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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寧紹台地區全真道教考

一、引言

此學術研究報告，是拙作《江南全真道教》（香港：

中華書局，2006 年）的一個延伸。《江南全真道教》係以

有元以來（1271 － 1911）蘇南、浙北的蘇州府、松江府、

常州府、太倉州、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江南六府一州

地區的全真道教為考察對象。在框定「江南」的地域範圍

時，透過《金蓋心燈》等道內文獻約略可知：現今江蘇的

蘇州、無錫、茅山，浙江的湖州、餘杭、杭州、嘉善、天

台等地，曾經是全真龍門道教在江南地區的活動重心；又，

據吉岡義豐 1 和高萬桑 2 等國外學者的研究，清末民初的江

南全真重鎮主要有海上白雲觀、寧波丹德觀、寧波佑聖觀、

常州玄妙觀、浙江金蓋山和天台山等。因此，「從比較狹義

的宗教地理的意義出發，如將江南界定為蘇南、浙北、浙東

十府一州，也就是增加江寧、鎮江、紹興、寧波四府，可能

是最為理想的選擇。但如此一來，恐有牽涉過廣而失之浮泛

之嫌」。3 於是不得不割捨蘇南的江寧、鎮江二府和浙東的

寧波、紹興二府。其中，浙東寧波、紹興二地，既是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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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學派的溫床，又緊鄰台州；而台州天台山，金丹派南宗

的祖庭，或曰「道家東南之祖庭」。故寧波、紹興、台州三

地，4 可說是道教金丹派南宗的腹地，或者稱以南宗祖庭及

其周邊地區。

南宗一脈，可謂源遠流長。孫克寬〈元虞集與南方道

教〉一文有言：袁桷（1266 － 1327）〈野月觀記〉所謂「東

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為宗，本於黃帝韜精鍊形，……其

壽命益長者謂之僊，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取焉」。此

「派繫」，即南宗一脈，「此道是衍自《參同契》」。5

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一般認為：「北宋時期，正統道

教嫡派丹道的中心人物，即是後世道教所稱南宗丹道祖師的

張紫陽。」張紫陽，即張伯端，字平叔，後改名用成，號紫

陽。「所謂『南宗』，即以紫陽真人為代表的傳統，公認其

為主張性命雙修的丹法。」6 按照陳兵〈金丹派南宗淺探〉

的界說，則所謂「南宗」，是指宗承北宋張伯端內丹學說，

主要流傳於南宋的一派道教。該派自己並未立名標宗，「南

宗」之稱，係後人所加，以與流傳於北方金朝的全真道相對

而言。全真道與南宗，皆以修煉內丹而成仙證真為旨，故就

宋元內丹煉養學而言，遂有南北宗之分。7

所以，「南宗」一詞，初指金丹派南宗；「北宗」一詞，

則指北方全真。隨著蒙元一統，南北合流，則變而為全真道

南宗、北宗或南派、北派。《道派源流》稱：「按老子之道，

文始派最高，少陽派最大。少陽傳正陽，正陽傳純陽，純陽

首傳邱長春，開北派；純陽又傳劉海蟾，海蟾傳張紫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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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8

至於南北二宗的合流，一般多謂是南宗歸併於全真北

宗門下。如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指出：「金丹派南宗

與全真道是在南宋與金對峙時期分別產生於南、北兩地的金

丹派別，它們同主金丹，又皆宗祖鍾、呂，自謂同一源流。

只因兩地隔絕，遂各立門戶。但至元世祖統一江南後，南北

統一，原來兩個長期隔絕的道派，經過接觸，產生會歸合流

為一派的要求，特別是勢力弱小的南宗更是如此。」9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亦言：「全真道南傳之先，

江南有金丹派南宗亦以內煉修仙為旨，自稱其丹法源出鍾、

呂、劉，與北方全真道同源異流。南宗教團不大，力量較弱，

未受元室重視，於是，南宗徒裔便於入元後紛紛合流於全真

門下。」10

張廣保《明代初期（1368 － 1434）全真教南北宗風研

究》則稱：「自元代中期以後，內丹道南北二宗在江南地區

就已成功合流」；「自此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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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真南北二宗合流的具體情形可能遠非如此簡單；陳

兵的研究和現有的資料表明：金丹派南宗的歸併流向，亦並

非僅止於全真一途。陳兵指出：「南宗在入元後並未突然絕

嗣，它逐漸與全真、正一派合流，而多數南宗人併入了全真

道」；又，「元初南宗徒裔多數歸入全真，乃大勢所趨。但

兼行雷法的南宗道士，本來即屬上清派系，可能多歸入正一

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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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及至明初，道教已然分為全真、正一兩大

派，這似乎意味著南北二宗合流的最終完成。金丹派、內丹

道或曰全真道南北二宗，皆祖述全真五祖，即王玄甫、鍾離

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五祖而下，劉海蟾傳南七

真，即原南宗五祖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

外加劉永年、彭耜，是為南七真；王重陽傳馬鈺、譚處端、

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是為北七真。

此即陳致虛（1290 －？）《金丹大要》、《金丹大要列仙志》

所列全真南北二宗傳承譜系。陳兵認為：「元初南宗徒裔所

述的本派傳法譜系，是南北二宗合流的有力證據。」13

關於全真五祖七真以及南宗一派的道脈淵源、思想流

變等，現有的研究亦復不少，茲不贅述。是故，本研究報告

無意於就諸如此類的問題多加筆墨，而主要著力於有元南北

二宗合流以來南宗祖庭及其周邊地區，亦即浙東寧波、紹

興、台州地區全真道教的歷史概況。就此而言，前有嚴振非

〈台州黃巖的「洞天福地」〉一文，近有金渭迪主編《委羽

仙蹤》，任林豪、馬曙明合著《台州道教考》二書；特別是

《台州道教考》一書，根據《金蓋心燈》、《續纂龍門宗譜》

等道內文獻，考辨了「台州道教龍門派」的歷史沿革和盛衰

景況。以上述研究為基礎，本研究報告將主要借助於道內、

道外之史志資料、碑銘資料等，深入考察浙東寧波、紹興、

台州地區的全真道教歷史，以期對有元以來這一地區全真道

教的傳播與發展、盛衰與流變的具體情形有一整體的把握和

全面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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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傳（1271 － 1368）

全真道教興起於十二世紀的中國北方。其時，南北中

國處於分裂、對峙乃至交戰之中，並不具備宗教傳播的基本

條件。元滅南宋（1279）之前，全真道教的活動範圍始終局

限於北部中國，並未「越江淮而漸南行」。全真道教的南傳，

大致與蒙元平定江南的鐵蹄同一步調。據考，江南六府一州

地區最早的全真道教蹤跡是杭州玉陽菴及寓居全真菴之羅

蓬頭、自稱「大癡道人」之「全真大癡」黃公望等。14

至於浙東寧、紹、台地區，亦即南宗祖庭及其周邊地

區，北宗南傳、南宗歸附之後，全真道教傳播和發展的具體

情形又是怎樣呢？

嚴振非〈台州黃巖的「洞天福地」〉一文有言稱：元初，

全真教興起。委羽山亦信全真派北宗，「全神煉同，出家修

真」，「重內丹丹法，求心清意靜，嚴清規條律，主傳戒叢

林」。委羽山以全真正統自居，對正一派符籙齋醮，驅鬼降

妖，祈福禳災，頗懷宗派之見。15 金渭迪主編《委羽仙蹤》

則稱：「自元代開始，大有宮信奉全真北宗龍門派，為台溫

祖庭，名震東南達兩千多年。」16

上述說辭，未免過於籠而統之。細細究之，則「委羽

山亦信全真派北宗」、全真道北宗輾轉傳至南宗祖庭及其周

邊地區的最早和可靠的線索，是元袁桷〈野元觀記〉。從〈野

月觀記〉可知：北方全真道教已為當時浙東人士如袁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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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悉，所謂「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

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

絕憂患慕羡，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以復其性，死

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17 在袁桷看

來，全真道教之返樸還淳、苦志修行，頗為類似於釋家之

教。今之學者在述及浙東道教時，亦一再指出：「全真派主

張道釋儒三教合一，凡道士須出家，不得結婚，不食葷腥，

迎合了佛教影響較深的鄞縣群眾的信仰觀」；18「全真派的

主張，迎合了佛教盛行的江南群眾的宗教信仰」。19 也就是

說，在佛教影響深厚的浙東地區、南宗故里，全真道教以其

「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的修行方式，較易取得一般信眾的接

納和信從。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稱：「元人袁桷《清

容居士集》卷十九〈野月觀記〉述當時浙江黃巖人趙與慶學

北派全真之道，築野月菴於委羽山北。」20 卿希泰主編《中

國道教史》亦以袁桷〈野月觀記〉為據而指出：「浙江黃巖

委羽山亦有全真道士足跡」；又，「袁桷此記作於至治元年

（1321），證明趙與慶已在此前十年，即大體在仁宗朝（1312

－ 1320 年在位）於委羽山修習全真之術」。21《台州道教考》

則認為：全真道在台州的傳播，是在全真道渡江南傳之後，

「最早者似為黃巖人趙與慶和天台道士項子虛」。22 而陳銘

珪（1823 － 1881）《長春道教源流》（1879），雖未明言趙、

項二人為最早之全真道士，但他根據袁桷《清容居士集》

〈野月觀記〉、〈日生堂記〉之所述，將趙與慶、項子虛二

人歸入「邱長春後全真法嗣」之列。23

〈野月觀記〉述趙與慶事甚詳：「宋世有大梁趙公宗

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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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孝友，簪笏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遯世樂道，

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脅不至席，今踰十年矣。

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牗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

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

而名之曰野月焉。」〈記〉稱：「與慶得至靜之說，願求平

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24 與慶「從北方之學者而

慕之」，「得至靜之說，願求平叔書讀之」，顯見其對於全

真南北二宗兼而修之。又，明萬曆《黃巖縣志》卷之七〈方

伎〉，有趙與慶軼聞一則：趙與慶，號草堂，西橋人，子英

之後。精岐扁術，人有疾求治，無不立愈。一日，有惡疾人

臥道中，穢甚，行者皆避之，與慶獨就前為診視曰：六脈延

延，必是大仙。其人即授以二針，忽不見。自是其術益神，

往往能活死人。25《台州道教考》以為：此段記載雖是傳說，

或與趙與慶得授北宗全真道法即「北方之學者」有關。如此

說可以成立，則趙與慶此前對道教修煉之術也應是頗具一番

心得，故「診視」之下，便知「六脈延延，必是大仙」；得

授二針之後，「自是其術益神」。

至於「天台道士項子虛」信從全真道教一事，詳見袁

桷〈日生堂記〉。〈記〉稱：「天台道士項子虛，通岐黃書，

其治病不擇富貴，輒徒步以往，處藥候脈有源委。蓋所居鄉

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

為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日生』。」復稱：子虛其人，

「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

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26 於此可

知：子虛其人，不僅「師全真之說」，而且履踐全真之行，

如「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等等，確得全真道教之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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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與慶與項子虛均生平不詳，師承不明，黃巖委羽

山野月觀和日生堂也無跡可尋，但全真道教於十四世紀初

（1310 年前後）即已傳入浙東台州等地，應是可以肯定的。

又，據《黃巖縣志》卷三十七〈雜志〉：元時，有道士鄭守仁，

號蒙泉，黃巖人。幼著羽士服，遊京師，寓蓬萊坊之崇真宮，

都下士大夫來往雲集。守仁常僵臥一室，或冥坐誦《黃庭》，

不與物接，人呼為獨冷先生。達兼善、危太素諸公皆重之。

至正（1341 － 1368）間，主白鶴觀。27 觀其「常僵臥一室，

或冥坐誦《黃庭》，不與物接」之行，應是修全真之術者。

除卻上述趙與慶、項子虛、鄭守仁等人的活動蹤跡外，

當地方志資料也提供了一些台州地區全真道教的活動線索。

台州地區，元代始建的全真道觀，現已考明者有二：

一是赤城全真道院，一是鶴峰全真道院。

赤城全真道院，明萬曆《天台山方外志》卷四有志：

赤城全真道院，在（天台）縣東二百步。今廢。28

鶴峰全真道院（一作全真院），明萬曆《天台山方外

志》卷四、清《天台山全志》卷五有志，內容大同小異。據

《天台山全志》卷五：鶴峰全真院，在天台縣東十五里。元

大德九年（1305），道士徐光孚建。今廢。29

此外，台州地區元代始創、重建或請額的道觀還有：

黃巖玄真道院（元延祐間，范知州忠毀妖祠，里人鮑顯祖拓

其址以建），30 仙居紫虛道院（元至治間，道士吳初隱建）、

葆真道院（元至元二十四年，道士翁道全建，翁森為之記），31

寧海仙源觀（元至元中建），太平（後稱溫嶺）天真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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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南塘真人張惟一建），32 天台桃源道院（元至元間，道

士陳貫道建，今廢）、養素道院（元至元間，道士王中立建，

後廢）、思真菴（元至元間，道士石好問建，今無考處所）、

臥雲菴（元至元間，道士周正中建，今廢）等。33 其道派歸

屬不明，錄此以備考證。

有元一代，寧波境內，「道觀夥頤」。據載，僅鄞縣

一地，即創建道觀十七座。民國《鄞縣通志》〈政教志〉

有言：「胡元崇尚宗教，以牢絡群氓，九十年間，剏建道

觀夥頤，如至德觀（世祖至元十八年建）、紫虛觀（至元

十九年建）、回真道院（至元二十三年建）、明霞觀（至元

二十八年建）、紫霞仙館（成宗元貞元年建）、玉皇觀（元

貞二年建）、玄真道院（成宗大德十年建）、玄玄道庵（武

宗至大二年建）、沖和道院（至大二年建）、佑聖觀（英宗

至治元年建）、紫陽宮（泰定帝泰定二年建）、盤福宮（順

帝元統年間建）、靜寄堂（順帝至正五年建）、崇真道院（至

正六年建）、助順宮（至正十九年建）、沖虛真觀（元道士

呂震亨建）、隱仙觀（元道士王德華建）等，皆興於是時。

要之南宋以迄元末，當為彼教極盛時代。」 34

「要之南宋以迄元末，當為彼教極盛時代。」此所謂

「彼教」，其主要指涉對象，當係「胡元崇尚宗教」之全真

道教。全真道教的宗教訴求，上有「胡元崇尚」，下又「迎

合了佛教盛行的江南群眾的宗教信仰」，35 加以浙東寧、紹、

台地區，山清水秀，頗多名山福地、隱修佳境。因此，此時

創建、重建之道觀多有可能為全真道士棲止之地。《鄞縣通

志》於簡介道教「教律」時稱：「道教宗派，著者有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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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山二派。他若遇仙、清淨、尹喜、華山、崙 [ 嵛 ] 山、東華、

少陽、茅山、鍾離、天仙等，多至八十餘派，其中，尤以龍

門派為最盛。甬上道觀，什九隸之。」36《鄞縣通志》所謂「道

教宗派」，包括了龍門、隨山、遇仙、清淨、尹喜、華山、

嵛山、東華、少陽、茅山、鍾離、天仙等全真諸派，而未將

與全真相對之正一以及正一諸派囊括在內。可見，《鄞縣通

志》纂修者心目中的道教，惟有全真而已。又，《鄞縣通志》

之所述，可能主要是民國時期寧波道教的特殊情形，所謂

「甬上道觀，什九隸之」。不過，在其〈道觀現狀概況表〉

所列十八座道觀中，僅有五座，特別標明為歸屬「龍門派」。

還有，《鄞縣通志》於簡介道教「儀式」時稱：「道教崇奉

三清，供奉中座，左右供奉雷祖、三官大帝，或龍門始祖、

太陽、太陰、關帝、張仙等」；「其儀式遵照遺規，戴黃冠，

服道袍，向神座禮拜，有五體投地禮、一字禮、田字禮、五

方禮、十方禮等」。37 所有這些，正是全真道門依律奉行之

基本儀軌。

綜上可知：《鄞縣通志》所列元代始創之十七座道觀，

多有可能為全真道觀。茲分別略述於後。

至德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寧波府簡要

志》、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清《寧波府志》卷

三十三等諸多方志有志。據《延祐四明志》：至德觀，在縣

東二十五里。元至元十八年（1281），道士程德蓋建。38

紫虛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紫虛觀，在縣東

五里。元至元十九年（1282），道士樓坦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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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真道院，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有志：回真道院，

在西北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王惟明捨地以建。40

明霞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明霞觀，在西北隅。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道士鄒晉華建，扁曰明霞真館。

大德六年（1302）請今額，至大二年（1309）燬。41

紫霞仙館（一作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

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

紫霞仙觀，在西北隅。元元貞元年（1295），軍千戶張重翔

捨地以建。42

玉皇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寧波（四明）郡志》：玉皇觀，

在縣東三十里玉港橋南。元元貞二年（1296），真士胡道甫

建，後圮。至正（1341 － 1368）間，張道真重建。43

玄真道院，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玄真道院，在西

南隅。元大德十年（1306），道士蕭真素建，今扁曰月湖福

地。44

玄玄道庵，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

（四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玄玄道庵，

在西南隅。元至大二年（1309），玄真道院建。至大四年

（1311），道士張存真建鉢堂，以來方外之士。45《寧波（四

明）郡志》所述略有不同：玄玄道院，在縣治西南畫錦橋西。

元至大二年（1309），里人方武建。武宗四年（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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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張存真又建鉢堂，以來方士。明永樂（1403 － 1424）

間、景泰五年（1454），嗣孫方用寧重建，後圮。46

沖和道院，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延祐四明志》：沖和道院，在西

北隅。元至大二年（1309），道士蕭真素置蕭氏屋，改為道

院。47

佑聖觀，元至正《四明續志》卷十、明《寧波府簡要

志》、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清《寧波府志》卷

三十三、康熙《鄞縣志》卷二十二、雍正《寧波府志》卷

三十三、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民國《鄞縣通志》

等諸多方志有志。其中，至正《四明續志》、成化《寧波

（四明）郡志》明確記載：佑聖觀，元至治元年（1321），

全真高道元建請額教所（一作「元建請觀額，後廢」）。48

而民國《鄞縣通志》所述尤為周詳：佑聖觀，在鄞縣永豐鎮

孝聞街，舊名佑聖道院。元至治元年（1321），全真高道

元建，明市舶太監梁瑤修葺。正統二年（1437），內官歐

成重建真武殿、玉皇閣、方丈、廊廡、山門。嘉（1522 －

1566）、隆（1567 － 1572）間，中書余廷椿等捐資重修。

清順治十六年（1659），玉皇閣燬。康熙三十三年（1694），

合郡士民集資重建。四十二年（1703），重建真武殿。

四十八年（1709），重建靈官殿。五十五年（1716），重

修南天門牌樓。五十六年（1717），建造南天門外茶亭。

五十八年（1719），重修迎真橋並池塘。雍正四年（1726），

重修真武殿、斗姥閣、大士閣、呂祖台亭。七年（1729），

建火神殿。八年（1730），修建山門。乾隆五年（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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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玉皇閣。光緒十九年（1893），夏慶增、陸廷黻領緣重

建佑聖觀、真武殿、玉皇閣、靈官殿、山門、太歲殿。民國

十三年（1924），住持蔡理鑑重修太歲殿。十六年（1927），

金至銓為住持，募建都神殿、西廂房。49 從《鄞縣通志》可知：

元至治元年（1321），有全真高道元建嘗修葺是觀。歷明

入清，屢經繕葺。及至民國時期，則有全真龍門第二十二、

二十一代弟子蔡理鑑、金至銓等先後住持於此。

紫陽宮，元至正《四明續志》卷十、明成化《寧波（四

明）郡志》卷九有志。據《寧波（四明）郡志》：紫陽庵，

在縣治西北芳嘉橋東。元泰定二年（1325），民人余守元捨

基建。50

盤福宮，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有志：盤

福宮，在縣西南六十里。元元統（1333 － 1335）間，道士

周石田建。51

靜寄堂，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有志：靜

寄堂，在縣南五里，元至正五年（1345）建。52

崇真道院，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有志：

崇真道院，在縣東三十五里。元至正六年（1346），道士陳

伏初建。53

助順宮，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民國《鄞

縣通志》有志。據《寧波（四明）郡志》：助順宮，元至元

十九年（1282），道士吳葆儔建。54《鄞縣通志》作「至正

十九年（1359）」。

沖虛真觀，元至正《四明續志》卷十、明成化《寧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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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郡志》卷九、清《寧波府志》卷三十三、雍正《寧波府

志》卷三十三、乾隆《鄞縣志》卷二十五、乾隆《浙江通志》

卷二百三十等諸志有志。據《寧波（四明）郡志》：沖虛真

觀，在縣南五里。元至大（1308 － 1311）間，道士呂震亨

建。55 道士呂震亨是否得授全真之傳，方志並無明言。據乾隆《鄞

縣志》卷二十、民國《鄞縣通志》〈文獻志〉：呂震亨乃「陳可

復弟子，亦著靈異，召至京師，嗣其師之法」。56 至於陳可復，

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嘉靖《定海縣志》卷十三、清

乾隆《鄞縣志》卷二十、光緒《鎮海縣志》卷三十、民國《鄞

縣通志》等諸志有傳。傳稱：陳可復，定海人。其師與真，

幼歲居杭，入禁中，精齋醮儀。其時，「越有林生，善役

雷」，可復「晝夜承事」，「繇是卒得其術」。57 觀可復之

所得所行，不似一位全真道士。

隱仙觀（一作館），元至正《四明續志》卷十、清乾

隆《鄞縣志》卷二十五有志。據《鄞縣志》：隱仙館，在縣

西三里，道士王德華建，翰林侍講袁桷記。今廢。58 此〈記〉

即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隱仙記〉，其中有言：「今

卜藏於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真之義也，魂升魄歸，

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為不死。」59 清《鎮海縣志》

卷三十，有道士王德華傳稱：王德華，服道士服，善攝鍊，

其於宜所學者，曰章奏符籙，風暘疾疫，親究而遠叩，遇方

外士，必質衣以請，迄有成就。年八十八，主焚修於元妙。

家世定海，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袁桷為作〈隱仙記〉，

及其歿，以文祭之。60

以上十七座道觀，唯佑聖觀為全真高道請額或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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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玄道庵（院）「建鉢堂，以來方外」，可以明確判定為全

真道觀；其中，紫虛觀、玉皇觀、盤福宮、崇真道院、助

順宮、沖虛真觀、隱仙觀（館）等七座道觀，明成化（1465

－ 1487）之際， 已「皆廢」；61 至於其他十座道觀，則可

能仍然延續了有元以來的（全真）道教命脈。

此外，據《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續志》和成化《寧

波（四明）郡志》記載，鄞縣境內元代始創或重建的道觀，

至少還有：報恩光孝觀（元至元十九年火，重建）、靈順宮

（元大德十年，大風震屋，重建）、報德觀（元至元十九年火，

重建）、紫清觀（元至元二十一年，道士范希和建）、62 真隱

觀（元至大二年火，至治三年，道士鄒居正重建漸完）、63

長春道院（元至元二十一年重建）等。64 可知，《鄞縣通志》

的纂修者，並未將所有元代始創或重建的道觀，一概臚列於

此。由此推知，其所謂「彼教」，多有可能係指全真道教，

「南宋以迄元末，當為彼教極盛時代」。

其時，寧波境內的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亦有全真

道教活動的蛛絲馬跡，如明德觀、東山道院（真聖觀）、玄

隱道觀、大瀛海道院等。

明德觀，在（慈溪）縣西二十里。元大德（1297 －

1307）間，里人張執中捨基建，請額曰明德，遂建殿堂、丈

室、山門，後□□恒產，為道士焚修費。65

東山道院，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清雍正《寧

波府志》卷三十三〈寺觀〉、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寺

觀五〉、光緒《慈溪縣志》卷四十一〈舊蹟一•寺觀上〉有「清

道觀」條載述其事。據成化《寧波（四明）郡志》：（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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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東山道院，為雲水往來息肩之地，崇奉真靈像，扁為真

聖觀。後圮，遂併於本觀（指慈溪清道觀）。明洪武二十四

年（1391），又併至道、崇壽二宮，立為叢林。66

玄隱道觀，在（奉化）縣北二十五里。元至大（1308

－ 1311）間，全真徒耕隱建。67

大瀛海道院（一作大瀛海東道院），元至正《四明續

志》卷十、明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寧波府

簡要志》、嘉靖《象山縣志》卷十二、清《寧波府志》卷

三十三、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民國《象山縣志》

卷二十〈古蹟考〉等諸多方志有志。據至正《四明續志》：

大瀛海道院，在（象山）縣東二十里爵溪。元至元二十七年

（1290），里人王一真建。大德（1297 － 1307）間，里人

呂虛夷奉命教所開山，翰林學士吳澄為記，見前志。68 吳澄

〈大瀛海道院記〉稱：「至元癸未（1283），鄉人王翁棄妻子，

改名一真，結屋其隗，前代善書者有『大瀛海』三字，購而

得之，因以為扁。」〈記〉末有言：「臨眺舊鄉而一笑戲之，

自稱回道人，非子也耶」云云。69 里人王一真無疑是純陽呂

祖的門徒，其「棄妻子」、出家修道之舉，亦頗合我們對於

早期全真道教的一般認知。

此外，寧波境內，頗有一些元代始創、重建或請額的

道觀，如奉化慕真觀（元大德六年 [ 建 ]，七年，請額於教

所）、70 佑聖道院（元至大元年，陳一愚等建）、71 福德道

院（元至正間，蕭蓬隱建）、玄玄道觀（元至正間建，道

士周一中□廣之）、超清道觀（元至正年間，王無能建）、

慕真觀（元大德六年建）、開元行宮（元至正十二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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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院（元至正間改額），72 慈溪清道觀（元至元十七年火，

重建），定海（後稱鎮海）蓬山道院（元至元二十一年，淵

德觀道士裘應聲創建）、東嶽行宮（元至大三年，道士劉尚

賢建）等。73 其道派歸屬尚不能明確考訂。

寧波境內全真道教活動最可靠、最有趣的一條線索，

是史志中關於道士無為子的記載。明重修《象山縣志》卷

十六、清雍正《寧波府志》卷三十二〈仙釋〉、乾隆《鄞縣

志》卷二十、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七、民國《鄞縣通

志》〈文獻志〉有道士無為子（張悌）傳，傳稱：無為子，

姓張氏，名悌，字信甫。象山人。「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

視之說。既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愛武當山神明之

奧，欲隱其中。歸語妻子，妻子固不信。一日，大會親舊曰：

吾當去此隱矣。乃引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偪履著行，

縢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行至武當山，止紫霄宮，師張真

人，願執弟子役。真人啟之道要，署為首眾。晝則服勞薪水，

與眾同甘苦，滋味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脅不至席者

三年。忽晨起，別眾而化。」74 此所謂「張真人」，即太和

真人張守清，武當全真道士，兼嗣清微法派。元至正甲申

（1344）前後，主武當紫霄宮。據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

張守清弟子，有張悌、黃明佑、彭通微、單道安等人，皆武

當全真一派，終元之世，「亦不得不修正一清微之法，蓋其

勢然也。然觀張道貴至李德囦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真

本旨，而張守清弟子，且遞傳於兩湖江浙間，蓋自是而大江

以南全真道教幾徧及之矣」。75 無為子的主要修道之地是在

湖北武當，但他「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既壯，

出遊訪道；最終拋妻棄子，隱遁武當，晝夜行持，直至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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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隱遁之前，他在「歸語妻子」、「大會親舊」時，即「引

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偪履著行，縢佩鉢囊」，以全真

道士之本面示於故里親舊。

又，據乾隆《鄞縣志》卷二十：有元之際，有陳王賓，

字天倪，號雷塘。「一日，有道士憩於門下，賓市肉和麪

以進。道士曰：無以報。傾壺中藥數丸授之曰：可以濟貧，

可以延年，藏之勿妄用也。後值催科急，取銅加火上，投藥

於中，成白金焉。沒後數年，有乩仙忽書曰天倪。生人曰：

得非雷塘公乎？曰然。問何仙？曰：生前遇洞賓贈我藥，今

已為蓬萊侍者矣。書畢遂去。」76 此「洞賓」未必是真，但

其為呂祖門下之全真雲遊道士則不無可能。

比較上述台州、寧波二地，紹興地區的相關資料最是

貧瘠，故全真道教活動亦相對蕭索。其時，紹興境內有白雲

觀，在諸暨道凝山，去縣四十里，道人趙天乙建。趙良璧

〈記〉曰：暨之南有道凝山，去邑治四十里，舊有窿岡菴址。

道人居之，入山採藥，出山乞食，如是者三十年。忽值大風

雪，山中無糧，道人不飲不食，塊然獨處。有黑虎守其門，

樵者怪而問之，則不食七日矣。余藩兩浙，遣使召之，至則

趙姓，名天乙，暨邑人也。形貌樸遬，若無能者。然觀其日

可不食，夜可不寐，與之言論，洞徹元理，豈非得長生久視

之道者耶？因捐俸以倡邑人，為築觀于山中。77 道人趙天乙

之行跡，頗似一位全真道士。

此外，紹興府城、山陰、新昌、嵊縣等地，多有一些

元代始創、重建或請額的道觀，疑出全真之門，如：

長春觀，在府東三里九十四步，陳武帝永定二年（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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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宅建，初名思真觀，後復更名乾明、崇寧萬壽、天寧萬壽

等。元更今名，後燬。

太清蓬萊道院，在（山陰）縣東北六十步臥龍山麓。

元延祐三年（1316），邑人孟成之捨地，道士張元悟建。明

嘉靖十六年（1537），知府湯紹恩改名太乙仙宮。二十一年

（1542），知府張明道復題「紫陽道院」額。

玉 虛 道 院， 在（ 山 陰 ） 縣 東 南 二 里。 元 大 德 四 年

（1300），道士呂雷山建。明宏治（1488 － 1505）間，道

士馮迪元重建。

治 平 道 院， 在（ 山 陰 ） 縣 東 南 三 里。 元 大 德 四 年

（1300），里人溫平捨地，道士徐仙翁建。78

新昌祐聖道院，元至元十三年（1276），道士侯湛然

建。今廢。

新昌崇真道院，元至元（1264 － 1294）中，完顏重建，

改今名。79

嵊縣玉虛道院，元隱士張爚裔建，孫張文禮修。80

三、「沉寂」（1368 － 1644）

明代是全真道教活動的「沉寂」時期。就寧、紹、台

三地而言，史料留存無多，有關其時全真道教的活動，除方

志的零星記載外，主要見之於閔一得的《金蓋心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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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元之「極盛」和清之「中興」，可謂頗顯「沉寂」。

民國《鄞縣通志》有言稱：「明代雖有道紀司之設立，

然道觀罕有新增者。」81 由此可知，曾經繁盛一時的寧波道

教，至此已盛況不再。

反之，紹興境內，多有一些道教修煉之士，如乾隆《紹

興府志》卷六十九〈人物志 • 仙釋〉，有鉢仙、金九先生、

錢楩、宋元白等人傳略，觀其行跡，疑得全真之傳。

鉢仙，不知姓名年歲，常手捧數十瓦鉢，人叩之，惟

曰孝弟二字。冬月，赤身睡雪中，體常溫。一夕卒，眾買棺

殮之，檢其鉢有銀，適如買棺之數。將為營葬，舉棺甚輕，

開視之，止敝衣而已，竟傳為仙去云。82

金九先生，會稽人。宏治（1488 － 1505）間，住方泉

橋。平生不巾，櫛服垢衲，人呼為金蓬頭。喜作詩。嘗於武

林遇道者共飲，已而渡江，道者擲雙履令渡，金難之。忽化

為舟，道者竟渡。金遂返，過所飲肆，譁聚百餘人，云道者

所覆杯膠不可啟。金至，爭令啟之，中有「洞賓」二字。83

錢楩，字八山。嘉靖四年（1525）解元，五年（1526）

進士，官刑部郎中。後棄官歸越，喜學長生，築室於秦望山

之半巖。別妻子，焚衣冠，澹然獨棲八角亭中。八年（1529）

冬，值大雪，雪積丈餘，家人開徑而上，入視之，端逝無言

矣。或傳其得力導引，尸解而去。後人呼其巖為錢公巖。84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身長七尺，眉目如畫。有道術，

能辟穀服氣。畢身無病，壽可八九十。嘗遊越州，適大旱，

元白於所止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澍雨告足。事載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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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85

元末明初，台州黃巖之委羽山，有道士陳岳於此隱居。

明萬曆《黃巖縣志》卷七、清光緒《黃巖縣志》卷三十七有

道士陳岳傳稱：陳岳，字甫申，不知何許人。元末，隱居委

羽山，守道自高。間出遊闤闠中，人問其里居，則指山示之。

嗜學能詩文，善書畫，落筆過人。國初，遊江湖。已而返故

山，閉門謝事，註《道德經》及《玄牝賦》，後莫知所終。
86 觀陳岳之行跡，疑其為修全真之教者。

至於舊隸台州、現屬寧波的寧海，今人所撰《寧海縣

志》有言稱：「元以後，道教漸分正一、全真兩派。全真派

奉祖老君（李耳），出家修道，居宮觀，著道袍，守戒律，

以求本人得道成仙，俗稱道人；正一派受牒於張天師（道

陵），一般有家室，平時衣著如常人，在民間搞畫符唸咒、

誦經拜懺、驅鬼降妖、祈福禳災等活動，俗稱道士。」此所

謂「道人」、「道士」以區隔全真、正一兩派的做法，也許

是出於寧海當地人士的一種獨特認知，亦未為可知。據載，

當時有道觀五所：躍龍山的青雲觀、城東的元妙觀、崇聖觀、

桃源道院、薛岙的孤山道院等。87 按照《寧海縣志》纂修者

的判教標準和表述邏輯，上述五座道觀，應是屬於「出家修

道，居宮觀」之全真道教。由於資料的限制，上述五觀之精

詳，我們知之無多。

台州地區的全真道教，似以天台一地比較活躍。同為

今人所撰之《天台縣志》稱：宋至明萬曆年間（1573 －

1620），為教權確立時期，道教分為正一和全真兩宗，各

自一統南北。這段時期，天台著名道觀有玉京觀、桃源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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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靖宮、純素宮、鶴峰全真院。88 其中，鶴峰全真院為元代

所建全真道觀，已見前述。玉京觀、桃源菴（觀），清《天

台山全志》卷五有志，但道派歸屬、興廢沿革不詳。仁靖宮、

純素宮，《天台山全志》卷五有志：仁靖、純素二宮，在桐

柏左右。元至正 [ 元 ]（1264 － 1294）間，桐柏道士王足菴

遇世祖（1260 － 1294 年在位）宣授仁靖純素真人，遂於其

右舊白雲觀基，建純素宮。又於其左曹開府沖嗇菴，建仁靖

宮。今廢。89

同寧波地區的情形相類，此時此地「道觀罕有新增

者」。《金蓋心燈》所見之全真龍門高道的行跡，也多是「至

天台」，「復還天台山」、「據桐柏山」等，而未語及興宮

築觀等其他活動。據閔一得《金蓋心燈》卷一：其時，先後

居止於天台的全真龍門道士有第五代律師張無我、第五代宗

師沈頓空、第六代律師趙復陽等。

張無我，名靜定，原名宗仁。浙江餘杭人。世業儒，

精通性理。明永樂（1403 － 1424）間，舉明經，不能趨時，

隱居不仕。後棄家雲遊，參訪高人達士。至天台而喜，依止

黃冠家，羽士三四人以師事之。雖年逾六旬，仍遠遊青城

山，得龍門第四代律師周元朴傳授法戒，是為全真龍門第五

代律師。後復還天台山，時在明景泰元年（1450）。90

沈頓空，名靜圓，字哉生，原名旭，晚號頓空氏。山

西太原籍，江南句容人。九歲母殂，十三歲父卒。扶親柩歸

葬山西，路遇天台道者張無我，贈以要言，嗣是有出塵志。

明英宗十三年（1448），出遊名山，復遇天台道者於青城山。

十四年（1449），得大拙周祖晉付元脈。代宗二年（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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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天台，有顯者據桐柏山，為山神感悟，遂願施山。英宗

天順三年（1459），至金蓋山，掛瓢於書隱樓。憲宗元年

（1465），遊禾郡，遇華亭衛平陽，攜至南宮，授以宗旨元

脈，命名真定。是為全真龍門第五代宗師。91

趙復陽，名真嵩，原名得源，號復陽子。山東琅琊人。

年二十五，父母亡，遂出遊武當。至茅山，閱道笈，掛單瓢，

奔走吳越山水間，冀得明師，四年無所遇。適天台，遇天台

道者張無我律師，遂請皈依，命名真嵩。後至王屋山，面壁

忘言，精修道法，嗣是六通具足，卒度王崑陽真人，授受戒

律，是為全真龍門第六代律師。92

嘉靖壬寅（1542）九月望日，嘉靖二年（1523）進士、

刑部主事葉良佩遊天台，並撰〈天台山記〉稱：「復循故

道，行桐柏岡，過元明廢宮，又五里，抵桐柏宮。」「西北

有瓊台雙闕，去宮可六七里。羽士曰：遊瓊台當先休足力，

既至其處，又必去鞵，用縢裹足，攀援蘿葛乃得登。」93 此

之「羽士」，應是一位苦志修行之全真道士，只是未知是道

士何人。

四、「中興」（1644 － 1911）

一般認為，清代是全真龍門道教的「中興」時期。所

謂「中興」，即由衰轉盛。與江南其他地區相類，寧波、台

州二地的全真道教發展，同樣出現了由衰轉盛的「中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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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寧波境內，可謂道觀林立。據《寧波通史（清代卷）》

載：清光緒（1875 － 1908）年間，寧波有道觀五十六座，

其中鄞縣十八座，餘姚九座，慈溪六座，奉化九座，寧海（舊

屬台州）九座，象山五座。94 民國《鄞縣通志》有言稱：道

教宗派，多至八十餘派，其中，尤以龍門派為最盛。甬上道

觀，什九隸之。95 據此，則寧波五十六座道觀，大都可能為

全真道士棲止之地。不過，有確鑿資料證其為全真道觀者，

僅有鄞縣呂祖殿、鄞縣佑聖觀、鎮海淵德觀等寥寥數座而

已。

鄞縣呂祖殿，唯民國《鄞縣通志》有志：呂祖殿，亦

名蓬萊宮，清乾隆五十年（1785）間，有雲水道士來南門水

月橋下余相國祠前隙地，結茅修行，立呂祖壇，漸積施金，

募地建屋三間，里人崇奉日盛。嘉慶（1796 － 1820）間，

居士李同為之售地於于氏，建造呂祖殿，供奉呂真人於大

殿，殿樓供三清、玉帝。及殿落成，開光道士雲遊他往，不

知所終。嗣有羽士呂宗圻於殿旁隙地添建朗吟仙館。及光緒

（1875 － 1908）間，王成章任住持，乃改建殿後餘屋為棲

鶴軒，供羽士修養之所。96 此「結茅修行」之「雲水道士」、

「雲遊他往」之「開光道士」，大抵可以劃定為崇奉呂祖之

全真道士。至於後來之羽士呂宗圻（朗吟仙館）、住持王成

章（羽士修養之所），亦多有可能出自全真之門。

鄞縣佑聖觀，已見前述：元至治元年（1321），有全

真高道元建嘗修葺是觀。歷明入清，屢經繕葺。民國《鄞縣

通志》述其興廢沿革事甚詳：清順治十六年（1659），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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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燬。康熙三十三年（1694），合郡士民集資重建。四十二

年（1703），重建真武殿。四十八年（1709），重建靈官殿。

五十五年（1716），重修南天門牌樓。五十六年（1717），

建造南天門外茶亭。五十八年（1719），重修迎真橋並池塘。

雍正四年（1726），重修真武殿、斗姥閣、大士閣、呂祖台

亭。七年（1729），建火神殿。八年（1730），修建山門。

乾隆五年（1740），重建玉皇閣。光緒十九年（1893），

夏慶增、陸廷黻領緣重建佑聖觀、真武殿、玉皇閣、靈官殿、

山門、太歲殿。97 其中，無一句語及其時其地之住持道人。

今人所撰《天台縣志》有道士謝希純傳稱：謝希純（1891

－ 1984），桐柏宮道士，寧波人。自幼家貧，三歲喪父，

十一歲在寧波佑聖觀出家，道號崇根，為龍門派第二十六代

傳人。三十二歲任佑聖觀住持，遇道者周某，得道教內丹功

法。復據《參同契》、《悟真篇》等道家經典著作，印證師

言，專心潛修，功行日進。1950 年，至天台山桐柏宮，精

心研究南方秘傳之聖人派氣功。平日寡交遊，人不知其名，

皆稱「寧波老道」。98 謝希純十一歲在寧波佑聖觀出家，時

在 1901 年。是知民國以前，佑聖觀即為全真道士棲止之地。

鎮海淵德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明《寧波府

簡要志》、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清《寧波府志》

卷三十三、雍正《寧波府志》卷三十三〈寺觀〉、光緒《鎮

海縣志》卷三十六〈寺觀〉、民國《鎮海縣志》卷三十六〈寺

觀〉等諸志有志。據光緒《鎮海縣志》卷三十六〈寺觀〉：

淵德觀，在縣東北五里。宋元豐元年（1078），建淵聖廣

德王廟，道士奉香火。崇寧二年（1103），戶部侍郎劉達、

給事中吳拭，使高麗回奏，歲度道士一名。三年（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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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天下建天寧萬壽觀，以本州崇德觀改置。四年（1105），

知縣徐禋因請其額，寘本廟。宣和五年（1123），改今額。

建炎四年（1130）火，紹興二年（1132）重建。國朝咸豐

辛酉（1861），燬於兵燹。光緒五年（1879），邑人沈開

祥、鄭永錫、顧兆正等，募資重建。99「募資重建」之雄莊

景致，可於《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之所述略見一斑：「殿

宇輝煌宏朗：第一進靈官殿，第二進大羅寶殿，第三進斗姥

閣，第四進三清閣。其餘廂房等為客堂、齋堂、丹房、寮房。

四圍磚壁，精緻堅實，局面堂皇，洵甬東一大叢林也。」100

判定鎮海淵德觀道派歸屬的可靠根據，是《杭州玉皇山志》

的有關記載。《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主管〉稱：「鎮海

淵德觀，自髮匪後，本山（指杭州玉皇山）祖師蔣老方丈律

師曾主管該觀矣。後該觀自舉方丈，玉皇山久不兼管，亦

未與聞其事。」又，「民國十七年（1928）間，軍隊駐紮，

道務莫振，觀中什物，亦多損失，於是方丈張明照及道眾與

地方人士，來請本山李紫東接管。」101 此所謂「本山祖師

蔣老方丈」即蔣永林律師，李紫東即李理山道長。蔣永林，

《玉皇山廟志》有〈燹後興復玉皇山福星觀開創師〉，《杭

州玉皇山志》卷十二〈仙跡〉、卷十五〈法嗣〉有「蔣永林」

條載述其事。傳稱：蔣永林，道號玄晶子，浙江東陽縣人。

幼即好道，父母為之授室，不願，避入普陀，後至天台山崇

道觀，拜師冠簪。至同治三年（1864），來省外之玉皇山，

見山明水秀，結茅而居，供奉玉皇上帝。每辰，無分寒暑雨

雪，日行數十里，虔拜靈官。於是官為建復七星缸、大殿、

二殿、官廳，自復募建南天門、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

斗姥閣、報本堂、客堂、方丈室，並將日月池開浚，水源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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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開堂掛單，接待四方道僧，皆得暫息，津津然有叢林之

象。各處紳耆仰慕來請，往餘杭臨安二縣之洞霄宮、杭城

之佑聖觀、鎮海縣 [ 之 ] 淵德觀、嘉興之玄妙觀、四鄉之東

嶽廟，整頓規模，後均派徒分往住管。102 是知所謂「本山

祖師蔣老方丈律師曾主管該觀」，多有可能是「派徒分往住

管」；杭州玉皇山福星觀在當時全真道門中的重要地位於茲

亦可見一端。

又，清光緒《鎮海縣志》卷三十〈仙釋傳〉、民國《鎮

海縣志》卷三十三〈方外傳〉有朱守靖傳稱：「朱守靖，

字奉明，邑之崇邱人。年十五，即學導引胎息之法。康熙

三十五年（1696）夏旱，令唐鴻舉延至招寶山禱雨」，屆期

果驗。103 守靖所「學導引胎息之法」，當出全真道教之門。

有清一代，台州地區的全真道教以天台一地比較活躍，

可謂四方高道，紛至沓來。據閔一得《金蓋心燈》，先後居

止於天台的龍門高道有：伍沖虛、黃虛堂、陶靖菴、林茂陽、

孫玉陽、徐鶴嶺、童融陽、范青雲、高東籬、方鎔陽、沈輕

雲、閔一得、陳春谷等十數人。

伍沖虛，全真龍門第八代律師。名守陽，字端陽，原

名陽。江西吉安人。年二十，舉明經，志在成仙，不入仕籍。

遯入廬山，師事曹老師、李泥丸。復出訪泥丸於何山南麓，

得五雷法而返。後遯至天台瓊台，得授內丹口訣。踵至王

屋，皈投崑陽王律師門下，疊受三大戒，得名守陽。手著《仙

佛合宗》、《天仙正理》。104

黃虛堂，全真龍門第八代律師。名守正，字得一，號

虛堂子。江南長洲人。間遊靈巖，嘗遇異人。明崇禎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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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有客白鶴至，約訪太和子（即沈常敬）於茅山。

至則太和子他适，無耗，返至天台，止桐柏。一丐人踵前，

喜即靈巖異人，互為禮叩，心尤敬之。值世運滄桑，遂決意

出俗，不復進取。後逢崑陽王祖，乃執弟子禮，疊受三大戒，

是為全真龍門第八代律師、滸關太微律院之開山祖。105

陶靖菴（1612 － 1673），全真龍門第八代弟子，金蓋

山云巢支派宗師。《金蓋心燈》〈靖菴先生傳〉述陶靖菴二

赴天台尋訪黃玨（即黃守圓）事稱：術既成，遂之天台，訪

其同志黃玨，不遇，遂之湖，入金蓋，獨處年餘，術益神；

之外旋返，訪黃玨，又不遇，乃之天台，徘徊於桐柏山麓，

而行藏未決，瞥見修髯雙髻，赤面藍袍，雙目炯炯，鶴立桐

柏林中，若有所俟，識為異人，疑即黃玨。106

林茂陽，全真龍門第八代律師。名守木，號茂陽，浙

江仙居人。康熙二年（1663），至金蓋，謁靖菴，留住月

餘歸，有出塵志。越三年，復由金蓋至大德，崑陽王祖導之

入室。後返杭，赤陽子（即黃守陽）為之加冠贈名，疊付三

大戒，遂依明陽子，居金鼓洞，是為全真龍門第八代律師。

懶雲子曰：余閱蘇柳堂《蝶夢齋筆談》，載有康熙丁丑年

（1697），天台令某（按縣志，康熙三十六年知縣）過百

步宮，見一道者，年約三十許，端坐紫陽樓傍，有皤然老紳

肅衣冠，捧茶進，道者若弗視。老紳立良久，始接飲。令不

勝憤，呼吏拘之。紳知為吏，亟趨前跪曰：是貢生父，年已

八十五，因尚元學，出遊六十載，三十年前曾一歸，不浹旬

而遽出。某奉母命歷訪，又三十餘年，今始得遇，惟願迎父

歸以慰母，而未得父允。幸賢父母來，敢乞勸父歸也。令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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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驚喜，遽翼貢士趨前揖曰：某不識先生，先生何修而得

此？道者亦起而揖曰：我林守木，乃先律師王崑陽先生戒弟

子，但知守戒，未嘗修也。……107

孫玉陽，全真龍門第八代宗師。名守一，號玉陽，原

名尚之，歸安諸生。生有神智，不屑入世。年十九，遊金

陵，遇太和沈祖於陶谷，慨然以得仙為分內事，遂偕隱茅山

二十三年。鮑廷博有註稱：余嘗聞之沈輕雲律師，謂孫宗師

於乾隆初年（1736）間尚在世；又按《鉢鑒續》所載，甲辰

（1664）之明年乙巳元旦，門人范青雲遇師於天台之瓊台，

遂從行十有二年而出。又註稱：考之《鉢鑒續》，自康熙四

年（1665）元旦遇師於天台，遂從他去。越十有二年，而出

駐於桐柏山云云。108

徐鶴嶺，全真龍門第九代律師。名煥（一說太煥），

字太煥（一說道光），自號鶴嶺子。江南錫山人（一說常州

無錫人）。嘗入金蓋，為訪隱真靖菴。後始就冠山，謁呂雲

隱律師。呂師收之為徒，疊付三大戒律，封勿與閱曰：待汝

初志圓成，歸閱於天台瓊台可也。呂師逝，復出遊名山川，

幾忘歲月，曾受知於年將軍，乃從軍八藏。藏將平，飄然遐

去，折之天台，偕隱有年。109

童融陽（1619 － 1716），全真龍門第十代律師。名清

和，號融陽子，浙江龍游人。清順治十四年（1657），至天

台，遇趙祖復陽贈以偈言。自順治丁酉（1657），迄康熙丙

午（1666），獨居天台瓊台，凡九年。後出而煉性，嘗居湖

之金蓋山、杭之金鼓洞有年。越十餘載，返主天台桐柏宮講

席，邑人不之敬。時有嘗同事玉陽孫祖於茅山者范青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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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山事託之，無病而逝。110

范青雲（1606 － 1748），全真龍門第九代宗師。名太

清，號青雲子，俗稱范八。湖廣江夏人。年三十九，脫青衫，

易羽衣，入茅山，謁沈祖，祖命嗣玉陽門下。後遊至天台，

復遇玉陽孫祖，遂隨祖而去。越十有二年，返駐桐柏，幾

三十歲。東籬子曰：當師之居桐柏也，山地四十里，久為邑

豪佔據。師以事達九重，恭奉世宗憲皇帝（1723 － 1735 年

在位）特旨下頒，敕建崇道觀，賜田六百畝，桐柏一山，遂

為天下望，事在雍正十二年（1734）。111〈孫玉陽宗師傳〉

懶雲子按曰：余按《鉢鑒續》九卷，纂自湖廣人范青雲。范

亦從師（指孫玉陽）十二載，迨後雍正（1723 － 1735 年在

位）間，感奉世宗憲皇帝（1723 － 1735 年在位）敕建崇道

觀，大興桐柏山，宗風賴以一振。112

《天台縣志》節錄清齊周華〈台嶽天台山遊記〉一文，

〈記〉稱：復行「二十里而至桐柏，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

「歷代相繼敕建，曰崇道觀，此道家東南之祖庭也」。其

時，在此「苦守香火者，道士范青雲也」。註曰：雍正九年

（1731），敕建崇道觀，後奉部查處桐柏宮道士范青雲文集，

並寒山子遺詩，惜無以應。113

清張聯元《清聖祠志》集撫院府縣往來公文，其中，

署天邑籙顧廷臣復文〈詳明觀田歸觀等事〉，詳載范青雲因

桐柏宮而與豪強和鄉人訟爭一事。該復文屢屢語及道士范青

雲，如「查得天邑舊案，並無范青雲即范八犯竊之案」；清

聖祠「其旁，有范道士茅屋，比鄰張姓之佃」；「密訪該地

人等，俱稱范道士住茅屋二十五、六年」；「先因范道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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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籽粒粒，隻身苦守，人亦視同奴隸」；「張姓遂設謀不容

范道士住持」；「查范道士被張姓毒毆之後，步履艱難」；

「今范道士苦守聖像二十餘年」；等等。114 此所謂「張姓」

之「設謀」、「毒毆」，蓋即閔一得《金蓋心燈》所述之「邑

豪佔據」事；「感奉世宗憲皇帝（1723 － 1735 年在位）敕

建崇道觀，大興桐柏山，宗風賴以一振」的風光之下，原有

著不足與外人道的艱辛困頓。

高東籬（1616 － 1768），全真龍門第十代宗師。名清昱，

字東籬，一字東离。祖籍山東寧海，寄居長白。〈高東籬宗

師傳〉鮑廷博註稱：師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始居鶴林。

至雍正十三年（1735），出主天台桐柏山崇道觀講席。115〈周

明陽律師傳〉懶雲子有言曰：當時從師者（指周明陽）千有

餘人，其得宗旨而能樹立者，惟我子高子東籬宗師。鮑廷博

註曰：於周律師門下獨承宗旨，未嘗受戒，後繼范青雲宗師，

入主天台桐柏山崇道觀講席。116

方鎔陽，全真龍門第十一代宗師。名一定，字鎔陽，

浙江寧海人。據載：其於溫、台、寧、處間，及門甚眾。所

居勝境，賴以重輝，有如桐柏、百步、金罍、紫琅、委羽、

蓋竹之類（皆宮觀名，方鎔陽承東籬宗師，後主席天台崇道

觀時，概為修築者）。及門之最著者，姑蘇顧子。繼顧而成

者，來真王子、復圓潘子。餘若春谷陳生輩千有餘人（蓋統

計師主天台崇道觀講席時，凡來印正者而言），均克清淨自

娛，不出宗教。117

沈輕雲（1708 － 1786），全真龍門第十一代律師。名

一炳，字真揚，號谷音，又號輕雲子。據《金蓋心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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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太虛主人傳〉：沈輕雲年十六，遇蜀人李泥丸於金蓋山，

始授心宗。年十七，印證於金鼓洞高東籬宗師。二十四，疊

受全真三戒於戴停雲律師。後隨高宗師入天台，勇猛精進。

三十通神，出遊滇、黔、山、陝間，多所闡揚。118〈沈輕雲

律師傳〉鮑廷博註稱：愚按《紀事錄》載，師（指沈輕雲）

於乾隆元年（1736），從高東籬宗師，應聘至天台桐柏山，

主崇道觀講席。明年丁巳（1737），遇西河薩真君於桐柏山

麓，遂出遊訪道於高池，得貝常吉為友。119

閔一得（1758 － 1836），全真龍門第十一代律師。名

苕旉，字補之，一字小艮，道號懶雲，派名一得。《金蓋心

燈》後附諸傳皆載其早年赴桐柏山從高東籬習道一事，如晏

端書〈閔懶雲先生傳〉：生而體弱，九歲猶艱於行，依高東

籬翁於桐柏山，習導引術，遂皈龍門，派名一得；120 楊維

崑〈閔懶雲先生傳〉：素羸弱，謁東籬高子於桐柏山，留數

載，體始充；121 沈秉成〈嬾雲先生傳〉：體素弱，謁高東

籬於桐柏山，受服食撟引法，氣漸充。122

陳春谷（1763 － 1795），全真龍門第十二代律嗣。名

陽真，字太樸，原名樸生，又號棲雲子。浙江台郡人。幼而

好道，不近利名。年十七，遇鎔陽子於委羽洞天。至天台，

謁來明孫師於桐柏宮（按孫來明為龍門第十三代道裔，未詳

其師系）。後逸之黃巖，路遇江西李蓬頭，偕之杭，復之蘇，

遂與雲遊，海內名山洞府，無不蹟至，遇有道，即師之。迨

返之家，益安精修，「嗣是五朝九華，七朝南海，而三到五

台，返則往還於桐柏、委羽間，專事煉命」。123

又，府縣諸志難得一載的道門奇人沈永良，亦曾「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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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之桐柏宮」。據清光緒《黃巖縣志》卷三十七〈寺觀 •

仙釋〉：沈永良，俗名歧山。初在寧郡，入營充管隊，非其

所欲也。性好道，至桐柏宮，受道於金教善，改今名。好飲

酒，自號醉顛，又號顛魔，人呼為沈魔頭。入道二十餘年，

於洪家場埠頭，立水中尸解。124 關於其修道行跡，民國《台

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方外紀上〉所述略詳：名歧山，字

鳳芝，號醉顛。其先自紹興遷黃巖之黃道街，初在四明入營

伍，後歸，學道委羽山，嘗從其師金教善，棲天台之桐柏宮。

居數年，出遊南嶽，遇異人，自云二百餘歲，日行數百里，

每坐臥，必三日乃醒，永良從受丹訣。既歸，行於市上，負

一瓢一書，與之酒，持滿飲之，非醉不止，人呼為沈魔頭。

入道二十餘年，於洪家場埠頭，立水中尸解。125 從龍門字

輩看，金教善、沈永良乃全真龍門第十七、十八代傳人。

上述文字，語及其時全真道教活動的主要據點有天台

瓊台、百步宮、桐柏宮（即崇道觀）、崇道觀，以及金罍、

紫琅、委羽、蓋竹等。《台州道教考》則稱：台州「臨海龍

門派的傳播主要集中在紫陽道觀、蓋竹洞、百步紫陽宮等

地」。126

天台桐柏宮，明萬曆《天台山方外志》卷四、清康熙

《天台山全志》卷五有志。據《天台山方外志》：桐柏宮，

唐景雲二年（711），為司馬承禎建。五代梁開平（907 －

911）中，改桐柏宮。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桐柏崇

道觀。歷代屢有增擴。明洪武（1368 － 1398）中，道士金

靜觀、提點吳惟敬相繼營建。永樂十年（1412），道紀鮑

了靜又加新之。「其復改桐柏宮，當在本朝，但不知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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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127 其為全真道教活動重鎮，可能主要是在清代。據《金

蓋心燈》：其時，先後主持天台崇道觀講席者，有童融陽、

范青雲、高東籬、方鎔陽、陳春谷等數人，而尤以范青雲、

方鎔陽二人貢獻卓著。據載，范青雲住山幾三十年，「大興

桐柏山，宗風賴以一振」；方鎔陽則「於溫、台、寧、處間，

及門甚眾。所居勝境，賴以重輝」。此後及民國時期，天台

道教活动不彰，蓋惟有守成而已。1949 年「建國後，天台

道教以鳴鶴觀為主，活動正常。原桐柏宮（自）建立桐柏水

庫後，已併入鳴鶴觀」。128

黃巖委羽山大有宮，明萬曆《黃巖縣志》卷七、清光

緒《黃巖縣志》卷三十七有志。據光緒《黃巖縣志》：大有

宮，在縣南應秀門外，去委羽洞一百二十步。宋紹興（1131

－ 1162）間，邑令李端民使道士董大方主之。淳祐癸丑

（1253），道士王中立謁山感夢，於是築基建宮。元至元丙

子（1276）兵燬，戊寅（1278）重建。丙戌（1286），以

營繕未完，奏乞還山。明洪武（1368 － 1398）間，屢建屢燬。

正統（1436 － 1449）末，一再新之。清康熙十五年（1676），

邑紳士延釋岳忍改建為天皇寺。以委羽山觀為大有宮，奉憲

檄於天皇寺內撥田畝給道人為香火資。129 於此可知，大有

宮改為佛寺之後，仍有道士在此修行，只是不知其具體何

人、道派歸屬。大有宮方丈樓西外壁，現存清同治十三年

（1874）所立〈建造立業碑〉。碑載：清嘉慶甲戌年（1814），

道人陳本杲、章本旭、陶本根，建造大殿九間並橫屋八間。

道光九年（1829），彭合照募化大殿。道光十六年（1836），

道人章本旭、蔣復瀛、周本海、張合照、林合煉、滕合存、

王教文，造雷祖殿。咸豐元年（1851），王教文、當家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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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倉，建造兩橫樓並鳳翼樓二十三間。咸豐九年（1859），

周本海、王教文，當家蔣圓機，領聚祿位會，並造祿位堂；

林教雲，募化坡石板道地。同治四年（1865），王教定同徒

吳永檜及道眾等，建憑虛亭；王教定，督建大殿等；王教文，

建山門三間，又督刊志書。同治十年（1871），凌圓佐董其

事，建造路口牌坊。130 核之全真龍門派譜，他們是第十四

（復）、十五（本）、十六（合）、十七（教）、十八（永）、

十九（圓）代傳人。

據《台州道教考》，委羽山大有宮一脈七代以降的傳

承譜系為：王常月→譚守誠→詹太林→盛清新→陸賓陽（一

純）→徐陽明→楊來基。至此，則大開宮門，弟子得其（指

楊來基）真傳者凡十四人，派衍十四房，分佈於台州各地

及鄰近州縣。十四房中，一房僅傳一代而終；二房、五房

傳至二十代而止；三房、十二房、十三房分傳臨海；六房、

七房、八房、九房、十房、十一房、十四房駐守大有宮。門

下弟子，著者有陳復樸、章本旭、張永繼、沈永良（？－

1866）、凌圓佐（1828 － 1911）、褚圓圖、陸致和、金理

筌（1856 － 1935）、蔡理鑑（1880 － 1940）、黃理貫（1891

－ 1945）等。《委羽仙蹤》之清代入傳人物則有楊來基、

陳復樸、沈永良、章本旭等。著名道教學者陳攖寧（1880

－ 1969）於此有言曰：「當時有楊來基真人者，黃巖東鄉

橫林望族，皈依龍門派下第十三代宗師也，道法兼備，戒

律精嚴，秉願復興本宮，弘教以為己任。嘉慶元年（1796）

正月，大開戒門，玄風丕振，教化盛行，迄今閱一百四十年，

代代傳薪，枝枝衍秀，四方徒眾，源遠流長。其創始也艱辛，

其貽謀也深厚，不有當年，安能今日，楊真人之功可謂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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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131

除大有宮外，清代黃巖新建的龍門派道觀還有：東極

宮（清道光八年，龍門派坤道趙永鳳與道士吳永忠、徐永

壽建）、八仙宮（清咸豐四年，龍門派坤道牟圓聰等建）、

西園經堂（清同治四年，龍門派道士李至重建）、永福宮

（清光緒五年，龍門派道士柯明亮建）、廣福宮（在黃巖北

洋前蔣，清光緒五年，龍門派道士沈明廣建）、震陽宮（清

光緒七年，龍門派道士林震雲建）、錫齡宮（清光緒七年，

龍門派坤道楊明體建）、廣福宮（在黃巖謳韶，清光緒十年，

龍門派道士凌圓佐建）、三元宮（清光緒二十年，龍門派坤

道章圓福建）、福靈宮（清光緒二十年建）、濟陽宮（清光

緒二十七年，龍門派道士毛明池建）等。132

臨海蓋竹洞，清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寺

觀六〉、民國《臨海縣志》卷二十五有志。據《臨海縣志》：

棲真觀，在縣南三十里。舊名蓋竹洞，蓋許邁故居，晉（265

－ 420）時建，舊在山外。隋大業（605 － 618）中廢。宋

政和八年（1118）重建，宣和元年（1119）改額。淳熙八

年（1181），唐守仲友徙今地。清乾隆十五年（1750），

棲霞道紀馬兆雲延道人陳光宗居之，頗事修葺。133 臨海汛

橋蓋竹洞內，現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齊召南（1703

－ 1768）所撰〈蓋竹山長耀寶光道院記〉，其中有言：「今

年春，全真道士袁陽月請余記其略」云云，又稱：「全真

能遠尋古仙遺跡，則可謂人傑而地愈靈矣。」道光十五年

（1835），黃巖舉人牟正鵠敬跋並書：乙未（1835）春，

「羽士安教輝、鄭教林告余曰：洞有宗伯齊公記，藏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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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矣。歷代師祖父蔣復乾、李本華、戴本源、馬合明、徐合

松，既皆未暇及此，衲等與師弟兄謝教賦、張教培更為有志

非逮」。134 由此可知：乾隆十五年（1750）居此之陳光宗，

應是一位全真道士。至於後來之袁陽月、蔣復乾、李本華、

戴本源、馬合明、徐合松、安教輝、鄭教林、謝教斌、張教

培等，則為全真龍門第十二（陽）、十四（復）、十五（本）、

十六（合）、十七（教）代弟子。民國年間，有道士七人，

日有百餘善男信女來此參道。135

臨海紫陽道觀，民國《臨海縣志》卷三十五有志：紫

陽道觀，清雍正十年（1732）建，祀張用誠。凡二所，一在

郡城瓔珞街，一在縣北六十里百步嶺上。舊有紫陽菴，明嘉

靖四十四年（1565），推官張滂所建。僧守香火，遂敕帑遷

之右麓。郡城之觀，經粵寇毀，棟宇摧朽，守土者雖屢事修

飾，未還舊觀。光緒辛丑（1901），督帶緝捕營都司沈平

和駐紮其中，捐資修葺，規模始復。百步之觀，道光（1821

－ 1850）間，羽紳士葉永茂、葉履鏞、黃紹本等修造，後

漸傾壞。光緒（1875 － 1908）間，山道士陸致和、張至敬

來居之，重事募修，未果。壬寅年（1902），沈平和以禱祈

有驗，並修理焉。136 此所謂百步嶺紫陽道觀，蓋即上述百

步宮或百步紫陽宮。

清代是太平（後稱溫嶺，今屬溫州）道教龍門派的興

盛時期。出家為道者數以二百計，著者有：張一崑、方陽悟、

夏合通、任合慶、蔡昭慧（名教敬，1765 － 1852）、陳圓善、

王圓法、鮑圓環（1857 － 1902）、童明雲（1860 －？）、

許明寶（1870 － 1928）、蔡至敬（1843 － 1919）、葉至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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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道源洞、清涼洞、高明洞、三清觀、混元宮、月蟾宮、

三元宮、純陽宮、月頂宮、青龍宮、清福宮、福星宮、東

極宮、松鶴宮、石梁洞、碧霄洞等道觀三十餘處。137 其中，

道源洞，在太平新河鎮長嶼新堂中崗道峰山腰。道源洞呂祖

殿東側巖壁，現存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二月本洞開基

道士林明江所立〈道源洞碑〉。碑載：「洞自古不名於世，

自羽士林明江建斯樓而命之名」；「羽士派出方巖羊角洞。

光緒十五年（1889）間過此」，「構後洞以資修養」；光緒

廿五年（1901），「拓前洞以應客」。138 此林明江，即全

真龍門第二十代「明」字輩弟子。

五、餘緒（1912 － 1949）

民國時期，寧、紹、台地區的全真道教發展延續了清

末以來的活躍態勢。儘管如此，《台州道教考》在描摹清末

民國時期的台州全真道教時，還是使用了「最後（的）一抹

餘光」這樣的蒼涼字眼；民國《鄞縣通志》於述及民國時期

的道教時亦稱：「道流亦得依附末光以維繫生計」。139 所

以如此，主要還是因為民國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

已然發生了頗不利於傳統宗教乃至傳統文化的強力破壞。

其時，寧波境內鄞縣一地的道觀有：佑聖觀（龍門

派，住持金志銓）、報德觀（龍門派，住持林理梅）、呂祖

殿（龍門派，住持童信颶）、沖虛觀（龍門派，住持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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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熒鎮觀（龍門派，住持謝崇根）、助順宮、保佑觀

（清嘉慶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宣統元年、民國十四年，

迭次重修）、天鑒觀、碧水觀（旁有碧水橋，清同治五年重

建）、青陽觀（初建於尚書橋之西，清乾隆六十年移建於橋

之東）、雲濤觀（宋嘉定十二年賜額，遺德廟屬焉，今改造，

稱東嶽宮）、寧德觀（清嘉慶二年建，咸豐四年重修）、永

寧觀、蓬萊觀、崇寧觀（清光緒十年重修）、清寧觀（清嘉

慶二十二年重修，同治十年、光緒十五年、民國八年，屢次

修葺）、惠水觀（民國二十年重修）、東勝境（民國十五年

重建）等十八座。140

其中，佑聖觀，已見前述。民國時期，全真龍門第

二十二、二十一代弟子蔡理鑑、金至銓等先後住持於此。民

國三年（1914），佑聖觀由子孫繼承之觀，改為選賢繼承

剃度，始稱道教叢林。二十三年（1934）十月，道士蔡理

問會集鄞、鎮二縣道眾，重舉金至銓為監院，三年一選，成

為十方叢林。141

報德觀，元《延祐四明志》卷十八、至正《四明續志》

卷十、明《寧波府簡要志》、成化《寧波（四明）郡志》卷九、

清《寧波府志》卷三十三、康熙《鄞縣志》卷二十二、雍正

《寧波府志》卷三十三、乾隆《鄞縣志》卷二十五、民國《鄞

縣通志》等諸志有志。據《鄞縣通志》：報德觀，始於宋淳

祐七年（1247）。元至元十九年（1282）火，重建。泰定三

年（1326），道士戴擇善重修，屢圮。明正德七年（1512），

里人倪淮重建。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火，化為焦土。

十六年（1927），道士林理梅朝山訪道，雲遊四海，路過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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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里人推為住持，且畀以重建之任，道士允之，獨力叩募。

十九年（1930），鳩工庀材，重新林宇，規劃復舊。二十三

年（1934），重建山門，塑先天主府王靈官、朱天君及馬、

趙、溫、岳四天將像。二十四年（1935）一月，闢東廂房，

聘中西醫士，施診給藥，曰報德施醫所。142 其時，報德觀

住持為林理梅，屬全真龍門派，徒眾掛袇食宿，來往無定，

有道徒二人。

呂祖殿，已見前述，其之立為全真道觀，蓋在「清乾

隆五十年（1785），有雲水道士」於此結茅修行之時。至於

民國時期，則民國《鄞縣通志》明確記載：呂祖殿係龍門派，

住持童信颶，徒眾掛袇無定，子孫繼承剃度。143

沖虛觀，在鄞縣開明鎮右營巷，本唐紫極宮，天寶二

年（743）所建。梁開平二年（908），改真聖觀。宋大中祥

符二年（1009），改天慶觀，立聖祖殿。天禧二年（1018），

守劉綽請朔望齋潔朝拜。紹定元年（1228），太守胡榘重建。

元至元十九年（1282）燬。二十九年（1292），改名玄妙觀。

至大二年（1309）復火，道士呂震亨重建，於是年作飛天

大法輪，以度藏經。至治元年（1321），作寥陽殿，以奉三

清大帝。泰定三年（1326），作大門。至正六年（1346），

建玉皇閣。明永樂（1403 － 1424）間圮。宣德七年（1432），

重建山門、丹房。天順三年（1459），建真君殿、三清殿，

立鐘鼓樓及方丈、廂房、山門。七年（1463），奏賜今額，

後燬。清時，其址改為右營教場，僅建三官、玄壇、關帝

三殿於外，嗣後復添建禹王後殿。144 據民國《鄞縣通志》：

民國時期的沖虛觀，乃全真龍門派，子孫叢林，住持為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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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徒眾僅有四人。此沖虛觀與元代沖虛真觀，恐非一物，

儘管元時，參與其事者，均有道士呂震亨其人。明成化《寧

波（四明）郡志》卷九、清乾隆《鄞縣志》卷二十，有沖虛

觀、沖虛真觀（一作館）二觀，前者在縣東南泰和坊，後者

在縣南（一作東南）五里。145

熒鎮觀，即清雍正七年（1729）所置火神殿，後燬。

民國三年（1914），道士許至山叩募重建。146 據民國《鄞

縣通志》：熒鎮觀為道教龍門派，住持謝崇根，選賢叢林。

此之謝崇根，蓋即《天台縣志》所錄之桐柏宮道士、人稱「寧

波老道」的謝希純（1891 － 1984），道號崇根。唯《天台

縣志》謂其「三十二歲任佑聖觀住持」，而非熒鎮觀，時在

民國十一年（1922）前後。

又，民國《鄞縣通志》有言稱：「道教宗派，著者有

龍門、隨山二派。他若遇仙、清淨、尹喜、華山、崙（嵛）

山、東華、少陽、茅山、鍾離、天仙等，多至八十餘派，其

中，尤以龍門派為最盛。甬上道觀，什九隸之。」147 根據《鄞

縣通志》的表述，則除上述標明為「龍門派」的幾座道觀外，

其餘十幾座道觀，仍十之八九可能為全真龍門道教。惜時運

不濟，好景不長。「政體變革以來，社會風氣漸開，人民智

識滋長，其教益不能振。民國十六年（1927），黨部破除

迷信，各祠廟木主偶像，群遷置於佑聖、報德二觀，於是二

觀幾為神鬼之逋逃藪。愚夫村婦往往群趨拜禱以祈福，而道

流亦得依附末光以維繫生計。」148 也就是說，全真道教「益

不能振」，僅處於勉強「維繫生計」的窘困之中。

據載：民國二十二年（1933），鄞縣有道觀十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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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二百三十六人（乾道一百四十人，坤道九十六人）。149

二十五年（1936），鄞縣道教徒眾發起組織鄞縣道教會，呈

請鄞縣縣黨部立案，黨部未允所請。150 三十年（1941）九月，

寧波道教會成立，林誠俊為理事長。因與熒鎮觀住持謝崇如

興訟罹法，無法主持會務，理事長一職遂遭撤銷，改由報德

觀住持林理梅出任。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鄞縣道教

會成立，時有會員一百零九人，推舉華信黻、張信才、王小

毛為常務理事，華信黻為理事長。151 林誠俊（二十四代）、

謝崇如（二十六代）、華信黻（二十五代）、張信才（二十五

代）等，俱係全真龍門弟子，於此亦可知：民國時期的寧波

（鄞縣）地區，以全真道教較為強勢或者說活躍；「甬上道

觀，什九隸之」，正是當時實情的一個寫照。

《杭州玉皇山志》等資料表明：民國時期，鎮海淵德

觀仍為全真道士棲止之地。《志》載：「民國十七年（1928）

間，軍隊駐紮，道務莫振，觀中什物，亦多損失，於是方丈

張明照及道眾與地方人士，來請本山（指杭州玉皇山）李紫

東接管。」152 此方丈張明照，即為全真龍門第二十代傳人。

紹興境內的全真道教活動，一向比較沉寂。民國時期，

隨著湖州府城內外以及周邊各地道「壇」的湧起，紹興會稽

一地，也有道壇之興。《道統源流》附錄，特「將（江南）

舊有各壇名查錄於後」，其中，紹興會稽，錄得一處覺雲壇，

是江南諸道壇中唯一不在蘇、松、常、太、杭、嘉、湖六府

一州之地的道教壇場。此覺雲壇，蓋即《覺雲軒雲霄玄譜

志》所述之「覺雲」。

《覺雲軒雲霄玄譜志》有南屏嗣教梅花和尚了塵〈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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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志序〉稱：民國六年（1917）時，後藏雅魯之謨罕真人，

「駕光憑臨」，「不期年而譽滿僻壤」。歲值庚申（1920），

當地善信居士咸以創設仙壇為請，遂立志創業，始名義新

社。癸亥（1923）秋，南屏弟子世德汪瑩宰於諸暨議倡中

國濟生會諸暨分會，應者雲集。153 甲子歲（1924），奉孚

佑帝君、謨罕真人之意旨宣諭，議建雲霄。門下諸子踴躍卜

地，請得乩祠曰：不欲東郊千尺土，願就陶山一席地。154「自

甲子（1924）九月興工，至丙寅（1926）八月，規模粗具，

遂遷入焉。越二年，建築告成。」155

告成之後的雲霄，堪稱瓊樓玉宇、聖像莊嚴。據虛靈

子趙本明〈雲霄殿記〉：民國紀元十三年（1924），歲在

甲子，覺雲軒同人假江東陳祠作壇室，已四載矣。是歲，奉

鸞諭有建築新宇之議，擇地數四，乃於邑城小陶山奠基焉。

……越二年，建築告成，計正殿三楹。殿內聖像莊嚴，中奉

濟祖、呂祖，左為文帝、武帝，右為誠公、邱祖，儒釋道

三教於是備矣。左配為南屏小祖師了塵、龍門周真人抑凡、

雅魯鄧真君定一；右配以大士居中，左為南屏司坤冊趙蔣圓

雲，右為雅魯司金丹袁周慈哉，蓋為善女人之皈立者，樹一

模楷也。156 

虛靈子趙（本）明所撰〈覺雲軒總務記〉，為我們提

供了關於覺雲壇總壇、分壇、壇務以及派系等內部架構方

面的具體訊息：覺雲軒覺雲善壇創於民國九年庚申（1920）

三月，始假座於邑廟，繼假座於江東陳祠。至丙寅（1926）

八月，雲霄建築就緒，壇址乃定，遂遷入焉。分化之壇，約

計有五：在邑南箬山下，曰慈雲寶善壇；在王家井，曰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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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善壇；在洋湖祝家，曰留雲積善壇；在邑西草塔，曰慶

雲聚善壇；在邑外臨溥，曰曇雲樂善壇。是以覺雲為主幹，

而五雲分佈於外，合計乾坤弟子不下千數百人。壇內所設

諸務，曰懺務處，曰慈濟斗社，曰宏化合一會，曰六合冊，

曰集資會，曰大士會，曰報本團，曰積穀社，曰放生會，

兼又推行善舉，辦理中國濟生會諸暨分會。平時以二八朔

望為開鸞定例。皈玄弟子始由濟佛祖開示派名，分為乾派、

坤派兩類。乾子列道字者，入龍門；謁師者，可躍登之。坤

子列恭字者，入大士派。其中，「龍門派純為道宗之嗣派，

其派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

圓明』二十字」。 此外，還有至誠公羅浮派、孩童育嗣派（本

名張仙派）等。157 簡單來說，覺雲壇是一個藏傳佛教、漢

地佛教和本土道教等多種宗教元素的混合體；而道教之中，

又以全真龍門法派為主體。

《覺雲軒雲霄玄譜志》有〈龍門派系圖〉。據該圖，覺

雲十一代以降的傳承譜系為：閔懶雲（一得）→費撥雲（陽熙）

→周抑凡（來學）→王簡庵（來如）、顧闡雲（復澄）。158 龍

門師傳乾子，有「復」字二名，「本」字二十五名，「合」

字一百零五名，「教」字六十六名，「永」字十二名；龍門

師傳坤子，有「本」字四名，「合」字三十八名。159 上列乾、

坤弟子，俱芳名有錄，且生平有傳，或詳或略。《覺雲軒

雲霄玄譜志》卷四〈龍門師傳〉，有第十三代弟子周來學、

第十四代弟子王復智等三人，第十五代弟子俞本信等二十六

人，第十六代弟子酈合衍等一百零八人，第十七代弟子徐教

南等六十六人，第十七代弟子袁永光等十二人略傳，此為乾

子。至於坤子，則有「本」字輩葛呂氏等四人，「合」字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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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陳氏等三十八人。160 與上海覺雲壇等其他江南道壇稍有

不同的是，會稽覺雲壇是以男性弟子為修道主體。

台州黃巖境內新建的全真道觀有：妙嚴宮（民國七年，

龍門派坤道高宗淨建）、逸仙宮（民國十六年，龍門派坤道

任誠根建）、山頭宮（民國二十年，龍門派坤道王宗平建）、

小玄都觀（民國二十年，龍門派道士伍止 [ 至 ] 淵建）、延

壽宮（民國二十二年，龍門派坤道程誠佐建）、三元宮（民

國二十六年，龍門派道士陳宗緒建）、紫陽宮（民國三十三

年，龍門派坤道何誠秀建）等。161

據《委羽仙蹤》載：民國廿二年（1933），來自甘肅、

陝西、湖南、山東、浙江等十一個省百餘名高道聚集聖地大

有宮，舉行全真龍門登籙儀式，盛況空前。162《台州道教考》

所述較為周詳：民國二十二年（1933），道士蔡理鑑出任

大有宮方丈，遂與蔣宗瀚（1901 － 1979）等全真龍門高道，

一秉宗風，開壇演戒，為十二個省近百名戒子分授初真、中

極、天仙等三大戒，計有湖南省三人，甘肅省二人，湖北省

九人，河南省九人，河北省一人，江西省五人，陝西省一人，

四川省四人，貴州省一人，山東省四人，廣東省一人和浙江

省四十七人，總計八十七人。浙江四十七人中，永嘉三人，

溫嶺十八人，樂清九人，平陽四人，湖州一人，寧海一人，

瑞安二人，黃巖九人。163 大半來自台州地區。

民國二十九年（1940），道士蔡理鑑、蔣宗瀚和黃巖舉

人王松渠等於委羽山大有宮編纂《黃巖委羽山大有宮續纂龍門

道統源流大宗譜》（或稱《續纂龍門委羽山大有宮本支道統源

流》、《龍門正宗委羽山大有宮本支續修道統源流》，簡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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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龍門宗譜》）四十七冊，分藏所屬道觀和道士。164 其中，台

州境內有黃巖委羽山大有宮、九峰小玄都觀、東極宮、八仙

宮、焦坑錫齡宮、坦田王萬壽宮以及吳宗法煉師，臨海海門

南門山老子殿、八仙巖永清觀、蓋竹洞、海門太乙宮、海門

太和宮，溫嶺（舊稱太平）仙化洞慶雲宮、長嶼山紫雲洞、

太乙山桐暘觀、嶺棟乾元宮、西源山仙元宮、檉嶼山會元

宮、蕭村山松鶴宮、蕭村福德宮、蕭村清福宮、蕭村東極宮、

蕭村混元宮、西源山三友宮以及應至鎮煉師、蔡理鑑大師、

謝宗忻大師；寧波境內有鄞縣報德觀。《續纂龍門宗譜》輯

錄自全真龍門派第一代祖師趙道堅至第二十五代「信」字

輩宗師、律師、嗣師、煉師等共計三千二百三十人。據考，

至《宗譜》修成之日，台州有道觀一百一十六座，溫州（包

括溫嶺）有道觀一百四十八座。溯其道脈淵源，幾乎俱出於

委羽山大有宮。165 康豹近有〈由《委羽洞天邱祖龍門宗譜》

來看近代江南道教網路的發展〉一文，166 條陳了《委羽洞

天邱祖龍門宗譜》（即《續纂龍門宗譜》）的主要內容，以

及《委羽洞天邱祖龍門宗譜》所呈現的道教網路，後附《委

羽洞天邱祖龍門宗譜》（詳細）目錄。援引康豹自謙的話說，

該文「只能勉強算是一種初步探討的開端，需要補充、說明

的地方仍然非常之多」；《台州道教考》第八章第三節〈最

後的一抹餘光〉之行文立論的主要史料即是《續纂龍門宗

譜》。顯見，欲對台州地區的全真道教進行翔實而全面的研

究，《續纂龍門宗譜》以及《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所收之

《委羽山續志》等，仍是一個有待深掘的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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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本研究報告，《浙東寧紹台地區全真道教考》，以

道觀和道士為主線，將浙東寧、紹、台地區有元以來近

六百八十年的全真道教歷史劃分為南傳（1271 － 1368）、

「沉寂」（1368 － 1644）、「中興」（1644 － 1911）和

餘緒（1912 － 1949）等四個歷史時段，予以考辨和陳述。

藉此，我們不僅可以洞見元、明、清、民國四個不同歷史時

期，而且可以鑑別浙東寧、紹、台三個不同地區，全真道教

發生和發展的不同景況。

我們的考察發現：浙東寧、紹、台地區最早的全真道

教活動蹤跡是十四世紀初「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筑室

委羽山之西北」的黃巖趙與慶和「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

的「天台道士項子虛」。除此之外，元代台州地區，可以考

明為全真道觀者，至少還有赤城全真道院、鶴峰全真道院。

寧波境內，「道觀夥頤」，僅鄞縣一地，即創建道觀十七座。

其中，唯佑聖觀係全真高道請額或修葺，玄玄道院「建鉢

堂，以來方外」，可以明確判定為全真道觀；至於其他十五

座道觀，按照民國《鄞縣通志》的表述邏輯，如「要之南宋

以迄元末，當為彼教興盛時代」、「甬上道觀，什九隸之（指

龍門派）」，等等，可以推知：此所謂「彼教」，其所指稱

的具體對象，應是全真道教。再者，《鄞縣通志》的纂修者，

並未將元代始創或重建的所有道觀，一概臚列於此。此外，

寧波境內的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亦有全真道教活動的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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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馬跡，如明德觀、東山道院、玄隱道院、大瀛海道院等。

而寧波境內全真道教活動最可靠、最有趣的一條線索，是諸

多史志中關於道士無為子（張悌）的記載。比較台州、寧波

二地，元代紹興地區的相關資料最是貧瘠，故全真道教活動

亦相對蕭索。

明代是全真道教活動的「沉寂」時期。就寧、紹、台

三地而言，史料留存無多，有關其時全真道教的活動，除方

志的零星記載（如紹興境內之鉢仙、金九先生、錢楩、宋元

白，台州境內之陳岳等）外，主要見之於閔一得的《金蓋心

燈》。據《金蓋心燈》卷一：其時，先後居止於天台的全真

龍門道士有第五代律師張無我、第五代宗師沈頓空和第六代

律師趙復陽等。比較元之「極盛」和清之「中興」，可謂頗

顯「沉寂」。

清代，與江南其他地區相類，寧波、台州地區的全真

道教發展，同樣出現了由衰轉盛的「中興」之勢。寧波境內，

頗負盛名的全真道觀有鄞縣呂祖殿、鄞縣佑聖觀和鎮海淵德

觀等。台州地區的全真道教活動則以天台一地比較活躍，可

謂四方高道，紛至沓來。據閔一得《金蓋心燈》，先後居止

於天台的龍門高道有：伍沖虛、黃虛堂、陶靖菴、林茂陽、

孫玉陽、徐鶴嶺、童融陽、范青雲、高東籬、方鎔陽、沈輕

雲、閔一得、陳春谷等十數人。透過他們的行蹤，可知其時

全真道教活動的主要據點有天台瓊台、百步宮、桐柏宮、崇

道觀，以及金罍、紫琅、委羽、蓋竹等，其中尤以天台桐柏

宮、委羽山大有宮和臨海百步嶺紫陽道觀（疑即百步宮或百

步紫陽宮）最為活動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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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寧、紹、台地區的全真道教發展延續了清

末以來的活躍態勢。寧波境內，著名的全真龍門道觀有鄞

縣佑聖觀、報德觀、呂祖殿、沖虛觀、熒鎮觀等；當地全

真道士還於一九三十、四十年代，發起成立道教組織（如

鄞縣道教會、寧波道教會等）。一向比較沉寂的紹興地區，

隨著清末民初湖州府城內外以及周邊各地道「壇」的風起雲

湧，亦有道壇（覺雲壇）之興，並有《覺雲軒雲霄玄譜志》

載述其事。台州黃巖的委羽山大有宮則開壇演戒，續纂宗譜

（即《續纂龍門宗譜》），已然成為台、溫地區全真道教發

展的樞紐。據考，至《宗譜》修成之日，台州有全真道觀

一百一十六座，溫州（包括溫嶺）有全真道觀一百四十八

座。溯其道脈淵源，幾乎俱出於委羽山大有宮。

縱觀浙東寧、紹、台地區近六百八十年的全真道教歷

史，我們或可進一步發現：全真道教在浙東地區的立足和繁

衍，主要得益於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天時，統治階層的好尚，

如蒙元時期的「胡元崇尚」；二是地利，浙東寧、紹、台地

區山明水秀，頗多名山福地、隱修佳境；三是人和，全真道

教的宗教訴求和實踐，「迎合了佛教盛行的江南群眾的宗教

信仰」（如出家、茹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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