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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1368－1434）全真教南北宗風研究 

 

 

 

序引：全真教內丹修煉與明代社會 

 

關於道教對明代社會的整體影響，目前學界尚未見有著述予以全面研究。這

是一個既有價值，同時又很有難度的課題。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一方面明代

的傳世文獻汗牛充棟，研究者要想在短時間內將各種文獻材料搜羅一遍，難度很

大，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跨學科的題目，它不但牽涉道教，而且也涉及明代社會

方方面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等都要加予考慮。這當然很不容易。然而明代

社會又是一個很有個性魅力的社會，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啟動

期。 

1、大歷史視野下的明王朝（1368－1644） 

從世界歷史大背景看，在明代延續的這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中，隨

著航海貿易業的不斷發展，世界各文明板塊的聯繫愈來愈趨於緊密。全球化的第

一浪已開始掀動。歐州尤其是西歐已開始經由地理發現、貿易增長、宗教改革、

政制變革等重大歷史事件，開始步入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世

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運動已開始進入第一階段。由此世界歷史的中心也轉入歐州。

自此之後，我們就應從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來評判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從政治方

面說，明王朝不但是由漢族建立的最後的一個統一王朝，而且還別具一格地取消

了在中國歷史上延續近二千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本人直接執政。而皇帝一人又

無法獨自應付繁重的政務，因此，與皇帝最為接近的宦官集團因分享皇權而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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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崇高地位。換句話說，宦官專權在明代是有其體制基礎的，絕非某位宦官的個

人行為。從經濟方面說，明代的商品貨幣經濟特別發達，已經開始孕育衝破傳統

社會結構框架，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諸多新經濟因素。對此，國內不少學者又稱之

為資本主義萌芽。從思想文化方面說，明代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雖然仍然是傳統

儒家思想，尤其是明代中期王陽明融合佛道創立的新儒學，對明代社會精英階層

影響很大。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佛、道二教對明代社會的實際影響比儒家要遠為巨

大，這在下層民眾中表現尤為突出。因而明代思想界又呈現出多元化、多種文化

價值形態並存的局面。這其實有利於呼應明代不斷壯大的新經濟因素，進而推動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可惜由於此後滿清入主中原，打斷這一歷史演進歷程。 

 

2、道教內丹修煉術對明代社會的滲透 

關於明代道教發展狀況的總體估價，目前學界爭議頗大。出現兩種絕然相反

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明代道教總體上呈現沉寂狀態，是道教從停滯走向衰落的

階段。
1
另一種則認為明代是道教最具影響力的時代。

2
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分岐，

乃是因為學界對明代道教的研究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許多問題缺乏研究。僅從

這些年中國大陸道教研究情形看，學術界對於明代道教的研究的確是一個相對薄

弱的環節。眾所周知，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道教承元代以來教派融合的大

趨勢，逐漸整合為相對集中的兩大道派：全真與正一。雖然關於明代道教兩大派

的歷史發展及其對明代政治、思想的影響，學界已有一些論著問世。
3
然而相對

於其它斷代而言，學界對明代道教的研究，無論是對全真教還是正一派，都顯得

過於粗線條。在目前缺乏詳盡而充分的有關明代道教專題的、個案的研究條件

下，冒然描述明代道教的歷史發展的全貌，其結果只能是作一些概略式的泛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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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而且這種概略還往往失真。更遑論由此進一步討論道教與明代社會、政治的

互動及其對明代歷史的深刻影響。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個案、專

題等細節性的研究主題上。只有在這之後，才能對明代道教的整體發展及其在道

教史中的地位做出準確的估價。在此，我們擬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明初全真道活動

狀況及其傳承宗風這一問題。而從相關歷史文獻看，明初全真教最重要的一項活

動就是內丹修煉。正是全真教的內丹修煉思想、實踐及其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

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產生深遠的影響。 

道教對明代社會的滲透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乃在於其內丹修煉思想及

實踐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深刻影響。作為道教的一種重要修煉方法，內丹術自唐

代中期創立之後，經歷宋、元時期幾百年的完善與發展，到明代早已走出道門，

在社會中廣為傳播。由於內丹術乃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結合緊密的修煉方式，一旦

選擇這種修煉方式，就要付之行動，與修煉者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而從一定

意義上說，內丹修煉就是一種以體道為終極歸依的生活方式。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內丹修煉術在向明代世俗社會傳播時，已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此即由道教

的根本證道之術變形為以養生延年為目的的養生術。這種變形乃是道教與中國傳

統社會互動的結果。明代社會對道教內丹修煉術接納的廣度與深度在中國歷史上

都堪稱空前絕後。其時社會各階層，上至皇帝、藩王，中至知識精英，下達底層

民眾都有不少成員，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內丹術的修煉與傳播。不過由於各自所處

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們在內丹術中擇取的成份也不同。皇帝、藩王們主要是把修

煉內丹作為一種養生方式。在他們看來，內丹術與房中術、外丹術、藥物服食術

等傳統養生術並無不同。當然也有些藩王是通過內丹修煉過一種修道的生活。至

於知識精英們，雖然也有出於養生延年為興趣進行內丹修煉實踐，但更多是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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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其中思想養份。而對一般的生活於社會下層的普通民眾，則往往通過內丹修

煉術的師徒相傳，以結成各種類型的民間社團。這其中有不少還演變成規模不等

的民間宗教。因此，明清時期民間宗教的蓬勃發展與道教內丹修煉術的廣泛傳播

密切相關。總之，道教內丹修煉術在明代社會廣泛傳播，業已成為一種強大的社

會思潮和生活習尚。這種現象出現，表明道教這種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本來居於非

主流地位的宗教信仰，在明代開始努力擴展其生存空間，與正統儒家思想意識展

開競爭。 

 

 

一、明初北方全真教的清淨修煉宗風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明初乃是指太祖開國至明宣宗朱瞻基統治時

期，即從公元 1368 至 1434 年，共計七十六年。我們之所以擇取這一段作為重點

研究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它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目前這一階

段全真教發展歷史尚未得到認真清理。眾所周知，宋元以來，道教各大道派無論

是符籙派還是煉養派，均已普遍接納內丹術，將其視為證道了悟的根本修持方

法。其中尤以全真教與內丹道南宗為甚。這兩派實際上都是以內丹修煉實踐為依

託來建立其宗教組織的。像全真教祖王重陽在開教之初，就是以一位成功的內丹

修煉者形象出現的。他在金代建立的小型全真教團，起初主要也只是在核心成員

間秘密傳授一些內丹修煉功法。其性命雙修、三教合一的立教原則也是居於內丹

修煉的實踐提出的。這與明代後期興起的民間宗教團體例如大成教、弘陽教、黃

天教等，並無實質分別。只是由於其後丘處機善於抓住蒙古入侵、中原地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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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破裂這一極為特殊的歷史機遇，以古稀高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

汗，並最終獲得他的信任。這樣全真教才得以成功進入蒙元王朝的政治體制中，

為其承擔「告天祝壽」等國家祭祀職責。然而儘管全真教在元代已由一個民間內

丹修煉組織轉變為政府認可的正統宗教，它仍然保持著以內丹修煉為教門核心的

本色。性命雙修、功行合一是其貫徹始終的兩大立教原則。相比之下，內丹道南

宗就沒有遭遇這麼好的歷史機遇，因此儘管兩者起初都是在民間活動，但南宗始

終沒有以一種新道派的形象為南宋政府所認可。因此等待它的命運只能是隨著南

宋的覆亡而與北方全真教合流。 

從內丹修煉術的歷史傳播看，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在元代，無論是

北方的全真教，還是南方的內丹道南宗，都已經在本派宮觀中設立起固定的、用

於教徒進行內丹修煉的場所，這就是缽室，又名缽堂、環室、環堵，南宗則多名

為靜室。關於全真教缽堂的起源，已有學者撰文予以討論。
4
在此我們要強調的

一點：全真教在宮觀中設置專門缽室用於內修，乃是吸收北宋末、金初民間內丹

修煉團體的經驗。像北宋張孝純《高尚處土修真記》，就記載北宋末年高道劉卞

功居家建造環堵，並終生坐環修道。此事在北宋後期影響很大，經宋徽宗表彰，

並曾給馬丹陽留下極深印象。
5
其後在元代全真教，各大宮觀都普遍設置缽堂、

環室等場所，用於教徒居中修行。而內丹道南宗雖然由於缺乏隸屬本門的固定宮

觀，但於居家修煉時也有較簡陋的修煉場所。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元代全真教

宮觀中內丹修煉已經制度化。這對於內丹修煉術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起到非常

重要的推動作用。事實上，明代社會中內丹修煉之風的盛行，皆可溯源於全真教

南北二宗對這種內修術的傳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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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初的陝西重陽萬壽宮 

關於明代北方全真教的活動情況，由於缺乏完整的記載，學者們多不甚了

了。清代熟諳全真教史的學者陳銘珪猜測說： 

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北方無聞焉。豈元末北方大亂，

於時宮觀殘燬，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
6 

而洪武元年元順帝出奔後，長春法嗣，未聞有復令掌教者。北方全真之

不振，實由於此。7 

陳銘珪的猜測只有部份合理性。誠然全真教由於與元廷的密切合作關係，加

之朱明王朝原本發跡於江南，由於地緣因素的影響，因而與同處江南的正一派有

著天然的親近感。早在開國之初，朱元璋就以南京朝天宮為中心，招納大批南方

正一派高道，形成以龍虎山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為核心的「朝天宮高道集團」。

據此，朱元璋便確立起有明一代與正一派結盟的基調，並將國家祭祀的重任委託

給他們。這就使正一教在明代政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因此入明之後，全真教

的政治地位較正一派確實要低得多。
9
 

然而，全真教乃是以內丹修持為核心創立起來的道派。它的根本生命力就在

於其清淨修持的教風。它固然有其應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通過內丹修煉以

證脫生死這一大事因緣為目標的宗教精神。因此在明代，當它喪失政治地位時，

並未甘於消沉，而是又重新回復其創教初期時清淨修行的傳統宗風。因此明人多

稱其「清修道教」。
10
關於明代北方全真教的活動，儘管缺少完整的文獻記錄，但

我們綜合明人碑刻、遊記、方志及《道藏》等相關材料的片斷記載，還是可以拼

接出一幅畫面。總的看來，元代北方全真教的幾大勢力中心在明代並未完全毀於

兵火，而仍然在教內保持相對活躍的狀態。它們分別是以祖庭重陽萬壽宮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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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南山地區，以全真教總部──堂下長春宮（明英宗正統年間，始改名為白雲

觀。）為中心的北京地區，以河南玄妙觀、湖北武當山為中心的中部地區，以及

以嶗山太清宮為中心的東部地區。這些宮觀組成一張全真教門勢力網絡，教徒互

相掛單、參遊，展開其清淨修持的內修生活。 

終南重陽宮。該宮地處陝西終南山地區（今屬陝西戶縣），金元時期被全真

教尊稱為祖庭。此地因為係全真教祖王（道號重陽子）煉化及遺蛻歸葬之地，

因而在全真教門得到特別的尊崇。祖庭是全真教在關右地區的傳教中心。在金元

全真教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蒙古太宗十二

年（1240）之後，蒙元時期全真教的西部宮觀群體就以重陽萬壽宮為中心，以其

周圍宗聖宮、太平宮、華清宮等為骨幹，輔之於數目眾多的下宮別院。形成一張

縱橫交錯的宮觀網絡。因此蒙元時期全真教的祖庭有廣、狹二義，廣義地說祖庭

乃指以重陽宮為中心的一組星羅棋佈的宮觀群體。狹義地說，祖庭就是指位於終

南劉蔣村的大重陽萬壽宮。重陽宮在元代是一座十方宮觀，位於陝西終南山之北

麓，東有澇水羽翼，西有甘水護衛，自然環境非常優美。
11
明代全真教在西北地

區的這張以重陽宮為中心宮觀網絡不再有記載，我推測它的完整性似已受到損

壞，但重陽宮本身仍然在全真教內佔據重要地位。 

據清修《陝西通志》記載，明代重陽宮仍保存完好。宮內藏有元時所建皇家

護持聖旨碑、元成宗御賜御服、趙孟頫手書碑文真跡等鎮宮之寶。這些凝聚著歷

史記憶的寶物，時刻喚起觀賞者追憶其昔日的輝煌。《陝西通志》述明代重陽宮

云：「重陽宮在縣東六十里，地名舊為劉蔣村，今為祖庵鎮。元翰林劉祖謙記云：

師咸陽人，姓王名，字知明，重陽其號。金正隆間遇至人於甘河，後於南時村

掘地為隧，封高數尺，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村。成道時，門人建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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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祖師庵。元季門徒道眾會葬祖師重陽真人，興建殿閣，名重陽宮。又有《敕藏

御服碑》，王重陽手書《如夢令碑》。明知縣鄭達所書《蘇武慢詞碑》，今寶之。」

12
可見，重陽宮在清代還保存著不少元代建立的珍貴碑石，它們分別是王重陽手

書《如夢令碑》、趙孟頫手書《敕藏御服碑》。此外，應該還有元成宗於大德七年

親賜的御服一件，及蒙古字聖旨、令旨碑、李道謙書碑、姚嬘書碑等教史遺跡文

物。關於御服，據元趙世延《大元敕藏御服之碑》記載，成宗在大德七年（公元

1303）夢遊重陽萬壽宮，「翼日，敕尚衣出嘗所御服一襲，遣集賢大學士臣獻可、

近侍臣把海等，馹置於是宮。」
13
此御衣安置在宮中寥陽殿。這時正值孫德彧擔

任陝右教門提點兼領重陽萬壽宮事。這件事在當時不但對重陽宮，而且在整個朝

廷也是一件廣為為人傳誦的奇事。就重陽宮而言，成宗賜予御服，等於得到了一

件鎮宮之寶。趙孟頫手書《敕藏御服碑》就是記載這件御服的來歷。除趙孟頫外，

當時朝中不少文臣都為之撰寫文記。據《石墨鐫華》載明趙子函《訪古遊記》記

載，明代這件珍貴的御服仍保存下來。
14
此外，據《陝西通志》卷二十八記載，

重陽宮在萬曆年間曾有過一次重修。 

關於明代重陽宮的活動，我沒有發現太多的直接的文獻記載。僅據明尹文振

《重修洪妙庵記》的記載，成祖永樂年間高道侯圓方，奉旨與禮部尚書胡瀅一同

尋訪張三丰：「久而復命將歸，給領《道藏》經，並護敕住持宗聖、重陽等宮，

統理道眾。」
15
這裏提到侯圓方在尋訪張三丰之後，曾住持重陽宮。從給領《道

藏》經之語看，侯圓方奉敕住持宗聖、重陽二宮，當在英宗正統末期，即 1445

至 1449 年之間，因為英宗向各大宮觀集中頒佈新修《道藏》就在這幾年。另外

據碑文，侯圓方在宗聖宮留有傳承法系，其世系為唐襲淳－郝繼常－郝宗進、徐

宗禮－馬明昌，此時已至武宗正德十年。我們不知道侯圓方在重陽宮是否也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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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傳承。不過從明代全真道士雲遊、參訪的軌跡看，它仍然是全真教徒心目中

的修煉聖地。此外明初有不少高道都有在重陽宮學道的經歷。據明嘉靖十四年

（1535）所刻的《重修（陝西）三原志》記載，明洪武年間，陝西全真派高道劉

宗道就曾在終南重陽宮學道。他是陝西三原縣人，明初在西北地區頗負盛名，與

第一代慶王關係密切。其文云：「劉宗道，三原浮陽鄉人，洪武十八年（1385）

學道終南山重陽萬壽宮，後住邑之通玄觀。（洪武）三十三年（1400）歲旱，慶

府召宗道禱雨，克應命。繪像製讚以賜其歸。越明年，無疾而卒。」
16
劉宗道是

陝西本地人，在洪武十八年（1385）入重陽宮學道。考《明史太祖本紀》，洪武

二年（1369），明軍就已有效控制陝西。而洪武十八年重陽宮早已恢復正常宗教

活動。由此可見，元明易代並未使陝西重陽宮遭遇致命性的破壞。又從劉宗道隨

後住居三原通玄觀看，明初陝西一帶全真教宮觀網絡仍然存在，重陽宮作為全真

教宮觀網絡核心，與當地小宮觀依然有人員往來。此外，對於文中提到慶王舉辦

祈雨醮一事，值得我們重視。根據美國學者王崗的研究，明代不少藩王有著累代

相傳的好道傳統。他們或學道修煉，或刊刻道書，或舉辦醮儀，或贊助宮觀修建，

構成推動明代道教活動的一支重要力量。
17
《重修（陝西）三原志》提到的這位

慶王，當係慶靖王朱栴（1378－1438）。他是太祖第十六子，建文三年（1401）

徙封寧夏。從他在建文二年於封地舉辦祈雨法事看，可能徙封前一年就已入居封

地。慶王自號凝真子，對道教頗為喜好。關於劉宗道與慶王的交往，《陝西通志》

也有記載： 

劉慶道，三原人，為元通觀道士。能役使鬼神，祈禱雨澤。又能以數知

人生死，名曰癸亥數。後慶王大集陝西僧道，修追薦事。眾既集，宗道徐至。

是日，天甚睛霽，眾皆樹旛揭榜，具金袈裟法衣，作樂迎經於道。宗道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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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具，端坐而已。須臾，大雨驟至，眾旛榜俱盡，金衣俱濕。俄睛霽，宗道

始行事。其日惟宗道一壇在焉。慶王以為神，以金冠瑰之。葬時有二鶴翔柩

上，若送葬然。 

文中元通觀，據上引《三原志》，當係通玄觀之誤。不過這裏記載的是追薦

法事，而非祈雨醮。或許慶王在當時不只一次舉辦法事。由慶王贈送金冠來看，

劉宗道得到慶王的尊崇是毫無疑問的。他無疑是明初西北地區享有盛名的全真高

道。然而，儘管劉宗道曾學道於重陽宮，但卻是以祈醮、癸亥數知名於世。可見，

明初重陽宮道士教育課程中除內丹修煉外，也包括祈醮、卜筮等法術。 

除劉宗道外，明初還有不少全真高道也有在陝西重陽宮坐環修煉的經歷。眾

所周知，全真教內丹修煉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雲遊參訪。早在金代，全真教

祖王重陽就論述了雲遊參訪對於修道的重要性。他在《重陽立教十五論》區分了

真雲遊與虛遊，其所謂真雲遊乃是： 

二者參尋性命，求問妙玄，登峨險之高山，訪明師之不倦，渡喧轟之遠

水，問道無厭。若一句相投，便有圓光內發，了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

如此之人，乃真雲遊也。
18 

按照王重陽的理解，修煉內丹除坐環苦修外，還應外出雲遊訪師，修煉心性。

這也是全真教入世修行的一部份。王重陽這一修行方法明顯受到唐宋以來佛教禪

宗叢林制度的影響。不過在王重陽的時代，教徒雲遊訪師並未與宮觀制度結合起

來。而在明代全真教宮觀中，雲遊訪師顯然已經制度化，成為全真教宮觀制度的

重要組成部份。明陸道和編《全真清規》是對明代全真教宮觀制度的真實記錄，

其中就專列「遊方禮師」條，其云： 

既遊諸方，參訪師德，且要道具整肅。初到入院，便看西廊有「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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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或「駐鶴」二字，於此便歇。或久住，擔子平放，或經過，頭高頭低，

靠在壁上。便取氅衣搭在左手，或有直堂知客出來，便穿氅衣，稽首賓主。

或問來歷，某州某觀，師某姓，答曰某處某州某姓。問答已畢，請入。若旦

過，除鋪蓋外，並皆入包，鋪單了畢，洗足更衣。復見知客行禮，曰：即日

恭惟知賓大德先生，起居多福，某久聞仙隱，特來瞻仰尊顏，荷蒙收錄，鋪

單展缽，不勝感激之至。稽首。領見主者，禮曰：即日恭惟提點真人，起居

清福，某久聞道風廣博，特來座下瞻仰尊顏，荷蒙收錄，鋪單展缽，不勝感

激之至。稽首。或留茶畢，起身相謝，適間輕踐方丈，荷蒙煎點，下情無任

激切屏營之至。稽首。行禮已畢，歸單。主者答曰：山門有幸，鶴駕來臨，

有失迎接，不勝云云。又起單相留曰：院門寂寥，堂廚淡薄，故望高士久留

鶴駕，起助道風，無任攀戀，望息之至。稽首。
19 

這是明代全真道士雲遊掛單所用的一套禮儀。它表明在明代全真道士雲遊掛

單已成為一項制度。
20
作為一座全真教的十方宮觀，陝西重陽宮正是四方全真道

士掛單參訪的中心。從《太嶽太和志》的記載看，明初湖北武當山與終南重陽宮

的聯繫甚為密切。其時武當山有不少全真高道或者來自重陽宮，或者由武當山至

重陽宮掛單修道。他們分別是單道安、盧秋雲、丘玄清、李德、李素希、孫碧

雲等。這些人中有幾位在太祖、成祖朝受到重用，個別如丘玄清甚至還在朝中居

顯職。然而，有關他們的傳記，正史中卻少得可憐。 

單道開，湖北均州人，活躍於元末明初。他曾師從元代武當山一代高道張守

清。我們知道張守清曾於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赴京師祈雨，隨後即被元廷加

封「體玄妙應太和真人」。
21
儘管是在武當山拜師學道，然而在洪武初年單道開卻

來到終南山重陽宮居環修煉。《太嶽太和山志》記載：「洪武初遊方，遍覽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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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南諸名山，道化盛行，濟人為大。仍居環堵於重陽萬壽宮。」
22
又其弟子李素

希，字幽儼，號明始韜光大師。他係河南洛陽人，洪武初年至湖北武當，師從單

道開。單道開去世後，他又攜其師冠履返藏重陽宮五華仙墓。李素希曾於永樂三

年獻榔梅，成祖對之十分重視，將其視為「奉天靖難」的祥瑞。次年成祖還在京

召見李素希：「賜座於便殿，諭以理國治身之道。師以道德奏對，上悅，禮待甚

厚，賜還本山。」
23
 

又明初住持武當山五龍宮的全真高道盧秋雲，也曾居陝西重陽宮修道。盧秋

雲，湖北光化人，《太嶽太和山志‧張三丰傳》稱盧秋雲曾師從三丰真人。
24
不過，

在本傳中又說他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真之理。後歷江右諸名山，

入龍虎，謁天師於上清宮，佩領教符，復歸武當五龍宮，住持有年矣！」
25
盧秋

雲仙逝於永樂八年（1410）。從盧秋雲遊歷的線路看，明初全真道士雲遊參訪的

宮觀並不限於全真派，也包括正一派宮觀。此外又有武當山元和觀道士李德，

自幼出家於陝西重陽萬壽宮，中年之後乃遊武當，師從紫霄宮高道曾仁智，從之

習清微雷法。李德在明初還受到湘王朱柏的尊崇：「洪武二十三年，湘王殿下

來謁武當天柱峰，見師有修煉之功，益嘉之，賜住荊州府長春觀。」
26
李德之

所以要到武當山紫霄宮學習清微雷法，乃是因為自元中期以來，武當山的全真道

士就兼習清微雷法，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高道張守清就兼習清微雷法。其後元末

明初全真高道兼習清微雷法者還有趙宜真、劉淵然等人。按：兼收並蓄多家道法

乃是明代各道派的共通現象，例如正一派天師張宇初也修習內丹，我們不能因此

就說他背叛正一派。 

洪武年間由陝西重陽宮來武當山修道的高道還有丘玄清，他在洪武十八年

（1385）曾擔任太常卿，成為明代首位道士出身的太常卿。丘玄清（1327－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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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雲谷，陝西富平人。幼從道士黃德禎出家，主要在陝西重陽宮全真教祖庭修道。

據《太嶽太和山志》記載，他於洪武四年至湖北武當，師從全真派高道張三丰。

27
後奉三丰之命，住持武當五龍宮。大約在洪武十年左右，太祖聞其有治才，於

是詔任監察御史，十八年擢升太常卿。
28
丘玄清深受太祖寵愛，太祖稱其繼任以

來，「祀事嚴潔」。
29
他還開創了明代道士在朝中擔任顯職的傳統。其後，有明一

代居然出了六位禮部尚書。丘玄清有弟子燕善名、蒲善淵均居武當修道。蒲善淵

還於洪武十五年擔任均州道正一職。
30
從這兩位弟子的命名看，我推測他的道脈

傳承在武當山一直存在。 

最後還有孫碧雲（1345－1417），號虛玄子。陝西大荔人，十三歲即在華山

修道，屬全真派。
31
他曾師從張三丰。我們雖然沒有找到他居留重陽宮的證據，

但華山諸道觀在元代一直屬於西北全真教以祖庭為中心的勢力圈內。這從他於明

初重建位於陝西鄠縣的志道觀一事也可看出，關於此事，《重修鄠縣志》載云：「志

道觀，一名四真堂，舊志載秦渡仙柳在四真觀。宋沖（重）陽王真人演教之所。

馬、譚、丘、劉自山東來，分志插柳，各自為宗，遂名四師堂。春夏之交，仙柳

爭榮，綠葉茂密。更宋元，柳枯。洪武初，敕賜應夢真人孫碧雲遊覽終南、太華，

經歷於此，仙柳枯而復榮。」
32
至道觀元時係重陽宮下院，華山道觀在元時也屬

全真宮觀網絡組成部份。他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奉詔入住朝天宮：「太祖

皇帝因夢有徵，賜以衲衣御膳珍果之物。」
33
據《太嶽太和山志》載，太祖曾向

他詢問「三教優劣」，他回答說：「於道言之，則無優劣之辨。教雖分三，道乃一

也。」
34
 

孫碧雲在成祖主政期間繼續獲得重用，永樂十年（1412），成祖召他進京，

特授道錄司右正一。按道錄司左右正一乃是明中央政府具體管理道教的實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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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一般都由高道擔任。成祖評價他說： 

敕道士孫碧雲：道教以虛無自然為宗，以杳冥恍惚為體，高妙超乎萬品，

精微入乎無倫。爾資性淳誠，精修妙道，志遊寥廓，心慕清虛，操之彌堅，

守之彌固。
35 

在成祖朝，孫碧雲主要為朝廷完成兩樁大事。其一奉敕為永樂年間武當山的

大規模宮觀建設進行規劃，「相其廣狹，定其規制」。其二奉敕尋訪張三丰。這兩

件事不僅是永樂朝發生的道教事件，而且也是當時的兩樁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政

治事件，對其後明代的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對武當山宮觀群的建設，

費時六年，動用軍夫二十餘萬，耗銀以百萬計，終於建成八宮、二觀、三十六庵

堂、七十二岩廟宮觀群。按成祖之所以花這麼大代價興建武當山，並非全然出於

對真武大帝的私人信仰，而是意在為明廷確立起一尊護國神。這從王朝國家祭祀

的角度看，意義極為深遠。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史中，自北魏始，歷代王朝都要

確立自己的護國神。例如北魏崇奉元始天尊，唐代尊太上老君，宋代尤其是北宋

力挺玉皇大帝，明代至成祖時則確立真武大帝為本朝護國神。由此來看，道教天

界眾神的榮枯升降實與地上王朝歷史變遷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天界的事是由地

上的事來決定，而非相反。明白這一歷史背景，再看成祖永樂年間興建武當山，

其實乃是繼承中國歷代相承的政治傳統，為王朝確立自己的國家保護神。這在當

時社會信仰背景下，尤其是「奉天靖難」之後，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產生重大危機

時，樹立真武大帝充當國家保護神，對於重建社會統一性的心理基礎是很有必要

的。自此之後，武當山道教宮觀就成為皇家私廟，成為皇室溝通神人之間的特殊

通道。難怪自成祖之後，明代諸帝在即位之初，都要派專使至武當建醮告天，而

武當山在有明一代也都得到皇家的特殊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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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孫碧雲自身的道教修持，由於他早在一直在全真教勢力較集中的陝西住

居，因此無疑注重內丹修煉。《太嶽太和山志》稱他「儒釋諸子史書，罔不熟誦。」

36
他的私人著述，後人編成《碧雲集》三卷。這說明他在華山全真教宮觀修煉期

間，受到很好的古典教育。關於這點，證之於同出身於陝西重陽宮的明初高道丘

玄清，更可確定明初陝西全真教宮觀對道士的教育是成功的。
37
這充分說明元代

全真教以文傳道的風尚還在沿續。關於孫碧雲的內丹修煉素養，成祖的御賜詩中

有透露。其詩云： 

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臥知幾年，緣岸鐵鎖嘗攀緣。

世間萬物無所累，饑食瓊芝渴乳泉。煉龍還丹握化權，三關透徹玄中玄。高

奔日月呼紫煙，絳宮瑤闕長周旋。玉華靈芽植丹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

神公右白轅，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洪崖赤松舊相識。只今邂

逅契心期，青瞳綠發煙霞姿。
38 

成祖這首詩化用上清派《黃庭經》一系經典語句，對孫碧雲內丹修煉的境界、

行持功法及修煉地點都作了交待。不過，如果此詩真係成祖親作，那麼只表明他

對上清派存思修煉法有很深理解，用於描述孫碧雲全真派內丹修煉，就不見得完

全合適。孫碧雲其後並未如敕住持武當南岩宮，而是一直活躍於西北一帶弘道，

先是應肅王朱之請，住持蘭州白雲觀，未久又返歸華山。門人為他在華山專建

萬壽宮。 

以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為核心的陝西全真教區，在明初不僅如前文所述與湖北

武當教區保持密切來往，而且還幅射到中國南方的東部沿海地區。對此，元末明

初全真高道何道全（1319－1399）撰著的《隨機應化錄》提供了不少信息。此書

前收靈通子撰於建文三年（1401，原文避諱題洪武辛巳）的序文一篇，據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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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編成於此年之前。又從文中行文屢言師行、師至看，此書係由門徒筆錄而成。

又靈通子序文還提到何道全有門徒賈道玄、徒孫壽通子，可見何道全當時是有自

己教團的。
39
 

何道全（1319－1399），道號無垢子，原籍浙江四明，出生於元仁宗延佑六

年。據序文，他是自幼修習全真道，早年一直在東部沿海一帶活動。然而在當地

似乎並未有大的影響。其後，他即按當時全真教通例，四處遊方訪道，最終居於

陝西終南山圭峰，並於建文元年逝於陝西長安邸舍。從靈通子序文中提到何道全

仙逝之後，王公贈以羽化之儀禮看，他在陝西道俗兩界享有盛名。關於何道全，

除《隨機應化錄》外，很少再有文獻有記錄。我檢閱明何喬遠的《名山藏》，找

到一條他與明初高道王宗道交往的記錄：「宗道字景雲，一字景仙。與雲水道士

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庵前……」
40
按王宗道係張三丰弟子，活

躍於明初，永樂三年（1405），成祖召見，令其尋訪張三丰「遣使乘傳召見文華

殿，給全真牒，足跡遍天下。」
41
這是成祖為尋訪張三丰派遣的首位特使。值得

重視的是，現存《隨機應化錄》記錄的有關何道全遊方訪道期間的活動，為我們

瞭解元末明初全真道士的雲遊活動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記錄。 

考何道全自浙江出發的遊歷路線是：先經過淮楚，應當包括武當山，再西渡

黃河，遊歷地域包括今江蘇、山東、安徽、湖北、河南、陝西，重點是在陝西。

從他接訪的對象看，既有道士如張庵主、蘇提點，也有僧人如秀峰和尚、老僧，

甚至世俗官吏如何御史、鄧指揮等。這說明何道全弘道說法的對象相當廣泛。又

從其宣說的內容看，可以說是不拘一格，其中既有道經，又有釋典、儒書。這說

明全真教仍然秉承王重陽創教時確立的三教合一宗旨，這與明代風靡朝野的三教

合一思潮是合拍的。不過在本文中我們關注的重點還是他的坐環修煉實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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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何道全有著深厚的坐環體驗，例如他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曾於華陽峪

望鄉台、長安北關元君祠兩次入環坐靜。
42
《隨機應化錄》還提到洪武十九年（1386）

舊曆九月十五日，在長安全真教宮觀丹陽萬壽宮舉辦的一次坐缽活動。
43
此外，

他還多次回答道士有關坐缽的疑問。這說明當時道教中坐環之風盛行。由於我們

難於判斷這些道士的派別，我們不能說坐環修煉僅存於全真教。總之，由《隨機

應化錄》有關坐缽的記載看，坐缽修煉是明初全真教的重要修煉活動。這證之於

同為明初全真高道王道淵有關全真家風的描述，應當是可靠的。關於明初全真家

風，王道淵是這樣描述的： 

不戀功名，不求富貴，不惹閑非。蓋一間茅屋，依山傍水，甘貧守道。

靜掩柴扉，讀會丹經，燒殘寶篆，終日逍遙任自為，真堪悅。遇饑來吃飯，

冷卻穿衣，箇中消息誰知？自裏面惺惺外若癡。且藏鋒挫銳，先人後己，和

光混俗，豈辨高低！處世隨緣，樂天知命，白雲壺中配坎離。時來到，與十

洲仙子，同駕雲歸。
44 

正因為有這種通過內丹修煉獲得的內在快樂的支撐，全真教才能在明代喪失

政治地位後依然生存下去，並且由於它將傳播的重點轉向民間社會，反而使它在

明代社會發揮著較元代更強的社會影響力。這或許是對其所喪失的政治地位的一

種補償吧！其實一種真正有生命力的宗教往往在其自身中就孕藏著發展的內在

動力，而不需要仰仗統治者的鼻息生存。 

明初陝西還有幾位全真高道頗為活躍，儘管未必與重陽宮有何關涉。他們是

陝西耀州三原縣龍陽宮道士趙人鑄、韓城縣橫山觀道士郝淨元。就中尤以趙人鑄

享有重名，他在洪武十五年（1382）曾受到太祖詔見：「洪武十五年秋，洪惟太

祖高皇帝詔天下郡縣，凡有道之士，貢名京師。眾推趙公人鑄，薦之於朝，面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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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署其職，授之印，俾長本邑道流。」
45
對於洪武十五年秋這次詔選有道之

士，《明實錄》也有記載。
46
從《明太祖實錄》看，洪武十五年九月，吏部在各地

訪求經明行修之士七百餘人。但《實錄》沒有交待這七百餘人都是甚麼身份，由

趙人鑄個案看，應包括道士在內。然而對於趙人鑄卻未見他書提及，幸虧嘉靖十

四年所刻《重修三原志》，才使這位高道不致湮沒。又趙人鑄還曾與其它高道一

同主持龍陽宮的修復。按龍陽宮位於陝西耀州三原縣，距長安九十餘里。該宮在

明代頗負盛名，係一方名觀。據明張山《重修龍陽宮記》、劉健《三原縣龍陽宮

創建玉皇閣記》、王承裕《復修龍陽宮記》的記載，
47
龍陽宮自太祖洪武年直至世

宗嘉靖年間的一百多年，一直依靠道俗兩界的合作得到良好繕修，從而成為當地

民眾登臨休閒、經商販貨的集散地。曾擔任過孝宗朝內閣大學士的劉健記載說：

「（龍陽宮）日中軒敞清幽，市廛之林壑也。居民及商賈，或疲於奔走，輒憩此

以銷喧煩之氣，而至佳辰令序尤甚。士民填塞，累日而後已。觀遊之勝，冠一邑

焉。」
48
這是明代全真教宮觀與當地社群合作，通過廣泛介入社區生活以求得生

存空間的成功例證。 

另一位明初陝西韓城高道係全真道士郝淨元。他師承元代全真教王玉陽一系

高道吳翠岩，洪武年間於韓城創建橫山觀：「明郝淨元，洪武中創建橫山觀，事

翠岩真人。每兀坐石穴中。一日獵者逐雉入穴，啟衣履之跡，及問雉所在，答以

無有。獵者歎曰：『淨元欲仙，再待數年。』言已忽不見。久之，淨元化去。傳

有秘書在石碑穴下。」
49
可見郝淨元仍秉承元代全真教清修宗風，主要以坐環修

煉著稱於世。 

 

2、明初北京白雲觀的坐缽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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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白雲觀在元代名為長春宮，明代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8）始改名白

雲觀。元代長春宮係全真教的總部，掌教大宗師的駐蹕之所。在此需要特別強調

的是，元代全真教的掌教大宗師不僅為整個全真教門的實際領袖，而且在政府的

政治體制中也佔據很高地位。大宗師一般都知集賢院事，參與國家祭祀、宗教事

務的商討、決策。就全真教內部說，掌教大宗師有權任命路、州、縣地方道官，

在大蒙古國時，甚至有權賜予宮額、紫衣師號。
50
大宗師這種崇高的政治地位有

助於強化元代全真教的整體認同。長春宮也由此獲得教門中心──堂下這一尊貴

地位。然而，元明易代之後，全真教已經喪失其在朝廷政治體制中的地位。與此

相連，明代長春宮（白雲觀）在全真教門的中心地位也受到挑戰。 

關於明代洪武時期長春宮的運行情況，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今天已不得而

知。清人陳銘珪曾懷疑元明易代之際，由於戰亂原因，北方全真教宮觀受到破壞，

因而徒眾星散。
51
這僅是一種推測，尚需獲得歷史材料予以證實。根據胡瀅撰於

英宗正統九年（1444）的《白雲觀重修記》，洪武二十七年（1394），時為燕王的

朱棣曾對長春宮進行重修，並於次年正月十九日，丘處機降誕之日，親臨長春宮

行香：「白雲觀在都城西南三里許，乃長春丘真人藏蛻之所，歲久傾圮。洪武二

十七年，太宗文皇帝居潛邸時，命中官董工，重建前後二殿，廊廡廚庫，及道侶

藏修之室。落成之次年正月十九日，適真人降誕之辰，太宗文皇帝車駕親臨降香。

越明年是日，仁宗昭皇帝為世子時，亦詣觀贍禮，屢建金籙大齋。」
52
此記成祖

為燕王時，對其封地北京長春宮大加修繕。此舉當與明代藩王崇道風尚有關。考

明代藩王多有好道傳統，燕王朱棣重修其封地之長春宮，在當時絕非個案。因為

在五年後的建文元年（1399），太祖十四子、肅王朱也對封地的蘭州金天觀大

加重修。
53
此外，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也早於洪武四年（1371），為其王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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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南陽玄妙觀之重修提供支助，並題寫「玄妙觀」觀額。
54
又朱元璋第二十子

韓王朱松也於成祖永樂年間，在其封地甘肅平涼崆峒山重修真武殿，並將其擴建

為太靈宮。此宮與其周圍的靈官洞、子孫宮、十大帥殿總稱為太和宮。由此可見，

明初藩王創修、重修道觀乃是一種時尚，朱棣重修白雲觀，並非個案。其中的原

因，肅王朱作了解釋：「洪惟皇考，奉天受命以定海宇，肆類上帝，宜於塚土，

禋於六宗，望於山川，享於宗社。遂命羽士，奉祀百神，欽崇大典。」
55
這就說

得很清楚：太祖因係奉天受命，因此極為重視國家祭祀大典，但同時又將奉祀百

神的重任交由道教打理，因此藩王們就封之後，自然要對封內著名道觀加以修

繕，以便其承擔為王國告天祝釐事務。 

在成祖奉天靖之難之前的長春宮，承擔的就是這種角色。這從朱棣父子多次

到長春宮建醮行香，就可明白。這說明燕邸時期的長春宮仍具有很高的政治地

位，只是其後隨著朱棣登上皇帝寶座，因為已經有朝天宮、神樂觀這兩大國家宮

觀存在，且它們係太祖在南京創立的，因此長春宮才未上升至國家宮觀地位。那

麼明代白雲觀的宗派歸屬是否改變呢？是否仍是全真道徒嚮往的修煉聖地呢？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容易回答。從明代白雲觀的歷任住持派別歸屬看，既有全

真派，也有正一派。屬於正一派的有李時中、倪正道等。永樂四年（1406）擔任

長春宮住持的李時中，就是正一派。他早年在茅山學道，洪武初年奉命擔任北京

崇真萬壽宮住持。我們知道這個宮觀是元代玄教的總部，係正一天師在京城的據

點。永樂元年（1402），他又升至道錄司右正一，這是當時道錄司的高級道職。

那麼他在永樂四年擔任長春宮住持時，乃是以道錄司右正一兼任。由此可見白雲

觀住持地位相當高。不過不久，他就被調往武當山興聖五龍宮任提點。他仙逝於

永樂十六年（1418）。
56
 



 22

宣德十年（1435）以道錄司右正義身份擔任長春宮住持的倪正道也屬於正一

派。胡瀅《白雲觀重修記》提到倪正道先受業於崇真萬壽宮，永樂十五年（1417）

曾住持北京洪恩靈濟宮，我們知道這是成祖在北京創立的以祭祀二徐真君為主神

的一座國家宮觀，其地位崇高。倪正道從靈濟宮主持調任長春宮住持，說明在宣

宗朝長春宮仍係數一數二的大宮觀。倪正道在任期間為長春宮的重建作出了重大

貢獻。他於英宗正統三年（1438），會同太監曹銓及朝中達貴，共同創建玉皇閣。

正統五年（1440），「復建處順堂，以奉長春真人，暨營方丈道舍，廚庫缽堂，以

展四方修真之士。」
57
正統八年（1443），又在玉皇閣前創建衍慶殿以奉侍真武大

帝，這表明白雲觀供侍神靈中已滲入真武神。這次還重修四帥殿、山門，並新建

靈星門。
58
經過累次重修，白雲觀已較元時規模有所擴大。胡瀅《白雲觀重修記》

記云：「初觀基隘窄，則易民地以廣之，繚以周垣，樹植嘉木，以為蔭映。規模

廓大，雄偉壯麗，金碧交輝。」
59
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明代北京白雲觀與

太監的來往極為密切。其彼此淵源可追溯至朱棣居燕邸時，因為洪武二十七年那

次對長春宮的重修就是由太監負責的。其後宣宗、英宗朝的幾次擴建也得到太監

的大力協助。
60
因此，白雲觀在明代的一支重要支持力量是來自明朝宮廷的太監

集團，且他們的這種支持還呈現世代延續性。關於這一問題值得撰寫專文研究。

又白雲觀還於正統十二年（1447）獲賜《道藏》一部，其時住持仍為倪正道。
61
從

兩位來自正一派的住持對白雲觀重修舉動看，宗派歸屬的不同並未妨礙他們對宮

觀的修繕。 

明代出於全真派的白雲觀住持主要是劉淵然一系的傳承。不過他們並非源於

白雲觀，而是從外面插入白雲觀的。劉淵然在明代的傳承為趙宜真、劉淵然、邵

以正、俞道純（另還有一位普毅杜真人）、李得晟。該派開宗之祖、元末明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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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趙宜真，兼得全真教南北二宗之傳，同時又兼傳清微、淨明派道法，堪稱元末

明初集道教大成者。他的傳教基地本來在江西雩都，與北京白雲觀關係不大。然

而至其弟子劉淵然時，本來居住在南京朝天宮。永樂初年應成祖之邀北上，擔任

左正一。其後貶居龍虎山、雲南。
62
仁宗洪熙元年（1425），重返北京，受命掌天

下道教事，可能在這時其勢力已逐漸滲入白雲觀。因為我們發現到其弟子邵以正

時，已正式認同全真傳承，同時有意識地接續白雲觀傳承法脈。 

邵以正，號承康子，別號止止道人，祖籍江蘇姑蘇，洪武間徙雲南，師事劉

淵然。淵然於宣德七年退休時，推薦邵以正在朝中主持醮事：「自朝廷有大修建、

大禳祈，必命真人主之。」
63
他在代宗景泰年間（1450－1456）被封為真人，景

泰四年誥命領道教事。
64
邵以正逝於英宗天順六年（1462），逝前仍任領道教事，

賜號悟玄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
65
他是繼周思得、吳大節之後擔任道

錄司正一的道門領袖。景泰七年（1456），邵以正主持白雲觀的擴建，並將本門

傳承世系與金元全真教宗師譜相聯：「（邵以正）念真人（按指丘處機）與先師劉

真人，偶得長春之號，而師祖趙真人又受北派金丹之傳於真人（亦指丘處機），

而以正實嗣派雲孫也。乃謀新三殿三楹，既像真人於其中，復圖十八大師暨祖師、

先師之像於其壁。經始於景泰丙子，落成四年。」
66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邵以正

於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時，就直接將本宗接續丘處機及十八大師之後，而越

過元代歷代掌教宗師及前此明代白雲觀住持。這就相當於一次宗派嫁接，而前此

的白雲觀傳承無疑就中斷了。
67
邵以正是繼周思得、吳大節之後擔任道錄司正一

的道門領袖。
68
他博覽道經，是明初少數幾位精通道典的高道，並曾參與《正統

道藏》的編輯。邵以正編有《玄宗內典諸經注》，此書末有其撰於天順四年的後

序，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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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受道於先師長春真人以來，每取諸經及先正注釋之言，印證之。言

殊理同，若合符節。而今之學者務此者鮮，有慕高虛以為別有至道，而可以

駕空凌虛。有不究至道，泥於丹書，以意猜度，燒煉丹砂。或惑於傍蹊曲徑、

採取等術，自謂可以登直（應為真）出世。千門萬戶，迷誑後來。殊不知陰

陽須採自家真，豈可外吾身而求之他人也。 

特取歷代聖師之經，諸老注解之書凡十一卷，總而名曰《玄宗內典諸

經注》。敬壽梓以廣其傳於世。……實道德之筌蹄，乃金丹之槖籥。
69 

可見此書編輯乃出於糾正當時內丹修煉風尚中的偏頗現象，意在以道來御

術。觀其所選諸經傳如《陰符》、《清靜》、《洞古》、《大通》、《消災》、《定觀》、《胎

息》、《心印》、《五廚》等九經，及《入藥鏡》、《青天歌》等注釋，都係內丹家崇

重的經傳。可見此書編輯的目的很明確。這表明邵以正仍秉承師授，傳承內丹之

學。此外，必須指出的是，此書編輯對後世影響甚大。明代中期之後，道教頗熱

衷於編輯內丹經傳，如嘉靖年間涵蟾子編、清虛子續輯《金丹正理大全》，萬曆

年間彭好古編大型道書《道言內外秘訣全書》都與邵以正開啟風尚有關。此外邵

以正還編有《道德經集解》，今已佚失。據王直《重修三清殿記》，邵以正還曾於

英宗天順末資助茅山崇禧萬壽宮重修三清殿。
70
又於宣宗宣德、英宗正統年間，

幫助其同門蔣日和興造雲南真慶觀。
71
 

邵以正仙逝後，其弟子喻道純接掌其在朝中的職位。據成化十二年立石的商

輅〈龍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喻道純其時已擔任掌道教事，並被加封十八字真

人號。他出資托雲南沐氏為邵以正在龍泉觀建祠宇。不過，關於他的其它事跡，

我們所知甚少。該宗在朝中的傳承一直延至世宗嘉靖朝的李得晟。他在武宗正德

年間對白雲觀處順堂加以重修時，仍然繼承先輩傳統對這一宗系傳承進一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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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他在撰於正德十一年（1516）的《長春殿增塑七真仙範紀略》說：「得晟

於正德己已（1509）拜謁祠下，瞻簷牖脫落，日就傾圮，思繼先志，召匠鳩材，

以堅易朽，補缺為完。比昔加壯麗焉。復命匠氏，埏植仙像六軀，通原像為北派

七真也。」
72
這又進一步為全真七子增塑聖像，顯然意在強化其接續全真教傳承

的認同。此外我們注意到這次修繕時，他還將包括自己在內的本宗五位宗師的圖

像直接繪於十八大師之後。
73
 

李得晟在世宗嘉靖朝享有很高盛譽，這時他已被奉為真人，這是明代道士的

高級封號。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因儲嗣未立，朝夕戰懼。聽說安徽齊雲山為

真武遊歷之地，靈應昭著。於是委派妙應真人李得晟，組建一高道祈嗣團，至齊

雲山祈嗣。在這次齊雲山祈嗣活動中，他修建金籙祈恩求嗣繼緒保國大齋七晝

夜，修設九天監生醮禮三千六百分位。可見這時李得晟已是當朝道教領袖。
74
據

載，其後世宗果然誕育龍嗣。他的年輩高於世宗朝正一派高道邵元節（？－

1539）。 

白雲觀在明代雖然沒有像朝天宮、神樂觀、靈濟宮、顯靈宮等一樣進入國家

宮觀行列，由此承擔國家祭祀事務，就這點看，它的政治地位與元代相比，確實

要低。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它在明代很注重向當地社區民眾滲透，通過與北京地域

文化的結合，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而這一發展方向的轉變又與其注重內丹修

煉的宮觀文化密切相關。我們知道自蒙元初期始，白雲觀（長春宮）作為全真教

總部，就十分注重道眾的坐缽修煉，並在宮觀中形成嚴格的坐缽制度。明代白雲

觀仍然延續這一傳統，這從英宗正統五年（1440）倪正道重修白雲觀時，興建的

諸項目中可以看出。這次在重建處順堂以供奉丘長春時，也同時修建了供道眾內

修的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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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坐缽就是全真教徒集中於宮觀的特定場所例如缽室、環室、靜室，以修

煉內丹。這在元明全真教的宮觀中是道徒宮觀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對於它的妙

處，明陸道和的《全真清規》「缽室賦」說： 

原夫坐缽習定，入室修功。有虛中而洞達，從實處以圓通。會天地於半

升鐺內，潛情性於一缽室中。融玄元之祖氣，鼓浩劫之真風。萬法徹通兮肅

清絳闕，諸塵清淨兮晈清靈宮。
75 

關於明代全真教宮觀的坐缽制度，明陸道和的《全真清規》有載述。從書中

的介紹看，坐缽的時間集中於農曆十月初一至來年正月中旬，前後共計百日。這

個時間長度是由內丹修煉程序決定的。全真道士的坐缽修煉既嚴格又痛苦，稱之

為苦修，一點也不過份。坐缽修煉是在主缽、副缽來監督下進行的，違犯規矩要

受懲罰： 

缽有動靜，動則許容徐徐運動，靜則不然。如有神昏點頭，搖撼身屈，

主缽先行巡牌，以牌掛在昏者身上，三擊而退。然後輕輕取牌，徐徐起身，

巡究他人後犯者替。或缽未終，鐘未鳴，靜牌未換，無故出入，語話動搖，

不依規矩者，並行責罰。
76 

在坐缽期間，道士的生活完全圍繞靜坐修煉來展開，既不能消遣休閒，也不

能互相攀談，甚至幾乎沒有睡眠時間。對此，我們從陸道和開列的日程安排中可

以看出： 

每日至五更寅時（早上 3－5點鐘），聞開靜板響，各請洗漱，朝真禮聖。

卯時早齋，辰時混坐，巳時靜鐘三通，各各靜坐，如法用功。午時赴齋，未

時混坐，申時如前入靜，酉時晚參，戌時混坐茶湯，亥時如前入靜，用功如

法。子時歌泳，教演詩詞，以敵睡魔。丑時（晚上 3－5 點）放參，各請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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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77 

我們看這一天的時間安排，只有在晚上 3－5 點兩小時，修煉者可以自由安

排。恐怕睡眠只有在這一段進行，其餘大部份時間都在靜坐。那麼修煉者如何能

渡過這百日坐缽苦修，倘若我們不明白修煉者在靜坐時，身心之中產生的內在感

覺，當然就根本無法理解。對此明代初期，一位具有精深坐缽體驗的高道何道全，

這樣描述他的坐缽體驗： 

百日內磨煉心中無絲毫塵翳，要節飲食，薄滋味，敵魔戰睡，調息綿綿，

精神內守。入希夷域，無何有鄉。若得湛兮若癡，久久自然結就虛無靈胎，

可以保養。若養成至寶，方可調神出殼，從近至遠，往來純熟，要住則隨緣，

要去則脫殼矣！
78 

可見正是坐缽者在打坐時獲得的特殊心理體驗，即修煉時產生的內景，才使

他們得以戰勝睡魔，完成百日坐缽修煉。因此從這一角度看，全真教的坐缽修煉

是一樁很有特色的宗教修煉法，它是教徒獲取特殊宗教體驗的重要手段之一。從

現有資料看，坐缽是明代全真教徒最主要的修煉項目，在南北全真教中都很盛

行。但大型的、集中的坐缽活動似乎多在大宮觀中舉行。白雲觀就屬於這種宮觀，

它在明代是各地全真道士交流內丹修煉心得的聖地。 

明末劉侗、于奕正並非全真道士，他們在《帝京景物略》中記述了每年正月

十九日，北京白雲觀慶祝燕九節的盛況：「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漿祠下，遊冶紛

遝，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宴丘。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

遊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圜松下，冀幸一遇之。」
79
又《白雲觀志》

錄明劉郊祖《白雲觀重修碑》亦云：「先是真人（丘處機）於金皇統八年正月十

九日降生，至今都城人及期謁款，轂擊肩摩頂。四方羽士亦來聚舍，談葆煉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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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慮以千數。俗謂之燕邱云。」
8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則記載在農曆

正月十九日，丘處機降誕日，「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

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數萬全真道士在正月十九日聚集於白雲觀，既

是為了慶祝丘祖的誕辰，同時也意在交流修煉心得。這相當於每年定期舉辦的道

教修煉研討會。這種現象的出現表明白雲觀在明代仍然是全真道士心目中的聖

地。此外，《白雲觀志》還記載明代山東嶗山高道丘玄清，於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1558）至白雲觀坐缽，大著靈異，並獲贈護國天師號。其後，他開創金山派。

81
 

在此我們還注意到白雲觀每年正月十九日的燕九節，已經走出全真道門，成

為明代北京民眾共同慶祝的節日。這一天不但四方全真道士雲集，而且都中士女

也連袂嬉遊，摩肩接踵：「至期，傾城男女如往遊，技巧笙歌，珠玉錦繡，充塞

道路，應接不給。備極一時之盛云。」
82
這真是神人同樂，道俗共慶。它表明白

雲觀的修煉文化已滲入明代北京的民俗中，成為社會民眾生活中一部份。甚至直

到今天，在北京白雲觀的廟會中仍能發現當年燕九節的痕跡。 

 

 

二、南方全真教的內丹修煉及其對正一派的滲透 

 

公元 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成功地對南宋實行軍事征服，從而再次統一中

國。伴隨著政治統一，北方全真教也以中部武當山為基地，大規模地向江南地區

滲透。在此之前，南宋內丹修煉的風尚，主要由內丹道南宗一系來推動。由於南

北二宗都是道教受到自唐中期以後，中國社會興起的內丹修煉的風尚刺激而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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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道派，其區別主要在於北方全真教抓住金元易代歷史機遇，成功地在新朝政

治體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最終脫棄其民間性，完成由民間宗教向體制道教

的過渡。相比之下，南宗由於缺乏這種機遇，因而沒有完成這種身份的轉變，始

終保持其民間本色。不過由於南北二宗無論在立教宗旨、了證目標，還是在修煉

功法方面，都有其相似之處，因而它們之間的融合乃是順理成章之事。 

自元代中期之後，內丹道南北二宗在江南地區就已成功合流。其時在南方較

為活躍的幾支內丹修煉教團，例如趙友欽、陳致虛一系，李月溪、金志揚一系，

徐弘道、丁野鶴一系等均已完成南北合流的歷史進程。自此之後，南宗就正式退

出歷史舞台，道教形成全真與正一分立的大格局。 

 

1、元末明初的江西全真教高道 

明初南方社會中內丹修煉之風盛行，從道教自身看，各大教派無論是全真

教，還是正一派都接受內丹修煉術，承認它是道教最基本的修煉方法之一。
83
值

得注意的是，以正一教為代表的新舊符籙派還將內丹修煉與其行持的各種祈醮法

術相結合。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盛行於各新符籙中的基本法術雷法，同樣也很盛

行，不少全真派高道也兼行雷法。因此在明代，道法的相互融合往往衝破教派之

間的藩籬。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在明初江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全真教團乃是金

志揚一系。其自南宋以來的傳承譜系是白玉蟾（1194－1229？）－－李月溪（？

－？）－－金志揚（1276－1336）－－張天全、李玄一－趙宜真（？－1382）－

－劉淵然（1351－1432）。這一系自李月溪開始就與北宗合流。據張宇初《峴泉

集》載，李月溪雖師事白玉蟾，顯係南宗嫡傳，但他又北遊燕趙齊楚，從全真宗

師李志常參學（1193－1256）。
84
此時元朝尚未平宋，可見南北宗的融合步伐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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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融合。李月溪的弟子金志揚門徒眾多，是元中後期江南全真道最有影響力的

高道。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他的弟子中，不少在明初都還健在，直接推動其時全真

內丹修煉的傳播。這一系傳教的中心區域在江西、福建一帶，其中不少內丹高道

都是江西人。並對正一教基地龍虎山呈現強勢滲透之勢。 

金志揚這一系傳到元後期趙宜真手上，又經歷第二次南北混融。趙宜真（？

－1382），道號原陽子，江西安福人，宋宗室之後。他少曾習舉業，博通經史百

家言，後因病棄儒習道。一身兼得全真、清微、清明三派之傳，可算是元末明初

道教各大道派大融合的典型體現。單從內丹道的傳承看，《逍遙山萬壽宮志》稱

他先師張廣濟得北宗之傳，後又師李玄一，從之學南派之學： 

（趙宜真）復師張廣濟得長春丘真人北派之傳，師李玄一得紫清白真人

南派之學。
85 

這裏提到的趙宜真師李玄一，證之於他的著作《原陽子法語》應當係事實。

但將趙宜真師李玄一放在師張廣濟之後，值得商榷。考《原陽子法語》屢屢提到

其師李先生，例如：「宜真亦嘗師太清道士李先生，得之已三十年，鮮有談及者。」

86
。又有題為「記疇昔李尊師授玄一之道」的詩云：「滕王高閣仲秋間，重拜仙翁

受大還。」
87
可見這位李先生就是李玄一。又此書還提到他是在早年師從李玄一，

並從之修習一種類似功過格的修行功夫。
88
這與上引《逍遙山萬壽宮志》記載不

同。又張宇初《峴泉集》「趙原陽傳」，記其師承次序也有問題：「初師郡之有道

者曰曾塵外，嗣諸法要。間有缺文，必考述盡詳。復師吉之太宇觀張天全，別號

鐵玄，張師龍虎山金野庵，得金液內外丹訣。後復師南昌李玄一，玄一薦之師蒲

衣馮先生，馮亦師野庵云。」
89
在此張宇初把李玄一置於最後，這與上引趙宜真

自記有別。不過他得內丹道南北宗之傳，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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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趙宜真又兼傳淨明、清微道法，並被尊為二派之祖。關於他傳淨明法、

清微法，《逍遙山萬壽宮志》稱他：「從真君（許遜）受淨明忠孝道法、清微諸階

雷教，間有缺文，悉加參考訂正。」
90
《淨明宗教錄》則載他從曾真人受淨明道

法，
91
據上引張宇初《峴泉集》「趙原陽傳」之語，當係曾塵外。趙宜真著有《原

陽子法語》、《靈寶歸空訣》、《仙傳外科集驗方》等。又《道法會元》卷 7 收其《祈

禱說》及清微雷法序跋數篇。他被尊為淨明道第五代祖師。趙宜真又兼傳清微雷

法。
92
這裏有一個問題：趙宜真既然一身兼三傳，那麼他究竟歸屬全真、淨明，

還是清微？對此學術界分歧頗大，我認為這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各道派之間的

互相融攝乃是元中後期以後，道教發展的新特點。像元中後期武當山張道貴、張

守清，原本係全真道士，但其後也都傳承清微道法。而明初龍虎山以天師為首的

正一派高道，也不乏修習內丹道者。因此，趙宜真大可一身兼三任。不過，從這

一系在明代傳承看，其歷經劉淵然、邵以正、喻道純、李得晟等。他們都自覺將

本系與全真教傳教譜系相接，並在武宗時白雲觀處順堂的重建中體現出來。據

此，我認為這一系對全真教歸屬較為強勢。 

趙宜真的內丹修煉思想大體上還是北宗以性統命的基調，《真道歸一偈》云：

「攝情還性歸一元，元一并忘忘亦去，囊括三界入虛空，粉碎虛空絕倫悟。」
93
可

見還是將修煉的重點放在心性修了證。又其《還丹金液歌敘》也說： 

所謂內者，自性法身，本來具足，不假於外，自然之真。其世修之功，

則攝情歸性，攝性還元。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證之證，所以實證。胎圓

神化，脫體登真。94 

這也是秉承全真教祖王重陽「本來真性號金丹」的思路，將內丹修煉落實在

心性修煉基礎之上。這表明趙宜真雖兼南北二宗之傳，但更偏好北宗以性統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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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不過與明初北方全真教相較，趙宜真的內丹修煉思想還是有自身特色的。

此即他贊成內外丹兼修，不像傳統北宗那樣排斥外丹合煉： 

修煉外丹，雖屬有作，得而服，全無所為，不須修習，即形返太無，神

歸大定，復還太極混然之初，而與道合真矣。
95 

對外丹神效這麼頌揚，這種思想在元明北方全真教中很少見，但在明初南方

卻很盛行。總的來說，明代社會中，外丹合煉之風有抬頭趨勢。 

趙宜真一系南方傳承對於明初全真內丹修煉的傳播做出重大貢獻，並且由於

其弟子劉淵然在明初的傳道活動，趙宜真顯然在明代全真教傳承中已經另立門

戶。劉淵然（1351－1432），號體玄子，江西贛縣人。師承元末明初全真派高道

趙宜真，同時兼傳淨明、清微等法，被尊為淨明派第六代嗣師。關於他傳承趙宜

真內丹道法之事，陳循《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載云： 

既而又受金火返還大丹之訣，棲神煉氣，玄悟超然。
96 

這種貫通全真、淨明、清微等三宗道法的作法，顯係繼承其師的傳統，此後

在這一系傳承中一直維持這一傳統。他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奉詔入京，館於

朝天宮。據稱深得太祖寵信：「旋蒙賜號高道，命建西山道院於朝天宮居之，日

被顧問。」
97
劉淵然在洪武後期曾多次奉命祭祀名山洞府，並主持金籙大醮。不

僅如此，他在成祖、仁宗、宣宗等統治時期一直得到重用，甚至於宣宗宣德間先

於天師晉封大真人，領天下道教事，是當時道門的實際領袖。此外，他傳承的這

一系高道如邵以正、喻道純、李得晟等，在明代以北京白雲觀為基地，長期活躍

於明代宮廷中，且一律擁有真人封號，對明代政治產生不小的影響。 

 

2、龍虎山正一派與內丹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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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龍虎山做為歷代天師的駐蹕之地，一直是道教正一派的大本營。歷史上

正一派擅長符籙法術，對內丹煉養不太熱衷。因此，元代以前雖然內丹修煉之風

盛行，但正一派除極個別外（例如三十代虛靖天師張繼先），一直未見有以內丹

修煉名世的高道。然而自元後期開始，南方就有一些以內丹修煉著稱的全真道士

在龍虎山活動，並在正一道中積極傳播內丹修煉法。
98
到明初，這一勢頭愈演愈

烈，龍虎山逐漸成了江南地區內丹學傳播的主要基地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現

象，乃是因為元政府對南人採取岐視政策，人為形成南北心理隔膜，因而南方地

區與中央政府產生離心力。加之蒙元統治者由於秉承與中原王朝不同的政治傳

統，對傳統儒家文化也缺乏認同。因而他們在建立政權之後，並沒有像歷史上的

中原王朝一樣馬上恢復科舉考試，這就使得多數讀書人找不到進身之階。又由於

蒙古土著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薩滿教傳統，使他們對道教更有親近感，因而對之加

予扶植。這就在中國歷史上形成罕見的道士社會地位在儒生之上局面。在這種形

勢下，許多讀書人都以歸依道門為遁世之策，並以這種方式表達他們對華夏文化

的認同。當時由於龍虎山作為道教聖地的盛譽已經確立，於是這批儒生出身的特

殊道士都到這裏來棲隱。這其中就有不少是精於內丹修煉的全真高道。 

自元中後期始，金志揚一系的全真內丹高道就頻繁出入龍虎山，在正一道士

中傳播內丹修煉術。前文業已提到金志揚的老師李月溪既承南宗白玉蟾之傳，又

從北宗李志常問學，乃是一位南北宗兼修的內丹高道。因此金志揚的全真身份是

毋庸置疑的。考白玉蟾傳教的重要據點之一乃是福建武夷山的止止庵，金志揚在

元後期即往來於武夷山、龍虎山之間。關於他的傳記主要有元趙道一《歷世真仙

體道通鑑續編》卷五「金蓬頭」、明張宇初《峴泉集》卷四「金野庵傳」，兩相對

照，大體相同，只是《峴泉集》略詳。這可能是張宇初採用了趙道一之書。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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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揚傳記都存在一處重大錯誤。此即稱金志揚曾參全真宗師李志常，對此趙道

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載云： 

（金志揚）遂師全真道士李月溪，月溪乃真常李真人之徒，真常又長春

丘真人之高弟也。一見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乎先德焉，得參事真常李

真人。南至袁州……
99 

張宇初《峴泉集》亦記： 

金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庵，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蓬頭。……

遂師全真李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見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焉，及

參先徳李真常，益有省。行經袁州……100 

兩傳都提到金志揚從李志常參學，這是錯誤的。按金志揚生於元世祖至元十

三年、南宋端宗景炎元年即公元 1276，逝於元順帝後至元二年，即公元 1336，

而李志常仙逝於蒙古憲宗六年，即公元 1256，也就是說金志揚出生時，李志常

已仙逝二十年，兩人根本無從會面。趙道一、張宇初之所以記錯，是因為他們在

行文時誤將李月溪參學李志常誤記在金志揚身上。 

從傳記看，金志揚當在中年四處參學之後，來到龍虎山。起初應龍虎山先天

觀主傅師正之邀，居住於先天觀之蓬萊庵，其後又命徒於山峰之頂築天瑞庵。此

後天瑞庵就成為他在龍虎山傳播內丹道法的基地。他在當時追隨者眾多，領導一

個規模不小的教團，在龍虎山周圍影響很大：「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近，有疾

患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禮者日集。」
101

又從其招龍行法諸事看，

他似乎也兼習雷法。
102

如果這一推測合理，那麼其徒孫趙宜真兼行清微雷法就很

有淵源。金志陽後來又返回武夷山，但他在龍虎山天瑞庵的傳承並沒有中斷。其

弟子方從義就一直在龍虎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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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從義，字無隅，道號方壺子、金門羽客。江西貴溪人，活躍於元末明初。

他與四十二代天師是中表親，因此長期住居江西龍虎山，並曾擔任龍虎山上清宮

提點。他不僅精於內丹修持，而且擅長繪畫、博通詩文，畫有《神嶽瓊林圖》、《雲

林圖》、《鍾山隱居圖》等，均為鑑賞家所珍視。他是元末明初享有盛譽道士畫家。

《江西通志》載云： 

方壺子，姓方氏，名無隅，龍虎山人。學仙於金蓬頭，結社於張孟循、

盧伯良。其畫冠絕一時，尤精於竹。張宇初稱為壺仙。嘗於高石徐氏畫青山

白雲圖。學士虞集題句。
103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將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叔明評為元代四大畫家，

而將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列為品之逸者。
104

他與其時江南知名文士如虞集、

危素、宋濂等人都有密切來往。關於他的師承，危素在《山庵圖序》中，說他曾

師從金志揚： 

方方壺者，早棄塵世，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金志揚）最久。先生既

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

之交遊之素者，爭挽留之。105 

又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張宇初《峴泉集》在羅列金志揚諸弟

子時，都提到方從義。
106

可見他曾從金志揚學習內丹修煉，並於此深有體驗。他

與四十二、四十三兩代天師張正常、張宇初均有交往，並曾擔任龍虎山上清宮提

點，對內丹道在正一派總部的傳播居功甚大。從張宇初《登方壺真人玄室》詩看，

宇初對他的修煉道行大加讚賞：「靈嶽產嘉瑞，遊仙處琳宮。壯志稱卓瑩，神都

謁飛龍。論交玉堂士，曠視金馬蹤。翰墨立倍價，還思林外蹤。金仙瀛海姿，龍

井巢高峰。秘授足投轄，凝神守環中。崎嶇遍川壑，早謝塵氛蒙。閩越泛秋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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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迷燕岱容。東歸振凋逸，問學時相從。」
107

他是宇初的前輩，宇初熱衷內丹道

或與他有關。 

金志揚一系與龍虎山之間的聯繫在其後繼續得以維持，其再傳弟子趙宜真也

在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攜弟子雲遊時，至龍虎山憑弔漢天師遺跡，並在龍

虎山宣道。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對他很賞識：「時天師沖虛公深嘉禮之，欲留不

可。宮之學者，多師焉。」
108

可見趙宜真在龍虎山上清宮也有不少追隨者。此外，

我們也注意到，趙宜真高徒劉淵然在明永樂初年遇貶時，也曾住居龍虎山。
109

而

《明史》本傳更明載張宇初曾從劉淵然學道法，其後又因事失和，以致互相攻訐。

110
根據《峴泉集》記錄的張宇初學道經歷，我們可以判斷，他曾從劉淵然習內丹

術。 

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是明代少數精通內丹道的天師。他雖然秉承正一祖風，

重視符籙法術，但又對內丹修煉評價極高，主張將內丹與符籙結合起來。例如在

《授法普說》中，他就表達這種看法： 

故參學者必須先究夫玄關妙用，水火真源，歸根復命之妙，則可會萬於

一，百慮而一致矣。苟不內明性天道法，心地雷霆，其能靜則金丹，動則霹

靂乎？……果能抱元守一，御凝神，六識淨消，一真獨露，我即雷霆大法

王，當何符咒是訣云乎哉！雖上賓王境，超出萬幻，亦不難矣！其為濟利之

功，泥丸蓑草皆可寓棲神。是故談笑風霆，特吾餘事耳。
111 

這就將內丹修煉置於道法行持的核心位置。照此說法只有內煉有成，才能使

外法有靈。當然從道教史來看，這一看法並不是他的首創，宋元時期的新符籙派

都有類似說法。但他以天師的身份重申此說，意義就不一樣。對於推動內丹道在

道教各派的傳播，無疑有著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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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峴泉集》看，張宇初頗精於內丹道的理論。他說： 

若夫乾坤坎離，金精木液，火龍水虎，水中之金，火中之木，返還顛倒

之砂，鼎爐藥物之諭，皆嘗聞其概矣！獨百日立基，十月胎圓，脫胎神化之

機，火符下手之功，卒未之決其疑也。
112 

看來他是熟悉內丹經書的。又對於內丹道南北二宗，他也發表頗為獨到的評

論。認為「張之書多文而隱，王之書皆直而約。張氏之傳必內外合而後成，王氏

則修內而巳。」
113

這頗有點揚北抑南的味道。不過他對南宗諸祖仍然很尊重。
114

此

外，張宇初於內丹道的領略，並非僅限於紙面，而有著深厚的內丹修煉體驗。關

於這點，他在《與倪孟沖論火候書》中，稱自己於內丹火候問題，曾參討數十載。

期間與南北修士往返參究，終究還是沒有解開疑團。 

除張宇初外，龍虎山兼修內丹的高道還有鄧仲修，他也曾師從金志揚煉習內

丹。鄧仲修，號雲林子，江西臨川人。關於他的傳記，宋濂撰有《鄧煉師神谷碑》、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查繼佐《罪惟錄》也載有他的傳記。他於元時入龍虎山

上清宮學道：「遇異人仙岩石上，出青囊書，授縱閉陰陽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

者金志揚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
115

可見，他是雷法、內丹兼修。這與趙

宜真的路數一樣，但他在金志揚一系中的輩份高於趙宜真，由此可見，以內丹兼

修雷法在金門中並不始於趙宜真。蓋因當時雷法、內丹均為道門中最流行的兩大

修煉法門。他在當時南方道門中聲譽很高，曾提點溫州玄妙觀、杭州龍翔宮等知

名宮觀。又龍虎山還有張若霖亦從金志揚、桂心淵煉兼習內丹。據宋濂《大上清

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載：張若霖（1305－1372），字修文，號鐵礦子。

江西貴溪人，青年時入龍虎山修道，曾師事龍虎山高道周貴德，又從元末著名內

丹派高道桂心淵、金志陽問道：「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住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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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

類有以取捨之。」
116

 

他龍虎山資望甚高，洪武年間，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幾次入京朝覲，張友霖

均為輔行。洪武四年（1471），張友霖出任龍虎山核心宮觀大上清正一萬壽宮提

點。又鄰近龍虎山的安徽浦陽仙華山，明洪武三年，道士葛道慶於中創建混成道

院：「修真之士，采鉛汞而煉黃庭者，於於而來矣！」
117

看來混成道院也是以內

丹修煉為宗旨。 

 

3、蘇、杭地區全真教的清修風尚 

關於元明時期江浙地區全真教傳播歷史狀況，吳亞魁在《江南全真道教》中

已做了很好復建，這是一部相當成功的有關地域性全真道教研究之作。
118

本文相

關研究就是建立在他的研究工作基礎之上。 

元末明初的浙江、江蘇地區也是南方全真教活躍的中心地帶，其中尤以杭

州、蘇州兩地區，全真教宮觀較為集中。像杭州的重陽庵、紫陽庵、葆真觀，蘇

州的佑聖道院、福濟觀等，在當時江浙一帶都享有盛譽，係全真內丹修煉的中心。

其中出現的幾位在元末明初以內丹修持、建觀立庵著稱的全真高道，例如彭通

微、倪玄素、郭宗衡等值得我們特別關注。此外江浙地區的全真教與南方其它地

區，例如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全真教的聯繫，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研究課題，

它對於我們把握元末明初南方全真教勢力網絡的分佈及其與北方全真宮觀的關

係很有助益。 

在展開對元末明初的蘇杭地區全真教研究之前，讓我們先來討論一下明初活

躍於京都南京的神秘全真高道冷謙。他在明初與張三丰齊名，其歷史形象也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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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隱若現。冷謙是明初制訂國家祭樂的頭號功臣。他於洪武年間曾在太常寺任

職，長期擔任太常寺協律郎一職。冷謙，字啟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明史》

載云：「知音，善鼓瑟。以黃冠隱吳山，召為協律郎，令協樂章樂譜，俾樂生習

之。取石靈璧以製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乃考正四廟雅樂，命謙校定音律及

編鐘、編磬等器，遂定樂舞之制。」
119

他為明初國家祭祀中樂舞制度的制訂作出

重要貢獻。何喬遠《名山藏》說：「高帝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

120
 

冷謙的道教師承不明，何喬遠《名山藏》說他曾與張三丰同學於元初高僧劉

秉忠，這不可靠。不過他精於道教內丹修煉術，這應當沒有問題。《四庫存目叢

書》子部道家類收有一種署名冷謙撰作的《修齡要指》一卷，其內容多述養生調

攝之事，是一部質量很高、且具操作性的養生學著述。從書中所述內丹修煉功法

看，注重心性修煉，當屬全真派無疑。例如書中「無心得大還」條云： 

大還之道，聖道也，無心者，常清常靜也。「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何聖道之不可傳，大還之不可得哉！《清靜經》已備言之矣！修真之士，體

而行下之，欲造夫清真靈妙之境，若反掌耳。 

按全真教自王重陽開教始，即看重《清靜經》。《修齡要指》援引《清靜經》

以鋪陳內丹道，正符合全真本色。《四庫存目叢書提要》作者懷疑此書為依託，

又沒有擺出甚麼理由、史實，應屬猜測之辭。 

重陽庵與紫陽庵是元明時期杭州的兩大全真教著名宮觀。重陽庵位於杭州吳

山青衣洞。其作為全真教宮觀的歷史可溯至元大德年間（1297－1307），開創祖

師為全真高道冉無為。重陽庵的基本架構由元中期始，經過逐漸擴建，至明末已

包括三清閣、玄帝殿、五祖七真堂、雲水缽堂、龍虎丹室、天醫祠等。又從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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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大德年間由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張與材親書，並刻於石壁之上的「青衣

洞天吳山福地十方大重陽庵」十五字看，重陽庵在作為江南核心地區的杭州有著

十分重要地位。
121

對此，我們從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清整道教之後，重陽庵兼併附

近全真庵觀十一所一事中，更可確證。考《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四年（1391），

太祖敕諭清理釋道二教： 

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不循本

俗，污教敗行，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甚多，但存其

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並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
122 

關於這清理道教敕令執行的情況，正史沒有記載。我們從道教方面的記錄

看，其執行是有行動的。《太嶽太和山志》載明初龍虎山高道邵慶芳之行事有：「洪

武二十四年，以道行薦於朝，奉命差往廣東清理道教。」
123

據此，這次清理道教

仍係由各地挑選道士來執行。至於有關清理結果，《重陽庵集》載杭州情形云：「國

初歸併全真庵觀十有一，悉統之茲山。率徒祝釐，必資人望。」
124

這一方面說明

這次清整政令至少在道教中是有效貫徹的，另一方面也表明重陽庵在杭州全真教

宮觀的核心地位。重陽庵在明代一直傳承不絕，對此周鼎《重陽庵記》有很好記

載。吳亞魁也指出由冉無為至梅志暹等，有一條脈絡大致清晰的傳承鏈結，即冉

無為－劉碧虛－江鐵庵－楊古岩－孫守素－鍾本清－何志遠－梅志暹－駱仲仁

－潘崇正－沈月川……－陳曰可……。一直可以追溯至明萬曆年間，前後計近三

百年。
125

 

從重陽庵的傳教宗風看，此宗在明代仍秉持全真教清淨修持的傳統風尚。明

萬曆年間所撰的《吳山重陽庵天醫行宮記》描述說：「吳山重陽庵，十方大叢林

也，不宮觀之額以榮，而庵以自名，何邪？其教以全真為宗，習靜是尚。雖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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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殿廡，鏗鋾其鼓鐘，而一龕一缽之安，不改其開山創始者之本心也。」
126

這說

明一直到明代後期，重陽庵秉守著全真教自創教始奠定的清淨修持風尚。從我們

前文對北方明代全真教傳教宗風的論述看，二者是相同的。此外，從重陽庵的宗

系傳承看，至少到楊古岩時，就已滲入金志揚一系的傳承，因為楊古岩正是出於

金志揚一派。
127

又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自梅志暹始，該宗亦兼習雷法。又楊

古岩另一名弟子倪玄素也兼習雷法。其說見後。而梅志暹即活躍於明英宗統治

時。將此事與前述金志揚一系鄧仲修、趙宜真、劉淵然、邵以正兼傳清微雷法，

可見金志揚一系後學在修習內丹之餘，多兼習雷法。 

明代杭州另一處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全真名觀是紫陽庵。其位於杭州瑞石

山，自然景觀奇偉：「紫陽奇偉卓絕之觀，甲於東南，兼有江山之勝。」
128

不過，

與重陽庵不同，紫陽庵在元代中期的開創者徐弘道，卻係一名南宗高道。只是到

其弟子，活躍於元延祐年間的丁野鶴時，才公開打起全真教的招牌。明馮夢禎《史

方伯重修紫陽庵記》云： 

野鶴所證，蓋得北真之道者，而紫陽則張平叔別號，又南真也。南真修

形神俱妙之術，北真兼契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豈有師南而徒北也。

129 

文中馮夢禎對此表示不理解，其實這正是元中後期江南道教南宗大規模改宗

全真的一個例證。只不過時易境遷，明代人已不容易理解。此外，從紫陽庵於明

永樂年間重修列仙堂的神位佈局看，也是南北宗祖師同處一堂： 

永樂間重修列仙堂於台上，中設老君，旁列十子，左右環坐南宗北派聖

像。130 

這說明南北宗之交融已經固化於宮觀規制。因為紫陽庵列仙台在永樂年間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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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我們不知其前的神靈配置，我推測當係沿襲，也就是南宗北派聖像同處一

堂早在元代就是如此。此外，從《紫陽庵集》所收明代諸記分析，紫陽庵在明代

除短暫衰落外，一直代代相傳，其清淨修行的全真宗風亦未改變。 

關於明初蘇州全真教傳播狀況，我們不能不提及高道倪玄素及其創建的蘇州

佑聖道院。倪玄素，號無德，師承金志揚一系的全真高道楊古岩。明李翊《續吳

郡志》載云： 

倪玄素，號無德，其先杭州人也。脫俗人衣，從楊古岩老仙，習全真家

風。深知明心見性之理，坐環煉丹之要。古岩之學，出金蓬頭之派也。至前

元至正間，避苗寇亂，與同學桂心淵隨師至吳下，於府城西白蓮涇畔，立棲

止之所。住逾年。師化去後，於洪武年間，買地建佑聖道院，即今之南濠九

天閣玄武殿。創造一新，以奉香火。於是守全真教，學正一宗，往來武當山

中，遇至人教以禹步飛岡之法，五雷金晶之書，修煉不怠。
131 

據李翊文中所記，倪玄素師承金志揚一系全真高道楊古岩，以坐環內煉見

長。這說明全真教傳統的清淨修煉風尚，在金志揚一系全真後學中仍得以維持。

不過文中提到他與同學桂心淵在元至正間（1341－1368），隨師至吳下。這條記

載有誤，按桂心淵與金志揚同輩，且兩人並無師承關係，據元楊維禎《東維子文

集》之〈改危素先生碑〉，他逝於元至正元年，地點是江西廬山（1341）。
132

此時

不可能與倪玄素至蘇州。此外，從文中提到倪玄素往來於蘇州、武當山之間看，

當時蘇州全真道與武當道教聯繫較緊。又從他在武當山遇至人兼習雷法看，他與

同輩同門的趙宜真經歷相似。這說明以內丹道兼習雷法乃系金志揚一系的特點。

趙宜真絕非個案，因此我們不能據此否定趙宜真、倪玄素的全真歸屬。
133

 

除佑聖道院外，蘇州還有一所著名的全真教宮觀福濟觀，係由劉淵然門徒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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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衡創建。由該觀殿宇規制及崇奉神靈看，其歸屬全真教應無可懷疑：「（福濟觀）

中建元天之殿為祝釐所，旁作二翌宇，一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祠長春諸

師。」
134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福濟觀中已為長春（即劉淵然）專建祠宇，且接續南

五祖、北七真法脈。這與該系其它宮觀如雲南龍泉觀的長春祠宇，及上述在白雲

觀李得晟將劉淵然繪於全真十八大師之後做法如出一轍。這充分證明兩點：其一

劉淵然一系在明代已單獨成派，其二這一派的全真歸屬應無可疑。 

元末明初在南方還有一位全真派高道頗為活躍，此人即彭通微（1307－

1395）。號素雲先生。關於他的求道、弘法活動，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述之

甚詳。
135

由於他晚年傳道的中心地區是松江一帶，因此明崇禎《松江府志》述其

生平行事甚詳。他是河南汝陽人，少年時從本地紫潭長生庵全真道士劉月淵出

家。其後又四處遊歷訪道。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彭通微朝禮武當山，師從

紫霄宮全真高道太和真人張守清：「悉以煉氣棲神秘旨授之。」
136

其後他又四處

遊歷參訪，其遊歷地區主要陝西終南山、福建武夷山、江西龍虎山。我們知道：

這在元末明初都是全真教勢力分佈集中的地區。他於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

抵達松江，以後就一直在此傳道授徒。彭素雲仙逝於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

在當時即享有盛譽。據《元明事類鈔》載，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曾遣使詔見，不幸

地是當使者抵達其住居的細林山崇真道院時，他已解化：「彭素雲母夢一黃冠，

食以大桃，而有姙。及長，得煉氣棲神之術。明祖召之，值其羽化。啟龕視之，

正坐不倚，長爪繞身。相傳其爪甲隨風而化，變為金蛇，兒童捕置器中，或倐不

見。」
137

他在松江創建兩座道院即真聖堂與崇真道院。 

從彭通微學道、訪道、弘道的歷程看，元末明初位於中原腹地的河南，全真

教徒也頗為活躍。此外陝西終南山、湖北武當山、江西龍虎山及蘇杭一帶都是當



 44

時全真教徒分佈較集中地區。其時全真教徒由於業已體制化的遊方參訪的需要，

上述地區已成為教徒參訪掛單的重點。這樣通過這種方式，元末明初全真教實際

已組成一張宮觀網絡，全真道士於其間來往穿梭，遊方參訪，以展開其修道生活。 

 

 

結論 

 

以上我們以內丹修煉為主線，以宮觀存在狀況及高道活動為鋪陳，對明初

（1368－1434）六十六年南北全真教的存在狀況、傳教宗風進行研究。通過研究

我們發現明初全真教雖然喪失其在元代的政治地位，但仍然以內丹修煉、傳播為

中心在社會中廣泛活動。由於在內丹修煉中，教徒必須經歷雲遊訪道、坐缽一節，

因此在全真道各宮觀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繫。在明初，西北全真教以祖庭陝西重陽

宮為中心的教區仍然有著中心地位，許多全真教高道都曾有過住居重陽宮坐缽修

煉的經歷。就中重陽宮與武當山全真教的關係尤為密切，正是逐過武當山這一全

真教中部重鎮的中介，重陽宮將其觸鬚延伸至各地。至於北方全真教中心白雲

觀，在明初由於宦官的支持也得到很好的修繕，且係北方全真教徒交流內丹修煉

心得的中心。南方全真教也像北方一樣注重坐環清修，其活動的重點區域主要在

江蘇、浙江、江西、福建一帶，其傳佈中心則集中於武夷山、龍虎山、蘇州、杭

州。就中最具影響的全真宗系乃是經過元代南北宗交融之後的金志揚一系，其在

明初的代表為趙宜真、劉淵然。該派傳承的特點乃是以內丹道為基礎，兼傳清微

雷法。此外，該派對正一派中心龍虎山的滲透，值得我們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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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編「明清道教」說：「明清兩代（1368－1911）五百多年，是道

教從停滯走向衰落的階段。在內部，教團的腐化，在外部，理學的強力排斥，民間宗教的爭奪地

盤，失去統治者崇奉扶植等多種因素，促使道教漸趨衰落，大體上與整個封建社會的衰落同步。」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第 579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年 6 月。 
2柳存仁說：「然而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中，道教的勢力之大，道教空氣瀰漫籠罩於上下各階層、各

方面，卻沒有比這三百年更濃厚，更盛的了。」〈明儒與道教〉，載《和風堂文集》卷中，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91。 

 
3關於明代道教的研究，中文著述中除分別由任繼愈、卿希泰主編的兩種《中國道教史》中相關

章節外，屬於斷代研究的作品還有：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6。陳

兵〈明代全真道〉，《世界宗教研究》1992 年第 1期。王志忠《明清全真教論稿》，成都：巴蜀書

社 2000。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教合一」思想論》，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吳亞魁《江

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 2006。有關道教與明代政治的論題，學者們主要關注明代皇帝與

道教的關係、明代的道教管理制度等。圍繞此近年來發表的中文作品有：楊啟樵〈明代諸帝之崇

尚方術及其影響〉，載《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境出版社 1984 年。羅卡〈明太祖與道教〉，《宗

教學研究》1988 年第 1期。楊立志〈明成祖與武當道教〉，《江漢論壇》1990 年第 12 期。曾召南

〈明代前中期諸帝崇道淺析〉，《四川大學學報》1991 年第 4期；〈試論明寧獻王朱權的道教思想〉，

《宗教學研究》1998 年第 4期。石衍豐〈明世宗崇信的道士邵元節與陶仲文〉，《世界宗教研究》

1992 年第 2期；〈明世宗崇尚道教之特點〉，《宗教學研究》1995 年第 1－2期。李建軍〈明世宗

與道教〉，《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 年第 5期。陳寶良〈嘉靖皇帝與道教〉，《北方論

叢》1992 年第 3期；〈明太祖與儒佛道三教〉，《福建論壇》1993 年第 5期。暴洪昌〈明代對僧道

的管理〉，《北方論叢》，1986 年第 5期。趙亮〈明代道教管理制度〉，《世界宗教研究》1990 年第

3期。陳連營〈試論明初洪武年間對佛道二教的整頓和管理〉，《史學月刊》1991 年第 3期。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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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道教管理制度芻議〉，《宗教與世界》1997 年第 2期。趙軼峰《明代國家宗教管理制度與

政策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此外，有關道教對明代精英階層思想的影響，柳

存仁先生曾撰有〈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等論文，載《和風堂文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可算是這一領域的拓荒之作，值得我們重視。 
4［日］桑田利亞《明代全真道與坐缽》；［法］高萬桑〈全真道的環堵考〉，《全真弘道集》第 126

－156，［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4 年 7 月版；張廣保《金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五章〈金元全真

教的修煉生活〉，［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8 年 12 月版。 
5〈高尚處土修真記〉，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第 1007 頁。 
6陳銘珪《長春道教源流》卷七，載《藏外道書》第 31 冊，第 119 頁。 
7陳銘珪《長春道教源流》卷七。同卷中，他還引明王世貞《遊白雲觀記》：「全真之教遍天下，

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劉淵然之見崇，不能盡復其盛也。」（《藏外道書》第 31

冊，第 128 頁） 
8張廣保《明代的幾座國家宮觀與國家祭典》，待刊。 
9朱元璋曾就全真與正一的社會作用，評論二派之優劣說：「朕觀釋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禪有

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

親之設。益人倫，厚風俗。其功大矣哉！」朱元璋《御制玄教立成齋醮儀文序》。按此評論未必

公允，因為全真教早在元代就兼主齋醮科儀，並曾多次為元廷主持國家祭典。 
10明成化十一年周鼎撰《重陽庵記》即稱全真教為清修道教，其文云：「（重陽宮）國朝洪武二十

四年，清修道教立為全真叢林。」《重陽庵集》，載《藏外道書》第 20 冊，第 416 頁。 
11張廣保《金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一章〈祖庭與堂下──全真教各宗系的整合〉，［香港］青松

出版社 2008 年 12 月版。  
12《陝西通志》，卷二十八，同卷又云：「重陽萬壽宮在蔡家莊，創自萬曆元年。」按此記重陽宮

創自萬曆元年（1573），有誤，當係重修。《四庫全書》本，《關中勝跡圖志》卷七亦記：「重陽宮，

《通志》在盩厔縣東六十里祖庵鎮，元劉祖謙碑記：師姓王，名　，字知明，重陽其號，咸陽人。

金正隆間遇至人於甘河，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數尺，居三年，復自實之。遂遷於劉蔣村成

道。時門人建殿，號祖師庵。……內有趙孟俯書《敕藏御服碑》。  
13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745 頁。  
14明《石墨鐫華》卷七：「余自髫年耽古法書，沈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數經臨摹，其丰神無復存

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罥足一隅，以不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

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又以不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

鐫華，示王甥允濂。允濂曰：丈人於近道古碑，恐有遺者。寧可令歐陽修、趙明誠諸君見乎。因

歷數所見數種，余謝不敏，要允濂，欲與偕出從九嵕而東遊城南……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

如重陽宮、宗聖觀、仙遊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頷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

與二僕負楮墨，從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　，成道於此。有仙遺《海棠花記》。

記所留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行》諸碑皆不足觀。南出得小徑，望重陽宮，

樓閣出樹杪，旭日初升，溪水與林光相射。不覺灑然。至觀，諸碑森立，唯趙承旨所書《敕藏御

服》、《孫德彧道行》二碑可錄。李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精勁有法者，暨姚燧書《重陽

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多不能識。……余為一詩已，呼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

秋香色，針工精密，可左右衽，元服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 
15王忠信編《樓觀台道教碑石》第 163 頁，三秦出版社 1995。 
16嘉靖十四年刻《重修三原志》卷六。 
17王崗〈明代王侯與道教關係探究：以蘭州和昆明為例〉，黎志添主編《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

［香港］中華書局 2003。 
18《重陽立教十五論》，《正統道藏》第 32 冊，三家本。 
19《全真清規》，《正統道藏》第 32 冊，三家本。 
20從蒙元時期尹志平所撰《北遊錄》看，早在蒙元時期全真教就已形成掛單參遊宮觀制。 
21《太嶽太和山志》卷 5。 
22《太嶽太和山志》卷 6。 
23《太嶽太和山志》卷 7。 
24《太嶽太和山志》卷 6。 
25《太嶽太和山志》卷 7。 
26《太嶽太和山志》卷 7。 



 47

                                                                                                                                                               
27《太嶽太和山志》卷 7。 
28《太祖實錄》卷 225，洪武二十六年二月庚寅。 
29《太嶽太和山志》卷 2。 
30《太嶽太和山志》卷 7。 
31明趙廷瑞修、嘉靖二十一年刻《陝西通志》卷 36：「孫碧雲，其先馮翊人，世本儒業，年十三，

入華山修道。洪武初，遇張真仙，授以道術。至洪武甲戍（1394），太祖皇帝因夢有征，賜以衲

衣、禦膳、珍果之物。未幾壬辰（1412），成祖文皇帝屢賜敕賚，授以道錄司道錄，號玄虛子（應

為虛玄子之誤）。」 
32《重修鄠縣志》卷 9。 
33《陝西通志》卷 36 
34《太嶽太和山志》卷 2 
35《太嶽太和山志》卷 2 
36《太嶽太和山志》卷 7。 
37《太嶽太和山志》卷 7稱丘玄清：「平昔公餘，《黃庭》、《道德》不輟於口，閑則凝神坐忘。」 
38《陝西通志》卷 97。 
39《隨機應化錄》靈通子序云：「賈道玄者，何君之門人也，序。」《道藏》第 24 冊，三家本。 
40何喬遠《名山藏》列傳五，方外記「張君寶」。 
41何喬遠《名山藏》列傳五，方外記「張君寶」。 
42《隨機應化錄》卷下，《道藏》第 24 冊，三家本 
43《隨機應化錄》卷上：「當月十五日，全真道人董孤雲、王夷山、何懶雲三人，赴丹陽萬壽宮作

主缽。」將這一記載與陸道和《全真清規》記裁相證，可知陸道和記載的明代全真教坐缽制度是

可靠的。《道藏》第 24 冊，三家本 
44王道淵《還真集》卷下，《道藏》第 24 冊，三家本。 
45嘉靖十四年刻《重修三原志》卷 13。 
46《明太祖實錄》卷 145 載：「（洪武十五年五月）丁丑，遣行人賚敕諭天下郡縣訪求經明行修之

士，年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 
47嘉靖十四年刻《重修三原志》卷 13。 
48劉健《三原縣龍陽宮創建玉皇閣記》，嘉靖十四年刻《重修三原志》卷 13。 
49乾隆《韓城縣志》卷 3。 
50張廣保〈蒙元時期全真教大宗師的傳承〉，《金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8

年 12 月版。 
51陳銘珪《長春道教源流》卷六。 
52小柳司氣太《白雲觀志》卷 4，《藏外道書》第 20 冊。 
53朱　《金天觀記銘》，《隴右金石錄》，卷 6。 
54劉迅在《護城保國：十九世紀中葉清剿太平軍時期的南陽玄妙觀》一文中說：「1371、1439，玄

妙觀經歷兩次大修，唐定王不僅為修復工程捐助善款，而且還在山門上題寫了『玄妙觀』匾額。」

香港青松觀 60 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55朱　〈金天觀記銘〉，《隴右金石錄》，卷 6。 
56 《太嶽太和山志》卷 7 
57胡瀅《白雲觀重修記》，小柳司氣太《白雲觀志》卷 4，《藏外道書》第 20 冊。 
58同上。 
59同上。 
60同上。 
61許彬《賜經之碑》，小柳司氣太《白雲觀志》卷 4，《藏外道書》第 20 冊。 
62陳循〈龍泉觀長春真人祠記〉，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1260 頁。 
63同上。 
64陳循〈龍泉觀長春真人祠記〉：「真人既沒，以正歷遷演法正一，賜號守玄沖靖高士，誥命領道

教事。」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1260 頁。 
65商輅〈龍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1266 頁。 
66小柳司氣太《白雲觀志》卷一，《中國道觀志叢刊》第 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67商輅〈龍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1266 頁。 
68周思得（1359－1451），字養真，號素庵野人，神霄派高道。深受成祖寵信，宣德十年獲賜「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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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錄司事，兼朝天宮、大德觀任持，二品。他於英宗正統十年退職，

其徒周道寧、周道玉任道錄司至靈，梅道基、王道弘任玄義。據周思得《和道錄正一吳大節韻一

首》，吳大節早於思得任正一之職。 
69《玄宗內典諸經注》，《藏外道書》第 7冊。 
70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版，第 1260 頁。按據明楊一清〈大茅峰聖祐觀記〉，

邵以正在茅山也有傳承，茅山聖祐萬壽宮住持湯知愚就曾師事邵以正，從他受清微秘法。可見邵

以正仍然秉承劉淵然傳教風格，內丹與清微雷法雙修。《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

版，第 1271 頁。 
71周敘《重建真慶觀記》、金問《真慶觀興造記》，陳垣《道家金石略》，文物出版社 1988 年 6 月

版，第 1253、1257 頁。  
72小柳司氣太《白雲觀志》卷一，《中國道觀志叢刊》第 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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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科教之設，亦惟性命之學而已。」《道藏》第 32 冊，三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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