了有中國宗教特色的宮觀生活禮儀。

所有這些，都是原來的中國道教所沒有的，或者不健全的、不嚴格的。因此，可

以認為，「三教合一」的思想，不僅推動了全真道的教義思想的創建和發展，而

且在規戒、管理、修煉、齋醮等各個層面上推動了全真道的發展，當然，全真道

的完善也直接影響著整個中國道教的革新和發展。 

順應中國社會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時代潮流，吸取儒釋二家乃至於本教正一

派之長，從而豐富自己的神學和倫理，擴大自己的宗教生活的內容。這就是全真

道的一種開放的姿態。這些都表明全真道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保守的道派，而是

一個開放的道派。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廣博的土地上，各地全真道派出現若干地

域的差異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今後的歲月裏，全真道派根據現實生活的需要

在教制和教規方面可能出現某些新的變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應該得到

教內和教外的同情。 

第二，全真道在發展中善於把握時機。全真道在其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擁

有一些既有道教修養，又有善於分析時局的能力的高道。他們善於把握全真道派

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全真道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有過顯赫一時的時期，也有過

隱退於宮觀、無聲無息的時期。前者是顯，後者是隱。一個隱一個顯，從行為表

現上說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是全真道順應時代發展變化、把握時機的舉措。該

隱的時候不隱，是失去時機。該顯的時候不顯，也是失去時機。如果我們將「機」

視為「天時、地理、人和」之道，那麼把握時機，也就是「全」天時、地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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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真」，得天時、地理、人和之道。 

王重陽在四十七歲的時候，在金正隆四年（1159 年）在終南山甘河鎮遇見

異人，得到修真口訣以後，多年一直在陝西傳教，其間雖然收過幾個弟子，但是

由於地域的原因，傳教的效果一直不大。大定七年（1167 年）王重陽在五十五

歲的時候，毅然自焚其庵，一路求乞來到山東，在山東地區立「全真庵」，先後

收弟子馬丹陽等七人，建立了一系列傳教組織，取得了成功。王重陽的傳教地點

的變化，沒有別的解釋，只能解釋為王重陽認識了陝西和山東地域的差異，抓住

了在山東創教和傳教的時機。 

全真道龍門派祖師丘處機也是一個善於研究、分析和把握時機的高道，更是

一位政治家。他面對南宋、金朝和元朝三個皇帝的詔請，最後以七十五歲的高齡，

率領弟子十八人，從山東的萊州北上，經過蒙古軍隊控制的燕京，再向西整整走

了一年，到達塔什幹和撒馬爾汗，再向南，抵達在阿富汗境內的成吉思汗的軍營。

在同成吉思汗的多次談話中，獲得了信任和重用。其後，再從西域回到大都（北

京），費時二年。丘處機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去雪山西域面見成吉思汗。正是

他高屋建瓴，遠見卓識的表現。據《甘水仙源錄》的記載，在 1224 年的回京路

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眾說：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

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
40
這

裏的「立觀度人，時不可失」的判斷，足以說明丘處機是已經看到了弘傳全真的

時機了。這個時機就是民眾需要全真道的關懷，全真道有可能得到發展。《元史‧

釋老傳》有過比較詳細的記載稱，「時國兵踐踏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

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

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
41
丘處機回到燕京以後，利用他有敇賜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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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權力，有大天長觀居住的優勢，廣泛發放度牒，從「為奴者」和「濱死者」

中間招募了二三萬人，成為全真教徒。這二三萬人受到了全真道的關懷，又成為

弘傳全真道的骨幹力量，於是長江以北迅速成為全真道傳佈的天下。 

清代全真龍門中興的大功臣王常月也是一位善於捕捉時機的高道。王常月至

少是在六十五歲以上才從西嶽華山來到北京白雲觀出任方丈的。王常月利用清代

早期幾任皇帝對於漢文化略有寬鬆的時機，奉旨說戒於白雲觀，三次收弟子千餘

人，其後又到南京、杭州、湖州以及湖北武當山等地說戒收徒，一時間使得全真

龍門派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以上三位全真高道，都是善於把握時機的能手。當然，

把握時機來源於對於環境的清醒認識，以及對於目標的明確定位和自身力量的準

確估計，如果沒有這樣一些因素，那麼，時機永遠是把握不住的。當然，也不能

想像，一個全真道的領袖，只知道晨鐘暮鼓、閉關修煉，不問天下大事，不顧道

眾死活，就能夠把握甚麼良機。 

第三，全真道是道教中一個有比較嚴肅的規戒，有比較嚴密的師承制度的宗

派。從全真道的歷史來看，全真道之所以比較重視宗派的組織建設，自然同它初

創時就建立了「三州五會」有關。所謂「三州」指的是萊州、登州和寧海州。所

謂「五會」指的是「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

和「三教平等會」。這樣五個會都是全真祖師王重陽在進入山東地區傳教以後，

不到二年的時間裏建立起來的。也就在這一期間，王重陽還收了高徒七人。王重

陽的弟子們在傳教的過程中，也建立了一系列的「會」，例如：丘處機在西行回

到燕京以後，建立了「平等、長春、靈寶、長生、明真、平安、消災、萬蓮」等

八個會。這些會都是全真道同信教群眾密切聯繫的專門組織。王重陽在《金蓮會

詩》中說，「諸公須是助金蓮，願出長生分定錢。逐月四文十六字，好於二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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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緣」。
42
由此可見，參加王重陽及其弟子建立的「會」是要交付四分錢的。交錢

入會，一方面是在經濟上支援了全真道的傳播，更重要的是表明信徒入會的自覺

以及這個傳道組織的健全和嚴密。從文獻上可以推測，「三州五會」的各個會都

有「會首」，也就是傳道組織的領袖，例如，金蓮會的周伯通，玉華會的張公、

邵公和李某，三光會的周彬甫等等。這些會首可能是地方的鄉紳，但是絕不是全

真道士。他們在組織和發展全真道信徒、傳播全真道思想，乃至於在經濟上和人

力上給全真道的創立和發展以支援和推動等方面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當然，全真道的這些組織並不納入中國封建王朝的「郡縣管理制度」的管理

體制之中，並不在王權和族權的控制之下，因此，中國的封建王朝不會允許這樣

的傳教團體長久的存在下去，並且事事和時時存以戒心。史載，王重陽歸葬時，

金朝政府出動大量軍隊，防止全真道聚眾作亂，就是證明。不過，正是初創時期

成功地組織「三州五會」的經驗，使得全真道派十分重視本宗派內部的組織建設

和規戒建設，並且建立了比較嚴密的師承制度和清規戒律，以及比較完整的宮觀

管理體制。 

說到全真道派的規戒、師承、放戒和叢林管理制度，人們常常會說，那是向

佛教學來的。其實，在中國多元的文化體系中間，各種文化體系相互之間的學習、

借鑒乃至於模仿、融合等等，這些都是經常發生並且屢見不鮮的，不足為怪。在

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道教向佛教學習的有之，佛教向道教學習的亦有之。相互的

學習，並沒有妨礙道教之為道教，佛教之為佛教。這樣一種相互學習和融合，因

為符合了中國文化的多元並存的規律，因此，也有利於道教和佛教各自的健康發

展。王重陽祖師在創立全真道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同原來的道教天師道派不同的

教制、規戒和管理的思想。這些集中反映在《重陽立教十五論》裏。這部經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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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重陽祖師所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闡述的思想已經充份體現在後世全真

道的全部宗教生活之中。例如：《立教十五論》的第一論「住庵」稱，「凡出家者，

先須投庵」。
43
這就規定了全真道士必須出家住廟的基本制度。《立教十五論》中

的「合藥」、「打坐」、「降心」、「煉性」和「匹配五氣」等，則為全真道士清心寡

慾的「清規戒律」和「內丹修煉」的宗教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至於全真道派的

「叢林」制度和「放戒」制度，雖然有佛教的影響，但是全真道正是依靠這樣的

制度，確立各宮觀在本宗派的地位、加強本宗派內部的組織性、以及培養本宗派

的優秀人才，這些作用都是顯而易見的。 

所有這些教制、規戒和管理體制，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了保證實現

王重陽祖師及其弟子們的「濟世度人」的主張。過去有人或多或少地認為全真道

是一種僅僅修自己成仙，不問人間雜事的道派。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全

真道的講修煉，講規戒，講管理，同樣是為了實現「濟世度人」的主張。只是由

於歷史條件的變化，在全真道隱而不顯的時代，全真道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全真道士有關個人內修的著述可能會多一點，但是，這些內修著述的問世，

也是全真道服務社會，憫憐眾生，護佑眾生的體現，也可以理解為，是在特定的

歷史條件下全真道「濟世度人」的一種方法。 

第四，全真道在發展中與其生存的地域傳統、文化樣態以及社會生活緊密結

合。元代以後，全真道逐漸走向神州大地。清代初年，龍門中興，一時間全真龍

門幾乎佔據中國宗教的半壁江山。雖然，走向全國的全真道龍門派來自一個源

頭，從清代以後各地全真龍門道士都以受戒為入道的標誌，但是，中國的地域遼

闊，地域生存條件和文化特色多有不同，因此，各地區的全真龍門道士在弘教的

過程中，在嚴格遵守神學思想和規戒制度的同時，必然也在生存方式、弘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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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活動等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調整。這樣一些調整，也就形成了各地全真道

的某些差別。 

仔細考查這些相同和相異之點，人們不難發現，地域語言的同異是不同地區

全真道出現同異的重要原因。全真道創建於陝西和山東，屬於黃河流域的中下游

地區，在語言上屬於中國的北方方言的範圍。中國的北方方言大約就在全真道出

現的年代逐漸形成，即金元時期，並在金元以後，由於中國封建王朝大多定都於

北京（即大都、燕京）因而逐漸成為中國官方使用的共同方言，佔據了中國方言

的主導地位。現在的普通話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分

佈於從東北和長江流域的中部直至西南地區，使用北方方言的人口佔據了中國總

人口的大約百分之七十以上。北方方言區內，雖然由於地域經濟、文化形態以及

語言發音的微細差別又可以區分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

但是，其總體語音、辭彙和語法保持著相當的一致，同時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形態

上也具有許多共同點。北方方言地區的共同點，為全真道在這些地區的迅速而順

利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謂「十方韻」，事實上只能說是北方方言區內的

全真道士共同的科儀音韻。當全真道傳播到非北方方言地區，「十方韻」難以為

本地區民眾接受，全真道自然會發生不同於北方方言地區的差異。例如，溫州地

區的全真道就不使用「十方韻」，而兩廣地區、香港地區的全真道更是滿口粵語，

難以使用北方方言地區的科儀經本和唱腔音韻。與此相一致的就是這些地區的生

活條件和文化形態也同北方方言地區有很大的不同。 

考查這些相同和相異之點，人們不難發現，地域經濟發展狀態和文化形態的

同異，也對不同地區全真道的差異有重要的影響。四川是道教正一派的發源地。

當地百姓有正一科儀的習慣和傳統。在全真道傳入四川以後，根據當地民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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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習慣，四川的全真道也大量吸收了正一派科儀的形式和內容。清代末年民國初

年，四川青羊宮編訂的《廣成儀制》收集的全真科儀達到二百七十五種之多。從

儀式的內容和功能來看，幾乎覆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滿足了信徒各種

信仰要求。如此多樣的科儀，是中原地區的全真道所沒有的。在全真道傳入兩廣

地區，特別是香港地區以後，隨著兩廣和香港近百年來社會生活急劇變動，經濟

飛速發展，加上中原地區五十年前戰亂頻繁，地區間的交流不能正常開展，於是

兩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全真道為了適應本地的社會和經濟形勢的要求，適應社會

文化形態的潛移默化的變化，在教制、教規以及管理制度上都出現了適應性的變

化。原來出家的，變得不出家了。原來住廟的，變得可以住家了。原來吃素的，

變得可以吃葷了。原來是方丈管理制度的，變成了董事會或者理事會制度管理

了。儘管出現了同北方方言區的全真道不同的變化，但是，誰也無法否認，兩廣

地區和香港地區的全真道士仍然是正統的全真道士。他們的宮觀仍然是正宗的全

真道觀，因為他們的源頭是相同的。 

不同地區的全真道的這些差別恰好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全真道也是開放

的宗教實體，也是一個能夠適應時代和環境的道派。將全真道看成是一個一成不

變的道派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也不符合全真道發展的歷史實際。 

 

 

結  論 

 

從金元時期全真道創立以後，全真道派在「濟世度人」和「全其本真」的神

學思想規定之下，一直是一個制度和規戒比較嚴密、以立觀度人、修身養性、誦

經齋醮等手段密切聯繫道教信徒、為道教信徒的信仰服務的道教派別。 

全真道派雖然從金、元、明、清直到今日，經歷過「顯—隱—顯—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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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階段性的不斷變化，經歷過內守和弘傳的不同時期，但是，由於全真道順應著

中國多元文化、並存融合的發展傳統，因此，全真道始終同信徒保持著密切的聯

繫，並且保持著持久的生命力。 

全真道派能夠以開放的姿態、嚴格的戒律、真誠的服務，獲得廣大道教信徒

的信任和重視，因此，全真道派能夠持久地躋身於中國道教的各個派別之中，並

且在多元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著重要的一頁。 

對於全真道的研究，目前還只是剛剛開始。大量全真道派的史料尚待認真的

收集和仔細的考辨、求證。對於全真道的各個支派和歷史人物的研究，還有大量

的基礎工作要做。因此，對於全真道派豐富的宗教生活的內容，及其珍貴的歷史

和社會價值，都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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