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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30 報到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樓 10 樓至善廳 

08:30~08:40 開幕典禮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高 雄 道 德 院 

龔瑞璋校長 

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 

08:40~09:40 宗教生命禮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率全體皈依弟子 

09:40~09:50 茶敘 

9:50~10:55 

專題講座 

場次 主持人 主講人 題目 

第 

一 

場 

專 

題 

講 

座 

游步平 
正修科技大學 

副校長 

李豐楙 
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講座教授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

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10:55-11:05 茶敘 

11:05~11:50 

第 

二 

場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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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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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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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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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報到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樓 10 樓至善廳 

9:00~10:25 

專題講座 

場次 主持人 主講人 題目 

第 

一 

場 

專 

題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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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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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派道經編撰者 

老子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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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2:00 

第 

二 

場 

專 

題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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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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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道教協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 

從《莊子》談道教內丹修煉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儒、釋、道生命觀的比較 

12:00~13:30 午餐、中場休息 

13:30~14:55 

第 

三 

場 

專 

題 

講 

座 

劉正元 
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所長 

巫文祥 
臺北老子館 

館長 

養生與食療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從《太上老君清靜經》經解

談知命與安身 

14:55~15:15 茶敘 

15:15~16:00 

第 

四 

場 

專 

題 

講 

座 

鄭卜五 
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教授 

丸山宏 
日本筑波大學 

教授 

道教功德戲的唱導文化─

以臺南道教奈何橋全論所

表現的生命觀為主 

16:00~16:20 茶敘 

16:20~17:05 

綜 

合 

對 

談 

討 

論 

翁太明住持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 

 

李豐楙 
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講座教授 

與談人 主題 

與會學者專家 人生的終極關懷 

17:05~ 賦  歸 珍重再見，期待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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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III

簽到處 簽到處 

簽到處 簽到處 

開幕式：游副校長步平致詞 開幕式：游副校長步平致詞 

開幕式：三清太乙大宗師致詞 開幕式：三清太乙大宗師致詞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IV

 

開幕式：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代表致詞 開幕式：李豐楙講座教授致詞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V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早朝至誠獻供 

第一場專題講座主持人：游副校長步平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李講座教授豐楙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李講座教授豐楙 第二場專題講座主持人：游副校長步平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橫手裕教授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橫手裕教授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VI

第一場專題講座主持人：吳副校長百祿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三清太乙大宗師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三清太乙大宗師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范水旺道長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范水旺道長 龔校長瑞璋致詞 

龔校長瑞璋致詞 第二場專題講座主持人：楊濟襄教授 



【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VII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盛克奇理事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盛克奇理事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金清海助理教授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金清海助理教授

第三場專題講座主持人：劉正元所長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巫文祥館長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巫文祥館長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丁孝明講師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VIII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丁孝明講師 第四場專題講座主持人：鄭卜五教授

第四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丸山宏教授 第四場專題講座發表人：丸山宏教授

第五場綜合對談 第五場綜合對談 

開幕後大合照 I 開幕後大合照 II 



【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IX

開幕後大合照 III 開幕後大合照 IV 

大合照 I 大合照 II 

大合照 III 吳副校長百祿受訪 

三清太乙大宗師受訪 金清海助理教授受訪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照片集錦】 

 X

研討會盛況 研討會盛況 

與會來賓發問互動 與會來賓發問互動 

茶敘盛況 茶敘盛況 

茶敘盛況 茶敘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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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未來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未來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未來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
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李豐楙李豐楙

臺北人既然有這方面的需求，就隨俗開設臺北人既然有這方面的需求，就隨俗開設
了「財神法會 ！了「財神法會 ！了「財神法會」！了「財神法會」！

──昭明廟駐廟道長昭明廟駐廟道長 李游坤李游坤──

「王醮」的日數若要増加，那就再増多兩「王醮」的日數若要増加，那就再増多兩
日「慶成醮 吧！日「慶成醮 吧！日「慶成醮」吧！日「慶成醮」吧！

──臺南巿大道長臺南巿大道長. . 陳榮盛陳榮盛──



李豐楙 

 

 

 

 

 

 

 

 

 

 

 

 

 

 

 

 

 

 

 

 

 

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
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

1、跨越世代的代表陳榮盛道長在王醮上的地位1、跨越世代的代表陳榮盛道長在王醮上的地位

從早期隨從父親參與西港慶安宮王醮，直到極盛期從早期隨從父親參與西港慶安宮王醮，直到極盛期
職掌臺江內海舊區內多數的王醮。職掌臺江內海舊區內多數的王醮。

王醮、瘟醮或香醮、迎王祭典王醮、瘟醮或香醮、迎王祭典… …… … ：為何醮出多：為何醮出多
名？名？名？名？

原因之一原因之一：和瘟科儀、和瘟正醮及打船醮／王醮：和瘟科儀、和瘟正醮及打船醮／王醮

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
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

2、青壯世代的代表李游坤在府城隍駐廟的名氣

入駐昭明廟的時機，城隍廟亟需「一個」信用可入駐昭明廟的時機，城隍廟亟需「一個」信用可
靠的駐廟道士，例行改（解）運儀式。靠的駐廟道士，例行改（解）運儀式。

數年後終於經營為「一群」有學位的道士，從改數年後終於經營為「一群」有學位的道士，從改
運、慶讚中元作到「財神法會」。運、慶讚中元作到「財神法會」。

原因之一原因之一：臺北人需求増加財運，但正一派傳統：臺北人需求増加財運，但正一派傳統
並無財神經懺及科儀，故亟需新編。並無財神經懺及科儀，故亟需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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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一、臺灣南北道壇中兩個世代
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對於醮科的不同觀點

3、道教學界如何面對當前的醮科

道教學只是經典道教的研究？如何面對宋前齋道教學只是經典道教的研究？如何面對宋前齋
醮與宋後齋醮？醮與宋後齋醮？

當前醮科的時空座標，從作三獻到建醮，只是當前醮科的時空座標，從作三獻到建醮，只是
道教文化遺產、資產或文化化石！道教文化遺產、資產或文化化石！

「未來之醮」「未來之醮」將決定下一世代的生存方式，為將決定下一世代的生存方式，為
了徒弟的生存而與時俱變。了徒弟的生存而與時俱變。

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
變通始自明代初葉變通始自明代初葉

11、周思得集眾人之力増補寧全真（、周思得集眾人之力増補寧全真（11011101--
11811181）、林靈真（）、林靈真（12391239--13021302）宋元本為）宋元本為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卷1111至至1414為為
讃祝燈儀門、卷讃祝燈儀門、卷2020至至2222為禮成醮謝門。為禮成醮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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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豐楙 

 

 

 

 

 

 

 

 

 

 

 

 

 

 

 

 

 

 

 

 

 

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
變通始自明代初葉變通始自明代初葉

22、此數卷中宋前所見者，如金籙燈科、黃、此數卷中宋前所見者，如金籙燈科、黃

籙投山簡儀；多數為宋前未見者，如安竈籙投山簡儀；多數為宋前未見者，如安竈

燈科、瘟司醮科，顯示此一大型類書並非燈科、瘟司醮科，顯示此一大型類書並非

復古派，而是務實反映地方道派，故増補復古派，而是務實反映地方道派，故増補

許多新科。許多新科。

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二、他山之石（一）：燈科、醮科的
變通始自明代初葉變通始自明代初葉

33、瘟神、天妃信仰：、瘟神、天妃信仰： Schipper Schipper 發現發現《《道道

藏藏》》中民間信仰既有天妃經，周思得既増中民間信仰既有天妃經，周思得既増

補天妃燈科與天妃醮科、或禳瘟燈科與瘟補天妃燈科與天妃醮科、或禳瘟燈科與瘟

司醮科，所反映的時代消息即回應民間信司醮科，所反映的時代消息即回應民間信

仰的流行。仰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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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道法寫本道法寫本

諸神醮科諸神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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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豐楙 

 

 

 

 

 

 

 

 

 

 

 

 

 

 

 

 

 

 

 

 

 

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
方道壇的醮科經驗方道壇的醮科經驗

11、宋元以來江南地區道派紛出，明清以至、宋元以來江南地區道派紛出，明清以至

近期湘、贛地方道壇既兼融諸派，亦因應近期湘、贛地方道壇既兼融諸派，亦因應

地方民眾的信仰需求，乃新増諸多醮科以地方民眾的信仰需求，乃新増諸多醮科以

符所需。符所需。

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
方道壇的醮科經驗方道壇的醮科經驗

22、為道教傳統習見的諸真設醮：、為道教傳統習見的諸真設醮：

老君醮科、三官醮、祖師或玄府醮（玄天老君醮科、三官醮、祖師或玄府醮（玄天

上帝）、玄女醮科（九天玄女）、東嶽醮、上帝）、玄女醮科（九天玄女）、東嶽醮、

十王醮、靈官醮、太歲醮、司命府君科、十王醮、靈官醮、太歲醮、司命府君科、

門神醮、牛皇醮。門神醮、牛皇醮。門神醮 牛皇醮門神醮 牛皇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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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
方道壇的醮科經驗方道壇的醮科經驗

33、為地區民眾的需求設醮：、為地區民眾的需求設醮：

謝土科、安龍補土科、奠土（府）醮科；火府謝土科、安龍補土科、奠土（府）醮科；火府

醮科、火官醮、殄火保楝科；送船法、敕瘟火醮科、火官醮、殄火保楝科；送船法、敕瘟火

龍金科、遣送白虎科、龍神醮。龍金科、遣送白虎科、龍神醮。

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三、他山之石（二）：湖南、江西地
方道壇的醮科經驗方道壇的醮科經驗

44、為地方信仰諸神而設醮：、為地方信仰諸神而設醮：

孔聖（文聖）醮科、關帝（武聖）醮科；孔聖（文聖）醮科、關帝（武聖）醮科；
土主醮（麻城、敕封助國順天王紫微侯萬土主醮（麻城、敕封助國順天王紫微侯萬
古威靈顯化天尊）、化主醮科（龜峰頂上古威靈顯化天尊）、化主醮科（龜峰頂上
得道張公顯靈化主羽化真人）、楊泗醮科、得道張公顯靈化主羽化真人）、楊泗醮科、
珍珠太子設醮科；蠶母醮科（紡織業）、珍珠太子設醮科；蠶母醮科（紡織業）、珍珠太子設醮科 蠶母醮科（紡織業）珍珠太子設醮科 蠶母醮科（紡織業）
魯班醮科（木匠業）、藥王醮科（中醫魯班醮科（木匠業）、藥王醮科（中醫
業）、樂王（老郎）醮科、羅（真）祖醮業）、樂王（老郎）醮科、羅（真）祖醮
科（淨髪業）科（淨髪業）

7



李豐楙 

 

 

 

 

 

 

 

 

 

 

 

 

 

 

 

 

 

 

 

 

 

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
香火的關聯性香火的關聯性

11、施舟人認為、施舟人認為《《正統藏正統藏》》收録收録100100種民間種民間

神祇的經懺，神祇的經懺，《《萬曆續藏萬曆續藏》》約有約有1616種，其種，其

原因或為道教（張天師）因應民間香火組原因或為道教（張天師）因應民間香火組

織的壯大而加以收編，或民間香火攀附道織的壯大而加以收編，或民間香火攀附道

教以提昇所奉神祇。教以提昇所奉神祇。

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
香火的關聯性香火的關聯性

22、地方香會（或廟會）組織的政治、經濟、地方香會（或廟會）組織的政治、經濟

實力増強後，成為道士的雇主而有所需求，實力増強後，成為道士的雇主而有所需求，

道教精英因應所需為此新編醮科，表明具道教精英因應所需為此新編醮科，表明具

有宗教知識與演法行科的能力。有宗教知識與演法行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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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四、新醮科：道教與民間信仰
香火的關聯性香火的關聯性

33、在三教的競合關係中，面對禮儀實踐的、在三教的競合關係中，面對禮儀實踐的

公、私儀式，在人群學上道教既為神道事公、私儀式，在人群學上道教既為神道事

務的專職者，「這一群」既不能退出此種務的專職者，「這一群」既不能退出此種

宗教、祭祀舞臺，乃積極介入展現其專業宗教、祭祀舞臺，乃積極介入展現其專業

職能。職能。

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
與義理結構的合一與義理結構的合一

11、在神道事務、業務上建立「標準化」：、在神道事務、業務上建立「標準化」：

依據道教文化傳統形成其「思想正確」，依據道教文化傳統形成其「思想正確」，

並有儀式為準支持其「行動正確」，此種並有儀式為準支持其「行動正確」，此種

規範有助於建立基層社會的宗教威信。規範有助於建立基層社會的宗教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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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
與義理結構的合一與義理結構的合一

2、宗教義理的「道封」原則：

儒家官僚體制依「朝封」建立祀典禮制，儒家官僚體制依「朝封」建立祀典禮制，

道教即以神譜而另成道封制，從先天神而道教即以神譜而另成道封制，從先天神而

擴大收編後天神，故天妃、土主乃至行業擴大收編後天神，故天妃、土主乃至行業

神俱可納入。神俱可納入。

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五、醮科的標準化：儀式結構
與義理結構的合一與義理結構的合一

33、創教期道教亟需區隔於俗禱、巫祝，但、創教期道教亟需區隔於俗禱、巫祝，但

宋元以後諸派在不改變其核心義理的情況宋元以後諸派在不改變其核心義理的情況

下，卻選擇納入部分地方信仰；而民間香下，卻選擇納入部分地方信仰；而民間香

火亦不放棄其基本信念，如血食、巫俗等，火亦不放棄其基本信念，如血食、巫俗等，

所採取的合作方式形成新型態的醮科。所採取的合作方式形成新型態的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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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
中的容納問題中的容納問題

1、醮科的題名：

明初周思得所收錄的，既已有梓潼帝君醮明初周思得所收錄的，既已有梓潼帝君醮

科、純陽真人醮科之類，均冠以儀式活動科、純陽真人醮科之類，均冠以儀式活動

的主祀神名；此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收編的主祀神名；此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收編

天妃、甚至文武聖、土主、行業神，即先天妃、甚至文武聖、土主、行業神，即先

標誌其名稱。標誌其名稱。

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
中的容納問題中的容納問題

2、神祇的收編：

除了老君等道教仙聖有神譜可據 其他非除了老君等道教仙聖有神譜可據 其他非除了老君等道教仙聖有神譜可據，其他非除了老君等道教仙聖有神譜可據，其他非
屬道教神而作為某醮主神，在編寫上啓的屬道教神而作為某醮主神，在編寫上啓的
啓請儀，例先道教仙聖而後再上啓主祀神，啓請儀，例先道教仙聖而後再上啓主祀神，
如文、武聖均被置於三清、四帝二后、九如文、武聖均被置於三清、四帝二后、九
宸、斗君、三官、四相之後，集中啓請孔宸、斗君、三官、四相之後，集中啓請孔宸 斗君 官 相之後 集中啓請孔宸 斗君 官 相之後 集中啓請孔
子、關帝及相關神祇，而後再接其他道教子、關帝及相關神祇，而後再接其他道教
神仙。類此插入方式近於「複合」兩系，神仙。類此插入方式近於「複合」兩系，
形成整編於仙譜的固定化模式。形成整編於仙譜的固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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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
中的容納問題中的容納問題

3、醮科的儀式程序：

道教形成其程式化，使道士有規則可循，道教形成其程式化，使道士有規則可循，

即即水香文水香文→→衛靈章衛靈章→→具位述職具位述職→→引領引領→→上上

啓啓→→三獻三獻→→進疏（宣文）進疏（宣文） →→發關發關→→結願結願→→

禮誥禮誥→→念十二願念十二願→→皈依皈依，此即善用道教文，此即善用道教文

化資源，科儀並非固定化而容許活用。化資源，科儀並非固定化而容許活用。

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六、收編：新醮科在儀式結構
中的容納問題中的容納問題

4、醮科與誦經配合：

周氏所錄是燈科配合醮科，其後應也沿用；周氏所錄是燈科配合醮科，其後應也沿用；

唯配合轉經之例，像火府醮科有唯配合轉經之例，像火府醮科有《《太上元太上元

始天尊說消禳火災真經始天尊說消禳火災真經》》搭配，而化主醮搭配，而化主醮

科則新出真經，如科則新出真經，如《《大雄羽化一時轉經大雄羽化一時轉經

科科》》、、《《顯靈羽化滅罪真經顯靈羽化滅罪真經》》，即演述張，即演述張

公事蹟，卻參用佛祖説法模式。公事蹟，卻參用佛祖説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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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
的可能方向的可能方向

1、道教會下的道廟與道壇：

各地道壇與地方廟的合作關係，在傳統醮各地道壇與地方廟的合作關係，在傳統醮

儀或神明生作三獻，是否可提供各主祀神儀或神明生作三獻，是否可提供各主祀神

的醮科，天后醮、保生大帝醮、王爺醮的醮科，天后醮、保生大帝醮、王爺醮……？？

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
的可能方向的可能方向

2、單一神祇聯誼會所需的真經與醮科、燈科：

各會常用扶鸞所出的真經，且有漸趨統一之勢；各會常用扶鸞所出的真經，且有漸趨統一之勢；

而千秋聖誕所需的醮科、燈科則需道壇新編，而千秋聖誕所需的醮科、燈科則需道壇新編，

此即有待有心有能力之士。此即有待有心有能力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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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七、新醮科：臺灣道教（學）界未來
的可能方向的可能方向

3、道壇與道廟合作的未來之路：

當今雙方均面對宗教「巿場」的激烈競爭，當今雙方均面對宗教「巿場」的激烈競爭，

教派與鸞堂各教派與鸞堂各自自獨立登記立案，天師府與獨立登記立案，天師府與

道教組織亦多元化，道壇道士如何妥善利道教組織亦多元化，道壇道士如何妥善利

用其知識，期與道廟、聯誼會共創新局？用其知識，期與道廟、聯誼會共創新局？

八、結語：未來之醮八、結語：未來之醮

11、周氏在明初、湘贛道壇在清及近代，在、周氏在明初、湘贛道壇在清及近代，在

天心五雷、清微、西河諸派後，既兼融各天心五雷、清微、西河諸派後，既兼融各

派之長而以龍虎山受籙為宗，亦選擇與地派之長而以龍虎山受籙為宗，亦選擇與地

方社會結合，目的既是為了生存，亦是布方社會結合，目的既是為了生存，亦是布

化道教教義這種行動對於道教學界、道教化道教教義這種行動對於道教學界、道教

界有何啓發？界有何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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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之醮：臺灣從經典道教到地方道教的可能方向 

 

 

 

 

 

 

 

 

 

 

 

 

 

 

 

 

 

 

 

 

 

八、結語：未來之醮八、結語：未來之醮

22、道壇即代表傳統道教，當今的處境卻愈、道壇即代表傳統道教，當今的處境卻愈

趨厳峻，面對諸多宗教的競爭到底如何開趨厳峻，面對諸多宗教的競爭到底如何開

拓「巿場」？類似為臺北人特設財神爺法拓「巿場」？類似為臺北人特設財神爺法

會，為何不能如湘贛同行新編「財神醮」，會，為何不能如湘贛同行新編「財神醮」，

使天后醮保生大帝醮、王醮成為臺灣醮的使天后醮保生大帝醮、王醮成為臺灣醮的

地區特色？地區特色？

八、結語：未來之醮八、結語：未來之醮

33、道教學界亟需省思，在完成經典道教的、道教學界亟需省思，在完成經典道教的

唐前齋法研究後 如何關注宋元新道派唐前齋法研究後 如何關注宋元新道派唐前齋法研究後，如何關注宋元新道派、唐前齋法研究後，如何關注宋元新道派、

明清地方道壇，此即關聯明清道教史的改明清地方道壇，此即關聯明清道教史的改

寫問題；此期並非僵化、停滯反而深入社寫問題；此期並非僵化、停滯反而深入社

會基層，這是限於道藏編纂所形成的刻板會基層，這是限於道藏編纂所形成的刻板

印象！因而亟需廣泛搜集近代道壇抄本，印象！因而亟需廣泛搜集近代道壇抄本，印象！因而亟需廣泛搜集近代道壇抄本印象！因而亟需廣泛搜集近代道壇抄本

推動「道法海涵的編輯計畫，學術動機即推動「道法海涵的編輯計畫，學術動機即

重寫明道以至近代道教史。重寫明道以至近代道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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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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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3年12月6~7日，頁17～30 

仇兆鰲與内丹修錬 

 

横手 裕 

日本・東京大學 

 

摘要 

仇兆鰲(1638-1717)，字滄柱，號知幾子，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仇氏先

於浙江師從黃宗羲，日後則入仕於清廷，並與黃宗羲門下學識出類拔萃的弟子萬

斯同等人一同編修《明史》等，官至從二品吏部右侍郎。其最著名的業績，當推

仇氏自行編纂並進呈康熙皇帝的二十五卷《杜詩詳註》；此書時至今日，依然是

許多研究者在研讀杜甫詩時所倚仗的案頭書。 

  然而，在以儒臣的身分仕宦於清廷的背後，仇兆鰲也對道教式的修鍊法，即

內丹法有著強烈的興趣，而在和內丹家陶素耜交遊的同時，仇氏也留下了對內丹

法中的兩大經典：《周易參同契》、《悟真篇》的注釋書。本論文即是對仇兆鰲

的內丹思想的嘗試性研究。此外，這次因時間之故，本論文將以確認仇氏內丹說

體系的大要為中心來展開論述。 

 

 

 

 

 

 

 

 

 

 

 

 

 

 



橫手 裕 

壹、前言 

  仇兆鰲(1638-1717)，字滄柱，號知幾子，又號章溪老叟，浙江鄞縣（今寧波

市）人。仇氏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及第，官至從二品吏部右侍郎，是清

代初期的文人官僚。仇兆鰲師從於黃宗羲，除了曾在黃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明儒

學案》題贈序文外，也和同為黃氏門下的佼佼者如萬斯同等人一同編修《明史》

等。其最著名的業績，當推仇兆鰲自行編纂並進呈康熙皇帝的二十五卷《杜詩詳

註》。此書被譽為在歷代的杜甫詩集當中，蒐羅最為詳盡的輯本；而這部杜甫作

品之集大成的《杜詩詳註》，即便時至今日依然是許多研究者在研讀杜甫詩時所

倚仗的案頭書。 

  然而，以儒臣的身分仕宦於清廷的仇兆鰲，在另一方面也對道教式的修鍊法

即內丹法有著強烈的興趣；而仇氏在和內丹家陶素耜交遊的同時，也留下了針對

內丹法中的兩大經典：《周易參同契》、《悟真篇》的注釋書。本稿即是對仇兆

鰲內丹思想的嘗試性研究。此外，囿於時間等因素，本稿僅止於針對仇氏內丹說

體系的大要略作分析。 

  即便如此，首先還是先從仇兆鰲的生平開始，來進行最低限度的確認。 

 

貳、仇兆鰲的生涯 

  仇兆鰲曾編纂過自身的年譜，即《尚友堂年譜》。此《年譜》在今日雖然難

以得見，但由於目前已有針對此書的概要進行介紹的文章 1

                                                                                                                                                                                                                                                                                                                                                                                                                                                                                                                                                                                                                                                                                                                                                                                                                                                                                                                       
1 方南生〈海内罕見的仇兆鰲自訂《尚友堂年譜》〉，《文獻》1988 年第 2 期。據傳寧波天一閣

與中華書局圖書館仍藏有《尚友堂年譜》的寫本，筆者若有機會也亟盼能一睹真跡。此外，儘管

《尚友堂年譜》的實物雖然未能得見，但是張佳〈仇兆鰲年譜考略〉（《杜甫研究学刊》 107，

2011 年）也可供參考。 

，因此先以此文章為

基礎，來對仇兆鰲的生涯作一年譜式的概觀。 

  仇兆鰲，在明朝末年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於鄞縣東城章

溪里。六歲時上私塾，師從駱寶權、陸可前等人，二十二歲時已能在私塾自行教

導學童。 

18



    仇兆鰲與內丹修鍊 

  康熙八年（1669）：仇兆鰲於杭州城南的雲居山上方寺，開始設塾講學。由

於仇氏在這段時間經常往來於杭州與紹興之間，也因此開始與黃宗羲有所接觸。

而關於仇兆鰲和黃宗羲的交遊時間，也有早在康熙四年（1665）仇氏已與萬斯同

等人一同在餘姚受業於黃宗羲的說法 2

                                                                                                                                                                                                                                                                                                                                                                                                                                                                                                                                                                                                                                                                                                                                                                                                                                                                                                                       
2 可參考注 1 張佳氏的論文。 

。此後，仇氏在康熙十四年得舉鄉薦，然

而時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仇氏方以四十八歲之齡及進士第，在同年被選為

翰林院庶吉子。 

  康熙二十七年（1688）：奉敕校閱《資治通鑑朱子綱目》。此後也陸續參與

《孝經衍義》、《大清一統志》等書籍的修訂。大約在這個時候，仇氏自身也開

始著手進行對於杜甫詩的蒐集與注釋。此外，在康熙三十年，開始參與《明史》

的修訂工作。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杜詩詳註》的初稿完成。 

  康熙三十三年(1694)：因父喪而返鄉。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時在杭州的書肆，將《杜詩詳註》付梓刊行。三

月，將《杜詩詳註》進呈給在南巡途中正駐蹕於杭州行宮的康熙皇帝。 

  康熙四十四年(1705)：官升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同年，參與編纂《方

輿程考》。此後，歷任翰林院侍講、侍讀、侍講學士、皇太子講官、武殿試彌封

官、侍讀學士等職。 

  康熙四十七年(1708)：特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轉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 

  康熙五十年(1711)：七十四歲。仇氏在這一年以老病為由致仕，歸居故鄉鄞

縣。 

  康熙五十一年(1712)：著手準備《杜詩補注》的刊行工作。 

  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諸家論杜》的編纂作業。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於自宅去世，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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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仇兆鰲的年譜大略可知，他既是黃宗羲的門生，又仕宦於清廷，宦途

亦可謂平步青雲，其自身更是杜詩研究的權威。而關於像這樣既是儒臣又是杜詩

研究者的仇兆鰲，其實已有許多細緻的研究 3

  康熙四十年臘月望日甬江年家同學弟仇兆鰲頓首拜題 

，相關部分謹於此割愛不論。 

  然而，在仇兆鰲的身上其實也有其另一面的人生姿態存在著。而吐露仇氏

這一人生情懷的線索，便是在和仇氏同為儒臣，亦是道友的陶素耜（號存存子）

的作品《周易參同契脈望》裡，仇兆鰲所寄贈的序文。由於這篇序文是得以一窺

仇兆鰲此人的重要文章，是以不嫌文煩，茲引全文如下。 

  自昔童穉時，雅志玄門之學，既而咿唔咕嗶，馳驟名場者，忽數十年。初願未

酬，每訪方外人，大抵導引規中諸法耳。作輟行之，訖無成效。 

  乙丑後，匏繫金臺，廣搜秘要，始讀參同、悟真，乃知返魂延命，果有別傳心

法，而不獨在閉目枯坐，作槁木死灰狀也。乙亥歸里，重晤陶存存先生，證以所得。

先生亦云，往時蒲團靜攝，不足了生死大事，爰取道德、南華及參、悟諸書，閉門

討論，復虛心延訪，得孫教鸞真人嫡派，遂註參同、悟真，博採諸家，而折衷己意，

晦者闡之使明，缺者補之使完，凡藥物火候、結丹脫胎，凡所不能盡吐者，皆隱躍

逗露於行墨之間，俾潛心好道之士，瀏覽玩索，知真詮畢萃於斯編矣。 

  昔朱子學貫天人，而於參同一書，尚多未解，蓋不得其密諦心傳，而概求之儒

理，亦焉能啟鑰而抽關耶! 

  余交存存於越水吳山燕臺鳳闕間，已三十餘載，及近來還甬，而先生亦笑傲林

泉，有超然世外之想，每著書立說，思嘉惠後人，其最有關於性命精微者，內外丹

法，各有成書。余麤心浮慕，豈能盡窺此中堂奧？倘得結廬靜地，晨夕從遊，終期

策勵竿頭，一遂人元素志耳。昔春秋陸通住世七百餘年，西漢孔安國長生四百餘歲，

皆儒門而通於道術者，鑿然可據也。然則此書垂世悠遠，夫豈同於燕齊迂怪之說乎

哉! 

4

                                                                                                                                                                                                                                                                                                                                                                                                                                                                                                                                                                                                                                                                                                                                                                                                                                                                                                                       
3 佐藤浩一〈寧波という磁場と文学者たち〉（早坂俊廣編《文化都市 寧波》、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3 年）。此外也可參考吳淑玲〈仇兆鰲与浙東学派之関係〉（《河北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

版）》121、2005 年）、同氏著〈仇兆鰲思想概說〉（《保定師範 専科学校学報》18-1、2005 年）、

同氏著〈浙東学人仇兆鰲著述鈎沈」（《保定学院学報》21-1、2008 年）等。 

4 見蒲團子點校《道言五種》（道教典籍選刊、中華書局、2011 年）及《周易參同契解・周

易參同契脈望 合刊》（道藏精華第八集之一、臺灣自由出版社、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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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仇兆鰲自幼年時期開始，便已矢志於道家道教之學，但是就當他在家鄉

和一般人一樣，汲汲營營於求學與謀職的時候，數十年的光陰早已稍縱即逝。在

這段期間，儘管他也拜訪過一些方外之士，卻僅僅學到如導引一類無甚功效的法

門。 

  然而，就在仇兆鰲於乙丑年（1685）北上進京，從而首次接觸到了《參同契》

和《悟真篇》之後，才得知原來反魂延命之法並不是只有閉目枯坐而已，還有其

他的修行法門。接著，仇氏在乙亥年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返鄉之後，再度拜

訪陶素耜，並藉此機會和陶氏論及了自己對於修練法門的新認識，從而獲得了陶

氏的認可。在當時，陶素耜不僅是獲得了以陰陽雙修之金丹法聞名於世的孫道鸞

之嫡傳者，同時也是一位早已在金丹法上浸淫多年且出類拔萃的內丹家。由於仇

氏在撰寫這篇序文時（康熙四十年，1701），雙方已經有過三十餘年的交遊往來，

因此可以推測，在仇氏到北京之前，雙方應該已經有過接觸。而且陶素耜是會稽

人氏，也正和仇兆鰲在學生時期的活動地域相吻合。此外，由於仇兆鰲的《周易

參同契集註》裡所採用的註解〈集註諸氏〉當中也列舉了陶素耜和其作品《周易

參同契脈望》，可見陶素耜應該對仇兆鰲產生不小的影響；不過在另一方面，陶

素耜其實也在《周易參同契脈望》首卷的〈讀參同契雜義〉當中，對仇兆鰲的〈仇

氏知幾子集註〉讚譽有加，而且也引用其內容。據此或許可以推測，這兩部著作

應該是雙方在自己的作品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成果後，提請對方觀覽並加以討論

後的產物吧。其實像這樣的情況，同樣也可以在《悟真篇》的注釋裡略窺一二。

也就是說，仇、陶二人不僅是過從甚密的道友，雙方更是在彼此的影響下，共同

推進了內丹法的研究。 

  若是根據以上的內容，並且在《悟真篇集註》和《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的

自序等資料的基礎上，前文述及的仇兆鰲年譜，其實還可以再增添仇氏鮮為人知

的經歷如下： 

  康煕十年(1671)：這時仇兆鰲已和內丹家陶素耜有過接觸。 

  二十四年(1685)：在北京初次研讀《參同契》和《悟真篇》。 

  三十四年(1695)：在家鄉和陶素耜就內丹法的相關課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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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年(1703)：完成《悟真篇集註》的初稿。此外，開始進行《古本周易

參同契集註》的編輯工作。 

   四十九年(1710)：完成《悟真篇集註》的改訂後付梓刊行。又，在《悟真篇

集註》的初稿完成後到定稿付梓之間的過程，如書中所示，仇兆鰲「晨夕披玩，

行坐不離，經十年而始授梓」5

  不僅如此，在仇兆鰲的著作裡，除了前舉諸書以外，尚有如《四書說約》、

《金丹梯梁》、《黃老參悟》等作品

；在這段期間，仇氏的精力主要投注在初稿的推敲

與改訂上。此外，在這一年也完成了《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的編纂。 

6

   如上所述，仇兆鰲是黃宗羲的門生，而可以說是黃宗羲門人代表者的萬斯

同，似乎曾經給過仇氏極高的評價如下：「黃(宗羲)先生之門人遍於浙東，而四

明仇滄柱先生為之冠」

。後二書雖然可以認為是和內丹有關的著

作，可惜今日似乎已經難以得見了。 

 

參、儒與道 

7

孔聖刪述六經，存三百篇為詩教之宗，以其關於王化民風，國家治亂也。後人作詩，

但知描情寫景，為遊覽題詠之詞。此邵子所謂既刪以後更無詩者。惟康節先生學通

理數，故擊壤一篇，能窮神而知化。紫陽真人識貫天人，故悟真三卷，能盡性而至

命。二公皆天挺人豪，手握造化，而筆吐性靈。今諷誦遺文，洵足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邵詩已表章性理書內，而張氏篇什，儒家則目為教外別傳。豈知

邵學實本於希夷。儒之與道，原無二理。安得軒輊兩家，謂其判然不相涉乎。

，由此不難看出萬斯同相當推許仇兆鰲，甚至認為在為數

眾多的黃氏門生當中，仇氏是最傑出的弟子。然而，像這麼一位儒門弟子的仇兆

鰲，在其胸臆裡的儒教與道教，又會是處於一種什麼樣關係呢？由於可以略窺端

倪的相關材料散見在其著作當中，茲先舉其要者如下： 

8

                                                                                                                                                                                                                                                                                                                                                                                                                                                                                                                                                                                                                                                                                                                                                                                                                                                                                                                       
5 見於《悟真篇集註》巻首〈悟真篇集註例言二十條〉末項的紀錄。 
6 見於《悟真篇集註》卷首末尾所附的仇兆鰲傳。 
7 關於這部分的紀錄筆者雖然尚未寓目，然而據前掲張佳氏的論文所述，在《石園藏稿》（此為

收錄萬斯同未刊稿的文集）裡所收錄的〈明儒學案序〉裡，記錄了此條評語。 
8  見於《悟真篇集註》卷首〈悟真篇集註例言二十條〉中的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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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較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就以對杜詩研究投入如斯精力的仇兆鰲而言，居

然提出了像邵康節（即邵雍）「既刪以後更無詩」這般的評語；除此之外，他也

將邵雍和張伯端兩人當作是能夠貫通造化之理的人物，並且對此大加稱讚。此外，

仇兆鰲進一步申論，由於邵雍之學本是得自於希夷（即陳摶），因此儒道二家在

根本上的道理本來並無二致，於此闡明儒道歸一的觀點。 

修真功德，契言道成德就，功滿上昇。道德與功，如何分別。曰性命雙修，此玄門

之大道，盡性立命，實得於己者，德也。三年九載，工夫完足者，功也。但功德二

字，又須推廣言之，從來修真成道，非上等根器人，積德累功者，不足以與此。太

上感應篇云，欲求天仙者，須行一千三百善。所謂善者，兼內外也。包物我而言也。

學者必體忠以行恕，庶德功可以兩全。夫忠以盡己，恕以及人。此即聖門所謂仁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宰流行，初無間斷。西銘云，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言主宰也。又云，尊高年以長其長，字孤弱以幼其幼，常懷民胞物與

之意，即流行也。果能時時省察擴充，畏天而憫人，則德自我修，功自我立，而善

亦自我積矣。和氣所感，造化可通，將有助以世緣，遂其初願者。倘或靈臺不淨，

自欺幽獨，利己而妨人，恐造化至靈，必有物焉以敗之。欲望引年輕舉，豈可得乎 9

楊龜山先生謂，顏淵死而有不死者。朱子未然其說。明儒高景逸又謂，人為萬物之

靈，必不隨死而俱泯。今觀古來忠臣孝子，其英爽流行，每能顯迹於人世。由其成

仁取義，與天地之正氣合也。況乎存心養性之大儒，存無守有之仙品，其精神豈遂

杳然磨滅乎。考紫陽真人沒於宋神宗壬戌歲，越七年而其弟子仍晤於王屋山，可知

金仙之不死矣。迨高宗末年，白紫清真人特寄書於張公，載諸集中者，猶可攷見也。

修真之士，固當確信無疑矣。

 

  在為了修真成道，亦即實現長生不老之神仙道的過程當中，儘管積累德與功

是必要的，但是在這裡所謂的德與功，其實也就是對聖門亦即儒教教義的實踐；

換句話說，就是對「忠恕」與「仁」的實踐。而文中也將這種藉聖門實踐以積

累個人德功一事，與個人成就其修真成道的初願一事等同視之。這其實是一種

「儒道一致」論。 

10

  在這段文字當中，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仇兆鰲在援引過去的儒者言談以及忠

臣孝子為例的同時，對於精神消泯說予以否定並肯定長生不死說的態度。而與

此相同的見解，也可見於前文所提及《周易參同契脈望》的序文： 

 

                                                                                                                                                                                                                                                                                                                                                                                                                                                                                                                                                                                                                                                                                                                                                                                                                                                                                                                       
9  見於《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卷首〈周易參同契集註例言二十條〉中的第十八條。 
10 

見於《悟真篇集註》卷首〈悟真篇集註例言二十條〉中的第十八條。 

23



橫手 裕 

昔春秋陸通住世七百餘年，西漢孔安國長生四百餘歲，皆儒門而通於道術者，鑿然

可據也。然則此書垂世悠遠，夫豈同於燕齊迂怪之說乎哉! 

  所謂「燕齊迂怪之說」指的是戰國秦漢時期方士的神仙說，但文中認為《參

同契》與此不同，乃是和儒門相通而並行不悖的道術。由前舉的這幾條材料來

看，由於仇兆鰲認為數百年的長生自不待言，就連不死也包含在內的境界，並

不是只限於神仙與道士，而是連儒者也都看得到相關的例子，因此進而對此予

以肯定的想法是極為明晰的吧。 

 

肆、內丹法的階序 

  在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首裡頭，有〈悟真篇提要七條〉一文。此文不只

是一篇將《悟真篇》所論述的內丹修行法簡要地概述為：一・凝神定息、二・運

氣開關、三・保精煉劍、四・採藥築基、五・還丹結胎、六・火符溫養、七・抱

元守一等七個階段的要約文字而已，它還是一篇包含了仇兆鰲自身對於《悟真篇》、

《參同契》等內丹修行次序想法的要約之作。以下將以〈悟真篇提要七條〉為基

礎，在必要時也參照仇兆鰲的相關文章來試著逐一確認各條所論述的內容。 

  此外，如前所述，仇兆鰲與陶素耜二人，其實都受到了孫教鸞等人的陰陽雙

修法的強烈影響。而被認為是張三丰之作的《金丹節要》，也同樣是植基於陰陽

雙修法的作品；再從仇兆鰲的文章當中不時論及孫汝中（孫教鸞之子）《金丹真

傳》和張三丰《金丹節要》（或做《節要篇》）的文字這點來看，仇兆鰲顯然是

受到陰陽雙修法不小的影響。而所謂的陰陽雙修法，也包含著與對方的氣進行往

來作用的活動。而這個部分，乃是在討論仇兆鰲內丹法時的理解前提。 

一、凝神定息 

  一如文字所述，此為集中精神並穩定呼吸之法。這裡在引用了傳為張三丰所

作《節要篇》的同時，也記錄了如下的方法： 

調鼻息以綿綿，多入少出，定身心而默默，外靜內澄，一念規中，萬緣放下，此乃

玉液煉形之功。 

  首先，先從像這樣的呼吸與精神的調整練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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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兆鰲與內丹修鍊 

二、運氣開關 

  人體內的氣，在其流動時所經過的路徑是為經絡；而所謂的「關」，便是在

經絡上的關穴。在這裡所主要論述者，便是開通各處關穴的方法。 

關竅未通，難以得藥。……自下而上，由後而前，起尾閭，穿夾脊，透玉柱，而上

升泥丸，此其在後者。渡鵲橋，降重樓，至絳宮，而下歸氣海，此其在前者。 

  亦即，先將位於身體中軸線正下方的督脈（背面）與任脈（前面）這兩大路

徑上的各關穴如：尾閭・夾脊・玉柱・泥丸・鵲橋・重樓・絳宮等，予以疏通的

方法。此外，在這裡也論及了如速度較慢的「積氣」法，和速度較快的「聚氣」

法，以及上士開通各關穴僅要三晝夜，中士須七朝夕，下士則須一月有餘，若不

精勤則得耗費百日等問題（《悟真篇集註》卷下附錄）。 

三、保精煉劍 

  隨著象徵性的表現方式漸次增加，在理解上也逐漸變得困難；而在這個階段

所論述者，是在進行強固精氣的修練時，也同時進行鍛造寶劍一事。 

  關於「劍」的部分，或許可以先參考底下的文章： 

「歐冶親傳鑄劍方，鏌鋣金水配柔剛。」（《悟真篇集註》絕句第五十二） 

補註：煉己即鑄劍也。 

  在這裡，說明了鑄劍便是煉己的之意。此外，在接下來的小節當中，則較為

詳細的記錄了「劍」和與其相關的內容： 

「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同上絕句第五十三） 

補註：上二句言採藥之方。………丹房器皿，有劍有琴。此陰陽兩象也。故承上章

而備言之。竹中虛而外直，龜能縮而能伸，此喻在己者，故敲之喚之，以作其氣。

素琴指上撫彈，丹鳳穴中騰起，此喻在彼者，故鼓之招之，以動其情。龜下伏而仰

吞玉芝，鳳上棲而俯飲刀圭，此喻陰陽交合，兩相吞啗之狀。玉芝平圓，產自華池，

刀圭尖銳，出於己土，又有彼此之別。 

  雖然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下一項的「採藥」場面來進行闡釋的文字，但由此

可知，所謂的「劍」即是在陰陽交合之時，男方（己方）的陽根或者是氣等的象

徵性用語。相對於此，「琴」則是女方（對方）的象徵用語。因此可以說「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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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劍」所主要論述者，是作為內丹修煉之實踐主體的男性，如何蓄積精氣以及對

於在陰陽交合時所使用的身體部位如何加以修練的過程吧。 

四、採藥築基 

  這個階段的大要，是攝取對方的「藥」以充實自身之精氣，從而構築日後修

練過程的基礎。關於「採藥」與「築基」，可參考以下所列的文章： 

「要知金液還丹法，須向家園下種栽。……」（同上絕句四十七） 

補註：家園指自家丹田，種出於坎位，而下種離宮。（陸）子野云，採藥他家而歸

自己家園。下種栽培，此語已通。 

「休施巧偽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同

上絕句四十八） 

補註：只在認取他家不死良方，便足延命而返魂矣。初關築基立命，則旋添延命之

酒，久之先液後凝，則收取返魂之漿，添酒於壺，壺當屬己。取漿於鼎，鼎當屬彼。

上云家園，此云他家，判然有彼此之別。 

  亦即，從「他家」即對方處攝取「藥」（「延命之酒」、「返魂之漿」）並

帶回「自己家園」（「壺」）即己身之處。 

  此外，關於「鼎」的部分，就如同從此處文字也可以理解般地，基本上是指

涉對方時的用語；然而「鼎」自身也有後天與先天的區別，「採藥築基」的情況

所使用者為「後天之鼎」11

孫氏金丹真傳云，結丹與還丹有異。結丹之法，由我而不由人。還丹之功，在彼而

不在己。李堪疏云，結丹者，採取外來之藥，擒制吾身之氣，使不散失，聚而成象，

結內丹也。還丹者，彼之真陽方動，即運一點己汞以迎之，外觸內激而有象，內觸

外感而有靈，如磁吸鐵，收入丹田，還外丹也。據此知還丹之時，乃用先天大藥。

。 

五、還丹結胎 

  經由「築基」從而使氣力充沛後，接著便是尋得陽丹並以此來結胎。關於這

部分的論述，這裡引用了孫汝忠的《金丹真傳》和李堪的注疏文字如下： 

12

                                                                                                                                                                                                                                                                                                                                                                                                                                                                                                                                                                                                                                                                                                                                                                                                                                                                                                                       
11 可參考《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卷首〈周易參同契集註例言二十條〉中的第十六條。 
12  

見於《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卷下〈金水銖兩章〉中，「氣索命將絕」條的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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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兆鰲與內丹修鍊 

  所謂的「結丹」，指的便是前文所述的「採藥築基」。而接下來所進行的「還

丹」也和「採藥築基」一樣，是將藥自外迎入己處的法門。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文中的「真陽」即被視為「先天大藥」，在後文也被稱作「先天一氣」、「白虎」、

「首經」等。相對於前一階段的「採藥築基」與後一階段的「火符溫養」都屬於

後天，這裡所使用者為「先天之鼎」（抑或採用「先天之藥」）13

  根據這項目底下的文章內容可知，藉由還丹而得到大丹之後，朝夕還需進行

「抽鉛添汞」之法。細言之，便是抽取「彼鉛」以增添「己汞」的方法，亦即

將對方的鉛取出之後，與自己的汞相添和的行為。「抽鉛添汞」也被稱作「取

坎填離」。而過程中所採行的方法次序，則依據五行和易卦等來表現，這部分

則被稱為「火符」。這裡所進行的方法順序和「採藥築基」的情況大致相同，而

過程中所使用的鼎和取用的藥也和「採藥築基」一般，都是屬於後天的範疇

。 

六、火符溫養 

14

  由於這是將陰氣逐漸排卻，同時漸次增長陽氣，從而邁向純陽的過程

。 

15

                                                                                                                                                                                                                                                                                                                                                                                                                                                                                                                                                                                                                                                                                                                                                                                                                                                                                                                       
13 可參考注 11 的相同部分。 
14 可參考注 11 的相同部分，以及《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卷下〈大丹賦〉中，「治之如上科兮」

條的補註等。 
15 可參考《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卷下〈關鍵三寶章〉中，「驗證自推移」條的補註。 

，因

此將之稱為「溫養」。經過十個月的「溫養」後，便會出現嬰兒的形貌。 

七、抱元守一 

  在進入這個階段之前，便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過程，而在此處則

是「煉神還虛，與道合真」的階段。經由十個月的溫養所煉化出來的陽神，再經

過九年無為的功夫對陽神加以悉心照育後，將得以出現千百化身，最終則達致乘

鸞飛升上天，超越人間的生滅，並獲致萬年之壽的境界。而這部分所陳述者，則

是和一般的內丹說相去無幾的最終境界。 

  此外，〈悟真篇提要七條〉在末尾處也針對以上的七個過程進行總結，並將

各個階段所需要的時間與修行的類別（方向性？）作了如下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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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時間】    【修行的類別】     【先天／後天】 

 １、凝神定息  （終始用之）    煉己土以擒鉛 

 ２、運氣開關  三七（二十一日）    〃 

 ３、保精煉劍  百天          〃 

 ４、採薬築基  期歲（一年）    採戊鉛以制汞      後天之藥・鼎 

 ５、還丹結胎  片時          〃         先天之藥・鼎 

 ６、火符溫養  十月          〃         後天之藥・鼎 

 ７、抱元守一  九年        鉛汞帰土而心身不動 

  關於修行的類別部分也許有點難以索解，或許可以先試著作如下的理解：「煉

己土以擒鉛」一項的核心，是在為了攝取對方的鉛（藥＝氣）之前所進行的自我

（己）修練；而「採戊鉛以制汞」一項則是在攝取對方（戊）的鉛後，以之煉成

自身之汞（氣）為中心的項目。 

 

伍、結語 

  以上簡單地瀏覽過了仇兆鰲內丹說的梗概。 

  從上述的內容可知，就以一個受到了黃宗羲的薰陶，並供職於北京朝廷的儒

臣而言，仇兆鰲傾注於道教神仙術的熱情其實到了讓人感到訝異的地步。 

  此外，在與內丹相關的文獻部分，一般來說由於罕見的用語數量頗夥，因此

難以理解的情況本來就不少。再者，也因為在陰陽雙修法的場合當中，為了避免

過於露骨的表現所以頻繁地採取象徵性的話語，從而使整體的論述變得更加令人

感到費解；如此一來，想要正確地把握其論述的具體內容幾乎可以說是難以企及

的任務。而面對像這樣不易解讀的文獻，本稿所作的工作，僅僅是剔除難以核實

的內容，而以大致可以理解的部分為基礎，並針對修行過程的大旨進行整理而已。 

  嚴格來講，本來是應該先就仇氏的成長經歷、師徒關係、交友情況等進行徹

底的調查後，再來分析仇氏內丹思想的；然而因為時間等因素之故，目前還暫時

未能針對上述的課題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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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當中，必須作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其實並不少。舉例而言，仇兆鰲的《古

本周易參同契集註》所使用的底本，其實是《周易參同契》所謂的「古本」一事，

便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另外，又好比對於仇氏和陶素耜內丹說的同異處，也有另

作考察的必要。具體來說，由於仇兆鰲和陶素耜兩人本是相互推崇而且過從甚密

的道友，但是就如同陶素耜的《周易參同契脈望》卻沒有採用「古本」等，這顯

然和仇兆鰲並不一致的部分也值得探討。不僅如此，仇氏與同時代內丹家的內丹

說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等，無疑也具有研究的必要。此外，又如應當是以儒臣

的面貌活躍於世的仇兆鰲，其自身思想的整體構造，抑或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樣

式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針對前舉的諸般問題，倘若能夠逐一進行剖析考察的話，如仇兆鰲這般令人

難以索解的內丹說，肯定也能得到更為清晰的面貌吧。職是之故，姑且先將前述

問題列入日後的考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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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天主教徒的生死體悟 

 

潘春旭 

靜宜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生死體悟」關注生與死的議題，討論人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意義，以及病

危面對死亡時的感受與體悟，強調生與死的面向與其互為辯證。研究對象為罹患

重症教徒，因對健康的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模糊和遙遠的議題，通常難有具體和

深刻體會。如果是罹患過重症，親身經驗死亡威脅者，生死議題才具有切身性。

因此，本文將先討論重症教徒病發原因及其醫治過程，其次討論重症教徒對所信

宗教的信仰體悟，最後，討論重症教徒病癒後如何對生命作出理解與回應。討論

後有三點研究發現：一、重症者的生命維繫靠醫療、意志力與信心。二、重症者

病後發生皈依與重生經驗，相信生死有命並關注靈魂。三、死亡逼人正視生命價

值，重症者變得重精神而輕物質，有利他心，相信生死一體不可分。 

關鍵字：重症者、天主教徒、生命、死亡、靈魂、痛苦 

 

 

 

 

 

 

 

 

 

 

 

 

 

 



潘春旭 

壹、前言 

「終極關懷」指關注終極生死問題，超克生死的無知與恐懼，獲得生命的開

悟與智慧。1

受訪者 

「生死體悟」同樣關注生與死的議題，討論人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意

義，以及病危面對死亡時的感受與體悟，強調生與死的面向與其互為辯證。本文

討論天主教徒對生死的體悟，因宗教源自對生死議題的關注和回應，信徒在宗教

生活中常論及生死問題，如想瞭解天主教的生死觀，自然需從天主教信徒著手。

研究對象為罹患重症教徒，因對健康的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模糊和遙遠的議題，

通常難有具體和深刻體會。如果是罹患過重症，親身經驗死亡威脅者，生死議題

才具有切身性。因此，本文以罹患重症的天主教信徒為研究對象，從他們真實的

與死亡交會的經歷，討論教徒對生死觀的理解與回應。 

根據重症者的敘述，生死體悟源自一次危急病症，在醫治和恢復的過程體悟

生與死的辯證和對立，並體會宗教信仰在其中的功能，病後的身體促使信徒思考

生命的存在價值，並在生活中實踐回應。為討論病痛中天主教徒的生死觀，本文

將先討論重症教徒病發原因及其醫治過程，經由事件的發生和醫治，瞭解個案生

死體悟的脈絡和起始階段。其次討論重症教徒對所信宗教的信仰體悟，因宗教指

導信徒生死命題，討論信仰體悟有助理解宗教如何影響信徒生死觀。最後，本文

從痛苦的意義、生命存在價值、死亡的理解和體悟，討論重症教徒病癒後如何對

生命作出理解與回應。 

為能使主題自己敘述與呈現，本文將訪談四位罹患重大疾病的天主教徒（目

前仍在治療過程），由他們自己說明其所理解「生」的存在意義與「死」的體悟或

想像。四位受訪者背景資料如下表（報導人姓名均為匿名）： 

 

性別 年齡 省籍 職業 婚姻 教齡 病名 

黃金森 男 64 本省 公務員退休 已婚 14 心肌梗塞 

許玉華 女 66 印尼華人 派報社退休 已婚 66 腦部中風 

陳照南 男 60 廣東 社服機構社工 已婚 15 不知名急性重症 

江智杏 女 47 原住民 國中教師 未婚 2 川崎症/血管細小 

 

                                                      
1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1993，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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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採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地點有的在研究者家中，有的在受訪者參加彌撒的教

堂會議室。訪談內容屬開放式，訪問者未預構一致的題目和程序，是讓受訪者自

由地分享他們罹患重症前後對生死的理解和回應。訪談前，徵得受訪者同意後全

程錄音，而後謄寫為逐字稿。本文所用個案姓名皆為匿名，以保護受訪者隱私。 

 

貳、重症者的醫治過程 

一、病發原因：長期精神與體力耗損 

四位受訪者病因，三位屬血管阻塞，一位病因不明，但共同的是，病發前長

時間承受精神與身體的重大壓力。體力耗損與情緒壓力，形成病者發病原因。黃

金森，男，65 歲，己婚，公務員退休。今年二月因心肌梗塞就醫，一度休克以葉

克膜維生系統替代呼吸，三天後開了刀的心臟才恢復局部功能，從重症病房轉到

加護病房。十五年前，他的妻子罹患乳癌，二年後兒子得憂鬱症，他一邊工作一

邊照顧生病家人，打理家務。八年前，年老罹病的父母也要他照顧，生活中幾乎

沒有喘息的時候。他說：「我雖然說把父母照顧，可是我父母對我也有一些意見，變成

說吃力非常不討好，在這種怨恨挫折，那種情況下，傷了自己的心。我在這種來回的折磨

中，內心非常的痛苦。那也弄得我等於是說，蠟燭好幾頭燒，快撐不住了。」十五年裡，

他要壓抑與隱藏負面情緒，長時間身體沒有獲得足夠休息，心理和肉體的雙重耗

損使他罹患高血壓、腎臟衰竭，身體已經發出警訊了，但肩負家庭多重角色的責

任，使他顧不得自己破損的身體。 

許玉華，女，66 歲，己婚，自營派報社退休。八年前某晨送報途中因腦血管

破裂昏倒送醫急救，昏迷八天後恢復意識，三個月後出院持續復健，現在左半側

身體與手腳不易控制，走路需要手握輪椅作為輔助。她是嫁到臺灣的印尼華人，

25 年前與朋友合夥作生意，把先生給的一大筆資金虧空，為想盡快賺錢還給先生

也證明自己有獨立能力，她經營一家派報社，除了請人送報外，自己也送日報還

有晚報。她說：「後來我想想送報紙好了，申請到那個報紙那邊，送出一點點到很多，而

且很貪心。有早報有晚報那麼多，太累太累。我一個女孩子這樣做，送報紙他們都欺負我，

要來就來，不來就不來，我跟他們說盡量要來，一不來，我就手忙腳亂。」十年多送報

期間，她跟先生的婚姻並不順利，做生意虧掉大筆錢這件事，常成為夫妻爭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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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線，先生有時會說：「離婚算了，妳走，不要住家裡。」經營個人事業的費心費

力，加上婚姻關係的對立和緊張，緊繃的身體由內而外的坍塌了。「八年前我正在送

報，20 幾份報紙放在車上，一個一個塞塞塞，這個手也是沒有力氣不聽使喚，那時候我

不知道，那我又撿起來，又掉下來。我就知道是中風嗎？那我又怕怎麼辦！我怕我跌倒，

我坐在地下一直哭。」病前，努力工作賺錢成了唯一目標，堅持目標而疏忽了聆聽

身體發出的訊息，多年下來，積壓的勞累衝過臨界點，引爆出毀損身體的破壞力

道。 

二、醫院的醫治：意志力 

三位受訪者都提到：在醫院急救過程即使意識變得模糊，仍告訴自己：只要

一口氣還在，跟它拼到底。緊抓那最後一口氣，撐到底，生死就在一瞬間，撐過

了，就活過來。重症者的經驗說明，醫療體系提供最先進和完整的病症治療，但

患病者是否能夠擊退疾病的死亡威脅，決定權在自己身上而非主治醫師。配合醫

療體系的治療最終使生命再度甦醒過來的是「意志力」，源於重病者自身。陳照南，

男，60 歲，已婚，社工員。九年前一場至今找不到病因的重病，讓他在臺大醫院

住了一百多天。症狀開始是發燒、白血球過高，接著肝、膽、肺、腎功能均衰竭，

在隔離病房內每天洗腎和換血，一度醫生向家人宣佈病危，準備後事。他從小體

弱多病。媽媽羊水破後一個月他才出生，罹患腎臟病和十二指腸潰瘍等慢性病，

每天吃藥打針、少吃鹽、不能玩。小小年記，已經經驗許多成人都沒有經歷過的

病痛和束縛。似乎，長期與疾病共存的記憶內化為一股韌性與耐力，刻畫在主體

的意識裡。當醫生宣佈醫治無效時，他並不放棄：「後來醫生說，要我交代後事，我

才想說這下怎麼回事，可是我對自己有個信任，我只要有一口氣在，我就要跟它拼到底，

我一定要游回來。說實在，我那時候真不想死，所以我很擔心隔天我就離開人間，所以我

晚上我不敢睡覺，我告訴我自己不要睡覺。」游回來，表示他感覺一種力量把自己帶

離原本的主體，他反抗且設法回到自我主體內。非當事者難以理解他的內在經驗，

但透過受訪者的描述，可以猜想，在醫生憑各種儀器數據和醫療經驗而作出醫治

無效的宣告時，他也意識自己生命力的減弱，但最內在有股力量激發他堅持不放

棄，亦即他所說的「有個信任」、「不想死」。早年他就不斷經驗疾病的痛苦和折磨，

抵擋病痛的韌性與耐力已化為一種「信任感」，支撐他生命過程中的疾病和痛苦。

「不想死」是「信任感」的外化力量，成為一種求生存的意志力。因而，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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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理解受訪者為什麼不敢睡覺，他怕睡覺將使內在微弱的求生意志熄滅，它靠得

是清醒意識的維繫和憑藉。 

江智杏，女，47 歲，未婚，國中老師。二年前因感到胸口痛房醫，醫生診斷

後說是「川崎症」，一種先天心臟病，血管細小易導致心肌梗塞，如果未事先診斷，

通常 20 歲會病發且死亡率極高。她是運動員，從小熱中游泳和各式運動，醫生認

為，是運動延緩血管阻塞直到 45 歲才爆發，但三條主要血管有一條完全阻塞，一

條阻塞 80%，只剩另一條可流通血液。經過九個半小時開刀做繞道手術後，她恢復

心臟功能，但不能激烈運動。她分享躺在手術室時的體驗：「人在那個生死一瞬間，

其實我覺得撐一口氣就會過得去，你不要撐，你覺得快走了就是真的走了，就是那一口氣

吧！」從小她就很正向樂觀，開刀前，很平安沒有害怕。但不害怕和正向的求生意

志，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先經過生命風暴的吹襲和試煉。六年前，她帶領的國中

游泳校隊，一位成員在練習時不當跳水傷到脊髓而癱瘓，家長索賠二千萬。經過

三年的官司訴訟，最後判定賠償五百萬，且由國家賠償來支付。她說：「這個讓我

從天堂掉到地獄，我每天哭，這個官司讓我心理很恐懼很害怕。最後我覺得遇到這種事不

是壞事，我再回頭看激發我的潛能，我要自己去找個律師保護自己。把很多事情看的很正

向，就發現很多事要自己去跑去走動。」如果說，訴訟事件也是個醫治過程，受訪者

面對這個傷痛的方式與心血管繞道手術是一致的，她一方面尋找專業體系的協助，

一方面發揮自己的內在潛能，轉化恐懼的情緒，鎮定的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她

體會到，自己才是事件的主宰者，無論傷有多痛和多不公義，只有自己才能解決。

「撐一口氣」、「激發潛能」都源自受訪者的生命經驗和生命能力，是一種由內

而外的意志力，在受訪者主體內，不在接觸的其他客體。 

三、宗教的醫治：信心 

四位受訪者醫治過程，都已是領洗的天主教徒，也都提及所信宗教在醫療中

具有醫治效果。本文根據受訪者材料，從當事者角度討論，宗教以何種方式在病

痛治療過程進行醫治。黃金森做心肌梗塞手術前，請醫生和護士等等他，他鄭重

的祈禱：「主啊！我是個罪人，請你醫治我的罪。」這樣的悔罪，與他自己的內心世

界有關。他是個盡本分的人，父親、兒子、丈夫、教徒、公務員，各種角色該做

的事情都盡力去做。但身體疲憊之下的人性卻那樣真實：「自己的心結，還是說沒有

打開，怨恨，覺得很可憐，覺得孤立無援，連孩子也不會幫忙，還要求這要求那，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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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生命真的勞苦重擔，所以說非常的苦，很不開心，很不快樂。」他體會是自己內

在的一些挫折、怨恨、負面的情緒，毒害自己的心臟血管。他原本認為自己年齡

不大，病情不至太嚴重，但檢查結果令他害怕，意識自己有可能死亡。死亡陰影

籠罩下，他想到需要為自己的罪懺悔，過去做得不好，懷著謙卑的心請求天主寬

恕。他想讓自己打開心結，無憾的面對等在前面的判決，生或死都非他所能掌握，

而是慈悲和全能天主。認罪或懺悔使得重病者在手術過程，能因內在負面情緒的

轉化和釋放，而以寧靜的心理接受治療。心理和生理的放鬆，可能有助於傷口的

癒合。放鬆，來自信徒把緊握的自我控制交在超越的神聖者身上，這顯示一種絕

對的信賴和交付。向神的交付和信心，使身體得以沒有束縛的進行修補和癒合。

不放棄的意志力，是內在潛能和生命力的引導，讓身體的恢復事半功倍。 

不明病因到病危的陳照南，在急救過程感受來自宗教的醫治，但方式不同於

陳金森。據他說，「自從我到了醫院，誰陪我？天主派了一位神父，在我的情境裡他出

現了，當然這就是安慰我。」這位神父是他工作機構的輔導，一位熟悉和信任的人。

「那位神父一直陪伴著我，給我很大的力量，就像有人一直陪我，就像朋友一樣，一直跟

我在一起，那才更逼真啊，那種情境。」一位熟悉的神父，卻在他的幻想中出現，且

一直陪伴他一百多天，直到出院才消逝。病人的幻覺，情境，似乎給他一種生存

的支持力量。神父，一位真實生活中認識的人，卻一直出現在病人自己的意識中。

他從自己的看見中，找到支持他求生意志的內在動力。受訪者知道，別人都看不

到這位神父，有人還認為他精神異常，但別人認為是幻象一點也沒有關係，重要

得是這幻象使他渡過死亡的幽谷。病癒後回到初診的醫院，他說：「很多護士都覺得

很驚訝，這樣還能夠回來，因為那時後很多人去找我，不是去病房找我，而是去太平間看

有沒有。」醫生一直沒有找出他重病的病因，也就一直沒有任何積極的治療，但透

過換血、洗腎、點滴等維生系統維持生存功能。一度醫生在各種指數持續偏低情

況下宣佈病危，要家人準備辦後事，他卻在大家都認定必死無疑的狀況下，病情

急起直轉而恢復健康。九年後的今天，他並不認為是醫生治好他，反而一直念念

不忘的是那位如今已過世的老神父，是這位不在真實場景出現，卻在他個人意識

情境陪伴他的神父使他感恩不已。一場重病無來由的發生，也無來由的痊癒和結

束。但受訪者知道，醫治，這件事很複雜，信心才是真實的力量，信心帶來疾病

的醫治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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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症者的信仰體悟 

一、重生與皈依 

四位受訪者病癒後，一致表達有一種「重生」的經驗，這種重生很類似宗教

學的「皈依」。Rambo認為病痛者若從宗教活動得到治癒會催化其皈依行動，病人

開始更想探索宗教的靈性層次。
2
重症者病癒之後，常表現對過去生活的悔罪，注

重儀式與靈修想更靠近天主，並且想為教會多做一些事，像是傳教工作。送報路

上中風的許玉華說：「還沒有出院的時候我就想起來，我這個犯大罪，如果我可以能走

路，我一定要去教堂，要好好聆聽天主的話。」病後醒來，第一個念頭感到自己是罪

人，因幾十年沒有到教堂，只在意世俗的生活，沒有把天主放在心上。回到教堂，

代表一種悔改和贖罪，背後隱約帶有神的責備和懲罰，信徒害怕再受到類似重病

的懲處，以回到教會重新遵守神的誡律，取得神的寬恕。這是天主教在梵二大公

會議 3

川崎症開刀的江智杏說：「重生真好，而且主在我心理。我覺得很多事就是說，爭

一口氣，看你要爭甚麼？我也不一定要爭輸贏，我覺得那個不叫輸贏，你知道你自己心裏

以前對信徒的教導，神是公義會懲處犯罪者。梵二後，教會強調神的慈愛和

憐憫，不再動輒提及神的懲罰。違反誡律讓信徒看見自己的罪，守誡律本身是有

意義的。誡律指明一種生活價值觀和規範，遵守誡律者找到自己生活目標而平安，

違反者生活陷入失序混亂而痛苦。像許玉華因自覺犯罪而懺悔重回教會，她很快

找到自己的生活意義。病痛讓她意識到罪，罪使她悔改得到救贖，救贖加強她的

持續悔罪，故罪是重生和皈依的推動。她如此生動的描述自己的皈依：「人家會罵

我，我覺得是看不起我，一陣子我都不跟她講話。後來我跟她和好，因為每天要領聖體，

不能有誤會，這樣會得罪耶穌進去我們裡面。我很渴望耶穌在我們裡面，所以要保持和好

的感情才有效。」受訪者願意聽從教會的教導，改變自己的行為以符合宗教規範的

要求，且每天到教會參與禮儀，這源於病痛治癒後的信仰體悟，一種真實的重生

經驗和存在價值感，把宗教事物擺在生活中最優先的順位。 

                                                      
2 Lewis R. Rambo,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3,pp.49-50. 
3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神學辭典》，臺北：光啟出版社，1998，頁

634-636。大公會議，須由教宗召開並決定會議的討論事項，大公會議的決定，也要由教宗核准並

公佈。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由教宗若望廿三世所召開，於 1962 年 11 月 11 日，在羅馬梵諦岡

舉行。1965 年 12 月 8 日，在新任教宗保祿六世的閉幕典禮中，完成費時三年的大公會議，共頒布

十六項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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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甚麼，那就夠了。」運動員出身的背景，成長和學習過程養成一種競爭，且要

搶第一名的習慣。她很在意別人的眼光，且努力要迎得別人的讚賞和肯定，有時

為使自己看來重要而自傲的不得了。病後，她自覺有了很大的改變。改變，因知

道最有價值的是愛，不是外在物質的追求。這是以死亡的代價換回的洞察。生命

在得到肯定，活出自己的本來面貌。愛，要有行動，不只是想法。她說：「完全改

變，不然我東西多到不行。倒是需要很多的愛，那我每次想天主是愛，很渴望。要行愛德，

宣講天主教要自己本身要人家看到，這樣才有說服力。」重病的生死體會和信仰體悟，

使她大幅修正自己的生活價值觀，不再與人競爭，生活也變得簡單，現在看重的

比較是精神層次，關注自己內心的聲音。病後，她參加很多教會儀式和組織，渴

望得到天主和教徒的照顧和關懷。她認為天主教是個很好的宗教，很想介紹給更

多人，因可以醫治心靈和各種痛苦。不過，就像多數的重生與皈依者的經驗一樣，

他們很快會發現，宗教的體悟和重生的喜悅不是人人都容易領略的。不只是行愛

德或見證和行動的問題，宗教體驗有條件和限制性，需要心靈空虛或生命失落的

人才能領會，而且不是絕對的，是內心願意敞開接受者才可得。無論如何，這種

重生的皈依感會驅使重症者在一段時期裡，把宗教事務擺在生活中的優先順位。

只要信徒持續感受天主的照顧和心中的熱情，重生的經驗得以延續。 

二、生死有命 

重症者從瀕死到活回來，好像跨越過一次生死門檻。這道分割「生與死」、「病

者與親人關係」的門檻，內外的強烈反差，唯有跨過的病者自己才能體會。然而

對於生死議題，四位受訪者都一致表達：生死有命。意思是說，生與死由天主掌

管，天主自有計畫。那人就放手不管，任由天主決定？經由葉克膜維生系統急救

回來的黃金森說：「人，要活下來，絕非僥倖，自有安排。那個疾病教給醫生，健康交

給醫生，健康管理要靠自己，死亡交給天主。」重症者瀕死的經驗，使他們認認清「人

是向死的存有」，死亡有一天會真實降臨到自己身上。這真實而強烈的經驗，幫助

他洞悉人相對於宇宙是極其渺小的存有，人固然可以自己作決定，但只限於有限

的範疇裡，並且，事物的發展和結果並非完全按照當初的預期。對黃金森來說，

生死有命不是生活態度的消極或退縮，反而是珍惜和積極的把握生命。「我常常祈

禱，講說天主啊，我感謝你，你賜與我一個再造的生命，同時給我智慧毅力及勇氣，來面

對將來的，要榮主救人，來做準備，我願意為真理做見證。」看得出來，生死有命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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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者較前專注在「生命」議題上，是設法讓生命活得更真實有意義，且帶有一種

急迫感，不要像以往再浪費生命。這裡有一種看似對立，但其實是更超越和提昇

的生活態度：「把握與放手」。重症者熱切於有生之年多做一些自己認為有價值和

喜歡的事，但又自我提醒，在過程中、在面對結果時，態度要坦然，因有一位更

有智慧、權威的造物主，由他來做最終裁決。 

生過一次嚴重但不知病因的大病後，陳照南的人生哲學是「坦然」。素來喜歡

探究哲理的他說：「你在有限的時間內，如何讓自己在各種生活上，事務上，要能夠坦

然一點。我講的坦然，就是我仍然對生活當中很多東西保持著熱度。」他的坦然是因意

識到生命的有限和無常，所以不要過於執著和放不開，但不是就此抽離或淡出經

驗世界，反而是投注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上，不必在意別人的想法，放手去熱愛它。

坦然，是一種自由，不受拘束，但認識真相，知所進退。「我們人有一天就要走，不

管你是如何的過，榮華富貴的過還是要走的。你的人生就是這麼幾個日子，所以往後的事，

你也不用太過於想它，就放下。」在有限的時間和範疇裡，人可以不受束縛做自己想

做的事。不過，另一方面，正因生命有各種限制，無窮的慾望需學習自我約束，

該捨棄時要能捨棄。《聖經》耶穌說：「喪失自己生命的，必要獲得生命。」4

重症者經驗死亡逼近的深刻記憶，病癒後開始思索生命的去處，原本模糊、

遙遠的「靈魂」變得鮮明和真實，且成了他們看重的事。宗教徒的身分，重症者

自然地站在宗教的立場，來理解靈魂的本質和指涉是什麼。也都同意，靈魂是超

越死亡的存有，當肉體死亡之後依然存在，是進入另一個未知世界的主體。於是

對受訪者來說，靈魂，是相對於現世具有肉體生命的一種更延伸、永恆的存有，

它也是今世生命結束時的出路，現世生命在另一個不可見世界的存在的延伸。這

樣的信仰體悟，使得重症者轉而強調對精神體的靈魂的關注，宗教儀式和精神生

這段

經文說明，生命來自創造的天主，人需放開自己的緊抓不放，才能獲得真實永恆

的生命。重症者的生死有命，表明他們認識到生與死都來自天主，天主對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計畫。在人來說，把握眼前真實的生活，用心過每一天。至於生命長

短、富貴貧窮非在自己的控制內，把它們交給天主。這是經歷過死亡邊界的人，

才能有的體會和洞察。 

三、靈魂的出路 

                                                      
4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臺北：思高聖經學會出版，1968。頁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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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逐漸替代世俗物質生活。通常，重症者病後轉變為虔敬信徒，勤於參加儀式和

宗教活動，展現一種對靈魂的細微照顧。病前開派報社的許玉華，在送報途中中

風後體悟：「了解在我生命中什麼最重要，當然是我們的靈魂，其他事不需要太認真。其

實最重要是靈魂，我們活著，就是因為我們基督徒每個人都會死掉。」病後，受訪者認

為人生最重要是靈魂，準備心靈，因為人最終會死亡，但靈魂是不死不滅。看羡

慕穿名牌衣服的人，她感到沒有意義，物質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靈，精神層次。

這是她病後最大的轉變。之前，她也重視物質，輕忽精神。「我心理說最重要準備心

靈，好好聆聽天主的話，來教會這樣子。我們來參加彌撒可以領受到很多恩寵，那每天我

如果有空能來就來，我每天來已經兩年多。」宗教原本就在處理靈魂，作為宗教徒的

受訪者很自然從自己的宗教入門，花很多時間參加宗教儀式和教會活動。她認為，

為靈魂預備出路的最好方式，是先準備自己的心靈，彌撒儀式中可以領受天主恩

典，洗淨心靈的不潔。 

從小體弱多病，九年前生了一場不知病因重病的陳照南，對於靈魂較偏重哲

理的探討，他認為生死議題，最終指向靈魂。人若為死後靈魂找到出路，人就較

不害怕死亡。人的終極有目標，生活就自在，知道要向哪裡去。「所以有些人怕死，

時間到了就一定要離開，去哪裡？如果，我們還有地方去，我們的靈魂有所歸宿，我一定

會活的比較自在。」靈魂要走向不可知的終極世界，需要有一個更高存有的指示和

帶領才能完成，這指引和信靠的力量就指向宗教。「為靈魂找出路，這個出路不一定

只有在天主教，你在別的教也可得到這個。像有些人去拜拜後就會安心，這樣很好啊。」

根據受訪者的看法，可以在不同宗教為靈魂找出路，找到與否，在於心安。心安，

是未知的焦慮和惶恐得到處置，不一定是看見或確認靈魂的去處，但有一種未見

之事的把握。對重症天主教徒來說，把握來自天主，把未知的生命去向交給天主，

天主成為生命的帶領者。這樣為靈魂找出路的方式，與重症者的瀕死經驗有關，

死亡和未知在那當下迫近而真實，物質啞口無言，唯有超越的精神存有得以聯結，

這種非物質的聯結或接觸只有當事者知道，他人無從得知。這聯結的力量和對象，

在宗教徒來說，稱之為天主，體現為一種神聖和奧秘。5

                                                      
5 Rudolf,Otto 著，周邦宪譯，《論神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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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症者對生命的理解與回應 

一、痛苦的意義 

病癒出院後，病痛是重症者深刻難忘的體驗，尤其是重症造成生理與心理的

痛苦。罹患川崎症的江智杏認為，痛苦像是生命的低峰期，沈潛和充電，為重新

登上高峰。「我覺得人生有高低峰是蠻好，那才叫人生。你今天會那麼喜樂，是因為我們

碰到了極大的痛苦，你前後去比較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幸福。」痛苦提供對照，使人珍惜

健康的可貴，它不是理所當然。並且因疾病使人的精神受困於行動不便的身體，

痛苦，使人體驗心理與身體原來是如此密切，沒有身體就沒有心理的存在。陳照

南出生後疾病纏身，探問生命的意義，是回答自己受苦的必要途徑。生死觀，早

年即成為受訪者不斷質問的課題。這場大病後，他認為生活簡單，健康的活者最

重要。「病後，我活著最重要，生活上的簡單，不讓自己感覺一定要去迎合某些的東西。」

極大化的痛苦，使他意識生命的結構，不再是之前認為的樣子。人站在群體之中，

生命受到社會化從眾影響而失去自我核心價值，致於死地的痛苦逼著他質問自身

生命的意義，發現生命的核心在自我身上。「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像我有禿頭，我

也不在意了，簡單說，頭皮以上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要管頭皮以下的事情，這也是在我

生病之後，我非常非常珍惜的，就是活著。」簡單，是重新找回生命意義的方法，不

把太多他人的意見和影響加在自己身上，順著內在聲音簡單的生活，就是活出自

己最真實的生命。所謂活著最重要，是自己做生命的主人，向自己的生活負責。

中風前手腳伶俐、做事快速的許玉華，中風後無接受自己的行動不便，一度躲在

家裡不願出門。她認為「中風」、「不順利」都是生活中沒有天主的緣故，具有痛

苦是天主懲罰人犯罪的想法。這與她的宗教背景有關，她來自四代天主教家庭，

傳統的教義教導：痛苦是罪的懲罰。「悔罪」與「求得恩寵」成了她病癒後生活的

重心，痛苦啟發她實踐虔敬的宗教生活。如果上帝使人痛苦只是懲罰人的罪，為

讓人變得虔敬和侍奉他，那上帝的仁慈何在？許玉華有不同的看法：「因為神是我

們的智慧，我們很有限，反正我信，就這樣子。我也不要去解釋為什麼，就這樣接受順服，

所以生活中很大的領悟。」信，而不去解釋太多為什麼，完全接受和順服。這樣的

信念，是基於病後和病前的對照，天主一直在照顧她，她卻沒有認出來，病後的

現在她知道了，所以全力的相信，不理會別人怎麼看她。綜合三位受訪者對痛苦

意義的理解，痛苦像是一道透視生命的曙光，穿透生命中的盲點，使真相顯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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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痛苦，因此轉化成恩典和祝福，成了重症者重生的方向。 

二、生命的存在價值 

手術後，四位受訪者都經歷生活價值觀的轉變。共同的模式，輕物質重精神。

受訪者認為，放下，不在乎別人的看法，開心的做自己。做自己與丟開物質慾望

有關，物質慾望使自我跟隨別人的價值觀移動，沒有能力做自己真正感到開心的

事。為何病前不能，病後卻能做自己？生病這個經驗，經歷身體的脆弱使受訪者

無可逃避的面對生命的逼問：真正對自己最重要的是什麼？物質的無止盡追求，

還是單純的回歸內心的喜悅？病者在生死交關的瞬間，體會生命本身的意義，先

要活下去，且要活得開心，這都是決定在自己，自己才是生命的決定者，不是別

人，或去依附別人的好惡和想法。手術後依然任體育老師的江智杏說：「經過手術

我覺得自己的物慾真得需要那麼多嗎？譬如說我的T-shirt竟然有八十多件。開刀很震撼，

對很多事情都放下，就這樣很開心做自己，完全不會在乎一般人的看法。」群體的社會

化提供個人價值觀與規範，人如果缺乏反思，將喪失自我與社會辯證能力，盲從

他人而失落自我。6

重症者病癒後對存在價值的另一種理解是「服務他人」。與死亡擦身而過引

發對生命的反思，生命的賜給具有目的，一種向著他人的行動。這是經過自我內

在對舊有經驗的過濾、沈澱，體會生命是一種向外的釋放，不是自我的封閉。黃

金森心肌梗塞手術後，這樣說：「比較不會跟老婆在一些事情爭執，寬容。對孩子盡

個人很難抵擋群體意識，就像身為老師的江智杏，消費文化讓

她購買大量衣物，卻沒有想過一個人真需要那麼多衣服嗎？使她有能力批判社會

化的正當性，是經過罹患重症這件事，「簡單就是幸福，為什麼沒有車子我好痛苦？

大眾運輸我覺得好棒啊！你可以走路，讓我省思放空、放鬆。生活要很有意義、很健康、

很幸福、很喜樂，因為你用很複雜後面是很痛苦。」生活簡單就是幸福。這不是病後

就自然有的體會，它是一個過程。如何發生？重病讓人省思生命的核心價值，是

先認出核心價值，讓心感受幸福和健康，這幸福感不在複雜的物質追求，是在對

事物的感受，愈簡單的事物愈容易辨識和體會其中的美善。像是走路可以運動、

思考、流汗和省錢，它比開車更讓人感到幸福。 

                                                      
6 社會世界和社會化的自我和個人對立，人不再意識個人和世界之間的辯證關係，行為者只是承受

行為的人，這是一種異化。BergerPeter 著，蕭羡一譯，《神聖的帷幕》，臺北：商周出版社，2003，
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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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照顧，比較願意去付出。教會那麼熱心照顧生病的人，應該自己也要去探望。就是想到

服務。」是什麼理由使重症者產生「服務別人」的想法？死亡是個超越，精神從肉

體的限制裡釋放，從更高位置看見已有生命的廣闊。接近死亡的經驗，使重症者

意識我的存在不只是向著自己，更向著他人，是開放非封閉。體會生命的根源來

自更高的神聖者，生命非我控制，這改變病者觀看事物的視域，較常從他人（包

括神聖者）而非自己的視域。個人融合他人及歷史視域的結果，其價值框架也隨

之改變，這是一種視域融合。7

生死一體，不可分。這是四位受訪者的共同體會。面對逼近的死亡，重症者

心裡不免恐懼，之外有更多層次的理解和體悟。死亡逼人正視自己生命的意義，

生活有意義讓死亡無憾，而他們知道，生活中暗藏死亡。生與死之間，既對立又

整合。開刀過了半年，問他對死亡的體會是什麼？黃金森回答：「好像那個生死是不

可分的，就像說天上跟地上，地上跟天上，其實應該是說一體的，不可以分割的。不可以

說因為生而對抗死，那死跟生是絕對分離的。」沒有經歷重症觸及死亡經驗以前，人

多認為，死亡是生命的割裂，死亡與生命是分開的兩個部分。對重症者而言，已

走過了死亡，現在是一個新生。生死不再是指肉體的誕生與腐朽，而是生命內在

力量的不斷衝撞、分裂、轉化和整合過程。生命中遭逢的死亡陰影，每次逼近的

死亡教導生命什麼是生活？什麼是真正的活著？死，使生變得更真實和聚焦。六

年間，經歷學生跳水癱瘓事件與川崎症手術，江智杏像是經驗兩次死亡，她回顧：

「生了一場病讓我得到生命的啟示，我覺得人能活下來是一件很感動的事，一棵樹、一朵

花也會覺得很美，我的人生很匆忙，都不會停下來休息、省思。」死亡，使生命變得明

固有價值觀的改變，是參考他人觀點及歷史觀點的

結果，黃金森表達這樣的想法：「我父親愛這個黃家，沒有辱及先人，為子女立下典

範。這個教會是這樣謙卑，服務人群，卻被捨棄。我就想說，把這有爭議的家產，要捐給

教會。」他把自己看事情的眼光拉高，從已亡父親的角度，以及天主教會在臺一百

五十年的歷史，整體來看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依附關係和意義，而有了不同於以往

的理解和決定。生命的價值在於服務他人，把存在的價值往後傳遞，自我成為群

體有用的一部分。 

三、死亡的理解和體悟 

                                                      
7 我們一方面在自己的視域內重建問題，一方面藉由事物的真理提供協助。重建問題因此是，提問

者的視域與事物自身視域的融合，融合，才能使真理浮現。陳榮華，〈海德格與高達美哲學的提問

（Fragen）與思考（Denken）〉《台灣人文史哲學報》，台北：台大文學院出版，2003，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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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和鮮活，而且不是理所當然，在一瞬間，許多生命已落入死亡。所以，死亡使

生命變得令人感動和感恩，也因此激勵人努力活出自身的價值。 

死後世界，是死亡的另一個相關議題，多數受訪者不太多談這部分。不多談

不代表不重要，它反映兩個想法：死後世界不可知；一切交給天主。陳照南認為：

「往後的事，你也不用太過於想它，就放下。我也跟我兒女說，以後我走的時候，你也不

用準備什麼。」江智杏的看法是：「死是一個生的開始，可能到極樂世界天主那邊去，

我比較不會去想到那塊，人是應該要正向要回報喜樂。」兩人並不窮究死後世界，雖然

天主教教理對死後世界早有教導，但華人儒家文化傳統素來不多談死亡這件事，

中年領洗為教友的受訪者，早已內化先人世代傳遞的觀念，故並不多談。「不去

想太多」，說明華人文化「不知生，焉知死」的死亡觀，依然影響成年改信天主

教的教徒。人性上，不知死亡的終向總使人不安，故不多談死後世界的受訪者，

對於必然要來的死亡，也希望能有個解答，那就是「把一切交給天主」。陳照南

說：「我只要非常的平平靜靜的，不用驚動人家，我們的天主自然會帶著我們走，這也

都沒法去證實，但也不是沒法證實就能說沒有。」每天參加天主教彌撒的許玉華則說：

「每一個殯葬彌撒，我都會參加。天主知道我們，我們存款在天主那邊，如果心中有天主，

死的時候那個靈魂可能會到天堂去。」 

兩人病後都變得勤於參加天主教主要儀式：彌撒，反映一種透過外在行動的

虔敬和努力，試圖說服超越的神聖者帶領死後靈魂進入另一奧秘時空。這除了表

達一種信徒對神祇的絕對信賴之外，也具有一種人和神之間的對價關係。許玉華

病後價值觀改變，重視精神層面的生活，參加很多教會的儀式，她相信，這是一

種存款，把財富存在天主身上，為預備自己死後靈魂，有好的去處。這樣的死亡

觀，是否根源於華人傳統的死亡觀，相信死後靈魂會有善或惡的結果和去處，故

生前要多行善、積功德？神，獎善罰惡，中外皆然，不必然是華人宗教的專屬。

對價關係，說明信徒對神祇的信任而有的條件交換，人以虔敬行為換取神的庇護，

基礎仍然在信徒對神聖者具有穿越奧秘時空的相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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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討論四位罹患重症天主教徒對生死的體悟，共有三點研究發現：一、生

命維繫靠醫療、意志力與信心。重症者從病危的急救到恢復健康過程，除了借助

現代醫療體系的治療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病者自身的意志力，生死瞬間，如果

不是「爭一口氣」的堅持，即被死亡掠奪。宗教衍生的信心在急救和治癒過程，

提供病者堅持意志力的燃燒動力，宗教的信賴感也使恐懼得到釋放，放鬆地接受

治療。二、相信生死有命並關注靈魂。重症者病癒後皆有皈依與重生的經驗，變

得虔敬看重宗教生活。跨越生死門檻的內外反差，相信人的一生由天主掌管，人

以坦然不執著態度生活。病後思索生命的終極，靈魂變成關注的焦點，活在現世

生命的同時也照顧靈魂為另一個世界作預備。三、精神重於物質、利他與生死一

體不可分。痛苦，是重症者難忘的體驗，它改變病者既有的價值觀，生活趨向簡

單。生活簡單代表重精神而輕物質，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而不盲從他人價值觀。

服務他人也是重要的生命存在價值，體會生命的價值在於服務他人，把存在的價

值往後傳遞，自我成為整體有用的一部分。生死一體，不可分。死亡逼人正視自

己的生命，生命非理所當然的給予，也因此激勵人努力活出生命的價值。死後世

界，是死亡的另一個相關議題，重症者認為，死後世界不可知，一切交給天主。

信徒不多談死後世界，因不可知。但相信，超越的神聖者帶領死後靈魂進入另一

奧秘時空。最後，以傅偉勳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生死學的首要課題，是生死

的終極意義探索。生死學與宗教的生死問題探索息息相關，因為宗教探索個體生死的終極

真實，據此發現終極意義，定立人生終極目標。」8

                                                      
8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79。 

本文四位受訪者，罹患重症之後不

只探索終極意義，確立生命目標，且在生活中實踐。宗教的終極探索提供終極意

義，具體在四位重症教徒得到驗證。然而，宗教提供終極意義的體系，是否對一

般身體健康信徒具有同樣功能？根據受訪者表示，他們病前雖也知道生死議題的

重要性，卻沒有得病後的深刻體悟與人生觀的轉變。這中間的差別在於，重症的

瀕死經驗使他們與宗教的靈魂、救贖、死亡等教義有了直接碰觸。因此，是不是

可以說，宗教提供的終極意義體系是一種「備而不用」。一般信徒平常不會想到自

己的死亡議題，但體系的聯結始終都在，當信徒自身或家人發生重大疾病或死亡，

宗教的終極意義即刻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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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聖經敘事倫理中的生命關懷 

 

鄭印君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作為基督宗教信仰核心經典的《聖經》，有著相當多不同的宗教敘事，敘述了

許多不同面向的神—人關係，以及在這一關係的呈顯中所展現的「為他者」之生

命關懷面向。本文將透過對於《聖經》的不同敘事所展現的「為他者」面向，來

討論《聖經》敘事中「自我―他者」倫理意涵的開顯與閱讀行動的意義形塑中的

倫理結構屏障對於生命關懷的省思，亦即：倫理實踐在於具備靈性上的完滿，並

在行動中展現出對他者的關懷。 

關鍵詞：聖經、敘事、倫理、生命關懷、他者 

 

  



鄭印君 

 

前言 

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獲得性命。1

各個宗教信仰皆有其生命關懷的面向，而其關懷的核心，即為人的生命與身

心安頓的問題。透過各種宗教信仰的闡釋，不僅讓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可以

生存於宇宙中心，同時也肯定了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對於人生活內涵的意

義與價值。亦即，可以說宗教的根本宗旨是建立於對生命的整體關懷，使得人在

其有限性中，超越此一有限，並拓展對於生命本質的領悟。另一方面，對於宗教

信仰的理解與深化，經常有賴於對其核心經典的闡釋，而宗教的核心經典則經常

透過宗教敘事形式來傳達其中所欲呈顯的終極意涵，並在其敘事陳述中，透過宗

教人、信徒（讀者）的閱讀與詮釋，表達隱含其中的宗教義理以及與此相關的倫

理價值範疇。法國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曾經指出聖經文本不僅有不同而

多元的類別，同時也藉由這些不同文體而形塑出新的意涵、或者是同一意涵的多

元型態。亦即，聖經的不同文體實為在不同的途徑上去說明一個主旨，並進而產

生不同的效果。茲是之故，呂格爾將聖經分為五大文學體裁：敘事、先知、法律

（盟約）、箴言和聖詠，並認為這些不同的文體可以引出同一事件或經驗的不同向

度。

（瑪竇福音 10：39） 

2其中，敘事的真理既非歷史真理或完美虛構真理，而是一種真理的狀態或標

準，進而呈現了救贖的可能性與對存在的指示 3。同時，他也認為唯有當時間透過

敘事模式而被陳述時，時間才成為了人的時間。而當敘事成為了人的時間性存在

之條件時，敘事才獲得了它的全部意義。4

                                                        
1在《瑪竇福音》的這段經文，即包含了一種「為他者」的向度。參見 Barbara E. Reid 著，活水編

譯小組編譯，《瑪竇福音詮釋》（台北：光啟文化，2011），頁 104-105。 
2 Robert F. Leavitt, S.S., “Raymond Brown and Paul Ricoeur on the Surplus of Meaning ”, Life in 
Abundance – Studies of John’s Gospel in Tribute to Raymond E. Brown, S.S., edited by John R. Donahue, 
S.J.,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05, pp.207-230. 轉註於房志榮，〈生命的來源與歸宿—聖經的根

本啟示〉，《輔仁宗教研究》18（2009.03），台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頁 6。 
3參見凱文傑．范胡澤（Kevin J. Vanhoozer）著，楊慧譯，《保羅．利科哲學中的聖經敘事：詮釋學

與神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13。 
4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52. 

可以說，因為我們生活的瞬逝性與偶然

性，透過「敘事」—無論是虛構性敘事或是歷史性敘事，我們才得以重新陳述、

整理我們的過往與生命的意義，以便能夠不斷地讓自我主體得以重新措立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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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5。本文擬透過對於基督宗教核心經典《聖經》6中的宗教敘事意涵的探討，揭

示宗教敘事如何呈顯其本身的敘事倫理，亦即在形上意涵上承載了該宗教傳統或

其終極關懷意涵的救贖性指向。此一救贖性指向，對基督宗教而言，具有兩種「自

我―他者」面向：神―人、人―人。同時，在其敘事的「自我―他者」此一面向

上，揭露了敘事所開顯的最高倫理原則，特別是其中的倫理潛文本（ethical subtext）

如何透過修辭，讓閱讀者在其閱讀行動的意義形塑中，反思自身所應注意到的「他

者性」（otherness）倫理原則，並在這一形塑活動中，重新定立一道新的倫理性意

涵結構屏障。最後，討論《聖經》敘事中「自我―他者」倫理意涵的開顯與閱讀

行動的意義形塑中的倫理結構屏障對於生命關懷的省思，亦即：倫理實踐在於具

備靈性上的完滿，並在行動中展現出對他者的關懷 7

《舊約聖經》中的敘事相當地多，著名者例如《創世紀》中的亞當、厄娃故事、

《出谷記》（Exodus）中梅瑟（摩西，Moses）

。 

 

壹、《舊約聖經》敘事中的敘事倫理與救贖性 

8帶領以色列人民出埃及、立約的敘

事、《約伯傳》中的約伯（Job）與朋友、天主的對話等，透過這些敘事所呈顯的

敘事形塑（figuration）與其倫理性面向，不僅揭示了宗教倫理如何藉由宗教敘事

來傳遞、形構，同時也意指（signify）了信仰中的神聖／世俗的隱喻9

                                                        
5關於這部份的討論，可參見呂格爾《時間與敘事》（Time and Narrative）、《自我宛如他者》（Oneself 
as Another）等著做。 
6本文所引用者，皆為思高版《聖經》譯文。 
7靈性（spirituality）可謂是人在「其存有的根本上與超越者產生關聯或建立關係，顯示出人在其

本質上的超越性」。而靈性關懷則是「人己共同存在的整體（情境或境遇）中，成就個人之所是（being）
的關注（蕭宏恩、吳志鴻，2009）。因此，除了可以說基督宗教的生命關懷就是一種靈性關懷（神

―人關係）外，同時也應注意到此一靈性關懷中「他者―自我」向度。 
8本文關於基督宗教之相關譯名以天主教翻譯者為主，在其後另附上基督教翻譯及英文以供參考。 
9在敘事學取向的《聖經》研究中，雖然提及到敘事者的敘事形塑以及修辭，但是較少涉及到其中

宗教倫理形塑問題。參見西蒙．巴埃弗拉特（Shimon Bar-Efrat）著，李鋒譯，《聖經的敘事藝術》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中關於「敘事人」的部分。 

。底下，將

以與本論文有密切相關性的例子為主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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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世紀》中的原祖背命10

《創世紀》中關於原祖背命的敘事，歷來已經有許多論述與闡釋，本文在此      

僅就其中的敘事行動與相關意涵進行討論。一般而言，圍繞於原祖背命的探討焦

點常會聚焦於命令與罪，同時涉及到狡猾、誘惑、嫉妒與飲食等問題

敘事 

11

隱藏於其中的智慧主題所呈顯的訓誨所指向的是一個倫理責任：人類的不幸來自

於未能即時發現一個陷阱。因此，其中倫理性意涵是藉著良心、羞恥感，以及之

後的控告反應顯露出來：罪是別人犯的

。但若從

敘事行動角度來進行討論，會發現到其中背命行動的動機與事後的控告，其實都

是以一種「自我」中心取向行動的敘事形式呈顯出來。首先是關於厄娃（夏娃，

Eve）受誘惑時的行動，亦即關涉到蛇所說的引誘話語中所呈顯的自我中心性意

涵。 

蛇對女人說：「你們決不會死！因為天主知道，你們那天吃了這果子，你們的

眼就會開了，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女人看那棵果樹實在好吃好看，

令人羨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個果子吃了，又給了她的男人一個，他

也吃了。（創3：4-6） 

12

因此，在這兩個敘事行動的話語（discourse）中清楚地表現出一種以「自我」為

中心的行動取向（雖然都指向他者）。而蛇呢？就整體敘事意涵而言，蛇對女人在

犯罪前所陳述的話語並非真實地想要幫助、或者給予人類真正的幸福；相反地，

相較於天主能實質地在行動中「給予」生命，蛇僅在一種空虛的話語中講述「你

們決不會死！」（創3：4）。其中，所能讓我們感受到的是做為智慧文學主題之一

的蛇之狡猾性

。 

亞當說：「是你給作伴的那個女人給了我那樹上的果子，我才吃了。」上主天

主遂對女人說：「你為什麼作了這事﹖」女人答說：「是蛇哄騙了我，我才吃

了。」（創3：12-13） 

13

                                                        
10「原祖背命」所指的是亞當、厄娃因受蛇的誘惑，違背天主所給的命令，而取食了知善惡樹上的

果實此一故事。 
11參見房志榮，《創世紀研究》（台北：光啟，1989），第貳部分「伊甸園—創二～三的探討」。 
12參見房志榮，《創世紀研究》（台北：光啟，1989），頁 46-47、52-53。 

與其中的嫉妒性。而在這整體敘事的行動者之中，唯一真正地展

13此處的「狡猾」一詞是「֔רָ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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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為他者」之行動者，即為敘事中的天主。因為，天主不僅是創造者，同時

在其創造行動中，透過析離（第1～3天）、點綴（第4～6天）的工程，不僅解決了

黑暗（第1、4天）、深淵（第2、5天）、大水及空虛混沌（第3、6天）等問題，同

時更按自己的肖像造人（創1：26-27），形成一種獨特的「神—人關係」外，在原

祖背命的懲罰中，仍然給予一個希望的預許「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

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3：15）

因此，在這些敘事行動中所展現的「自我／他者」就也形構了此一敘事中的世俗

／神聖的隱喻性意涵。關於這一部分，我們也能從《出谷記》20：8-11來審視：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六天應該勞作，作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為

恭敬上主你的天主當守的安息日；你自己、連你的兒女、你的僕婢、你的

牲口，以及在你中間居住的外方人，都不可作任何工作。因為上主在六天

內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

也定為聖日。 

在本段文字中，第七日休息的原因主要是為「他者」，所談論的不是自己，而是外

僑、婢女，甚至是牲畜14；而包括這一切的原因在於天主的「創造」與「祝福」，

在其中除了自我外，同時也涵括了他者的面向。可以說，從一種「自我／他者」

關係轉而成為「自我―他者」之關係。另外，關於這一部分，也可以參照《肋未

記》（Levitcus）19：34的記載15

 

： 

對與你們住在一起的外方人，應看作你們中的一個同鄉，愛他如愛你自己，因

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外方人。 

                                                                                                                                                                  
裸」（狡猾），原祖在犯罪後雖然暫時用無花果樹葉圍身，但是最後還是天主為他們「做了件皮衣，

給他們穿上」（創 3：21）。藉由天主給人類「穿上」皮衣的行動，我們看見在人類犯罪後，天主仍

然關愛人類的隱喻。另外，我們也不該忽略了蛇在其他神話中經常具有的特殊象徵，例如美索不

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對於蛇的記載。 
14參見房志榮，〈生命的來源與歸宿—聖經的根本啟示〉，《輔仁宗教研究》18（2009.03），台北：輔

仁大學宗教學系，頁 8。 
15《肋未記》19 章是猶太律法傳統的重要篇章，也是基督宗教「愛人如己」此一誡命的出處。在本

章中儀式誡命與倫理誡命複雜交織，其中的「鄰人」並非指外在譜系、權位、世襲或血緣關係之

區分，而是「以內在的憐憫和慈愛之心」做為其實質意涵。關於這部份的討論，可參見姜宗強，〈愛

鄰如己：利未記十九章解讀〉，收錄於曾慶豹、謝品然主編，《你們要聽：希伯來聖經研究選集（一）》

（台北縣：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華宣發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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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巴郎（亞伯拉罕，Abraham）為他者的好膽與約伯的好膽 

    相較於上述原祖違命敘事，《創世紀》中另一個以「為他者」做為行動取向的

敘事即為創18：20-26的敘事。 

亞巴郎近前來說：「你真要將義人同惡人一起消滅嗎？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

你還要消滅嗎？不為其中的那五十個義人，赦免那地方嗎？你決不能如此行事，

將義人同惡人一併誅滅；將義人如惡人一樣看待，你決不能！審判全地的主，

豈能不行公義？」（創18：23-25） 

在本段敘事中，亞巴郎在天主面前展示了某種為他者辯護的「好膽」（audacity, 

chutzpah）16。在為他者辯護的過程中，亞巴郎不僅展示了某種對於人的存在尊嚴

的尊重，同時也展示了某種質疑的精神性，即便所質疑的對象是超越者的旨意或

命令，甚至是其行動的正義性17

其他與此一「好膽」精神相關者，我們也不應忽略了《創世紀》中雅各伯（雅各，

Jacob）與《約伯傳》（Job）的部分。這些展現於雅各伯與神搏鬥

。在這一求情的膽量中，亞巴郎在敘事中所展現

的即為一位「為他者」之行動者。同時，因著亞巴郎的好膽求情，雖然無法使得

索多瑪

19 29  

18，或者是約伯

對於神義的疑問19

                                                        
16 Chutzpah 並非是希伯來語，而是中歐一帶猶太人所使用的 Yiddish 語。此詞的語意有膽量、厚臉

皮、放肆、魄力等意涵。 
17See Darrell J. Fasching, Dell deChant & David M. Lantigua, 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Ethics(2nd Ed.)(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64-65. 
18可參見創 32：23-29 的記載：他當夜起來，帶了他的兩個妻子，兩個婢女和十一個孩子，由淺處

過了雅波克河。等他們過了河，也叫自己所有的過了河，雅各伯獨自一人留在後面。有一人前來

與他搏鬥一直到曙光破曉。那人見自己不能制勝，就在他的大腿窩上打了一下；雅各伯正在與他

搏鬥之際，大腿窩脫了節。那人說：「讓我走罷！天已破曉。」雅各伯說：「你如果不祝福我，我

不讓你走。」那人問他說：「你叫什麼名字？」他答說：「雅各伯。」那人說：「你的名字以後不再

叫雅各伯，應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搏鬥，佔了優勢。」 
19 See Darrell J. Fasching, Dell deChant & David M. Lantigua, 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Ethics(2nd Ed.)(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218-222. 

，也都在在地展示出了一種「好膽」式精神。其中，約伯對於

神義的質疑，除了立基於自身所遭遇的不幸經驗外，同時在身為人（受造物）的

基礎上，約伯也向神提出一種「為他者」的感嘆呼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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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中間沒有仲裁，可按手在我們兩造之間。惟願人與天主之間有一中人，

猶如人與人之間一樣！（約9：33、16：21）。 

為何在人的不幸與上主的公義之間，未能有一個中保或仲裁者。這不僅是約伯對

於自身無來由的遭遇的一種深沈的感受與能盡情陳述的渴望，同時也在這一點上，

我們看到了在約伯好友們與他的對話中所呈現而出的一種對於苦難意涵的化約性，

以及隱含於此一化約性中的自我中心性指向。那麼，為何約伯要求一位仲裁者？ 

但願他的棍杖遠離我，他的威嚴不要恐嚇我，我好能講話而不害怕；但是如今

我並非如此。（約9：34-35） 

有了一位仲裁者，就能夠大膽發言而無須害怕，這不僅是約伯的渴望（因為約伯

自覺無罪
20

其中有趣的是當達味聽完納堂先知的故事後，第一個反應是對故事中的主角大發

），也是所有無辜者在面對苦難時的一種共同感受。雖然如此，約伯所

呈現的「好膽」，基本上仍是因著自覺自身無罪，並在苦難之中有了一種對終極關

懷問題的尋思；同時也在深沈的渴望中，希望天主做他的仲裁、為他主持公道，

其中所欲彰顯的並非自我，而是天主這位永恆無限者，使得他自身最後得到了一

個更為真切的天人關係視野。 

三、納堂（拿單，Nathan）先知向達味（大衛，David）所講述的故事 

    在《舊約聖經》中，除了以色列三大聖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故

事相當地具有典範性外，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即為達味。在《撒慕爾紀下》第十

二章中，記載了一段關於納堂先知由上主打發去見達味，並跟他講述故事的敘事。 

於是上主打發納堂先知去見達味；他一來到他跟前，就對他說：「在一座城裡有

兩個人，一富一貧；富的有很多牛羊；貧的，除一隻小母羊外，什麼也沒有。

這隻小母羊是他買來餵養的，在他和他兒女身邊長大，吃他自己的食物，喝他

自己杯中的飲料，睡在他的懷裡，帶他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有一個客人，來

到富人那裡，他捨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待那來到他這裡的旅客，卻取了那貧

窮人的母羊，來款待那到他這裡來的人。」（撒下12：1-4） 

                                                        
20參見約 9：20；23：7、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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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直到納堂先知直接指出故事中的主角其實就是達味行事的寫照時，整個故

事展現出某種敘事取向的趣味。亦即，在此一敘事交流的過程中，達味之所以會

先大發雷霆的原因，在於有一「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21

    《新約聖經》中關於他者的敘事主要記載於福音書中，其中最明顯者，除了

耶穌所說的比喻外，其他大部分為耶穌在宣講及最後晚餐中所給予的「愛的誡命」

（若13：34）。換句話說，關於為他者的向度，主要是透過耶穌本身的行動與宣講

而被闡述出來的。而這些被闡述的部分，除了與傳統猶太宗教傳統有所銜接並反

思耶穌所在時代的宗教思想、宗教實踐外，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它們與耶穌宣講的

主題「天國」（Kingdom of Heaven）、「天主的國」（Kingdom of God）之關連性。

讓他站在「圈

外人」（outsider）的視點（point of view），並感同身受（emotions of empathy）地

來替在故事中的「他者」進行某種公正判斷： 

達味對這人大發憤怒，向納堂說：「上主永在！做這事的人該死！並且，因為他

這樣行事，捨不得自己的牛羊，他應七倍償還」。（撒下12：5-6） 

但是當納堂掀開這一無知之幕時，達味馬上驚覺到，這不但是一個關乎正義的類

比，自己同時成為了故事的「圈內人」（insider），從一位關注他者的批判者轉換

為「我」這個被批判者（關注到自我）；更重要的是，在這一轉換的無處躲藏中，

也對讀者揭示出隱藏於其後關於「他者―自我」的宗教倫理性意涵。因此，納堂

先知所講述的這個故事不僅提出了某種社會正義的問題、進而揭露了在此一故事

中所開顯的最高倫理原則，同時更讓我們了解到透過其中的宗教倫理潛文本

（religious ethical subtext）。這使得閱讀者在其閱讀行動的意義形塑中，意識到自

身原本所具有的倫理原則；甚至是這一倫理原則與自身行動的差距，並同時在這

一形塑活動中，具備了重新定立新的倫理性意涵或者是理解性結構屏障的可能

性。 

 

貳、《新約聖經》福音敘事中的敘事倫理與救贖性 

                                                        
21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在其所撰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中提出「無知

之幕」的概念，認為透過一種將自己的有知排除，進而做出公平的決策與制度，而在這一做決策

的過程中所一致公認的社會契約，即可視為是「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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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下來將討論福音書中關於「自我與他者」的敘事部分。 

一、「慈善的撒瑪黎雅人」中的他者向度 

    相對於納堂先知的社會正義與宗教倫理共構的宗教倫理性隱喻敘事，《路加福

音》10：25-29的敘事則更明顯地呈現了「他者―自我」的面向：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耶

穌對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

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向他說：「你答

應的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但是，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又對耶穌說：「畢

竟誰是我的近人？」 

耶穌為回應法學士的兩個疑問：「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路10：

25）、「畢竟誰是我的近人」（路10：29）所講述的故事在更清楚的基礎上展示了一

種「為他者」的宗教倫理向度。 

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了耶里哥，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

的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死半活地丟下走了。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

下來，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到了那裡，

看了看，也從旁邊走過去。但有一個撒馬黎雅人，路過他那裏，一看見就動了

憐憫的心，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

口，把他到帶客店裏，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

小心看護他！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路10：30-35） 

並在法學士聽述此一敘事後，耶穌詢問了同樣的問題： 

「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

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吧！」（路10：36-37） 

但是耶穌不僅是要求詢問法學士後的肯認回應，更進一步地，耶穌告訴法學士「你

去，也照樣做吧！」。在此足以看出的是，聽述敘事後所擁有的宗教倫理認知必然、

也必須與實踐行動有著緊密的關連性，因為宗教倫理所關涉的不僅是「知道」

（knowing），也是與禮儀、靈性上的實踐息息相關。法學士在此一敘事中所認同

的「憐憫」是一種普遍性的宗教倫理向度，但是在這一詢問與回應中，指向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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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問的「永生」： 

「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路10：25） 

因而，「永生」之獲得與「全心、全靈、全力、全意去愛天主」和「愛人如己」的

律法（路10：27）相關。但是，在律法與生活實踐之間，必然地會有倫理判斷上

的困難處境之灰色地帶存在。這一灰色地帶或者因為文化的習俗、或者因為意識

型態的影響22

    在這個比喻中，如同梅瑟曾經將「祝福」和「詛咒」讓以色列人民選擇（申

11：26），耶穌也藉由本比喻的「綿羊」和「山羊」作為象徵，說明接受與否端憑

個人的自由選擇。

，常使得其中的判斷會處在「自我／他者」的兩種面向上有所搖擺。

在「慈善的撒瑪利亞人」這個比喻中，透過敘事所展現的倫理性向度，反而更讓

讀者在閱讀行動中，重新體會其中的「為他者」意涵，並進而形成信仰實踐的動

力性：為獲得永生，應當愛天敬人。 

二、為最小弟兄所做，就是為我所做 

23

                                                        
22當時的撒瑪黎雅人被猶太人所輕視，其中原因可溯及至 722B.C.北國滅亡後的整個歷史內容。 
23這個比喻是《瑪竇福音》中最後一個比喻，同時也是《瑪竇福音》所獨有的一個比喻。 

不過，如我們仔細端詳這個比喻的敘事結構與其中所展示與

個人自由選擇相關的部分，會發現到其中的「自我—他者」幅度的實踐層面性。

而這一「自我—他者」的實踐層面，如上所述，又與梅瑟在西乃山上領受誡命這

一形象有所關聯；換句話說，「為他者」即為此一誡命的重要核心之一。 

那時，義人回答衪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

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

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患病，或在監裏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37-40） 

在最小兄弟的身上（飢餓、口渴、作客、赤身露體、患病、坐牢）看見君王這樣

的比喻中，我們看見了一個分立兩端的共構象徵，使得其中的「為他者」向度，

在宗教誡命中得到了絕佳說明（這也讓我們想到列維納斯的他者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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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中聖訓24之真福八端25

在真福八端中所呈顯出來的是對「智慧文學和先知預言的回應」（箴三13、28：14；

德25：7-9、48：1-11；依30：18、32：20），所要強調的是「要讓法律和先知得以

成全」（瑪5：7、7：12）

 

一般而言，真福八端（Sermon on the Mount）被視為是耶穌所宣講的天國

（Kingdom of Heaven）的施政要領，而天國即為真福八端的保證： 

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跟前來，他遂開口教訓他們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

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

為他們要得飽飫。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裏潔淨的人是

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

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幾時人為了我而辱

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

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富的，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

（瑪5：1-12） 

26

                                                        
24山中聖訓是《瑪竇福音》中五大言論的第一個，其餘為 10：1～11：1「向門徒解說有關宣講使命

的種種」、13：1～53「講解有關天國的比喻」、18：1～35「講解有關教會的生活和紀律」、24：1
～25：46「講解有關末世的審判」，這所有的言論在於要讓「法律和先知得以成全」（瑪 5：17；七

12）；在《路加福音》中也有類似的言論。參見 Barbara E. Reid 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瑪竇福音

詮釋》（台北：光啟文化，2011），頁 48；沙邦傑著，劉榮和譯，《新約導覽》（台北：光啟，1999），
頁 179。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也在其彌撒講道（2013/06/10）中，稱真福八端為「新誡命」

（new commandments）。參見： 
http://en.radiovaticana.va/news/2013/06/10/pope_at_mass:_christian_consolation_and_the_law_of_the_tr
uly_free/en1-700096 
25一般認為真福只有八端而已，但是希臘文版本其實有九句話以「有福的……」開頭。「八端」之

說，與配合文體寫作韻律有關。參見參見 Barbara E. Reid 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瑪竇福音詮釋》

（台北：光啟文化，2011），頁 50。 
26參見 Barbara E. Reid 著，活水編譯小組編譯，《瑪竇福音詮釋》（台北：光啟文化，2011），頁 48-49。 

。因為耶穌在此的宣講內化了梅瑟法律：法律不再是外

在的態度而是愛。所以可以說，當一名基督徒去閱讀、甚至宣講真福八端時，不

能只是宣告而已，其中更有著去將其為他者而實踐的責任性，亦即：真福八端是

一種心靈態度。另外，應該注意到的是，與此真福八端有所呼應的，是瑪竇福音

二十三章中關於「七禍哉」的話語，在此一七禍哉的話語中，我們更能看到其中

所顯露的「為他者」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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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聖經》敘事倫理中的「自我―他者」向度與其生命關懷 

    上述六個《聖經》敘事（當然，還有更多相同或類似的敘事），皆在一種「為

他者」的向度上，措定或者要求讀者重新思考宗教倫理中的「自我／他者」或「自

我―他者」問題。就這個角度而言，相較於宗教教義的某種向心化、集中化信仰

之形塑，我們不應當忽略的更是一種與向心化、集中化若即若離的「他者」問題。

Darrell J. Fasching等人在其所著的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Ethics(2nd Ed.)（以下簡稱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中將宗

教裡所具有的「向心化、集中化」的「神聖社會」（Sacred Society），以及「將向

心化、集中化與他者（stranger）視為互補之整體」的「神聖社群」（Holy Community）

兩者做為一種「一與多」的神聖面向問題：前者是中心在內部，強調聖（sacred）

俗的對立；後者是中心在於「自我共同體之外的陌生人」，強調聖（holy）俗的互

補性27。其中，對於陌生他者（stranger）的「熱情親切」（hospitality）與「懷疑

做為信仰的尺度」（questioning and doubt as measure of faith）所引申而出的是「平

等而相互依存的倫理」（ethics of equality and interdependence）尊嚴。相對於此，

以向心化、集中化為特徵的神聖社會則敵視他者（hostility to the stranger），提供

絕對性的答案，而將我們禁錮於有限之中（answers imprison us in the finite）。同時，

相對於「平等而相互依存的倫理」之尊嚴，神聖社會注重名譽、榮耀（honor）與

階層式（hierarchical）。在宗教的個人或者團體之中，都具有著這兩種傾向：「向

心、集中」的中心和外於「自我共同體」的中心。但若僅注重於神聖社會的構建

或是遺忘了他者向度時，則容易傾向或者陷入於某一種瘋狂（madness）之中。在

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中對於這種瘋狂與當代事件有著相當程度的描述：奧

茲維辛集中營與廣島原爆（Auschwitz and Hiroshima）。本來具有宗教性意涵的「光」、

「生命」等象徵，在這兩個事件中被翻轉為殺戮與死亡，一種去人化與生命的毀

滅（dehumanizing and destructive of life）話語以及存在於其中的魔性（demonic）

形構： to kill in order to heal 28

                                                        
27 See Darrell J. Fasching, Dell deChant & David M. Lantigua, 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Ethics (Second Edit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ngland) ;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l, 2011, p.17. 
28關於這一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見 Darrell J. Fasching, Dell deChant & David M. Lantigua, Comparative 
Religious Ethic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Ethics (Second Edit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ngland) ;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l, 2011, p.41-55.這也讓我想起台灣霹靂布袋戲中的著名角

色「佛劍分說」常用的一句話：「殺生為護生」，或許也可以做為這種雙面性共構的一個例子。 

。而這種魔性形構，是與科技—科層式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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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bureaucratic rationality）緊密相連的；也就是在這種科技—科層式理性底

下，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艾希曼大審（Eichmann trial）之研究報告所提到

的「惡的凡常性」（banality of Evil）更顯得有其特殊的意義性29：因為並非是「我」

在執行、在行動，而是有一個更高的權威透過我來施行、運作，所以我個人並不

應負責。這說明了透過「自我共同體」之外的「他者」陌生化，進而將其排除、

隔離這種「科技—科層式理性」內涵。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其《幻見的瘟疫》

（The Plague of Fantasies）中，就指出這種「罪愆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crime）內涵之極度曖昧性30

    藉由對於他者（自我共同體的陌生人）的憐憫、付出、殷勤招待，除了體認

出人所共有的平等、尊嚴，也在另一個層次上不將人「同一化」，承認人的差異與

諸種不同，而這正是宗教敘事在其敘事形塑中所欲傳達的重要意涵之一：敘事不

只是講述曾經發生的生活，也講述尚未經歷過的可能生活，所以敘事是一種生活

。 

    面對這樣的魔性形構（將瘋狂轉為看似理性的，且弔詭地既聖又俗）以及其

中所具有的宗教敘事關連性，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宗教敘事中對於「他者」的思考，

以便在當前現代性的各種失敗經驗中（奧茲維辛、廣島原爆），尋求在當代的各種

倫理挑戰中，更為人性化的思考基礎。 

    在上述六個《聖經》敘事（原祖背命、亞巴郎求情、納堂先知所講述的故事、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為最小弟兄所做、山中聖訓之真福八端）中所展現出來的「為

他者」之行動，不僅不分化、抵制其中的神聖（holy）意涵，同時也在平等、正

義和尊嚴的面向上，指引出一種「彼岸性」。首先，透過將懷疑、詢問作為信仰的

度量，除了不會將有限者絕對化外，同時也避免將我們自己限制於有限中；這並

不是對於神聖的否定，而是一種對於「彼岸」的開放肯定。而在這種開放肯定中，

我們也能瞥見奧托（Rudolf Otto）的「絕異之彼」（the Wholly Other）：神聖是一

位「全然他者」。將這樣的思想拓展開來的話，我們也能理解到為何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為何要將倫理學作為第一哲學的思考，即是根源於對「他

者」的開放與無法掌握性。 

                                                        
29無論是奧茲維辛的集中營管理，或是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the Manhattan Project），其中科技—

科層式理性對於倫理意識的破壞，不論是透過個人自我或是職業上的認同，是顯而可見的。 
30參見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Zizek）著，朱立群譯，《幻見的瘟疫》（台北縣：桂冠，2004），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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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實踐性的倫理構想。31

                                                        
31劉小楓，《沈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 XI-XV。 

而宗教敘事即在這種實踐性的論理構想中，導

引人進而在生活中透過實踐對於他者的關懷以達致靈性的完滿。 

 
肆、結語、聖經敘事倫理中的生命關懷 

聽故事和講故事都是一種倫理的事情，對於敘事的認同不僅形塑了自身在現

實生活中的某種想像，甚至能給予其實踐的動力。因為當進入敘事的時間、空間

後，透過敘事的形塑，能將其中的價值觀念呈現為某種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

求。而在《聖經》敘事的形塑中，其敘事倫理面向並不僅僅指向人—神關係，同

時也指向了人—人關係，呈顯出為他者之倫理行為中的靈性實踐層面與生命關懷

省思：倫理實踐在於具備靈性上的完滿，並在行動中展現出對他者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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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聖胎之準備工作：審視《真誥》第一部分〈運題象〉 

Preliminaries to Nurturing the Immortal Embryo:  

An Examination of Zhen’gao’s First Part 
 

司馬堂 
By Thomas E. Smith 

 

我很榮幸能在眾多傑出學者面前發表這篇論文。我必須承認我缺乏公開發表論文

的練習，因為我當獨立研究員有一段時間了，我也沒太大興趣與相關學術圈互動，即

使多年前曾在密西根大學短暫任教期間教過我的孔維雅老師常催促我這樣做。然而這

個會議的主題「關懷生命」令我產生迴響，因為它與我今年剛完成的專案計劃有密切

關係 — 我出版了《真誥》前四卷的英譯本（《真誥》, DZ 1016）1

 

。 

 這四卷組成「真誥」七篇中的第一篇，如果真要我給這第一部分提供非常簡明的

解釋，我會說其主要與養育「聖胎」前的準備工作有關。傳遞道教知識的人，應該對

養育聖胎一詞並不陌生——基本上，是信徒培養他或她為永恆的、精神上的自我或身

體的過程。在內丹傳統中，有時候它被視覺化為一個嬰兒，最後隨其身體與頭部的升

起，終於「登升」到天堂。在「悟真篇」中（編入《修真十書》第二十六～三十卷及

別處），這胎兒成為女性（陰的，人類），被男性（陽的，神明的力量）所包圍和轉化。

但是，《真誥》是先於大部分的內丹傳統，該傳統發展自唐宋時期，其所表現的是有

別於今天大部分的道教修行者所熟悉的景象。 

 

 

                                                 
1 司馬堂《真誥第一部分：化手稿與影像為動作》，(St. Petersburg, Fla.: Three Pines Press, 2013)。至於

道藏及其他合集裡的道教文本之編號方式，我用 Louis Komjathy 的《道教合集標題索引》Title Index to 
Daoist Collections (Cambridge, Mass.: Three Pines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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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真誥》及其第一部分 

 首先，我要多談一下《真誥》這作品本身。《真誥》（以下簡稱ZG）中大部分是

楊羲、許謐和許翽三位男子的手稿選集。（一）楊羲（西元三三○～三八六年）是一

位像薩滿的人物，也是天才作家和書法家；（二）許謐（西元三○三～三七六年）是

楊羲的貴族贊助人及捐贈人；（三）許翽（西元三四一～三七○年）是許謐最小的兒

子。在許氏父子的吩咐下，楊羲與一群神聖、不朽的「真人 2

                                                 
2 真人和仙人之間的差異主要是一種狀態：在另一個世界裡，真人是高級官員，在宇宙各地行動自由；

而仙人比較像是普通人士，且更緊密地受到一特定地方約束，如洞穴或山峰。 

」接觸，之後，真人晚

間時鮮明地下凡，在他夢中出現，以上乃楊羲所紀錄。有關他在西元三六五至三七○

年的拜訪紀錄，以及許氏父子給他的經文，和許氏父子擁有的少數其他素材，形成道

教「上清」運動的基礎。最後，由於其他學派後來改編及重改編這些素材來迎合各自

的目的，這一切對道教整體起了永久性的影響。 

楊羲的夢象出現超過一百年之後，陶弘景收集這些手稿並彙編成兩部作品： （一）

很快就廣泛流傳的《真誥》，及（二）針對更技術層面「達真」的《登真隱訣》（DZ 421）。

後者原稿只有第二十四卷或二十五卷的三個段落倖存，雖然很多「遺失」的段落在其

他道教文本中被引用。至於《真誥》，原本是分為七大篇，但是歷經數個世紀後已細

分成二十卷的方式來呈現。因此，當談及《真誥》時，把卷和原始的七篇或部分區分

出來就很重要。 

陶弘景把楊羲和許氏父子的手稿分成七篇時，他明顯地仿效《莊子》內篇的結構，

《真誥》充當主經文或經的一種「緯」文本。我們可回頭閱讀《真誥》第一篇〈逍遙

遊〉，它引領讀者用新的方式感知這世界——並非透過解釋和小心、理性的話語，而

是透過更色彩繽紛的語言，像軼事、悖論和比喻，渴求更直接明確解說的讀者必須要

等待，直至讀到第二篇。這種安排在《真誥》也能看到，雖然第一篇的語言包含了總

是吸引人的求愛與浪慢為題材的大量詩句。換言之，陶弘景在呈現他的素材時，想要

先行吸引與迷惑讀者——稍後讀者多作研究、沉思及接受老師的引導，才能充分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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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誥》的第一部分因此成為一種「局外者」，而跟其餘部分完全不同，其素材

大部分按時間順序呈現，形成較為廣闊的敘述，而其他部分本質上更為散漫離題。在

第一部分，陶弘景有時候會不按時間順序呈現素材，每當這種狀況出現時，其目的便

是要連結與主題相關的素材，以免分散各處。《真誥》第一部分是在述說一個很複雜

的故事，但是讀者必須細心及深入思考，把各個部分連接一起，加以融合。 

  事實上諸多跡象顯示，《真誥》為了能讓普通讀者閱讀，刻意嘗試讓某些明確事

物模糊掉。而最為清楚、詳述與高深的「上清」技巧呈現，則出現在主要的上清經文

中。這些都屬限制性的，只從師父流傳給門徒。相反地，《真誥》包含更廣義的教導

和意見，提及高深技術的名詞，或在傳承時提到它們，或鼓勵人們追隨它們，或呈現

其一般輪廓——但是《真誥》從來沒有透露其中完整、精確的細節，它以令人驚奇的

事情逗弄讀者，讓讀者遙不可及，也更激勵讀者去尋找好的導師。 

  此外，從《真誥》的第一部份可證實我的看法：早期上清信仰系統的很多方面並

沒有在主經文中透露——它們是老師傳給徒弟的秘密，或許這些事情只有信徒能親身

感受和體驗。《真誥》的第一部份的確是重要的，因為它透過敘事和詩的間接語言，

保留了其他地方沒有明確書寫的部分。再者，發生在楊羲、許謐和許翽身上的敘述不

僅是描述性的，也是規定性的，規定了一個程序或模式讓未來高人 (adept) 跟從。 

  那麼這些秘密是甚麼？我以倒序的方式把它們總結起來，列出如下： 

一、在上清道教初期，養育聖胎或真人 (Perfected) 胎兒，主要是在高人死亡後、透

過「尸解」的過程發生，雖然這裡涉及聖胎視覺化的冥想練習，但實際發生在高

人身體及其轉化的此一過程，已被設想為一種為期漫長的、死後的妊娠，可能歷

時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二、因此，高人首先需要「受孕」，即懷有他或她自己精神自我的胎兒，透過與一位

真人伴侶作靈魂結合便可。以與其「景」——即有八或二十四位體神——相會的

話，而以結合行為本身的通用動詞而言，該結合是「相於」（從字面上是「屈服

於對方」），出自於周易的其中一段內容 3

                                                 
3 《周易》從「彖傳」到第三十一卦「咸」或稱「追求之道」。卦的本身是上方有與湖泊和水有關的「兌」

卦，以及下方有與山峰有關的「艮」卦所組成。因此彖傳記載：「柔上而剛下，二氣咸應以相與，止而

。關於《真誥》的詩，一旦你克服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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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優雅委婉語、隱喻和迂迴說法，就曉得這些詩實際上非常明確地道出結合時

所發生的事，即一般的性交，只是稍加偽裝模擬，但它始終被述說為無限優越。 

三、為了吸引真人伴侶的多情關注，高人必須先表明他自己或她自己是值得的、正直

的，並投入信仰，但是他或她畢竟必須是單身。如果配偶尚在，他或她就沒有資

格了。當然，成為單身的方式有三種：從未結婚（楊羲可能是這種人）、離婚（許

翽）、或成為寡婦或鰥夫（許謐）。 

我在本文會探討以上的每一種單身，但再這之前，必須先檢討《真誥》第一部份

的故事並確定其人物。先提醒一下：我有時候可能會把「故事」與「人物」說成彷彿

是小說，但我完全意識到並非如此。這就是歷史，意在傳達永恆的真理。 

 

貳、《真誥》第一部份中的人類與真人人物 

    《真誥》第一部份只有三個主要的人類角色：作為靈媒的楊羲、其贊助人許謐、

和這贊助人第三個也是最小的兒子許翽。楊羲在他三十多歲時是一個英俊瀟灑、態度

和藹，也明顯地是他那個時代的人，似乎沒有結婚。他顯然是相當聰明和受過良好教

育，但有相對不起眼的家庭背景。陶弘景指出：在楊羲有夢象的那段期間，他有母親和

弟弟（ZG 20.11b1），而不管他是否在京師、家裡、或山上，夢象都會來找他（ZG 20.12a4-5）。

換句話說，楊羲自己也不是山上的隱士，他只不過是在追隨其贊助人的活動而已。 

  同一時期，許謐在他六十多歲時是一位貴族、大家庭的主人、和繁忙的官員，對

宗教生活非常感興趣，但不願放棄他的薪金、聲望和官場津貼。主要的故事開始之前

不久，許謐的妻子去世，所以他開始有再婚或娶妾的念頭，除了感到孤獨，他還擔憂

他的年齡、灰白稀疏的頭髮、視力衰退等等。 

  許謐的幾個兒子中，只有許翽真正對追求道家有熱誠。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

人，許翽感到與世界的關連不足，真正渴望追求「道」。他是個勤奮的學生，人們得

到的印象是：他幾個兄長只是實踐入門而已，在〈運題象〉裡也很少提到他們。 

                                                                                                                                                     
說，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取自《周易》4.1a3-5（四部叢刊版）；並比較 Richard Wilhelm 所翻

譯的《易經》，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l. Cary F. Bay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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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一些人類角色被提及，但是也只有兩位在此與我們有關：在楊曦受聘於

許氏父子之前的靈媒羊權，以及許謐的哥哥許邁（b. 301）。許邁是一位專職的修道者

和老師，在中國社會的最高階層中自由傳播道教。大約在《真誥》主要故事開始之前

十七年，即西元三四八年，許邁消失於一個叫赤山或赤丘的地方，因此在許謐心中，

持續沉重地背負著他哥哥的命運。 

  相對於故事中的人類角色則為神殿的真人們，但只有極少數真人被認為是「主要

角色」。真人分為三組：首先是過去上清運動的聖人——有時候被稱為「三茅君」的

茅盈、茅固和茅衷三兄弟、南嶽夫人魏華存、紫陽真人周義山、王褒和裴君。魏華存

是楊曦的老師，但所有這些角色都能提供教令和指引。除了王褒之外，他們都頻繁出

現在故事中。 

  第二組比較小，有楊曦的新嫁娘安妃和她的母親方丈臺昭靈李夫人。李夫人來自

真人貴族家庭，因為不是很高興她女兒嫁給一個純屬肉身的人類，所以楊曦遇到「丈

母娘問題」
4

 第三組是「西母娘娘的女兒們」，這些未婚女真人的身分，是在人類與真人之間

含糊遊走，經常造訪凡塵尋求人類伴侶

。 

5

                                                 
4 我相信赤松子從來沒有出現在《真誥》第一部分，但是他也是這個團體的一分子，因為他可能是安

妃的父親。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赤松子的多重面貌〉“The Many 
Faces of Master Redpine”，即將刊登於《道教研究》第七期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7 (2014)。 
5 小南一郎廣泛地介紹了他們的角色，特別是查看第 211 頁，簡潔說明了這些婦女在復活故事裡的角

色。漢武帝內傳の成立（第一部份），“Kan Butei naiden no seiritsu” (Part I)，東方學報 Tōhō gakuhō 48 
(1975), 183-227. 

。她們是紫微夫人、右英夫人、中候夫人和

南極紫元夫人。紫微夫人本來是楊曦和安妃的媒人，但後來在第二卷裡，她的角色是

許謐和許翽的老師，就像魏華存是楊曦的老師一樣。右英夫人第一次出現在第二卷裡，

她看許謐是鰥夫也是「合格的單身漢」，所以開始追求他——但是她也必須極盡努力

使許謐屈服於她的意願。紫微和右英最為頻繁拜訪許謐，她們透過楊曦作了非常大量

的詩作，通常是成對的詩。中候夫人和紫微夫人則扮演了微妙、最終卻令人驚訝的角

色，其本性待故事接近尾聲時才變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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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題象〉的結構 

一、標題： 

  《真誥》第一部份的標題「運題象」令人難以理解——難到當時《真誥》的傳人

試圖更改標題為「運象篇」，但原標題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已經把它用英文翻譯為「化

手稿與影像為動作」，聽起來雖然隱約有電影的意味，但我認為這很適合向我的西方

同胞傳達一個想法：這一部分在述說一種故事。然而，更準確地說，這標題暗示了陰

陽之間相互作用的兩個層面：（一）在普通書法和真人書法之間（在 ZG 1.7b7-1.11b3

有詳細討論），與（二）在《真誥》中俗世男性和天上女性角色之間。真人書法是光

明、陽的，而俗世的書法是黑暗、用黑色墨水寫、陰的，甚至與真人寫作形式比較，

《周易》六十四卦都是陰的。真人不管男性或女性都是陽的，而人類是陰的。因此，

在女真人和俗世男人之間的互動，往往是性別角色的逆轉。當楊曦娶了安妃，他變得

像是天真的「害羞新娘」，安妃反而擔當權威新郎的角色。她滔滔不絕地談論她的家

庭背景和與她有關聯的人，楊曦則默默地記錄她所說的一切，安妃甚至教楊曦該如何

好好地共同經營婚姻！因此〈運題象〉不僅描述其內容，也規定了行動：高人必須透

過冥想或控制夢境的過程，與真人伴侶結合，「化手稿（陽）與影像（陰）為動作」。 

二、戲劇性結構： 

  我在〈運題象〉的翻譯中，把素材根據手稿來源的劃分、日期、主題等等分成六

十七節，這絕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數字——其他學者確實對素材有不同的劃分方

式——但在任何情況下，可以說大約有五十到八十節。開頭兩節是前言：第一節是關

於羊權與一個冥間的女子叫萼綠華的婚姻，第二節相當繁瑣地列出真人的角色，幾乎

等同戲劇性腳本的人物表。同時，最後兩節都是處理後事的經文摘錄——信徒的身體

執行「尸解」行為後所發生的事。至於「前言」和「結語」之間的素材，如果我們看

看其中的日期，可發現第一卷到第三卷的所有動作都是在西元三六五年七月下旬至西

元三六六年一月之間發生。然而，第四卷的日期突然間開始超前：好幾個月份都沒有

事情發生就過去了。這故事的「高潮」發生在西元三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一節（ZG 

4.12b8-14b2），在這一節裡，一些包括茅盈在內的高階真人，下凡並宣布許謐和許翽

在未來世界將有的地位。隨後的兩節是迅速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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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運題象〉的故事有一種對稱結構，以兩段序言和兩段結語架起一個加速進

行的故事。事實上，與戲劇性行動的傳統「弗雷塔格金字塔」相似 6

  羊權出乎意料地開始接待一位自稱萼綠華的冥間女子的頻繁拜訪 

，但有一個不同

之處；《真誥》的時間表在接近高潮之際並沒被壓縮，時間反而變得減少了。我相信

這和許謐和許翽逐步轉化有關，因為當他們正穩步研究道教和進行最終轉化時，時間

開始為他們而減少，正如爲真人而減少。 

三、情節和次要情節： 

  〈運題象〉的主要情節圍繞著許謐和許翽，楊曦的附屬情節最終不太重要，雖然

它主宰著第一卷，因為很早的時候就已顯露了楊曦未來的命運，他最後從視象上消失

了，只剩下傳遞真人消息的能力。另外還有兩個獨立、鮮為人知的故事線是以羊權（開

頭的第一個「序言」）和許邁為中心（ZG 4.9a8-12b7）。 

  在本研究其餘部分，我將分析這些故事線，按照故事出現順序來分析——羊權、

楊曦、許謐與許翽、和許邁——目的是確定這些早期的上清高人，在最後開始養育自

己的聖胎之前所追隨的步伐。 

 

肆、羊權 

一、摘要： 

7

                                                 
6 最早由 Gustav Freitag (1816-1895) 在他的作品《戲劇之技術》Die Technik des Dramas (1863)中介紹。 
7 本節關於羊權的敘述出自於司馬堂 譯《真誥》1.1a4-2a9, 頁 24-27. 

，在多次拜訪

中，她給他一對超大的螺旋手鐲（條脱），分別是黃金和翡翠打造，還有一條「火澣

布」或石棉手帕，以及三首詩。這三首詩可能是在單獨拜訪羊權時給他的，因為詩中

透露出一絲進展：第一首詩描述了她的靈魂如何在山水間漫步，直到她到達京師並開

始把注意力放在一名出身顯赫家族的年輕男子。然而，在第二首詩，萼綠華把羊權當

成是她的丈夫，她鼓勵他透過他的內心，在冥想時升格到天上，最後與她結合。可是，

她警告他不要透露她的存在，因為如果他透露了，他們倆將被視為犯了罪。不幸的是，

羊權硬是要這樣做。他與楊曦（或許也跟其他人）討論起她，甚至叫楊曦抄下她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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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自己寫到她的簡短敘事。藉此，我們了解到萼綠華原本屬於楊氏家族，我們知

道她的名字，和她在前世犯謀殺罪的事實：有個女人，即她的老師，下令她殺死另一

位分娩中的女人，於是萼綠華給她下了毒藥。此事件大約發生在九百年前。在她到達

不朽境界時，便被送回俗世間為她的罪行贖罪。 

二、分析： 

  雖然《真誥》的文本沒有明確地這樣說，萼綠華必然設法以執行「解尸」，雖然

在正常情況下，她本來該內疚到無法這樣做。結果是她被送回人類的境界：「因為她

還沒贖她的前罪，故神秘之區把她下放到臭泥潭，讓她贖她的罪過。
8

 《真誥》文本中沒有明確說明的另一件事是：羊權並非萼綠華塑造的年輕人。在

她的第一首詩中，她這樣形容他：「羊生摽[=標]美秀，弱冠流清音。」然而，不能用現

在式讀這首詩，也別以為羊權當時二十歲而剛剛經歷了封頂儀式。根據其他歷史來源 

」（玄州以先罪

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從一開始，萼綠華的狀態就不穩定。她為什麼

不讓羊權透露她的身分？我們從其他地方（ZG2.18a3-4）得知，在涉及冥間的伴侶的

男女關係中，必須始終保持慎重。 

9，

羊權的父親羊忱死於西元三一一年，也就是說，萼綠華從西元三五九年開始拜訪他時，

羊權至少已四十八歲了！我們也曉得，羊權有個兒子羊不疑最後成為桂陽太守，他孫

子羊欣（西元三七○年～四四二年）是現代人仍懷念的書法家。換言之，羊權已結婚

成家，但不知何故，他妻子在西元三五九年時不再與他在一起。因此萼綠華的對句應

該是描述「過去」的他，這意味著羊權已被她的靈魂注意了幾十年。上面提及之對句

的第二行因而有幾個不同的詮釋（這就是為什麼這行是如此的生產豐富）：（一）他

戴著年青人帽子時，﹝已﹞負清純盛名；（二）他戴著年青人帽子時，有清澈的嗓子 10

                                                 
8 司馬堂 譯《真誥》1.2a3-2a4, 頁 26。 
9 沈約《宋書》（1661 年）（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在第 62 頁簡單介紹了羊家。Richard B. Mather 
翻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在附錄中提供了羊忱的簡短傳記。Liu I-ch’ing,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rl. By Richard B. Mather, 2nd ed.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頁 631。 
10 這是出自日本翻譯的詮釋：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輯，《真誥研究：譯註篇》。 Yoshikawa Tadao, and 
Mugitani Kuniō, eds., Shinkō kenkyū: Ya-kuchu hen. (Kyōto: Kyōto daigaku jinbun kagaku kenkyūjo, 2000), 
頁 4, n.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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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這段婚姻注定要失敗的。萼綠華所揭露的遠超過她該有的，而羊權又背叛萼

綠華對他的信任，所以兩人無疑得承受精神後果。羊權還要忍受失去其可敬的靈媒地

位。因此，羊權只是高人的「負面教材」，他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恐懼和秘密

包圍著他與萼綠華的婚姻——與楊曦安妃兩人快樂、開放的關係形成鮮明對比。不過，

我們應該會看到，他故事中的許多主題，在其他的人類與真人之間求愛的情節裡重

現。 

 

伍、楊曦  

一、摘要： 

  西元三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之前不久，楊曦代表他的贊助人許氏家族，開始與真

人聯絡（ZG 1.4b9-5a3），密集交流接踵發生。然而，想要真人透露更深奧的教義之前，

楊曦需要與一位真人伴侶建立婚姻關係。他訂婚和結婚的前幾天，他的老師南嶽夫人

魏華存，微妙的暗示了她和紫微夫人（充當媒人）為楊曦所作的規劃。在七月二十九

日，她們介紹楊曦認識非俗世且美麗的安妃，安妃就表明打算嫁給他。就在他們結婚

的第二天，安妃、南嶽和紫微逐一發表長篇言論，說明這次結合的好處，教導楊曦如

何經營婚姻，並警告他永遠不得懷疑該結合，也不得從事實質的性生活（ZG1.11b4 

18B3）。參加婚禮的客人——大部分是真人——依次發言。他們大多數警告性交的危

險，尤其試圖實踐他們透露給楊曦的卓越方法（ZG2.1a4-2B6）。 

 八月二日當天，安妃給楊曦介紹一些自我精鍊的方法，並詢問他是否想學習這些

方法。安妃的心情明顯的很好——她洋洋灑灑地秀出人們對新婚所期待的幸福。當然

楊曦表示想學，所以在第二天晚上，她揭示兩段經文 11。但是在八月四日，楊曦東問

西問，當問及「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 12

                                                 
11 這兩段經文目前封存於唯一的《上清經》中，所述方法涉及到吸收太陽精華。第一段經文出自《洞

真上清青腰紫書金根眾經》(DZ 1315), 1.4a2-9b6，亦是《雲笈七籤》(DZ 1032), 53.14b2-15b4。第二段

經文出處同前，1.13b3-16b4。 
12 司馬堂 譯《真誥》2.8a1, 頁 94。 

」時，他犯了個小錯，因為在這俗

世間的「貴賤之分」確實應該是與他無關。安妃微笑——她不讓這問題成為他們新婚

期的爭論點——但長篇大論地回覆他。她除了輕責他提出那問題（可見楊曦仍受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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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影響），還洩露未來將要發生在他倆身上的事情：在西元三八六年，即聖君（神

化老子）將在西元三九二年降臨前不久，楊曦注定要「大白昇天」。如果世界上的動

亂在聖君降臨之前幾年變得太激烈，楊曦保留尸解這項快速選擇，安妃坦率地把尸解

描述為自殺（自盡）的一種形式。他登升後，將花幾年時間出訪各種真神的庭院，在

這之後他和安妃將帶著榮耀返回吳區和越區。楊曦將成為這些地區的靈魂和惡魔（神

鬼）的領主，而安妃將會是他親密、真摯的助手。 

  基本上楊曦的故事就那樣完結。他暫時繼續當許氏父子的靈媒，卻令他岳母不悅，

有一次她責備他在人類世界中徘徊（ZG3.1a4-2A7）。她擔心，如果他仍然在俗世，他

將很容易受到不良影響。她勸他消除所有的色慾和慾望。他跟許謐打交道時，她給他

建議：「你只需要鼓勵他，沒有別的了 13

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

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内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淡，凝情虚刃，

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眞啓玉，單景八空之謂也。

（爾勤之而已）！」 

二、分析： 

  關於本文的目的，在安妃的婚禮上出現一段最重要的講話。那是含義非常模糊的

發言： 

14

爲當固盡内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

 

  此一內容很難理解，但在本質上，其所描述的是精神結合的行為，措詞上大致類

似性交，用劍或刃作為陰莖的精神對應，玉石則對應陰道。然而，這一切發生在兩個

伴侶心中、跨越真人世界和人類世界之間的鴻溝。兩個伴侶的「八景」（一組身體神）

都擺在對方的對面。男性伴侶的「單景」通過宇宙的兩端，他們就這樣做，是為了與

女性伴侶結合。 

  她下一個給楊曦的指令比較容易理解； 

                                                 
13 司馬堂 譯《真誥》3.2a6, 頁 156。 
14 「單景」入空的想法，在司馬堂翻譯的《真誥》中有進一步的闡釋 (ZG 2.20b5-6, 頁 145)：「和可守

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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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15

至於内冥偶景，併首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

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隂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

往來之徑陌耳。

 

 

安妃常提及這些技術，她有時用《周易》的卦來解釋。例如，當她斥責楊曦，問及他

的「貴賤之分」時，她還指出，她達真的程度可彌補和補足他其餘的過失。 

16

    紫微夫人設定自己的角色是許謐及許翽的老師。右英夫人是開始追求許謐的女人，

 

 

  在解釋上，記得這些是有用的；「否」卦包含了位在「坤」象（純陰，俗世）三

條虛線上面的「乾」象（純陽，天上）三條實線，「泰」則完全相反。安妃與「泰」（泰

與她的姓氏安同義）有關，而楊曦與「否」有關，因為他仍然有「否」（ZG2.9a9）。

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楊曦和安妃都是人類，這顛覆了我們的期待，但作為真人伴侶的

安妃，是楊曦本身陰氣的陽性，所以角色互換。在某些程度上，這一段也有助於解釋

為什麼安妃願意與只不過是人類的伴侶步入婚姻，因為這對她自己不斷自我精鍊成為

真人是一件好事。 

 

陸、許謐和許翽 

一、摘要： 

  不像楊曦在兩天內遇到安妃、與她訂婚和結婚，許謐和許翽經歷長時間的求愛，

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在俗世時曾經與真人伴侶結婚。以互動層次而言，他們和楊

曦之間的差異似乎也涉及到他們的最終轉化（透過尸解）和楊曦的最終轉化（透過直

接登升）之間的質性差別。但性別角色顛倒正持續進行中，身為女性真人的「西王母

女兒們」追求男人，而男人保持相對的被動。 

                                                 
15 司馬堂 譯《真誥》1.16b10-17a3, 頁 69。 
16 司馬堂 譯《真誥》2.9b1-4, 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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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自己第一次出現在西元三六五年八月六日（ZG2.10b10-11A4）。許謐很不願意接

受她的情感。他個人的眾多過錯——慾望、貪婪、吝嗇、懷疑等，阻礙了他的進步。

他並非真想離開當官的生活，而採取決定性步驟放棄這世界而隱退到山上。紫微夫人

給他指令，右英夫人會用她的詩歌向他求愛，但兩位夫人很快就對他感到不耐和沮喪。

雖然她們教他保衛「女性」，用最美麗、最動人的語言描述精神結合超越性交，但似

乎沒有用。這內容持續在第三卷出現。 

 事情的開端來到第三卷末和第四卷初，原本設定許氏父子要到茅山拜訪真人、並

接收他們所送的延年益壽的珍貴草藥和「芝」，但是在最後關頭許謐被召至京師，許

謐還在搖擺不定時，真人和他的兒子許翽慫恿他別理詔令而去茅山，但他還是去了京

師。這讓他被兩位真人重重的責罵一頓——但之後她們似乎動起憐憫之心，或接受他

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選擇。陶弘景甚至不能解釋這突然而來的態度轉變 17

 同時，紫微已經含情脈脈的對準許翽，與他有迅速進展。她在八月十八日給他的

指令中，用高度暗示性，甚至是打情罵俏的語言，暗示自己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ZG-13A62.12b10；下面將要討論）。右英夫人也許是嫉妒妹妹的成功，採取激進的

做法

，但似乎許謐

已經得到右英夫人的再三保證（在一首未註記日期也無序號的詩裡; ZG4.7b9-10）：「芝」

並不是絕對必要的，她終究會給他。因此他安心地趕赴京師，另一位真人只能默然同

意。 

18

                                                 
17 在茅固、茅衷於西元三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表白後，以及於西元三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們突然接受

了許謐的情境，陶弘景的評論記載於《真誥》(ZG 4.3b4)：「… 所以翻覆難解也（態度上）。」 
18 這相當激進，因為通常不會這樣做。依據《真誥》(ZG 6.8a10-8b1)：「我昔問太上，何縁得識宿命。

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 

，揭露給許謐知道他前世當男人時的名字叫薛旅。到這個時候，許謐一定知道

他兒子與他老師的關係，也許許謐對此感到不安。據右英所言（ZG3.13a5-14A4），許

謐與他兒子許翽和紫微三人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其實都是一種顛倒薛旅生命中重新

上演的事件。薛旅研究他哥哥長里先生的「道」，但一轉身就褻辱他老師的女兒，即

他自己的侄女。他不僅犯了不正當性行為的平常罪行，也違背了叔叔亂倫侄女的禁忌，

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存在的所有禮儀規則。然而，長里先生懇求靈魂權威能寬恕他弟

弟，因此薛旅得以重生到許家。許家有個功德商店，由一位品德高尚的祖先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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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許謐的老師在當今世界「褻辱」他的兒子。正如薛旅與他哥哥的女

兒（他的兄女）發生了性關係，現在紫微精神上與她學生的兒子結合（她的弟子）。

此外，不管是紫微或右英，都是西王母的女兒，他們是姐妹，就像薛旅與長里先生過

去曾經是兄弟。這無疑是薛旅在對他老師女兒的所作所為之後所獲的報應，而性別角

色也再次是顛倒的。 

    因此，在第四卷中她所寫的兩首詩裡，紫微實際上是取笑這位老人，羞辱他比不

上他兒子（ZG4.4a104B54.5b9-6A5）。她用術語表明拒絕一位老人的求婚，因為自己

喜歡「表現」較好的年輕人。這似乎刺激了他終於去求進步！到了西元三六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右英已經用更積極的方式唱出自己已跟許謐作精神結合——雖然她大概仍

然只「幻想」未來的結合，因為許謐還是用「否」阻礙他（ZG 4.7b1-6）。 

同時，由於許謐和許翽仍然是「合格的單身漢」，他們吸引「西王母其他女兒」

的注意力。西元三六六年八月十五日，許謐和徐翽分別收到更多情詩，但不是右英和

紫微送的，而是南極南極紫元夫人和中候夫人所送的（ZG 4.8b7-9a7）。19

 故事的高潮是在第四卷有標日期之章節的最後部分（西元三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ZG4.12b8-14B2），許氏父子兩人將與真人伴侶作精神結合，雖然從來沒有明確提及許

謐的結合。現在每個人準備好要「尸解」。茅盈和裴君到達後宣布，許謐將在十年內

升格到真人官廳，而且他會再次遇到他以前的老師長里先生，許翽將獲得更高地位，

僅次於古代名家谷希子。第四卷的其餘部分是關於尸解的指令。許謐和許翽因此注定

要執行尸解，所以我們不讀他們在第四卷真正執行的行為（陶弘景在別處敘述這信息）。

據了解，他們將各自吞服強力仙丹，實際上是一種毒藥，會快速帶領他們進入下一個

世界。以許翽的情況而言，他滿三十歲前不久，在西元三七○年，他會去一個山洞，

宣布他的末日，之後吞下仙丹。

 

20

                                                 
19 這看起來可能令人驚訝，但是女真人不會為合適的男伴侶而互相競爭，而是彼此協同工作嘗試把男

伴侶拉入另個世界。可以看到女真人之間更多的這種沒有嫉妒的無私，例如在《真誥》(ZG 6.3a3-4) 裡
記載著：當紫微描述許翽在達真後，將會享受光輝的一生時，她說：「月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公主抱

衾，香煙溢窗。」換句話說，許翽在未來世界將享受不僅來自紫微的關注，也來自許多其他女人。 
20 陶弘景告知我們，許謐、許翽最後的日子，記載於《真誥》(ZG 20.8b4-10 和 20.9b10-10a10 )（後

者已部分翻譯成英文，見 Michel Strickmann 作品「陶弘景的煉丹術」，收錄於《胭脂道教》，由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編輯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頁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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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因為許氏兄弟與真人伴侶的關係是浪漫的、非婚姻般的，這些關係被認為是私人，

每一方與另一方溝通必須小心謹慎，就如現今俗世間情人所為。這時，右英建議許謐：

「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21 西王母的女兒們甚

至歌詠她們晚上與人間情人的幽會，當時他們的「父親」還在東邊睡覺而沒在看管。

她們愛人的靈魂升到天上，然後到夢裡或沉思中：「指高晨寢，相期象中冥」22

 如果許謐或許翽背負著與俗世配偶的關係，當然，以上情形首先都不會發生。我

們知道，許謐是一個鰥夫，他的妻子陶科斗（西元三六三年～三六五年）已過世了（ZG 

20.9a1）。而且，真人必須經常警告他不得再婚或娶妾（例如，ZG4.3a1）。但許翽的情

況比較複雜。根據ZG20.10b24，他跟第一個表妹名叫黃敬儀結婚了，她是建康區總督

黃演的女兒。夫妻倆有一個兒子叫許黃民（西元三六一年～四二九年）。這時許翽送

他的妻子回了娘家，並切斷與他們家接觸——但是在甚麼時候呢？我所知道的唯一線

索出現在一首結構圍繞著「翽」字的「離合詩」：這首詩巧妙地描寫許翽，並同時對

如何寫「翽」字作令人費解的指令。其中一行說到：「驕女遠屏」

。因此，

總有小小的暗示：所有這些交會是隱藏、暗地進行的。畢竟，他們開玩笑地「淘氣」

起來，或在現代的說法，他們是「算是對、又算是錯。」南極紫元夫人唱著：「高會佳

人寢，二﹝人類伴侶和天上伴侶﹞待互是非。」這對句可以幾種方式解釋，但我們再次

發現：下面的男性高人靈魂升上天與上面的女性結合。「是」（真人的現實、光明、對

的）和「非」（人類的現實、影子、錯的）也指可接受者與通常不可接受者的混合——

這明確是指：使其如此強烈地誘人的東西（禁果是最甜的）。 

23

                                                 
21 司馬堂 譯《真誥》2.18a4-5, 頁 135。 
22 司馬堂 譯《真誥》ZG 3.5b10-6a1, 頁 177-78. 在《真誥》「運題象」整篇出現的「相期」，是指這些

交會（比較 司馬堂 譯《真誥》ZG 3.6a9，尤其是 4.7b3）。「高晨」是 藍童主。 
23 司馬堂 譯《真誥》2.13a8, 頁 114。 

。 我想是藉此表明，

徐翽在寫這首詩、即西元三六五年八月十八日之前，已送了他的妻子回娘家，但他的

兒子徐黃敏出生於西元三六一年，因此分離必然發生在這兩個年份之間。我們可以推

測許翽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他有一個男性繼承人留在這個世界上，男孩一從

危險的嬰兒期存活下來，許翽便送妻子離開。 

76



Preliminaries to Nurturing the Immortal Embryo:  
An Examination of Zhen’gao’s First Part 

 

 

當許謐和許翽首度採取謹慎的步驟走向精神結合時，真人需要引導他們，就像安

妃需要引導楊曦一樣。一般來說，他們把養育和延壽的大部分傳統道教方法描述成困

難的，但是把冥想時的視覺化練習和精神上與真人伴侶結合則形容為容易的。紫微甚

至責罵許翽「務道之柄」太難： 

懃精者味玄之靈摽也，凝安者拘眞之寢衾矣。子懃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

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 眞虚。守淡交物，安靜任栖，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

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24

然穢思不豁，鄙吝内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内外之期，汎二

景之交耳。

 

這裡有大量調情、戲弄的雙關語。紫微對渴望的平靜和「寢衾」功能，馬上在幾個層

次上作出比較。最重要的是，它表達了毫不費力的安逸和「達真」時的舒適，與只實

現少許不朽的難度形成對比；甚至在床上就可以做。但是在床上也可以做其他事情。

換句話說，真正有效的，是每晚引導自己達到精神結合的自律，而不是性交，那將不

包括使用「務道之柄」，而是包括返回「道」本身。 

    另一方面，許謐在消除他的世俗慾望上，有一個嚴重又持續性的問題。右英警告

他： 

25

                                                 
24 司馬堂 譯《真誥》2.13a1-5, 頁 113-114。 
25 司馬堂 譯《真誥》2.17b9-18a1, 頁 135。注意「相於」在此處的用法。. 

 

儘管如此，她透過像這首詩鼓勵他（寫於西元三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世珍芬馥交 

道宗玄霄會 

振衣尋冥疇 

迴軒風塵際 

良德映靈暉 

穎根粲華蔚 

密言多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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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淨尚眞貴 

咸恒當象順 

攜手同衾帶 

何爲人事間 

日焉生患害 26

 順便一提，值得注意的是：當杜光庭（ 西元八五○年～九三三年）把許多這些

資料收入他的《墉城集仙錄》（DZ 783）時，便仔細刪除部分資料，藉以消除任何不

當暗示和任何可能會令人想起精神結合的具體「力學」的題材。事實上，只要有人質

疑某一特定段落有猥褻的文字遊戲時，察看《墉城集仙錄》的修訂版便幾乎足以確認

此一懷疑。就有這樣的情況：「穎根粲華蔚」變成「穎拔粲華蔚」

 

如「根」、「柄」、「刀」、「刃」等用字，在〈運題象〉中經常被用來描述埋在高

人心裡的精神上或神秘的洞察力，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與真人建立聯繫，在冥想時

到達天堂。然而，在精神結合的脈絡中，這些用字用作對應非實體的陰莖。因此，在

上面的詩句裡，當右英說：「穎根粲華蔚」，她真正在描述的是許謐如何吸引了她，

她是被他神秘的洞察力所吸引，正如一個普通的女人會被她的男人的身體特徵所吸

引。 

27，「根」字消失

了。在〈運題象〉收錄到《墉城集仙錄》時，同類問題便顯著一致的發生在整篇〈運

題象〉中，這也常在《雲笈七籤》看到，因為後者通常使用杜光庭的文本作為基礎 28

 右英和紫微以她們的詩追求許謐和許翽，這方式是在冥想時進行精神結合視覺化，

或常在夢中作暗示。然而，精神結合的過程之最清晰的描述，出現在紫微寫給她學生

許謐的下面這首詩中。這首詩未註明日期，但肯定是右英透露許謐前世之後寫的。這

。 

                                                 
26 司馬堂 譯《真誥》2.18a9-18b2, 頁 137-38。見 Donald S. Lopez Jr.編《中國宗教實踐》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裡，Paul W. Kroll 寫的「某位真人的誘惑曲」“Seduction Songs of One of the Perfect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頁 183，和 Michel Strickmann 的《茅山道教：啓示紀錄》

Le Taoïsme du Maoshan: chronique d’une revelation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1)，頁 189-90。 
27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DZ 783), 5.13a6。 
28 這就導致《真誥》日文翻譯的問題之一，在我看來，因為譯者似乎從未注意到，《墉城集仙錄》和《雲

笈七籤》的文本變體往往反映杜光庭「清理」文本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墉城集仙錄》和《雲笈七

籤》的使用，必須謹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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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紫微所寫嘲弄詩中的一首，她試圖羞辱許謐，嚴重到為他用詳細圖解來描述她與她

的「佳人」許翽交會，以消除他的「鄙滯」。這時一定要記得：許謐在之前曾使用「鄙

滯」一詞，來形容自己繼承了他前世當薛旅時的過錯（ZG 3.17a10），因此，紫微在這

裡使用該詞，它就是一種「刀子」作最後的「扭曲」： 

翳藹紫微館 

鬱臺散景飈 

鸞唱華蓋間 

鳳鈞導龍軺 

八狼擕絳旌 

素虎吹角簫 

雲勃冩靈宫 

來適塵中囂 

解轡佳人寢 

同炁自相招 

尋宗須臾頃 

萬齡乃一朝 

椿期會足衰 

劫往豈足遼 

眞眞乃相目 

莫令心徂抄 

虚刀揮至空 

  鄙滯五神愁 29

                                                 
29 司馬堂譯《真誥》4.5b9-6A4，頁 255-56。缺少罕見字符並非出自微軟 Word 字符集。這根本是因為

書寫「疒」與語音上的「抄」。另個翻譯（以及一個非常不同的分析）見 Paul W. Kroll 的「紫微夫人

的神曲」，收錄於 David R. Knechtges and Paul W. Kroll 編輯的《早期中國文學與文化歷史之研究：向

Richard B. Mather 和 Donald Holzman 致意》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Honor of Richard B. Mather and Donald Holzman, (Provo, Utah: T’ang Studies Society. 2003),頁 1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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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結合與其實體對應物多少都共用同樣的語言，但具有一定倒裝和角色顛倒。在倒

數第二行，我們再看到「虛刀」兩字，基本上，與安妃在新婚之夜給楊曦指令時提到

的「虚刃」是一致的。那是神秘的痛察力，就像是一把劍，卻是無效或中空的劍。它

升到天上作為男「寢」（即他的靈魂上升到夢中）。男子一定要再次仰臥著，讓他的「虛

刀」升起，但他絕不讓他肉體的自我去射精。由於周義山曾提醒許謐：「整夜仍要一直

保住你的身體（靖躬信宿 30）。」  射精只苦惱了「五神」，也就是有名的性手冊「素女

經」中所言之「五藏」靈魂 31

紫微將她的訊息針對她「佳人」許翽的父親許謐，作為她對許謐前世當薛旅時犯

。 

第七行說：「[像]雲勃冩靈宫」，「靈宫」指的是歌手的紫微宮，內有一大堆守護

神——八匹狼、白虎、龍、鳳和鸞。紫微已集結她的勢力在她宮殿牆壁後面，他們立

刻都「寫、瀉」一次。恰如其分地，「寫、瀉」是指馬和馬車的運動，但它也是射精

的標準用字。把精神結合中的性別角色顛倒、延伸到行為本身的「力學」，是不是太

牽強附會呢？畢竟不是男性在射精——而是女性。她是在上面，她深擊之前便使出力

量，當時她的伴侶躺在下面，他的「虛」或空成員往上指和揮動（或「自由招搖」），

準備作為一個接受器。他的根得到灌溉。 

一旦我們掌握其中的基礎，詩中其他某些細節便適得其所。在第一行中紫微的宮

殿蒙受「翳藹」，我們從中了解什麼？這也可能只是被「枝葉覆蓋」——景觀的解剖

輪廓朦朧地出現。大風中散落的「景」涉及到紫微的長途旅行，旅程中她必須從真人

世界跨越到人類世界。她臨近人類世界的「塵中囂」，但她的伴侶沉睡於所有噪音中：

他已經死亡。第六幅和第七幅對句貼切地表達了在高潮那一瞬間所經歷的永恆感。如

果紫微的伴侶真正想要「達真」，那麼他們不再需要通過冥想和做夢與對方交會——

他們只需張開眼睛就能看到對方，而睡覺或冥想時閉上眼睛就看不到對方。對於分離

這層次，他們內心永遠不會感到沮喪。 

                                                 
30 司馬堂譯《真誥》1.5b5, 頁 42。在「信宿」詮釋上，我參考 黃靈庚，釋「信宿」，古漢語研究 (1997) 
37:95。 
31 《素女經》明言：「四動不寫，五神咸安。」《素女經》1.9a10（雙梅景暗叢書）；Douglas Wile 譯，

《臥室的藝術：中國性瑜伽經典，包括婦女單獨冥想文本》(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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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罪行，作出理想賞罰的部分管理，薛旅的罪就是勾引了既是他侄女也是他老師的

女兒的一位女人。現在，輪到他老師在勾引他兒子，在最後的對句中，紫微對這老頭

作出一種離別的調侃。 

    現在，性交式的精神結合，在爾後就有後果出現。在俗世中，性交會導致孩子出

生，但是在〈運題象〉的世界中，伴侶們開始各自養育自己的聖胎。事實上，在真人

的世界中，懷有孩子這塵世渴求，變成自我轉化的慾望：他們變成與自己懷孕。這點

右英表達得特別生動，她敦促許謐： 

交頸金庭内 

結我冥中朋 

倶挹玉醴津 

   儵欻已嬰童 32

  許謐的哥哥許邁，在自己的宗教追求時已經消失，而許謐的心中一定沉重地背負

著他哥哥的命運，但直到數年後，茅固透過楊曦告訴許謐發生了什麼事。這紀錄似乎

 

The elixirs they consume will enable them instantly to experience the transformation: they 

will have/become children. Strictly speaking, the verb is best left unsaid, since we can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miraculous process; the line in Chinese omits it. Reduced to its 

essentials, the line only reads, “Flash-and-flurry, already infant children.” 

他們吞服的仙丹將使他們立刻體驗到轉化：他們將擁有/成為小孩。嚴格來說，動詞

不說出來更好，因為我們不能真正理解這神奇的過程，這行的中文省略了動詞，縮到

只剩要點，這行只說：「儵欻已嬰童。」 

 

柒、許邁和末年 

一、摘要： 

                                                 
32 司馬堂 譯《真誥》4.3b9-10, 頁 245。杜光庭改變了在此引文的第一行，記載成「（與我）交栖」，

藉以消除性的義涵；見《墉城集仙錄》(DZ 783), 5.10b1 以及《雲笈七籤》98.12b5。其他翻譯，見 Paul 
W. Kroll「某真人的誘惑曲」“Seduction Songs of One of the Perfected”，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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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了（ZG4.9a8-12b7）許謐本來會問真人的一個問題：「我的哥哥發生了什麼事？」33

    許邁成年後一直致力於追求不朽。許邁一度為道教藝術大師，在社會的高層圈子

流連。他可能強烈影響了許謐。值得注意的是，他父母過世後不久，他把妻子送回娘

家

 

34

 許邁被審判後，他和他的同伴搬到竹葉山

，就像他的侄子許翽般，但許翽十多年後才這樣做。據陶弘景的紀錄

（ZG20.7b8-8A7），許邁最後在西元三四八年秋天消失於臨安西山，享年四十九歲（不

過，ZG4.9b3 說這地方是臨海赤山）。 

    西元三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茅固透露了許邁，在最後的審判中必須為自己辯護

之後，達到「地仙」狀態。冥界官員想要否認許邁的不朽，因為他在前面幾代都犯了

罪，也因為他自己早期參與異端宗教的修行。在他成功地在審判中自我辯護時，他透

露許家從第七代祖先起就有一家良好功德商店，所以許家有三位成員將「登升」為真

人、和五位「度世」為仙人。當然，對許氏父子而言，這是個好消息。 

35，他們在那裡大概採取了最後及決定

性的一步：吞服仙丹。在那邊，他們仍然躺在山洞裡休息，經歷死後精鍊過程。茅固

說，許邁將準備收到他的「受書署」，很快又再度出現（在西元三六八年的某一時間）

並傳遞指令給他弟弟和侄子們，但是，如果許謐希望提前看到他，他可以這樣做 36

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

之左右三百歩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竹葉山東上

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絶險。

。

茅固明確指示許謐如何到達這個洞穴： 

37

                                                 
33 神塚淑子也作出此一觀點，《六朝道教思想 の研究》(Tōkyō: Sōbunsha, 1999), 頁 30。她也提供（頁

21-23）許邁生活的摘要。 
34 房玄齡等 編輯，《晉書》(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3), 80.2107。 
35 通常被稱為蓋竹山，它位於今浙江省臨海市南部。後來它被列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十九個，以及七

十二福地的第二個（《雲笈七籤》27.6b2-4, 9b3-4）。 
36 這可能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正常情況下，道教信徒不應該查看屍體。然而，規則不適用這裡：這些

軀體不是真死了！ 
37 司馬堂 譯《真誥》4.12a3-6, 4.12a10-12b1, 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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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許邁的確幫他弟弟和侄子設定了一種模式。第一步在紀錄開頭就有描述：「絕志山

林」，找一位合適的老師和同伴，沉思（包括許多不同的視覺化修練）且「淨神注精」

等等（ZG 4.9a10）。然後「玄渟獨宴，孑棲偶眞」（ZG 4.9b1）。這表示許邁跟他的俗世

妻子分離後，與一位女性真人實現精神結合，正如許翽所為（西元三六七年時，許謐

已實現或者已非常接近他的目標）。許邁也獲得「解束之道」——也就是說，他學會如

何透過「尸解」實現不朽。身體似乎死了， 但高人會讓靈魂逃離死亡。精神結合和

尸解共手牽手地進行。 

  仔細看看有關許邁現在住所的描述，我們希望在那裡找到徐邁身體的靜止狀態。

描述中包含了很多暗指墳墓、但也暗指子宮的意象：他和他的同伴住在一個前有泉水

（代表陰？）流動的「小石深室」。這個洞穴明顯地是指附近名為石井橋的「石井」，

位於兩山的山麓（大腿）之間，附近樅樹叢叢（陰毛？），共有六顆（陰的數目？）。

有一「徑易」小道（陰道？）可直達石室。甚至另外還有一條「絶險」路徑（別往那

方向去！）。這個洞穴位於山的東側，因此，它是指向日出的上升「陽」。這僅僅是一

種解剖景觀，爲長時間妊娠提供理想的環境。 

  因此，既然使「真」之種子受孕了，許邁和他洞裡的同伴都是「尸」，但他們也

是胎兒。隨著時間的前進，他們軀體中虛弱肉體的物質，正在被更持久不朽的物質所

取代。後來我們知道（ZG 4.15a4），他們從洞穴本身不吸收任何東西，而他們是完全

自我密封、自求維生的胎兒。同時，他們仍然活躍的靈魂，設法贖去可能還殘留在他

們身上的罪。 

  妊娠期間或之後，如在許邁所寫的段落，高人必須收到「受書署」——另一個世

界授予他一個地位的文件。發生的時間點似乎有點彈性。如果他以一位俗世的不朽再

度出現，他可能不會回到家鄉。這是為什麼許邁只能在附近高山的半腰上（ZG 4.12a7）

或在夢中（ZG18.10a1-11B5）與他哥哥和侄子相見。 

  從〈運題象〉末的資料（特別是 ZG4.14b3-15b9），我們得悉更多關於死後妊娠的

過程，其中涉及數年時期的幾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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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程開始之前，必須適當地拋下俗世事務。 

二、服用仙丹後，必須以右腦思考。連有形世界和隱藏世界都分辨不出來的人，把生

死看成同一條河流的兩岸的人——都是平等的和必要的。 

三、人們一逃跑，「魂」就往「太隱」去，「魄」進入俗世，「四靈」及「五老」分別

保持身體的生殖本質和五臟。 

四、「魂」到達「太隱」後進行進一步精鍊，過程就像是在煉丹術士密封的坩堝中所

發生般。精鍊就像屍體不呼吸，發生精鍊時不會用到任何「籥」，籥通常會使人

收到天地的「氣」。 

五、所有合乎該過程的人會「不可避免地」醒來而成為真人。 

最後，〈運題象〉其中一個「結語」（ZG4.16a5-16b8）就是《九真中經》38

肉既灰爛，血沉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

元權息，太神内閉。…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

於昔未死之容也。…人晩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

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内，紫包結絡於外。

裡的三

段摘錄，從中我們對「尸」的模樣有更多的了解： 

39

在這裡用來描述潛伏期的意象生動地暗示出懷孕。屍體靜放在「石室」，即子宮的耐

用版—— 「墓子宮」 再次出現。這裡同樣重要的是這兩句：「太神内閉」和「紫包結

絡於外」。這「太神」是什麼呢？根據相同經文的另一段，太神是身體「九真」的結合，

在胎兒出生前作整合和賦予生命

 

40。高人冥想時也可能會「恢復這些轉化的機制」41

                                                 
38《九真經》對應於 (1)《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DZ1376)，(2)《上清太上九真中經絳生神丹訣》(DZ1377)，
(3)《上清紫精君皇初紫靈道君洞房上經》(DZ405)。有些敦煌手稿還會保留《紫文行事訣》(DH50) 的
標題：S.2728，S.6193，頁 2751。但是，在此引用《真誥》的三段，都沒有在《真誥》文本中出現。

對此之討論，請參閱：Isabelle Robinet,《上清道教史研究》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isme，（巴黎：法國遠東學院，1984）(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2:67-83。 
39 司馬堂 譯《真誥》4.16a5-10，4.16b3-6，頁 302-03。在最後一句，必需把「紫包」一詞讀成「紫胞」。

另一翻譯，請參閱 Michel Strickmann 作品《陶弘景的煉丹術》，頁 182-83。 
40 《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DZ1376)，1.2b8；也引用於《無上祕要》(DZ 1138), 5.3a10-3b2。 
41 Isabelle Robinet,〈道教的屍體蛻變和解脫〉“Metamorphosis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in Taoism.,” 
收錄於《宗教歷史》History of Religions 19.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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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上述引用的這段話中，如果「太神内閉」，他是再次在做自己的工作，再次編

織胎兒。同時，「紫包」是一個非常吉祥的徵兆，伴隨著一些高貴胎兒的出生 42，而在

上清道教，它是一位「當真」的人的標誌 43

在西方學者中，史蒂芬·埃斯基爾森 (Stephen Eskildsen) 在他的書《中國早期道

教的禁慾主義》中，已經接觸這相同的話題，但針對不同的來源：獨身的必要性，他

主要看到《真誥》第十卷對此點，以及對真人伴侶視覺化有許多明確告誡，他提到了

上清道教經文的其他段落，特別是「太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DZ56），和「上

清明堂元真經訣」（DZ424）。兩者描述了一種吸收「氣」的技術，透過視覺化和親吻

「太玄上真丹霞玉女」，最終她會真正下來訪問高人，將自己「分形」為幾個「玉女」，

她們輪流注意高人的每一個命令

。 

 

捌、結論 

上清道教至少在成立初期，對追隨者的要求非常高，包括嚴格的獨身生活、從俗

世撤退、放棄物質等等。為了生存，上清道教必須給追隨者一些回報，是超越單純美

好來世承諾的回報。因此，在性的替代方面，它提供更好的東西：與真人精神結合，

其美麗和收穫遠遠勝過任何塵世間的配偶。這些都是虛構的伴侶，設置於另一個錯綜

複雜、想像世界的背景下。這些虛構的伴侶，永遠不會令人失望，永遠不會變成苦楚，

從來不發脾氣，從來不會無知和心胸狹窄，而且永遠不會老。相反，他們智力等同人

類，提供刺激的陪伴，他們會永遠保持青春，甚至穩定地變年輕，他們會幫助追隨者

做同樣的事，直到最終他們和追隨者都將回歸到一個充滿活力的嬰兒狀態。 

44。埃斯基爾森把上清描述為「性慾昇華之神秘
45

                                                 
42 李延壽，《南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8.234 和 22.600。 
43 《上清玉帝七聖玄紀迴天九霄經》(DZ 1379), 1.32a2-3, 也引用在《無上祕要》31.8b8。 
44 《太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DZ 56), 1.24a4-25a10；《上清明堂元真經訣》(DZ 424), 1.1b2-4b3。
後者由 Edward H. Schafer 翻譯與討論於「最神秘的玉女」“The Jade Woman of Highest Mystery”，收錄

於《宗教歷史》History of Religions 17:3/4 (1978), 387-98。二者亦由 Stephen Eskildsen 簡潔討論於《早

期道教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 in Early Taoist Relig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s, 1998), 
頁 79。 
45 Stephen Eskildsen,《早期道教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 in Early Taoist Relig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頁 79。 

」

的呈現，而我也同意。在〈運題象〉裡有進一步的證據，並可能有一些其他上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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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這種技術 46

    道教追求不朽的刻板形象，總是孤獨地在山中禁慾，浪跡生涯，在大自然中生活。

實際上，如真人自己經常指出，這是一種煎熬

。 

47

                                                 
46 其中一個例子說明裴君與月中五夫人狂歡，記載於《清靈真人裴君傳》，部分保存於《雲笈七籤》

105.16b5-17a3. 有數個夢像記載於《周氏冥通記》(DZ 302) 也暗示求愛。 
47 例如，「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真誥》4.1a4，還有：「···· 清淨存其眞，守玄思其靈，尋

師轗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真誥》6.6a4-6。 

。但禁慾者事實上有極其豐富的想像

生活，因為他期待自己重生，他一點也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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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是道教和先秦道家接軌的基礎 

 

劉國梁 

吉林大學前哲學系教授 

 

摘要 

    老莊是先秦道家的代表，其生命關懷的基本格調是：活要自然灑脫，終要自

在愉快，追求的目標是「萬物與我為一」。肇端於漢代的道教融合各家，與先秦道

家的契合點主要是：天地不自生和「還精補腦」而固精；克隆之夢和「假求於外

物以自堅固」；「載營魄抱一」和內丹修煉；「萬物與我為一」和神人合一；修道習

德和道士的高尚情懆。它追求和塑造的理想是：「在地球上使自己生命無限延長」

（日本窪德宗語），從而在世界宗教之林中獨樹一幟。不過，道教長生成仙的理論

和實踐在隋唐之前與其後雖然萬變不離其宗，但差異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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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先秦道家生命關懷的基本格調—活要自然灑脫，終要自在愉快 

老子提出生死自然論，而且不僅是人，所有的生命體都包括在內。《道德經》

第二十三章說：「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第五十章又說：「出生入死。」1

《道德經》第十六章說：「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

靜，是謂復命。」

這就告知人們：天地不能永恆，

人也是一樣不會持久的，更何況生死是互相包含和轉化的。如何延續生命體的壽

命呢？老子提出了［復命］和［柔弱］。所謂覆命，就是歸本溯原。 

2所謂柔弱，就是老子觀察自然物生長變化，得出了「人之生也柔

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3此外，老子還提出了統治者保障老百姓生存權的基本準則：「虛其心，

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4

《齊物論》說：「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怎麼才能活得愉快呢？在生活方式方面，老子提出了看來守舊而倒退

式的小國寡民田園生活，這在《道德經》第八十章講得很清楚。同時，他還告誡

人們：一定要「少私寡欲」、「常與善人」、「不爭而善勝」、「為無為，事無事，味

無味」、「知足不辱」、「自知者明」、「光而不耀」，……做到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就是在自我修養、對人處事上,要有高的素貭、正能量。 

莊周在生命關懷上也有不少至今還可借鑒的理論和實踐。 

一、生物體要在適合本身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中生活 

5

                                                        
1 引文出自王弼本《道德經》，馬王堆漢墓帛書本《道德經》與此稍異。以下《道德經》引文同此。  
2 《道德經》16 章。 
3 《道德經》76 章。 
4 《道德經》3、75、74 章。 
5 《诸子集成》本《莊子》。 

人和泥鰍、猨猴生活環境差別如此之大：泥鰍在濕地自由自在，人睡濕地卻要得

腰痛病。猨猴在樹間攀爬何等快樂，人在樹上卻恐懼不堪。這是何等不同啊？！

不僅如此，人和動物，以及動物之間的飲食也各有不同。例如，人吃牛羊犬豕，

麋鹿吃長薦茂草，蟋蟀吃蟻子，鷂鷹和烏鴉吃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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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體的審美情趣不同 

《齊物論》說：「毛嬙麗人，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糜鹿見之決

驟。」人們稱之為美女的，魚、鳥、麇鹿見了卻驚慌地逃之夭夭。所以，不僅人之

間，動物之間或者動物同人之間，在審美觀上是有差異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

生物體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的審美情趣。 

三、人對生死都應該泰然處之 

《至樂篇》有這樣一段話：「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

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6

《道德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在李耳看來，世界上最能長久的自然物是天和地，其長久存在的原因就是：非自

我繁衍。道教的創始人張道陵可能受其啟發，在《老子想爾注》中提出：「從女不

施，思還精補（腦）。」就是要求男女在性交時男子不射精，以意念力量使氣通于

 

從惠、莊的對話中可以看出：莊子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物的變化，不必樂生

惡死。 

  

貳、道教和先秦道家的契合點 

道教的理想是追求人類個體的長生不死，保障其理想實現的途徑是內丹外丹

的理論與實踐—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還精補腦、順生人，逆成仙，以及養神不

死和神住形固等等，這些揭示或試圖解決人和自然物關係，以及人類自身生存矛

盾的問題，在先秦道家之中，都可以找到萌芽的亮點。 

一、天地不自生與“還精補腦”而固精 

                                                        
6 《诸子集成》本《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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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丹田—腦（當然也包括中丹田—心，下丹田—氣海、精門）。張道陵還說：「古仙

士實精以生，今人失精以死，大信也。今但結精便可得生乎？不也，要諸行當備。所以精

者，道之別氣也，入人身中為根本，持其平，乃先言之。夫欲寶精，百行當修，萬善當著，

調和五行，喜怒悉去，天曹左契，笇有餘數，精乃守之。惡人保精，唐自苦終不居，必自

洩漏也。心應規，制萬事，故號明堂三道，布陽邪陰害，以中正度道氣。精並喻像池水，

身為池堤封，善行為水源，若斯三備，池乃全堅。心不專善，無堤封，水必去。行善不積，

源不通，水必  乾。決水溉野渠如溪江，雖堤在，源 （流）泄必亦空，  炘裂，百病並

生。斯三不慎，池為空坑也。」7

歷代道教學者大體都認同保精不泄。唐代的醫學家孫思邈認為謹慎房事對養

生至關重要。現代著名道教學者陳攖甯認為，「欲修長生之術，最宜戒慎者，房中

之事也。」「故修煉家所最急者，在於閉精勿泄。如是則生命可長存矣。」為什麼

養生與人的性機能的關係如此密切呢？《內煉密訣》中有一段道出了其中的奧妙：

「人類因為有性的本能，所以能造出新的個體，在地上繁殖。性的本能對著外面

固然有重大的關係，而對著內面也握著重大的樞機。那種樞機，就是引導我們的

身心達到最適宜最正當最合理想的區域。世界的各種修煉家，全未顧及此一重要

事項，只有煉丹家才能注意及此。以這種重要事項為目的，實是煉丹的特異之點。」

當然，最初的道教學者是把「精」泛稱為一種物質，

張道陵也不例外，而且張道陵還把實精與道德修養、人的精神狀態密切 聯繫起來，

這是有道理的，難怪道教修煉把「還精補腦」奉為圭臬！ 

8

                                                        
7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 

8
 栁華陽著 伊藤光遠改著《內煉密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8 年版。 

 

為什麼煉丹與人的性機能關係如此密切呢？首先，煉丹家從其不可動搖的體驗出

發，把煉丹的基礎放在性本能上。老子從男性嬰兒還不知道男女交合之事，小生

殖器就自動勃起談到精氣充足丶蓄養精氣的重要。《內煉密訣》認為，從性的昴進

出發（並非性欲昴進）即是煉成大丹的方法。其次，修煉內丹的下手功夫在於煉

生殖機能和煉生殖中樞。煉丹首先要瞭解神和炁之所在。神和炁不是從身外得來

的，而是每個人在體內本來具有的。神是思想機能的中樞，在於大腦。炁是性機

能的中樞，在於腎。不過，腎不是指腎臟，而是指丹田。炁和精是兩個名稱，同

一種物件。精本來為無形物，而在性欲衝動的時候，即變成有形的精液流出來。

每一個人要想修煉內丹，一是要明白「淸」是沒有天地，沒有人我，忘卻了一切

92



生命關懷是道教和先秦道家接軌的基礎 

外物，從而保持寂靜的心境的狀態。從這個狀態藉以看見生命中樞機能的發動—

即元炁的活動（又名「精生」）。二是知道精生—元炁的活動，就可以觀察那種精

的微妙關係，並且摸清它的規律，以便牢拴意馬，緊鎖心猿，使體內之精不致漏

失，而歸於丹田，煉成人們可以攝取的金丹。這就是棄「濁」（「濁」是指心走到

情欲方面，刺激生命中樞時，變成精液徒然走漏）取「精」—「保精」勿泄，所

作的煉精化氣功夫。第三，修煉內丹的目的在於達到男不失精，女不漏經。清代

道教學者劉一明說：「群陰化盡，金丹成熟。」他同時又引古仙的話說：「一毫陽氣

不盡不死，一毫陰氣不盡不仙。」日本的伊藤光遠在移譯、改著柳華陽的《金仙證論 》 

時也說：「修仙家欲修到長生之道，實以不漏精為起點。」「漏精是平常人的事，不免漏

精的人，也就是有死的凡人，精不漏失的人，方可以稱為不死的真人。又有老人和衰弱疾

病的人，就是陽縮的事情，這是本來沒有元精，或是其精已經枯竭，和真人的不漏精卻是

大不相同。所以老人若要修道，必須更加精修，返還童真體，並使元精完全化成真氣，若

是修到極點，那麼精變成氣，陽關之竅便自動關閉了。精竅既閉，便也可以說是沒有精竅，

在外部的形狀上，也沒有陽舉的事情，這種事情，方才是真實的丹成的徵候。若有些微陽

舉的徵兆，便不能說是真實的把丹煉成，須要加火再煉，直煉到完全無漏，而後大丹 吿成。」 

「實精」或「失精」，對身體至關重要。不過，並不是不泄精對身體就好，泄

精對身體就絕對不好。實際上，不泄精或泄精過度對身體都有害。東晉的道教學

者葛洪認為，男女不交合，則坐致疾患。如果縱情恣欲，不知節制，終將損命折

壽。《黃庭內景玉經 》也說：「急中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南朝梁代的陶

弘景指出：既不可孤男寡女獨處，也不可縱情慾損年命；養生之道以養精為寶。

男女交媾，施泄精液就可以生人。固精勿泄就可以強身壯力。不泄精而生身就可

以求取仙位，泄精生人就功成身退，以致於陷入急劇的情慾之中，更何況狂施濫

泄而廢止了養生之道呢？棄精過多，自己還不覺察，身體就會十分疲勞，乃致喪

命。天地自然都有陰陽之氣，陰陽的對立是人們所尊重的。尊重陰陽的規律，合

乎自然法則，應當尊重，不可偏廢。如果有孤男寡女真正不想男女交媾的事，當

然是好事，恐怕沒有人能做到。有人強力忍耐，不使精液外泄，結果很難控制，

以至於出現漏精濁尿，做夢與女人交合的疾病。護精的最好辦法是保精節慾，適

時施泄。 

男女性生活的次數以多少為宜？陶弘景認為，一月兩次，一年二十四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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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孫思邈主張已婚夫婦行房的次數，要根據年齡和體質的強弱具體安排。一般

來說，每月兩次泄精較好。如果根據年齡的不同，二十歲的人可四日一泄，三十

歲的人可八日一泄，四十歲的人可十六日一泄，五十歲的人可二十日一泄，六十

歲的人可閉精勿泄，體力強壯者可一月一泄。個別體魄健壯的也可以不受這個限

制，乃致「久而不泄，致生癰疽。」有人對中老年男性性生活的最佳頻率作過調

査：50 例 35 歲以下的同居夫妻，有 10 例平圴每月性生活 1 至 5 次，占 20％；有

21 例為 6 至 10 次，占 42％；有 14 例為 11 至 15 次，占 28％；有 4 例為 16 至 20

次，占 8％；有 1 例為 21 次以上，占 2％。國外有人收集 20 至 95 歲的 628 名男

性性交頻率資料，其中 5 年的遞減率是：30 至 34 歲毎週 2.2 次減少到 60 至 64 歲

的每週 0.7 次。 

老年人的性生活既不能過度，也不要斷絕。對於老年人不顧身體狀況而行房，

孫思貎舉了一個例子勸戒人們。他說：唐代貞觀年間，有一位七十餘歲的鄉村老

者，突然春情大發，找到他敘說此事，要求他予以指教。詢問他陽事暴興，甚至

白天也想與老伴行房，這是不是好事？他告訴老人：這是極大的不祥之兆。譬如

燈燭快要熄滅之時，一定突然大亮，亮後頓時熄滅的狀況。現在你年亊已高，又

很長時間閉精息欲，突然春情猛發，實屬反常。他勸老人馬上禁絕房事，老人不

聽，仍然恣意行房，結果僅過四十多天就死了。對於斷絕性生活對身體帶來的危

害，徐靈胎（？-1771）行醫多年，遇到一例。有一位年近八十的男子，有患腸紅

症的病史。有一次突然病發，不進飲食，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迷不知人事。

經過徐靈胎醫治，才轉危為安。後來又活了五年才離世。對於徐氏的治法和藥方，

有人提出質疑，徐靈胎回答：這是想與女子交媾而不能滿足得的病，病人與他的

親屬都佩服徐氏醫術高明。老人聲淚俱下說：我是妻妾都死去了，獨自生活十餘

年，貧困不能再娶，又感到向他人敘說羞恥，才得了這樣的病。其實，和諧的性

生活對身體健康有利，甚至可以起到延年益壽的作用。據有關資料統計，廣西巴

馬縣 90 歲以上的老人中，夫妻同居 50 年以上的占 41％，同居 60 年以上的占 26

％。《解放日報》1987 年 12 月 8 日報導：「一項調查表明，在 60 至 70 歲的老年人

中，有 60％左右的人對性生活感興趣。醫學界人士普遍認為，老年人對性生活的

正常與和諧，是促進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條件，它不僅是性欲上的滿足，更主

要的是一種感情上的滿足。」還有資料表明：結婚者較獨身的平均壽命長。如果

維持性生活超過 60 歲，可以延壽 8-10 年。 不僅如此，離婚、孀居、終身未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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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癌發病率較一般人要高。假如夫妻不和睦，一般是男的縮短壽命 12 歲，女的

縮短壽命 5-6 歲。 

二、克隆之夢與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  

先秦道家雖然沒有克隆的理想與實踐，但老莊之摹擬自然物的想法是可以理

解為克隆思想的原生態，其中老子對水的比擬尤其精到。這種思想和先秦時代的

藥物學成就，尤其戰國時期燕齊方士尋所謂不死之藥，可能啟 廸了道教的外丹術。 

東漢的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論及內丹外丹。「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是

東晉的葛洪提出來的。這是對外丹效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外丹的理論闡述。這

種觀點對我國古代化學和藥物學有助推作用，不過，他將自然物和人這樣兩種不

同物質混淆一起，把物質的物理、化學性質和人的生理、生命現象等同，是不科

學的。 

道教的外丹術雖然在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盛行，後因王公貴族服用不佳，致死

者也不乏其人，在唐代之後就隕落了。 

三、「載營魄抱一」和內丹修煉 

老子的「載營魄抱一」（形神合一，神氣相守）、「專氣致柔」；莊子的「真人之息

以踵」（呼吸通到腳下），「緣督以為經」（氣流順督脈而上）等，就是我國內丹術

已經達到一定水準的寫照。 

《老子河上公章·成象》第六說：「人能養神則不死。」這裡的「神」是指思

維機能的中樞。道教將精、氣、神稱為三寶，在《太平經·聖君秘旨》中首次將三

者並稱，認為氣和精是物質，神明是精神。所謂精、氣、神的關係即是物質和精

神的關係。魏晉時的《黃庭內景玉經》提出「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為真」。

因為人身以上丹田（腦）、中丹田（心）、下丹田（氣海）和上黃庭（腦即泥丸）、

中黃庭官（心，即絳宮）、下黃庭宮（脾）為樞紐。「積精」，就是認為下關元的門

戶，男藏精，女藏胎，止精留胎，能夠還精煉形，填滿腦宮，強健身體。「累氣」，

即辟穀絕糧。如嬰兒在母腹中，呼吸不以鼻口噓吸，而能自服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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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學者認為用這種胎息法服氣，可以長生成仙。北宋的著名道教學者陳摶

在他的《無極圖》中講了元牝之門，煉精化氣，練氣化神，五氣朝元，取坎填離，

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明代的黃宗炎在他的《太極圖辨》中，對陳摶的《無極圖》

作了一翻說明：《無極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最下圈名為元牝之門，

乃元氣所生的地方，是為祖氣。第二圈名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即「煉有形之

精，化為微芒之氣；煉依希呼吸之氣，化為出有入無之神。使貫於五臟六腑，而

為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為五氣朝元。行而得之，則水

火交媾而為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間雜之—名為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

復還於元始，而為最上之一圈，名為煉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這裡，

陳摶用《無極圈》敘述了內丹煉製的過程，認為煉丹的最高境界和最後歸宿在於

復歸虛無，步入人的意識與自然合體的自然而然的本然狀態。具體來說，內丹修

煉過程一般分為築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四個階段。築基是彌補人

身因勞動心力而虧損的先天元精、元氣和元神，達到精全、氣全、神全，其中精

是基礎，氣是動力，神是主宰。煉精化氣，就是用意念的力量使精化氣。 即將精

和氣合煉成為氣，達到「三歸一」。煉氣化神，即將氣和神合煉，使氣歸神，達到

「二歸一」。煉神還虛，即達到「一歸無」，實現「與道合真」，名為「究竟」的最

高境界。若達到這個境界，即能「出神千百億化身，天地壞時，這個不壞。」（《金

圖仙證論 》）。 

四、「萬物與我為一」和神人合一 

莊周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種理論的涵義不外乎是：自然界

萬物和人類來自同一本源，人自然也會永不衰枯；萬物和人是可以和諧共處，甚

至合為一體的。由此，道教導引出兩種結果：一是萬物和人一樣都是有思想有靈

性的。煉丹就是使人的意識和自然合體，步入自然而然的本然狀態。二是神和人

是一體的，人是可以成仙成神的。這樣，道教就作為一種包含有機體或無機物，

也包含人在其中的神秘宗教了。難怪道教與中國民間宗教彼此融通，永遠共存，

中國的神秘文化，尤其是風水文化和喪葬文化也因此長久不衰。同時，道教既可

以將儒、佛等宗教的偶像擇優納入其中，也可以闡述其人可以長生不死，成為神

仙永存于世的傳說了。這樣，道教的偶像崇拜和神仙系統遠遠超過其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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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道習德和道士的高尚情懆 

以前，人們有一種誤解：在中國，似乎只有儒家才是道徳修養的首倡者和修

道習徳的楷模。其實，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看，道家不愧為修道習徳的魁首，只不

過道家不是中國在這方面的最早發聲者而已。應該說在道家和儒家出現之前中國

已有修道習徳的風尚。 

在系統地闡述道徳理論並且付諸實踐的諸子百家中當首推老子，他在《道徳

經》中說明瞭道和德的關係、如何為社會道徳制定規矩，如何營造良好的道德環

境，以及道德修養等問題。 

老子認為道和徳是以道為主，而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他說：「道生之，徳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徳。」他認為道是根源是規律，徳是保存和

操作的，兩者都非常重要，因而要「尊道貴徳」。不過，從根源和內涵來看，他認

為道先徳後，道的含義更寬廣，包括了自然和人類，而徳是在失道之後的策略和

措施。所以他說：「故失道而後徳，失徳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

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因此，他主張：

「上徳不徳，是以有徳；下徳不失徳，是以無徳。上徳無為而無以為；下徳為之

而有以為。」 

(一) 他強調必須立道徳規矩。 

老子認為，讓人們都知道是非善惡是第一位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

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在他看來，在人們都知道什麼是美的，什麼

是醜的之後，那些非美非善的東西才會遏制或消失。由此，他提倡善字當頭，

要求從七善入手，即「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就是在居所選址、心靈、交往、言語、為正執法、做事，以及行動

的時間方面，都要貫徹一個善字，一切應擇善而從。從善的道徳觀念出發，他

還提出了「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立什麼樣的道徳規矩？其指導思想是什麼？老子也有一些見地。在他看來，

首要的是無為和不爭，行不言之教。其次要富貴而不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三是不貪心財和色。他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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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猖；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四是要謙躬為尚，和諧處事。

他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

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五是堅持慈、

儉、不為天下先的「三寶」。六是掌握和運用「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的原則和

策略。七是告誡統治者要以民為本，重視民生問題，「以百姓心為心」。對於一

般老百姓，他主張維護其生存權，但壓制其精神空間的發展，即「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 八是要「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二) 他主張必須營造良好的道徳環境。 

老子主張的七善就是要求人們營造優良的道德環境。不僅如此，他還提出

了人人從自身做起，以至於家、鄉、國、乃至天下都會受其影響。他說：「修之

於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於國，

其徳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徳乃普。」可見他希望普天之下都是道徳高尚之地

的強烈企求。 

(三) 他很重視道徳修養。 

《道徳經》貫穿著自我修養道徳的主軸。他主張自我修身、「光而不耀」、「不

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等等。其自我

道徳約束的有關論述至今還可借鑒。中國古今的道觀和道士都重視道徳修養。

道教從張道陵創教伊始就注重道士的品德修養。在道教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形

成了系統的道德規笵，如玄科戒律、初真戒律、中極戒、天仙大戒、碧玉真宮

大戒規、孚佑帝君十戒、智慧上品大戒、智慧閉塞六情上品戒、智慧度生上品

大戒、三洞眾戒文……等等，其內容不僅包含了對道士品徳素質的嚴格要求，

還透視出道教對國家、社會，甚至對自然界生物予以保護的責任，其中《中極

三百大戒》最為祥實。它有許多戒律就規定：「不得殺害一切眾生物命」、「不得

啖食眾生血肉」、「不得鞭打六畜」、「不得有心踐踏蟲蟻」、「不得觀玩釣弋以為

娛樂」、「不得上樹探巢破卵」、「不得便溺蟲蟻上」、「不得籠罩鳥獸」、「不得驚

散棲伏」、「不得無故採摘花草」、「不得無故砍伐樹木」、「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

「不得熱水潑地致傷蟲蟻」、「不得驚懼鳥獸促致窮地」，可見其環境保護意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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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強，其它內容包羅萬象，於此不再列舉。 

 

參、從肉體成仙到靈魂的仙佛（完美的人生追求） 

道教從肉體成仙向靈魂的仙佛轉變是與佛教融入道教，尤其是在內丹興盛中

將儒、釋、道「歸一」分不開的。 

張道陵創立道教，宣導長生久視，主張人們在活著之時即可修道成仙，肉體

永世長存。與此相應而行的道教養生術主要是內丹和外丹。雖然在隋唐之前是內

外丹並行不衰，但由於內丹隱晦，世人多趨外丹，其中以王宮貴族尤甚。加之中

國本土無靈魂不死觀念，它隨著印度佛教的傳入和融入中國文化，而靈魂轉移的

觀念才逐漸滲入儒、道之中，由此也促使道教的肉體成仙理論產生動搖，逐漸從

肉體成仙過度到靈魂仙佛的追求。 

道教靈魂仙佛觀念的形成首功應歸之于唐末五代時候的彭曉和呂洞賓，中經

宋代張伯端融合儒、釋、道，使三者「道乃歸一」，內丹在宋代已經成熟而又可明

白操作。再經全真道的王重陽充實發展，到明淸時代，道教丹道的理論和實踐已

相當隆盛，肉體成仙即隨之而被揚棄。 

鐘離權和呂洞賓一改修道著作理明法暗的狀況，第一次向人們披露了修道的

具體方法。《鐘呂傳道集》將天人合一、陰陽五行觀融會貫通于修道理論之中，強

調精、氣、神的總體修煉。全書分十八個方面，將道家不傳之秘宣 吿世人。而《靈

寶畢法》則以宇宙生成之理，陰陽演化之機闡明內丹大道。其中《肘後飛金晶》

所述通督脈三關時，必須依次開關入頂之說，是為千古正法。依此原則修煉，不

會導致任何偏差。《超脫分形》章提到的「七級寶塔調神出殼法」，當為修道達到

的較高境界，世人罕能到此。（參見拙著《道教與周易》） 

張伯端認為「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為宗，

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仲尼）但以命術寓諸易象，性法混諸微言耳。至

於荘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養浩然之氣，皆切幾之。迨夫漢魏伯陽引《易》

道交煹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他把丹道分為易遇而難成的，以

及難遇而易成的金液還丹之術。他以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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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十六首，絕句六十四首，《西江月》十二首，從儒、釋、道歸一之理，說明瞭

丹法的煉製。 

全真道的王重陽等人亦融通儒、釋、道，並使之平等合一，從而以這種思想

和禪宗、宋代理學家常用的「體用」學說去論證「性命雙修」。王重陽在《述懷》

中反複申明：「氣壯神清爽，心閑怏逸安」、「了了道三道，圓圓做一團」，「上中下

正開心月，精氣神全得祖風」。難怪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能以《三

教一源圖》總結儒、釋、道的內在邏輯聯繫了。 

到了明淸，道教雖然潛伏發展，但內丹和靈魂成仙思想興盛不衰。明代的趙

宜真認為「聖賢仙佛分門戶，畢業到家同一路，身心了外更無玄，早合真參求實

悟」；「三教同開道義門，心心相契共誰論。」道教修煉東派的領軍人物陸西星也

提出「三教聖賢同一宗旨」。伍守陽更認為仙佛修道同功同效，他說：「遇有仙可學，

則學仙即佛也，遇有佛可入，則入佛即仙也。」「仙亦同佛，佛亦同仙」。甚至有的道教

學者，如程以甯也援佛入道注疏《 荘子》，與其同時代的鄒忠允在《南華真經注疏》

題序中說：「豈知南華經中有說禪處，惟陸西星得其皮肉」；「數載以來，複圭子時

潛心南華，癸酉春頓悟其為丹經之祖。」9

淸代道教學者也是秉承儒、釋、道歸一闡述內丹修煉。道光年間的濟一子金

谿傅金銓說「三教鼎立，如一屋三門，中無少異。」指出求仙之法即是「塵念頓息，

污染不存，種彼福田矣。」汪啟護（東亭）著《三教一貫》，他在該書自序中說：

「三教則是一教，三家則是一家。」在淸乾隆時期，在山西、陝西、甘肅、青海等地

頗有影響，並把修道成仙過程分為兩階段四步驟的劉一明在《會心外集》卷下的

《三教辯》中也認為「溯源窮理，三教一家。」淸咸豐年間的道教修煉西派創始

人李涵虛亦深受佛教思想影響，提出了存「道心」，去「愛河」，達到「萬法皆空」 

境界的修養方法。他認為：「道心」就是先天存在的本性；「愛河」就是「後天欲

界之心」。正由於「愛河」「能阻先天之道心」，人們就難以成仙，指出成仙之路就

是達到萬物皆空，身心俱忘。他在《三豐全集》《無根樹詞注解》中說：「摘盡紅花

一樹空，花既空矣，我道得矣。我道既得，空不空矣。」「煉丹於空，已盡善矣」。生當

乾隆和道光年間，以中黃直透丹功聞名的閔小艮也主張以儒、釋、道經文為楷模，

 

                                                        
9
 複圭子即程以甯。癸酉即萬曆元年（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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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身、本家、本國做起。同治、光緒年間劉名瑞的弟子趙避塵是光緒、宣統間

人，就拜僧人了然了空為師，著有《性命法訣明指》，宗佛教功法，與道教內丹北

派不同，入手功夫先觀兩眉間祖竅，並看鼻難。 

道號圓頓子的陳攖寧是我國廿世紀著名的道教專家，其丹功有獨到之處。他

雜采眾說，融而為一，主張儒釋道三教同根。在《答覆海門縣佛教淨業會蔡德淨

君四問》中說「僕幼讀儒書，二十歲學道，三十歲學佛，四十歲又學道，今年過五十矣，

回憶四十年間，於三教中，出入自由，不見其有礙也。」還指出：「名雖異而實則同，

紅蓮白藕靑荷葉，三教原來同一根，佛與道，有何界限可分別乎？」這種聲音何

其有力，觀點多麼明確。 

在明淸時代，肉體成仙的理論已被揚棄，公開道之者甚多。例如：黃元吉在

《樂育堂語錄》中說：金丹大道「今生受用甚隆，誰知享用多則精神消散，到頭來，

不惟空乎歸去，而且天地與我之真，亦消歸無有。」陳攖寧在《靈源大道歌白話註解》

中說：「吾人肉體有生有死」；「我們的神倘若要離開肉體，頃刻就可以離開，不至於被肉

體所拘束。」。 

 

肆、結論 

從上可知：道教融通先秦諸子，主要繼承了先秦道家的生命觀，在中國和世

界宗教之中，第一次提出了追求人之長生、人類個體生命無限延長的理論，並且

試圖以內丹外丹的煉製作為這種追求的保障。後來，隨著佛教融入中國本土文化

而成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尤其是佛教的靈魂轉移觀念促成了道教肉體成仙理論

的變化。道教內丹煉製在宋代已相當成熟，從而使道教肉體成仙理論向靈魂仙佛

的理論發展。到明淸時代，道教靈魂仙佛的理論已經完全取代了肉體成仙觀念。 

 

 

 

 

101



劉國梁 

 

 

102



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3 年 12 月 6~7 日，頁 103～124   

老子的叮嚀 

 

范水旺 

西派道經編撰者 

 

 前言  

    中華道家神仙長生之術，源遠流長，著書立說，首推黃老之學承五千餘年華

夏文明之精華。老子著有《道德經》啟示玄宗道妙，為後世所尊崇故老學亦稱玄

學，在中國為最早期經典。漢末張陵創立道教被尊奉為道教道祖。根據《史記》：

"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可謂老子是一位得道者…。他活了多久最後又云不

知所終？是一位神秘具善於養生之術成道者。尚有被孔子讚為“其猶龍乎?”事績。

老子能受孔子之讚嘆驚為神人，可見識到老子具有大智慧。能在語言中化解孔子

求道十幾年而不得之困惑。 關令尹喜望紫氣，迎老子作《老子》五千餘言後尹喜

也法而行最後亦是成道。故知道老子的丹道養生之學值得追慕。 

    歷代的學道神仙也都以老子作為效法學習聖人。既然內容有那麼殊勝神異，

我是道教大江西派學道中人，就以“老子的叮嚀”作為課題。我只是學道中人非

成道者，故摘取歷代得道祖師及西派祖師經典註解與各位道中人共享。共分為四

方面 說明最先要探討 1.老子歷史記載。2.我們常聽到要修道養生目標是什麼？道

的顯化物象又是什麼？3.要修道一定有方法它的關竅門如何尋覓？4.一位成道者

深不可測他的外在形象儀態？《老子》五千餘言中有很多提述道論，我選擇深入

道中體驗其變化過程的章句作註解。其它部分章句只作學術注釋。 

 

 

 

 

 

 

 



范水旺 

一、 老子歷史記載 

    為了理清老子出生地及生卒年的訛說。胡適認為:“老子的事蹟，已不可考。”

能以《史記》所錄為本:“老子是楚國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

前半個多世紀，胡適就曾指出:這書原來是一種雜記體的書，沒結構組織。今本所

分篇章，決非原木所有。”這不能不說，胡適的具中西學識修養，使得他得出了

對於《老子》的正確認識。
1

                                                      
1 《十家論老 》P4 

 

老子事蹟將以古籍《史記》以及歷史正式記載來說明。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

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東漢邊韶《老子銘》: “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

之東，渦水處其陽。”《後漢書。郡國志》:“陳國苦縣，春秋曰相，有賴鄉。” 

    元.酈道元《水經注》: “老子楚相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賴鄉之東。

渦水處其陽。” 

元至順三年張起岩撰《天靜宮興造碑記》: “宮在城父之福甯鎮東南，去毫郡四舍，

南距渦水二里，下臨雉水。世傳老子在妊，有星突流於園，既而降誕。”此碑近年在安徽

渦陽老子廟出土，現存於老子廟。  

明《中都志》: “天靜宮，老子所妊之地，在縣(毫縣)東-百二十裡福甯鎮東南，基址猶

存。” 

   《大明一統志》卷七: “流星園，在毫縣天靜宮南，碑云，有星突流於園，老子因而

降誕，即此。元有聖母殿，遺址尚存。《中都志》、《渦陽縣誌》同此。 《穎州府志》

記載:"義門，唐時為真源縣。” 

老子的事蹟研究大概都以《莊子》、《孔子家語》、《呂氏春秋》所記載孔老的

關係作為研究資料，這就是最好的證明。以下就列舉若干老子與孔子的事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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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趾語老聃曰: “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德充符》 

    夫子問于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聃

曰:。胥易技系、勞形述心者也……丘!予告若，·…。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

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天地篇》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繇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

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曰: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 

《天道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

孔子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原來如此，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

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孔

子聞言，唯唯拜退。《天運篇》 

    孔子謂老聃曰: 丘治六經，自以為久矣……老子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丘不與化

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天運篇》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莊子·田子方》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御而心澡雪而

精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莊

子·知北游》 

   “陽之居南之沛。老聘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莊子·寓言》 

   “南見老子，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庚桑楚 ‧南榮趎》 

 “孔子于周則事老子，于楚則事老萊子。”《仲尼弟子列傳》 

《呂氏春秋‧不二》說得更為簡要:“老聃貴柔”，“關尹貴清”。以上“關尹曰“中”

其靜若鏡”、“寂乎若清”等語，均可見其“貫清”。《莊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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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渦陽漢代“孔子問禮于老子”古碑釋讀 2

古碑高約1.5米，寬0.5米，厚0.2米，地下部分不明，正面(左圖)圖像為三層。

上部圖像為三人站立;中部圖像為兩位元主人，左為側亂跪坐，雙手向前高舉，作

拜見狀，右為正面，坐相;下部為一盛器，顯示了拜見的禮物:雁一雙，鯉魚一雙，

乾肉一束等等。碑的背面上部為龍的圖像，下都是一隻虎的圖像。碑右上角殘缺。

據當地渦陽縣丹城相老家相學純等同志的介紹，此碑在他們建相氏祠堂時從地下

發掘出土。

〈以下說明採自《老子莊子故里考》〉

渦陽縣丹城相老家考察一座古碑。此碑年代久遠，顯得蒼老斑駁。經仔細辨認，

一致認為，這是一座“孔子間禮於老子”的古碑。古碑照片如下。 

3

《後漢書·郡國志》中的陳國有九城。“苦，春秋時日相，有賴鄉。”(伏滔《北征記》

日:“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日:“有曲仁里，老子里也。”)

同時有武平。(《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侵陳鳴鹿。杜預日:“縣西南有鹿邑。”) “這很

碑的背面為龍，孔子曾經讚歎老子為“猶龍”自不必說了。碑的正面，

上面三人，自是他們的學生。此場景，止符合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孔子間禮於老

子。” 

邊韶的《老子碑》文說: “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

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此地理特徵與今渦陽一致。 

                                                      
2 《老子莊子故里考》P130 
3 《老子莊子故里考》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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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地說明了，苦與武平分別是兩個縣級行政單位。是老子故里，“相縣虛荒，今屬苦”。

苦與相是同一地域。 

漢代的歷史有記載，一,是漢桓帝兩次派人到老子故里祭拜老子，二,是漢代的

陳相邊韶的《老子銘》。 

《老子銘》說:“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

渦水處其陽。” 

 此地理特徵與今渦陽老子故里一致，老子在春秋時代，是楚國相縣人，而在

漢代，500年前的相縣已經“虛荒”了，現在的古相縣已經屬於苦縣了。那時還有

依稀的古城，古相縣在賴鄉老子廟的東面，渦水在古相縣的南面。此碑證實了古

相縣的歷史地理座標，也表明了賴鄉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這也是考古發現證實

歷史資料的通常做法。司馬遷《史記·老子傳》也明確地記載了老子是楚國苦縣人。

楚國苦縣即今渦陽。
4

碑的背面，上面是龍，三爪龍，符合漢代龍圖騰的形象，孔子早就說過，老

子猶龍也!下面是虎，古代中國的龍虎圖騰是最高層次的，刻在這一個碑上，更加

證明，此碑的故事不是別的，只能是孔子與老子的故事。此碑告訴了我們，相氏

與老子是通家之好，它應在相氏祠堂裡永久地保存！

 

5“孔子間禮於老子”的古碑。

上面三位弟子站在北面從右到左：是文子、范蠡、子貢。中間主位右面老子坐在

上位，孔子在左面雙膝下跪手捧玉璧，高高舉起作拜師禮。6

                                                      
4 《老子莊子故里考》P136 
5 《老子莊子故里考》P138 
6 《老子莊子故里考》P134 

正好說明文子是老子

的弟子。下面就是文子、范蠡的歷史資料。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

蠡既雪會稽之恥，然而歎日:，乃謂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

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很自然的“范蠡的一

些經濟學理論得自於計然”。 

    (史記解集》:徐廣日:“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妍。”駰案:《范子》日:“計然者，

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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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王充《論衡·自然篇》說得也十分肯定:“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

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這段話將文子與老子的關係點得

十分明白，文子，當是老子的學生，……在東漢初年以前，人們對老子與文子的師生關係

是十分瞭解，並十分確信的。 

 

二、 學道的追求目標.道的顯化物象。 

(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第 1 章) 

大道無形常存於天地未判以前，溟涬無光，不落方所，實無可形容道也者。老子只將

道之形狀說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有象、有物、有精、有信。”道勉強形容之惟

恍惟惚，道之費隱實無可道也，而可道是道之已成物者。已非真常之道。無極生太極，名

在無極不可名，名在太極則可名。生太極於無極之內，能靜能動，故名為非常之名也。故

為萬物之母。大道實在沒有可以用語言可形容之名故 

(二)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第

25 章﹞ 

鴻濛未判之前，混沌無分之時期。有一 炁流通於天地萬物之中，循環不息沒有停止，

為生生之本，化化之根，天、地、人物賴之以生。恆古今獨立而長存，不變不滅，我們不

知道它的名字，勉強叫它做“道”、“大”。 

 “周行長彺，有逝之義焉。故大曰逝。逝則周遍無涯，有遠之義焉。故逝曰遠，然

豈出而無所歸哉，萬物芸芸將歸其根。故遠曰返。故曰大曰逝曰遠。以其用之不可禦者言

也。曰返。以其體之靜而正者言也。”7

上言以其體之靜。反：復也。無中生有，一陽來復，復見天地之心也。弱：柔也。身

心恬靜，專氣致柔，道之妙用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也。

 

(三)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 40章〉 

                                                      
7
《老子玄覽》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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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萬物，皆是如此。 

(四)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

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第 35章〉 

大象者，無可象而象之，仍指大道也。能執之以往天下，則天下皆往而歸之大道。故

能執之以大道往，故無所患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夫美樂美餌，能

使止者過客而已。然酒闌歌散，終不久留矣。道出於口似覺淡然無味，而實可生津補液。

看它又看不見，聽它卻聽不著，用它卻可取用不窮也。 

(五)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第 4章〉 

上言大道可取用不窮也。沖：虛也。道以虛為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其量包天地萬物而不見其盈，淵淵乎若萬物之宗主。只覺其沖然之體，若有所在，

卻無所在，若有存而實無所存。“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問誰之子？而不知誰子也。其

名象在天帝之先。 

(六)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同竅。《永樂大典》無故字，一本無常字） 

 妙即無名之物，故凝，常靜以觀之。徼，即有名之物，故運，常應以觀之。無欲、有

欲，常靜、常應也。以無欲觀無名，以有欲觀有名。丹家以玄關為有無妙竅者，乃由靜而

動，先天一炁，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蓋本於此。8

“妙即太虛，竅即太極。而觀之之法，則在一念不生以觀妙；一意不散以觀竅。所謂

“無欲”、“有欲”，即“一念不生”、“一意不散”之謂，非指有欲念，無欲念也。學

者當入室時，神氣相依，打成一片，久之而返於混沌，入於無何有之鄉。此為一念不起，

可於此時而觀妙也；但滅動心，不滅照心，智而若愚，慧而不用，於無知無覺之中，而有

其覺，自自然然，不加附益，而照體炯然。此即一意不散，可於此時而觀竅也。吾人妙竅，

即是玄關；玄關者，天地間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天地之大虛空，與吾身之小虛空，藉門戶

而息息相通。”

 

9

                                                      
8 《李涵虛太上十三經註》P77 
9 《一貫天機》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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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第 1 章〉 

兩：即妙竅也。有生於無，故同出，無轉為有，故異名，然雖異而仍同也。有無妙竅，

皆一玄也。於無欲以觀其妙，已得一玄。於有欲以觀其竅，又得一玄。二玄總歸一玄。故

為眾妙之門矣。10

    老子將道之體形象化，讓後學體道者欲修大道有所追尋，欲尋道源先從自身

心性中下手功夫。閑邪存誠，先有恍惚這種現象，後就能深入道境久則達神化。

方知吾心性中有至道之精先天一點真陽也。脩道者，多易著有著無，若欲不著，

其間有甚？此宜體會者也。請自試驗之，即“坐垂溫溫”是也。在一念不起，一

意不散時，若工夫做得合法，玄竅處自有溫溫然一團無形之炁。此炁似氣非氣，

實神、氣凝和之象，真意內蘊，乃有此景。此溫氣不易保留，心一動即散矣。有

此微溫之鼎，即覺身心兩適，有此即有鼎，藥物亦即此也。若無此，即為“煮空

為鐺，靜坐孤陰。”

 

 

三、修道的關竅 

11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上述有四個“中”字，又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皆指真

空中之妙有而言，恍惚杳冥，乃陰陽交媾之象。其精甚真已經把道形象化。老子要後人學

道目的就是得到“其精”，也就是“先天一點真陽”。惚兮恍兮變化不測。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無生有”，能說出恍惚這種現象，老子真正是一位得道者的過來

人，以其身歷其境的經驗才能形容出來。故一定要深入道境才能體會說的明白，要進入道

 

 (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 21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後。（第 14章） 

                                                      
10 《李涵虛太上十三經註》P77 
11《一貫天機》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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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一定要有其路徑，也就是修道常提到的“玄關竅。” 

   “玄關者，神氣交媾之靈光。初見玄關，明滅無定。初入玄關，恍惚無憑。以其神氣

乍合，未能固結也。到得交抱純熟，死心不離，始識玄關之中，人我皆忘，鬼神莫測，渾

渾沌沌，兀兀騰騰。此中玄妙，變化萬端，不可名狀，無怪其名之多也。”12

    又說：“玄關一竅，自虛無中生，不居五臟六腑，肢體間無論也。今以其名而言，此

玄關為玄妙機關，故曰玄關。此竅為萬法歸一之地，有獨無對，故曰一竅。一言以蔽之曰：

中是也。中在上下之中，亦不在上下之中，有死有活故也。何謂死，以黃庭 炁穴丹田為之

中，就是死的。何謂活，以凝神聚氣，現出此中，就是活的。以死的論，就叫做黃庭 炁穴

丹田，以活的論，乃稱玄關一竅，故曰：自虛無中生。真機直露，得者秘之。”

  

13

在昔文始天尊問道於太上曰：“修身至要，載在何章？”太上曰：“在於，深根固蒂，

守中抱一”而已。

 

    又說：“中者何？玄關是也。《參同契》曰：“運移不失中，浮游守規中。”皆指此

也。中境，妙自養己凝神，入室還丹，以至脫胎神化，無不在是。故初入道者，即要識得

這中，乃有登進之路。 

14

“夫性命雙修，教外別傳之旨，最秘最秘者，是先天一點真陽也。要知這一點真陽，

生於天地之先，長於萬物之前，圓陀陀，光灼灼，淨 倮倮，赤灑灑，不掛一絲。”汪東亭

又說：“先天一點真陽者，亦是象言筌蹄，無非學古人著書，強言強名耳。”若謂是口訣，

經云：“口訣安能紙上明。”又云：“虛空境界莫思量，大道幽深理更長。”釋云：“十

方無壁落，八面亦無門。大道無邊際，虛空難度量。”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儒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學道者日常功課“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含眼光、凝耳韻、調真息和合於虛中，會

三歸一，到一念不生後之景象，而顯玄關之妙用也。蓋玄關之本體為虛空，空中不空，一

氣流行，故以心息相依，妙合於此中，則體用全而返還之路通矣。 

15

                                                      
12 《道竅談.玄關再說》P23 
13 《道竅談·論玄關一竅》P23 

14 《道竅談.中字直指》P26 

15 《三教一貫》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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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涵虛對學道修道的弟子說做功夫，“鑽杳冥是第一樁難事。但先天一氣，自虛無中

來，必有真杳冥，乃有真虛無。恍惚這種現象噫！先難而後獲，全身要捨得。昔我在洞天

中，學鑽杳冥七八年，然後稍有把柄。” 

 

(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第 42章) 

老子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常養萬物”我們現今世

界都是大道化生，經過陰陽二氣交媾變化而形成的花花世界。天地人物，生生之本，化化

之根，並且得到大道太和之氣之涵養。 

   “道立三才之上，五行之先。太上論造化。故必以道為始。大道無形，渾然無極。迨

其靜中生動，而一乃見焉。一者，水也，在卦為坎。坎居北方，勞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皆在乎是。成終，則庶匯歸根。成始，則一陽來。陽即火也，故言水而火在其

中，一生二也。水火調勻，陰陽交泰，木情萌動，物類蕃昌，是故二生三，三生萬物也。

此統言造化，而丹道亦在其中”。上言三生萬物，三，木數也。物從木旺，木從火旺，火

在水中生，則萬物之體，外負陰而內抱陽。外陰內陽，外虛內實，虛涵陽氣，是為沖氣。

物情至此，合太和矣。今並以丹法言之：坤交乾金，變而成坎。坎體外虛而內實，則當以

沖虛含其氣，如太和之氤氳焉。16

道為無極，一為太極，二為陰陽，天一地二合成三，斯為明確之論。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明道原始，虛無一炁化生陰陽。萬物之生既陰陽之生，沖者中也。陰陽若無

沖氣，則中無主而神不寧。物之猶且不能況修道乎！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可見精、

氣、神，三者俱足，斯陰陽合太極而不分。使陰陽雖具太極無存，則造化失權萬物之生機

盡滅。大凡修道煉丹雖離不得真陰真陽，若無太和元氣則丹無由結道亦難成。蓋道原太和

一氣所結而成也，生人生仙，只是一理所爭在順逆耳，唯以元氣為體，陰陽為用斯金丹之

道於是得矣。

 

17

                                                      
 16 《李涵虛太上十三經》P104 

17
黃元吉《道德經註》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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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第 39章)    

老子云：“子能知一，萬事畢”，此是知一之象也。有理行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要知一即萬事之理，又一即萬氣之根，萬物之母。一即無極即天罡，即天地之心。以求返

還之道。法在先求混沌，以復渾然之太極；再由混沌進為虛空，以復真空之太極；夫然後

真空中生出妙有，還我父母未生前之本來面目。 

昔：太初之先也。一：眾數之始也。始生之物，其名為一，太初以前茫無著，太初以

後判有餘。欲得此一者，須在太初。前後之間，有氣而無質，無質而有信者也。五行以水

為一，此水乃善之極澄之極，不可思議之功德水也。名之曰水，似強也。不名曰水，又空

也。18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寧〈寂然不動〉，神

得一以靈〈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綽然有餘 〉，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泰然安固〉。“一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

然歸彺也。”

 

19

“此明修士要得玄關。惟收斂浮華一歸篤實，凝神於虛，養氣於靜‧致虛之極守靜之

篤，自然萬象咸空，一真在抱。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邵子云：“冬至子之半，

天根理極微，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即天理來復，古人喻為活子時也。又曰一

陽初發杳冥沖醒，此正萬物返本天地來復之機，先天元始祖氣，於此大可觀矣。但其機甚

 

 (四)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

靜，靜曰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沒身不殆。(第 16章) 

學道者日常清靜煉養自己的身心，“心息相依、神氣相合”，以我心息放到外面虛空

中去相依，依極而化，自然得到真陽的涵養，慢慢進入無息、靜定到無人、無我。由“靜

而生動、無中生有”自然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到我們的身中，就是一陽來復。故易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靜寂生動。就這動處，便見到玄關

也。是故，金丹之道，純系虛空中事業，從身外虛空中下手，在身外虛空中了手。 

                                                      
18
涵虛真人《太上十三經註》P101 

 
19
《道德會元》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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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其氣甚速。當前即是，轉念則非，不啻石火電光，俄傾頃間事耳。……歸根是由動而

返靜矣。”20

“修身人委置元神於空器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閒事之所，謹慎而不失其

道。俟空器之生物，而吾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來，而生變化神明焉。知此，則七返之

道備矣。彼萬物之芸芸而並盛者，是故春生夏榮，秋斂冬藏，復枯落而還歸其根。物還其

根，動而復靜矣，故曰靜。靜則復返於無物而還造化矣，故曰覆命。覆命，則知真常之道

矣。

 

21

    "大道本虛無靜一。靜極而動，遊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而道始落於後天名相之中。

故體道者，原本返始，以致虛守靜為本焉。常觀清淨之中，一物不著，何其虛而靜也。少

有物焉，則虛者實而靜者撓矣。太虛廓然，片雲生而障礙。淵泉湛若，微風起而波動。焉

能復其本然之體哉。故體道之時，時時打疊此心，內者不出，外者不入，使其胸次灑灑，

一塵不掛，有以復其天空淵湛之本體。是則可謂致虛之極。非守靜之篤者，孰能之哉。又

曰：“所以復歸其根者，乃道之動極而靜，故物隨機以入也。故歸根曰靜，靜則復歸於無

物，而有以還造化矣。故靜曰覆命，覆命則真常之道也。”

 

22

覆命之學，須返我於虛寂，唯虛能感，唯寂能感。學者由心息相依，直造大定之境，

定久寂然，是謂歸根。歸根則由動而返乎靜矣。靜極復動，先天一炁，有感必應，我即動

以應之，在外心息相依，神氣依然合一，使同定而不妄馳，是即水府求玄，起巽風而運坤

火也。再由心息相依，漸漸由武火轉為文火，神息兩忘，又入大定，則先後二天，各得其

所，內外和融，身心恬愉，所得真乙之炁，送歸土釜牢封固矣，方可一度罷功。是故覆命

之學，須經三反，即由動而靜，靜極復動，動而又靜是也。

 

23

    致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觀復知化〉。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動極復靜〉。歸根曰靜〈返本〉，靜曰覆命〈生意存焉〉。覆命曰常〈歷劫寂爾〉。意

具是致虛靜篤，覆命歸根，純是玄妙。

 

24

                                                      
20
黃元吉《道德經註》P59 

 
21
涵虛真人《太上十三經註》P87  

22
陸潛虛《老子玄覽》P297 

 
23
《 天樂集》P250 

24
《道德會元》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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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第 10章) 

載：即車載之載。營：即營衛之營。衛屬陽，而營屬陰。營魄：即陰魂也。或曰：營，

魄也。以營為魄，未免錯解。不知言陰魄而陽魂即在其內。八月十五日，魂盡注於月魄，

月乃滿而為純乾。聖人當此，即運河車以載之，乾金遂為我有，經所謂“得一而萬事畢”

者矣。既得其一，則必不失其一。聖人載魄而返，抱一而居，則地魄擒朱汞矣。故能無離

也乎。十月溫養，內火天然。暖氣常存，嬰胎自長。聖人專氣致柔，即內火也。故能如涵

育嬰兒乎。玄覽者，內觀也。滌除玄覽，清靜內觀也。清靜內觀，心無疵累，所謂“觀空

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也。25

六者，嬰兒無人我相，無執著心，渾渾沌沌，不識不知，忘物忘懷，但知饑來食飲，

困來打睡而已。體道之士，亦須如此。故舉嬰兒之德，以相勉焉。

 

此乃教人心息相依，氣息沖和，睡中無聲，一如嬰兒時也。 

一者，嬰兒無機心，離於是非高下大小之分別。 

二者，嬰兒柔和，老子所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

死之徒”是也。 

三者，嬰兒不爭，老子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不爭之德，五千言中，三致意焉。 

四者，嬰兒無淫欲，見色不色，清淨恬淡。 

五者，嬰兒抱一，惟神氣是守，心息和融，夜睡無聲，能感天地真陽，學道之士似之。 

26

                                                                                                                                                            
 
25 《太上十三經註》P82 

26 《天樂集》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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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

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第 52章) 

  有始，資始也，道所以為萬物之母也。萬物者為其子，既知萬物從道生。若能安靜

虛無，則能復其靈明。靜則復返於無物而還造化矣，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物還其根也就

沒有生死。就能沒身不殆。兌為口，門為眼耳，為視聽之根六根之門戶。使之內念不出，

外念不入，收視返聽，其道首在“閉塞其兌”。工夫到真靜時，於眼前常見一珠之象，形

如黍米，故曰小。是性光初露故也守柔者，以柔以默而守，氣本平和。能守此柔乃曰強。

光者，神也，光集聚越多，自然如心印妙經“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即長生

久視之修也。得到真常之道就可以無遺身殃。這就是學道者日常要守其真常之道理也。下

述涵虛真人把脩道結丹、還丹過程說的很清楚明白，讓學者有跡可尋。 

天下之道，有終必有始，然其始非一端也。金丹有始出之地，始行之事，始復之物。

始出者何？坤爐與陰爐是也。陰中藏陽，故名陰陽爐。月現兌方，故名偃月爐。兌為少女，

故名先天妙鼎。《悟真》謂“產藥川源”，皆始地也。始行者何？致虛極，守靜篤，吾以

觀其復。濁以澄，靜之徐清，安以久，候之徐生。皆始事也。始復者何？混混成成，窈窈

冥冥，其中有信，其中有精。無名之樸，無形之金，皆始物也。還丹以此金為始，故曰有

始。然金非坤家故有之物，乃乾家之火精也。丹法以砂為主，入坤爐而成坎，稟和于玉池

之水銀以成戊土，戊土即陽丹也。陽丹乃外丹，外丹乃丹本。金花是他，真種是他，黃芽

是他，白雪是他。以外丹為內丹之親娘，故有始以為天下母也。母有聖號，稱為陽鉛。 

夫有陽鉛為母，即有陰汞為子。陰汞是後天子氣，陽鉛是先天母氣。以外邊陽鉛伏內

邊陰汞，母與子見，故曰知其子焉。但此陽鉛之來，須得火功妙用。蓋鉛生坎宮，沉而不

起。欲其擒制離宮之真汞，當用武火猛烹，然後飛騰而上。及與真汞相見之後，則宜守城

沐浴，不可加以武火也。始則母戀子而來，繼則子戀母而住，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

子母相戀，終身不殆，則大丹成矣。 

 大丹名內藥，聖胎是此，嬰兒是此，真人是此。養內丹者，要有天然真火，綿綿於土

釜之中，亦須假外爐陰陽符火，勤功增減。運用抽添，然後形化為氣，氣化為神。形神俱

妙，與道合真。故當塞其兌，閉其門，終其身事也。溫養兩般，內文火而外符火。保全十

月，去有為而證無為，故不敢勤於外事，擾室中靜功也。《參同契》曰：“固塞其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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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令致完堅。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此即溫養功夫 也。

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塞兌閉門，是為要訣。若使不塞其兌，將日與外事應酬。道家常談

時務，是欲有濟於外圖，先已有傷於內養。口開神氣散，意亂火功寒。長生大道，竊恐不

成，故曰：“濟其事，終身不救”也。 

 見小者，丹之金光，形如黍米，故曰小。能見此小則曰明。守柔者，身之王水，氣本

平和，故曰柔。能守此柔乃曰強。光者，神也，即金光也。明者，氣也，即金精也。以金

光罩金精，則光明藏裡，神氣相依。胎養功成，一身脫厄，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

遺身殃”，是之謂襲常之道，長生久視之修。襲常者，守其真常也。27

 有名萬物之母。而不知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如是則知母之復有母

也。蓋天地萬物皆從道生，經曰樸散為器，凡有名相之皆道之子也，然道器子母本不離既

得其母，以知其子則知天下無道外之器。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則能復歸於樸，而可以無逐

末忘本之患矣。守母之學亦曰食母。又何謂守母，塞其兌，閉其門是守母也。見小，守柔

是守母也。用其光，復歸其明是守母也 。何謂塞其兌，閉其門人有七竅， 皆為母炁出入

之門。鼻為巽門，口為兌門 。《參同契》云：“閉塞其兌，築固靈株。”又曰“兌合不以

談、希言順鴻濛。”誠能塞而閉之，內焉關鍵三寶，外焉遠絕四愆。而 終生身無勤勞之

事矣。否則開其兌，雖濟其事。而抑何救於危亡也哉。何謂見小 ，守柔。道之體本自虛

無，本自濡弱。經曰常無欲可名於小，誠能見之則知微而知彰矣。故謂之曰明。又曰天下

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牝常以靜勝牡，故謂之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誠能復歸於明，則是 知子 守母 而沒身可以不殆矣。殃咎胡

自而至 哉是謂  謂襲常。常即真常知道母是也。襲者承襲之義。

 

 吾山評：此章句句解得清，字字抉得出，還丹之道盡見於此。吾常謂太上之經，言簡

意賅，雖真仙不能盡識，何此注之特明也？樂甚！快甚！ 

28

                                                      
27 《太上十三經註》P110 

 
28 《老子玄覽》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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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第 5章) 

天與地分為兩間，兩間之中，則空空洞洞，猶橐之無底、龠之相通。一氣往來，無為

自然，是故虛而能涵，不窮屈於萬物。其中能容，動而默運，益推出其全量，其中無盡。

天地不言也，聖人亦不言也。若使多言，將言有數，而數即可以窮之，故不如守中而已。29

聖人守中以治身，以中之能養谷神也。谷神者，元性也。谷以喻虛，神以喻靈。性體

虛靈則不昧。不昧者，即不死也。夫谷神也，而復謂為玄牝，何也？蓋以玄，天也。牝，

地也。天地合而玄牝成，其間空空洞洞。儒家號隱微，此中有不睹不聞之境。釋家名那個，

此中有無善無惡之真。聖人治身，即借空洞之玄牝以養虛靈之谷神，故以谷神之名名玄牝，

此因用取名之義也。一玄一牝，一乾一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參同契》云：

“乾坤者，《易》之門戶”。“所謂兩孔穴法，金氣相胥，即此玄牝之門也。陰陽來往於

其內，坎離交媾於其中。男女媾精之房，日月交光之所，聖人顛倒之，則為生門。凡人順

用之，則為死戶。地天交泰，不外乎此。故又稱為天地根，言天地互藏之根也。天地之根，

乃返本還元之地，煉氣化神之區。綿綿若存，即是調養谷神，自然胎息也。用之不勤，即

是外爐增減，自然符火也。不勤者，不勞也。”

 

呂祖云：“天地不能生萬物，虛空能生天地”，故此是謂天地根也。又云：“虛空無

際，深得萬物之性，故又能生萬物。”能知萬物，從此門中出者，則知眾妙之門矣，即入

此門中下手。若離此門，別無道也。 

(八)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 6章) 

谷者虛空也，神者靈應無方，空谷之神是不會死亡的。玄天牝地。玄牝者，天地闔辟

之機也。《易·系》云："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之謂變。一闔一辟，即一動

一靜，是故玄牝之門，正是天地之根本也。實即天地之中，即眾妙之門。綿綿者，連綿不

絕也，勤是著力之意。謂呼吸往來，連綿不絕，順乎自然而不著意用力也。尹真人云：“知

而不守是工夫。”孟子云：“不忘不助。” 

30

                                                      
29 《太上十三經註》P79 
30
《太上十三經註》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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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云：“天地不能生萬物，虛空能生天地”，故此是謂天地根也。又云：“虛空無

際，深得萬物之性，故又能生萬物。”能知萬物從此門中出者，則知眾妙之門矣，即入此

門中下手。若離此門，別無道也。”濩推之於一身，皆是谷神主宰！耳不得虛空不能聽，

眼不得虛空不能視，鼻不得虛空不能嗅，舌不得虛空不能言，手不得虛空不能執捉，足不

得虛空不能奔走，身心不得虛空不能舒暢，則病矣。又口鼻不得虛空不能呼吸，則死矣。

再推之一切萬物，亦皆是谷神主宰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

悟麼？蓋不得谷神主宰，則不能虛空；不能虛空，則不能靈通；不能靈通，則不能成造化

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不知者，是不知虛空能以生我、養我，

亦能以死我、化我也。經曰：“夫道，虛空而已矣天地日月，皆從虛空中來。又曰：“天

地者，虛空之真胎也；日月者，虛空之真息也。”人能與虛空同體，則天地即我之胎，日

月即我之息。谷神也，虛空也，玄牝門也，天地根也，得虛空中真消息，則知煉己築基，

即在虛空中下手。31

 “先天大道，如洪荒之未開，無為而成，不言而治。故眾人皆臻淳厚之化，熙熙然

相安相樂也。共食其德，如享太牢。同遊其宇，如登春台。此雖華胥風俗，無以加焉。聖

人曰：我獨淡泊恬靜，杳無朕兆，若嬰兒之未成孩也。乘乘者，與道相乘，故曰乘乘。上

 

 (九) 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獨泊兮，其未兆；

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

晦，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第

20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

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

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第 28章〉 

老子說：“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總之，是教人返本還原。古人修

道謂“學混沌，”後人為學“活死人”要人能忘人忘我混混沌沌，回到身心兩定混沌的景

象，妙契真空，則返歸於未生。形與道合，則隱顯自在，故知虛無自然者，大道之宗要。

而自然食於母也。即是教人窮究父母未生身以前先天一點真陽。 

                                                      
31 《三教一貫》P30 

119



范水旺 

下升降，個中運行不息，若無所依歸者然。故眾人皆有餘地可求，而我獨於此中，獨如遺

世特立者然。則眾人皆智，我獨若愚也哉，夫亦大巧若拙也。忽兮如天地之冥晦，飂兮覺

往來之無定。由此觀之，是眾人皆有所用，而我獨昏悶，飄然若愚頑而鄙樸者。人不與我

同，我亦與異也。一粒陽丹，號為母氣，我獨求而食之，以致長生。32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炁即先天之始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皆得之以

有生，而以智慧巧利竅鑿渾沌，存焉者寡矣。聖人則知母炁之在人，乃吾生身立命之根。

而不須臾失也。於是觀妙觀竅於同類有情之中。而竊其互長藏之精，以為性命之主。養之、

韞之、食之、味之，則見道味深長，而世味為知自忘。又何俗學之足以櫻吾念哉。食母二

字老聖平生學術，盡露於此。篇中食母守母有國之母。”皆是此意。

 

33

又言“修道人要混混沌沌方得玄關一竅，故人皆智我獨愚，人皆明我獨暗，正養此玄

關一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正吾人受氣之本，是為母氣。又曰一粒陽丹號為母氣，人得

以食之，可以長生。”

 

蓋凡紛馳於外，失其本來之天。聖人涵養於中，保其固有之性。聖異於凡，皆由後天

以返先天故耳，夫後天為情，子氣也；先天為性，母氣也。由情以歸性，一如子之戀母，

依依不捨。故曰“貴求食於母。”人欲修道不於沖漠無朕之際求之，又從何處用功？純陽

祖云：“玄牝玄牝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泄盡。”  

34

    玄宗丹法，集成於《參同契》。《契》曰：“混沌相交結，權輿樹根基。”此謂陰陽交

合，入於渾沌。渾沌乃生天、生地、生人之根源也，而丹基正樹於此。呂祖所謂：“真訣

誰知藏混沌”是也。《契》又云：“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即乾坤坎離，亦即兩重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

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 莊子·應帝王篇》 

    七日而渾沌死者，蓋渾沌乃先天無極境界，離心意識分別情量。若六根用事，六識紛

然，則落於後天聞見之中，又儵與忽乃心與息，心息合一，臻於大定。定久，內外渾忘，

根境俱泯，是為渾沌。藏心息於渾沌，玄宗歸根覆命之學也。 

                                                      
32
 涵虛真人《太上十三經註》P89 

33 《老子玄覽》305 

34
黃元吉《道德經註》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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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四個陰陽也）混沌，徑入虛無。”此謂先後天冥合，返於混沌之鄉，凝結於虛無之

谷。此混沌虛無，即是元基。元基者，玄化之機也。《契》又曰：“晦朔之間，合符行中。

混沌洪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此謂混沌洪濛，乃日月合璧之際，聖人於此安身，洗心退藏於密，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一切天地神靈，不可測度，最為玄妙。此作丹之樞紐，仙化之洪爐也。35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魯迅先生將它翻譯為:“老子毫無動靜的坐著，好像一段果木

頭”。“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吾游心于物之初”，正是描寫老子的打坐修煉功夫，

與後世道教徒的修煉沒有什麼兩樣。老子說：“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

總之，是教人返本還原。

 

    《莊子·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

之，少焉見日: “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 

36

萬物之奧，猶言造化之源也。善人則寶重之，以修丹而作聖。不善人亦保全之，可補

 

 

四、成道者的形象儀態 

(一)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

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第 47章)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 7章) 

聖人者，法天地者也。是以聖人養身，以柔以弱，似後其身以求生。漸充漸滿，實先

其身以得生也。守中制外，似外其生以無生。先忘後存，即存其身以有生也。 

(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

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第

62章〉 

                                                      
35 《天樂集註》P147 
36 《老子莊子故里考》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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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而延年。此道之至公也。故以天子三公之貴人，拱璧駟馬之貴物，而與道相較，終不如

坐進此道之為貴也。坐：守也。 

 (三)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鷙不摶。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第 55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

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第 70章) 

 

五、總論 

哲學史上所有哲學家中，就其身後遭遇之離奇者而論，實無過於老子其人，

老子本是“自隱無名為務”的隱君子，…被拉出來充當大唐皇帝 ─ 玄元聖祖。

他本是以哲學思想來反宗教的第一人，但後來竟成了道教的開山祖師 ─太上老君。

他本是生活在春秋末期， 但一會兒是周幽王時代的賢者，一會兒是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等帝王之師，也是戰國時期“博大真人”李耳。老子真可謂是變

化莫測的神龍了。由此可見，老子在 “老道…的筆下固然是神話中的人物，即在

“今儒”的筆下亦依然是神話中的人物。 37《 老子》書在漢之景帝遵崇道，始名

曰經，至唐玄宗始加道德，分為上下兩篇。20年代`初《 老子古始辦》最後結論還

是分成三個不同派系。第一派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前。第二派認為老子是戰國時代

的人。第三派認為《老子》成書在秦漢時代的時候。38

                                                      
37
《老子其人其書及到論》P13 

38 《中國老學史》P5 
 

 

1993年湖北省郭店竹簡的出土，則為我們進一步澄清《老子》成書於春秋未或

戰國初的大致是正確的，上述第二、三派 “晚出論”的觀點則不能成立。另一方

面渦陽縣丹城相老家。此碑年代久遠，顯得蒼老斑駁。這是一座“孔子間禮於老

子”的古碑。符合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孔子間禮於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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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師于老子”應該可確定。那第一派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前正可證明是正確。

故對於第二、三派的學術研究者應該檢討改進。作為學術研究者應該注意“考據

方法，注重事實，避免推想、門戶之見…。” 

   在《老子》書中選擇出有關丹道養生章節，作為“老子的叮嚀”奉行格言。

學道者日常作息就是塞其兌、閉其門不就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為一和合於虛中，會三歸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進入

到一念不生後，自然顯現玄關竅，再靜到無我、忘我時靜候先天一點真陽到身， 不

就是觀妙，觀徼修道之訣得矣。古人云：“不離方寸”不就是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能如嬰兒乎？最後“復歸於無極”，“ 復歸於嬰兒”，“ 復歸於樸”，

“ 復歸其根”，皆是返於未生之初，歸於虛無之境。此際忘物忘形，不識不知，

混混沌沌，無天無地，無內無外，無始無終，直入太和之境，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也就能回歸到天道境內與大道合體。即是莊子：的“無而有鄉之境 ”這都

是要親身體會的現象。古仙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 此術是竊無涯之元炁，

續有限之形軀。無涯之元炁，是天地陰陽長生真精，靈父、聖母之炁也。有限之

形軀，是陰陽短促濁亂凡父、凡母之氣也。故以真父母之炁變化凡父母之身，為

純陽之體則與天地同壽也。沒有什麼“妖言惑眾”之說。故“老子的叮嚀”就是

教人窮究父母未生身以前先天一點真陽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以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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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度解冤度人鬼—道教的終極關懷 

 
沈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 

 

壹、前言 

道家重生，講究長生久視。一般人死不瞑目，死不甘心。「死後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愛國詩人陸放翁臨終遺言）。

人生苦短，「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諸葛亮六出祁山，未完成大志，

留給後人無限的哀思）。殺生成仁，捨身取義，談何容易。哀莫大於心死，有些人，

一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兩眼一閉，以後，世界許多變化，人生的一切悲歡離合，

都不能看一看，和嚐一嚐，心理難免哀傷惆悵。「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

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1

                                                 
∗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士，國立高師大教研所碩士班結業，國立中山大學中山所社科班研究。現任高

雄道教學院院長，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教學院老師，中華經典學會常務理事。曾任高雄市道教會

弘揚教義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道教學院南台分院教授兼教務主任，中華南台道教學院教授兼教務

長。專長：道教神學及道教經典之研究。近五年曾發表之文章或書籍，計有《東華木公大天尊聖紀》、

《道教東方長樂淨土太乙救苦天尊》、《神農大帝聖傳》等，及〈超度祖靈薦拔親魂科儀〉、〈少年英

雄李哪吒〉、〈道教日用養生訣要〉、〈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淺談老子的政治理念〉、〈淺釋太陰

煉形的理念與實踐〉、〈黃炎戰爭的前因後果〉、〈煉氣與養生〉、〈貴道養生，地靈人傑，孕育仙才的

王屋山，及其名勝古蹟、仙真高道〉、〈試析《真誥》的存思見神、通靈接真與人神雙修〉等道教學

術論文多篇。 
1 戴健業：《老子的人生哲學；自然人生》頁 289。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真正是：人生短暫，生不逢時。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我不欲生，忽然生於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期至」（莊

子）。 

《悟真篇》：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燦，一生身世

水泡浮，祇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焠枯，試問推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

人生雖有百年期，壽夭穿通莫預知，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內已眠屍，妻財拋

下非君有，罪業將行難自欺，大藥不求爭得過，遇之不煉是愚痴。 



 

沈武義 

然而「眾生多結冤，冤深難解結，一日結成冤，三世報不歇」。雖然佛度有緣

人，神仙不救無命鬼，但我命在我不在天，只要能「同體大悲，度生度死」，自然

不失去生命的根基，就能長久，身死而不被遺忘，「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老子第 33 章）。 

道士追求長生成仙，不僅僅是濟度自己，也要濟度眾生，不僅要濟度世上所

有活著的人，也要濟度在下界受苦的鬼魂。原始道教即試圖濟渡他人，即渡人，

拯救他人苦難，也宣傳濟渡自己，即渡世、解脫自己的苦難。他們對於濟渡死者

亡魂，對於自己死後成仙，不大關心。早期神仙道教追求長生不死，也是渡世，

不僅關心延長現世生活的幸福，或者改變目前不甚幸福的生活，也著眼於克服死

亡，實際上是關心死後。道經吸收佛教大乘思想後，明確指出道士不能僅僅救自

己，而要以濟渡眾生為己任，如《太上洞淵神咒經》。道經吸收佛教三世輪迴思想

後，將濟渡眾生的範圍擴大到所有人的往世、今世和來世，對群眾具有更廣泛、

更強烈的吸引力，如《度人經》2

道祖曰：「死而不亡者壽」。死者軀體也，不亡者生命也。依規做七，可使生

命永在，否則魂飛魄散，化為烏有。道教以人生有九流，死歸十類，精忠報國者

曰忠魂，志慕清虛者曰素魂，饑寒凍餧者曰苦魂，里社不收者曰孤魂，允囚牢獄

。 

 

貳、逢七做法事，仰仗大道力，使魂靜魄凝，受煉更生而昇天界 

道教對世人的終極關懷，深植在華人生活宗教中，道教認為魂魄合而為命，

附體則人生，離體則人亡。人死以後，每七日做法事一次，稱曰虞祭。蓋以人死

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氣者聚則為神，散仍為氣，故以法事而凝其神。《堅瓠集》云：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腊，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腊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

而七魄具。一忌而一魄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泯。」《柳南隨筆》云：「或問

人死每遇七日則作法事，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

曰：何以遇七輒魄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為一七，甲木也，

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而散盡也。」

因此，逢七做法事者，仰仗大道之力，使魂靜魄凝，受煉更生而昇天界。 

                                                 
2 朱越利《道經總論》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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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曰死魂，損身壞體者曰傷魂，愴忙奔走者曰驚魂，非命枉死者曰精魂，隨波逐

流者曰沉魂，分娩不下者曰產魂。因而在法事中，亦因類而異。但攝召，請赦，

耀道，填庫，療治，解冤，破迷，說戒，煉度，過橋等科儀及程序，都在七中，

次第敷演，並在七中施罐斛食濟度無祀孤魂，以此功德轉歸亡人，故民間多曰做

功德。 

各七除法事科儀，遵循一定程序操作外，開誦經懺亦不相同。首七虔誦《太

上無量度人妙經》，旨在鑄魄陶魂，掃除苦趣，超凌各界，使備道品。二七虔誦《三

官應感妙經》，拜禮《三元錫福寶懺》，旨在祈施慈濟，拯拔亡靈，出離冥途。三

七虔誦《玉虛九天生神玉章》，拜禮《九天生神寶懺》，使魂魄受煉，受化更生，

不致渙散。四七虔誦孚佑帝君《醒心真經》，拜禮《玉宸紫府破迷法懺》，旨在燭

照物情，破除染著，得悟玄機，庶能上昇。五七虔誦《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朝禮

《文昌玉局酬恩心懺》，旨在求道保元，度厄化幽。六七跪誦《玉皇五品真經》，

朝禮《玉皇宥罪寶懺》，旨在藉無涯之法力，證具足之神通，助亡魂靈爽開清，備

位仙班。終七則演黃籙大齋，虔誦諸品妙經，朝禮《玉軸朝天大懺》，旨在救濟拔

贖，濟生度死，消解冤結，懺謝罪愆，並為還債，療治，聚形，合命。道教七七

虞祭，係宗教上至為完美之安排，亦為道教尊重生命之表徵。以故道教超拔法事，

其受度者之姓名、生庚、出生之地、死亡之所，均須敘明 3

人本乎祖，孝始於親，世人之死其親，未知親之魂魄升降耶？淪滯耶？倘以

道法開其幽暗，拔其淪滯，使其魂魄升於高明，如生死骸而肉白骨也，豈不慰其

父兄子弟之心哉。是故女青禁典中，存有拔贖之文，靈寶本章，首列追度之品，

凡道士修真，此為先務。 

。 

 

參、薦拔祖先脫離苦海 

道教乃敬天祀祖之多神教，主張「崇德報本、祭拜祖宗」。人來自祖先，沒有

祖先那來兒孫？所以道教主張人不能忘本，一定要祀祖，還要超度祖先。道教認

為人之為善為惡，若果報不及己身，則由子孫承負其禍福。同樣的，子孫的所作

所為，也一樣會影響祖先的安寧。 

                                                 
3 張檉《我們對道教應有的認識》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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劬勞鞠育，父母之恩莫重。凡有血氣者，皆知其情，子欲養而親不待，自古

皆然。未能盡養於生前，必抱遺哀於身後。蓋父母有生之年，未伸於榮養，死後

尤切於追資，幸天尊垂玉匱拔亡之典，使人子伸昊天罔極之情，陳哀悃於帝前，

白簡飛符，拔死魂於地下，既鬼有所歸矣，於人獨無恔（快活）乎，乃知道教之

垂科，能濟禮教之不及。 

拔度即薦拔超度，是指拔出地獄幽魂，使之超生樂土，而度脫苦趣之意。道

教認為家屬能虔誠供養三清上聖、玉皇至尊、太乙天尊……降臨道場，並延請高

功法師，行持超度法事，可以使亡者早日超昇，出離幽途，永辭長夜，上登朱陵，

受度更生。 

祖先在世，如修持得道，即能離苦得樂，上昇天界，快樂無為，逍遙自在，

而且福流子孫。反之，若祖先生前，不信罪福因果，昧理欺心，遂致報對昇沉，

輪迴輾轉，受諸苦惱，無有休停，而且還禍延子孫，導致陽世子孫，事業不順，

命途多舛，家運不濟，身體欠安，子孫不孝……種種無明，即使努力修善積德，

仍遇其凶禍者，受先人之餘殃也。 

為了驅除楣運，為了盡孝，為了薦拔祖先，早日脫離苦海，此時可以借助超

度科儀，修齋建醮，上通神明，懺悔解禳，度脫身中災惡，一一解散，勿為留難，

致九幽破壞，長夜光明，祖先昇度，眷屬壽康，等與群生，同登道岸。 

道教科儀之過程，在任何齋醮之法事程序上，必先正奏及啟請祝聖，向所求

之神靈，報告將要舉行之齋醮節序，祈以神之證盟協助，光燭九幽，先亡受度。 

道教多神，因神之司職不同，所請神明自然有異，超度祖靈薦拔親魂，必須

恭請無量度人元始天尊無量度人靈寶天尊無量度人道德天尊高上玉皇赦罪天尊東

極太乙救苦天尊南極朱陵度命天尊西極黃華蕩形天尊北極玉眸鍊質天尊中極九幽

拔罪天尊生天得道天尊慈光接引天尊太極內煉葛公真君西河救苦薩公真君十方救

苦真人十方救苦童子九天自然生神上帝三元三品三官大帝東嶽天齊仁聖上帝五嶽

四瀆四天上帝北陰酆都玄卿大帝冥府十王慈仁真君救苦會上無鞅聖眾……。 

諸神中以太乙尋聲救苦天尊，為度生度死的大慈仁者，以玉清靈寶之尊，秉

紫府純陽之政，陶鎔萬類，聞名者立便生天，慧照十方，望光者即離鬼趣，化身

如恆沙數，物隨身應，……神通無量，功行無窮。「若有眾生為七祖九先，身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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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流滯寒庭，未得託生，但當存思念誦（太乙救苦天尊）聖號，自然出離陰境，

便得生天」（《太一救苦護身妙經》）。 

南極朱陵度命天尊丹天上帝，即韓司丈人又謂可韓司丈人真君，為元始之元

炁所化生，居南昌宮，道稱南昌宮朱陵度命天尊，為煉度魂魄之主宰也。 

凡諷誦經典禮懺者，切須齋戒沐浴，嚴整衣冠，誠心定氣，叩齒演音，然後

朝禮，朗誦經文，慎勿輕慢交談，務在端肅，念念致誠，無違聖意，隨願禱祝，

自然感應，獲福無量矣 4

道經：七月十五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眾普詣宮中，簡

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其日作元都大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

珍奇異物，幢幡寶蓋，清膳飲食獻諸聖眾，道士於其日夜誦經，十方大聖齊詠靈

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於眾苦，得還人中

。 

眾生應於七月十五日中元赦罪之辰，啟建道場，頂禮聖號，洗心滌慮，皈命

投誠，地官自然感應，大赦罪愆。……掌握者總司之任，爕贊者佐理之官，維茲

陰陽兩界，輕重罪囚，不有中界天真，同聲救苦，削除業案，恐九幽長夜，永無

超拔之期，自中元地官外，更有一百二十天尊，同大慈心，同大悲心，及諸嶽名

山聖眾，隨方濟度，拯救群生，所有大罪減小，重罪減輕，陽解法網，陰脫苦輪，

總秉中元地官意旨，平反諸獄，報對從寬，人既皈命中元地官，更須皈命中元爕

理一百二十天尊，並五岳名山眾聖，陰府冥官，轉禮聖號，以酬救度之恩，以罄

感啣之念。 

這一天家家戶戶，殺雞宰羊（最好是鮮花素果清膳飲食），燒香祭饗祖先。同

時各行業，民家在廟埕上，共列牲醴，普施陰公（俗稱好兄弟．即孤魂野鬼），這

種孝祭祖先，進而普度無方遊魂，叫做「中元普度」。 

《修行記》：七月中元日，地官下降，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夜誦經，餓鬼

囚徒亦得解脫。《道藏經》：七月十五，乃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 

5

                                                 
4 沈武義〈超度祖靈薦拔親魂科儀〉前言，載《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演討會論文集》。 
5 沈武義《道教東方長樂淨土-太乙救苦天尊》頁 6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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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持念太乙天尊聖號，臨終依其願力，被接引到東方長樂世界 

一切眾生，死經地獄，魂繫酆都，備受諸苦，時時拷掠，刀山屠割，銅柱鐵

牀，火翳寒地，無邊苦惱，若能稱吟（太乙）天尊聖號，舉無量音，響徹十方，

聲聞九地，拷對悉皆解脫，魂神受鍊，徑上南宮，劫劫生生，長居快樂。 

太乙救苦天尊，具有大自在神通力，無量大智慧力，能為人解厄、除難、破

邪、伏魔，並能解除人們一切病苦，故有太乙醫王之稱號。「在天呼為太一福神，

在世呼為大慈仁者，在地獄呼為日耀帝君，在外道攝邪，呼為獅子明王，在水府

呼為洞淵帝君」。因其具有廣大神通力，故能遨遊天上人間，地府水府，一切救生

度死之工作，其皆能為，尋聲赴感，故又被尊稱為「太乙尋聲救苦天尊。」 

更難能可貴的是祂創造了一個非常完美的東方長樂世界，只要眾生持念、思

念太乙救苦天尊聖號，自然即時感應，使萬邪不入，萬福不侵，萬難不生，誦之

萬遍，福祿綿延，吉祥康泰，壽命永保遐年。臨終前不忘存念太乙救苦天尊，即

時依其願力、德行被接引，往生東極青華宮，在此蓮花化身，進修無上道果，永

脫輪迴之苦 6

道教的煉度、施食等科儀，是活著的人為死去的人做道場，為死去的眾生超

度，為四處漂流的餓鬼超度，為已投胎的眾生超度。具體的說，就是活人以慈悲

之心，給死人布施，行善積德，讓逝者脫離苦海，超生樂土，遠離惡道，解脫輪

。 

 

伍、口誦黃經，對天祈禱，超度宗親亡魂，解釋 寃愆業報 

以忠孝為本的道教，把陰陽兩界看的同樣重要，陰間諸鬼有來路，無去路，

遊魂無依，終日受苦。向鬼魂施食，就是勸人向先祖盡孝，是以特定的方式追念

祖先，及已故親友，為的是濟度一切眾生，彰顯的是孝道思想。在科儀中經過「咒

施法食」，陽世的食物已變為醍醐甘露、蘭餚珍饌、玉液瓊漿，使幽魂深味無為，

永出輪迴，證無上道。人們也就完成了自己真誠盡孝的心願，道教的煉度、施食

等科儀，它們的基本內容，都是在向鬼魂施食，替亡人廣行功德，孝敬祖先，替

幽魂恕（贖）罪，為生者迎福納祥，總的目標是一致的。 

                                                 
6 沈武義《道教東方長樂淨土-太乙救苦天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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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是道教慈悲精神，和積德行善行為的一種衍生。在道教看來，陰間地府裏的

鬼魂，在經過陽世人間的善施超度後，眾生心安理得，和睦相處，那麼人間社會

也就會和睦和諧了。 

道教的煉度、施食等科儀，彰顯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美德－－大道至孝。

其主要目的，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追思祖先和已故的親友。每逢清明、農曆七

月十五、十月一日，及親友亡故。齋主就會請道士、法師做鍊度，不但佈施飲食，

而且還焚燒紙錢、冥紙，以及紙製一些死者生前嗜好的生活用品，以安撫親友亡

靈，和那些無主孤魂。當事人及其家屬，在熊熊烈焰中，了卻自己慎終追遠，報

答親恩，超度眷屬，紀念故友的心願，這是中華民族「百善孝為先」的最重要表

現方式之一。 

人的行為品德的最高標準，是一個「孝」字，作為漢民族的特有的道教，孝

道理所當然地成為本教安身立教的核心觀念。莊嚴肅穆的壇場與靈堂，寄託著齋

主和世人一片赤誠孝道的齋飯飲食，高功法師們為三塗五苦餓鬼幽靈招魂佈施的

虔誠念誦，乃至於道場最後焚燒冥錢冥物，那照亮陰陽兩界的彤紅火焰，無不使

現場的觀眾為之動容，就這樣，孝順祖先，尊重老人，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的優

良傳統，一代一代的延續弘揚下來。 

道士們口誦黃經，對天祈禱，依靠超度的加持力，不僅能夠超度歷代宗親亡

魂，而且能夠解釋前世寃愆業報。自己和旁觀者，都能夠從經文中受到啟示，有

效制止「身口心」三業，進而從內心深處懺悔，還沒有發生的災厄，將由大化小，

由小化無了，直至消除罪業，清淨眾生災障，不僅能夠消滅前世今生的各種罪業，

還能夠積累來世的善因福果。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增加了對道教的信任和崇拜，

道教的廣結善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 7

                                                 
7 劉文國、周作奎〈解讀道教的施食科儀－－放焰口〉載《玄天上帝信仰與和諧社會建設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頁 132-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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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道之士，先度九玄七祖、父母亡靈，遷拔生天，身方得道 

道重家族，佛重個人，救贖方式各異。七世父母的救贖，係道教常見科儀；

佛教講個人輪迴，不談家族救贖。因果輪迴之說，創自印度婆羅門教，而佛教沿

襲其說。小乘佛教的四諦、十二因緣，都只在談論個人如何領悟人世的苦難無常；

由厭離而證聖，都僅重視在個人的救贖和解脫。再者，佛教談因緣果報，並把這

觀念運用在家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上，於是父母與子女僅是善緣或孽緣的組合，

緣起則聚，緣散則滅，彼此間並無禍福榮辱與共的緊密關係。因此《泥洹經》說：

「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 

在中國，自古即非常重視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不僅認為個人是家庭的一份子，

更進而甚且把整個家庭看成一個大個體。以為家中父母善惡行為，所帶來的禍福

結果，會影響子女；反之，子女也可以榮辱父母。《易經．坤掛．文言》：「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陰

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郗超《奉

法要》：「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

為教」。前世祖先的善行，可以使後世子孫蒙福；惡行則使子孫蒙禍；這個觀念再

加上先秦人死為鬼，無人祀則成厲，會作祟於人；於是而有祭享先祖，救贖先祖

之說法產生。所表現出來的，如道教常言的救贖七世祖、九世祖之說。堪輿家也

認為祖墳會影響後代子孫的好壞；這些都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把整個家庭的善惡，

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的結果。又七世祖、九世祖的救贖，在道經中幾已成為常見

的術語了 8

道教對七祖、九祖的救贖，不僅出現在專門為救渡亡魂的齋醮上。甚至修道、

傳經，也都會提到他們，並以他們來做為個人功過的獎懲。可見個人和家庭的成

員，尤其是直系血親，是一體不可分的

。 

9

祖靈親魂乃歷代宗親，一脈相傳之先靈，亦即七世父母，九玄七祖是也。超

度亡過，靈魂生仙界，往上南宮

。 

10

                                                 
8 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2-253。 
9 蕭登福《道教與佛教》頁 256。 
10 沈武義〈超度祖靈薦拔親魂科儀〉載《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演討會論文集》頁 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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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之士，立德立功，鍊氣坐忘，修真服御，宣經演教，佐國度人，種種

皆修，是真行業，功行雖備，果業雖圓，亦須先度九玄七祖，父母亡靈，遷拔生

天，鬼籙盡除，身方得道。況復世界流俗之人，若孝順男女，父母亡歿，及諸眷

屬，應有終亡，恐彼鬼靈墮三惡道，或入地獄，或入羅酆，幽闇冥冥，備經眾苦，

須憑功德，廣修福田，救度窮魂，解消冤結。過此境東極宮中，有尋聲救苦天尊，

大慈仁者，發弘大願，普救群生，億億劫中，度人無量，但能回心，一念歸依，

注想尊容，稱揚名號，尋聲赴感，應念垂慈，一切苦中，無不救護，是故名號救

苦天尊，廣勸眾生勤加禮念。」（《太上洞玄靈寶三塗五苦拔度生死妙經》）。 

道教自古來即標榜忠孝神仙，不容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而且道教重視「承負」，

即使已修煉得功德圓滿，若果祖先尚未拔度超昇，仍流滯陰間受苦，修仙者還是

無法得道升天，所以生前要孝養父母，祭拜祖先，同時還要超度祖先，出離幽途，

永辭長夜，上登朱陵，受度更生 11

夫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灾，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生死

受賴，其福難勝。故曰无量，普度天人

。 

修道不僅己身得利，也可以使七祖升天，免地獄苦。「度脫九玄七祖，上升天

堂，身得成真，安閒自在」（《太上靈寶上元天官消愆演滅罪懺》卷上）。 

 

柒、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灾，下禳毒害 

12

                                                 
11 沈武義〈超度祖靈薦拔親魂科儀〉載《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演討會論文集》頁 578。 
12 陳樁榮集註《元始无量度人上品經法》卷之四《中華道藏》第三册頁 464。 

。 

透過經典轉誦，以經典的轉誦力量，使地獄的苦魂可以拔度而出，脫離苦難，

升至天界福堂，達到神仙的境界，這是一種大乘的救度之道。 

有聞諸天大聖《靈章》之音，皆福延萬祖，死魂昇天，身受滅度，名入紫宮，

與福因緣，世世生仙，門戶清貴，万邪敢干，鬼妭伏爽，三界侍門，神衹營謢，

所向從心，世世不絕，長享無窮。世有其文，國土太平，善信男女，香燈供養，

見世光明，身入无為，受福自然。若能長齋，誦詠《靈章》，萬遍道成，身生水火，

立致飛行（《度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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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上清大洞真經》是透過個人修煉，廻風混合帝一之法，使九玄七祖得

以解脫，達至三天而成仙。而這種透過個人修煉而使祖先得到救度，到靈寶經典

當中，轉化成為以轉經唱誦，以救度七祖使之昇登南宮，進而成仙，甚至可以救

度一切之道。 

依據道經記載：只要「善男善女，發心施財，齋戒沐浴，專誦此經，悔過愆

尤，即使愆尤永釋，人鬼分離…祈福福至，禳禍禍消…讐人冰泮，冤家債主，自

消自滅，…九玄七祖…出離地獄，即往東極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上好修行…

永離苦難，徑往人天，超生淨土，快樂無量」（《三官感應妙經》）。 

「念誦無休息，歸身不暫停（臨死猶念誦不已），天堂享大福，地獄無苦聲，

火翳成清署，劍樹化為騫，上登朱陵府，下入開光門，超度三界難，逕上元始天」

（《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 

「若有眾生，時遭疾疫，病痛纏綿，可以焚香，念誦聖號，看轉此經，疾患

退散，克獲安寧…求官覓職，姦佞妄生…自然嫉妬不生，高遷祿秩…父母師資，

六親不和，兄弟乖疏…看轉此經，自感六親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山林往

來，被蟲蛇禽獸，奔奪所傷…禽蟲自退，不敢來傷…女人懷受胎孕，臨產艱難…

自感真氣佑護，無痛無傷…慕道求仙…便得功行圓滿，白日昇天…頻遭枷鎖牢獄

之中，呻吟難訴…便得解脫，出離囹圄…七祖九先，身歿之後，流滯寒庭，未得

託生…自然出離陰境，便得生天…爲冤家牽引，復連相緾…念誦聖號，冤家解釋，

復連斷除」（《太一救苦護身妙經》）。 

只要眾生持念、思念太乙救苦天尊聖號，自然即時感應，使萬邪不入，萬禍

不侵，萬難不生。誦之萬遍，福祿綿延，吉祥萃泰，壽命永保遐年。道教徒只要

不犯五常（仁義禮智信），而信念太乙，毫無退心，悟得太乙真理，別世後，靈魂

蒙太乙救苦天尊接引到東極淨土，永脫生死輪迴之苦。 

《三官感應妙經》云：敬神崇祖，修性修命，立德行善之人，善終後「即往

東極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上好修行。只有天堂無地獄，閻王一見，不敢高聲，

童子夜叉擎拳拱手，牛頭馬面總盡皈依，一十八重地獄，獄獄消遙，三十三天天

宮，宮宮自在。超生天堂之境，即無地獄之聲，出離地獄，永離苦難」。在此東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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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修煉，功行圓滿，即往朱陵宮拜朱陵上帝，列入仙籍，長生不死 13

生前在世繁忙，雖有信神，無念歸宿，但無大惡，行善略有之人，命終靠其

後裔族親，依照道教法門科儀，懇求天尊神聖、太乙接引，奉經禮懺，立誓行善，

。 

道言：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至聖神人，亦有休否。

末學之夫，亦有疾傷。凡有此灾，同炁皆當齊心修齋，六時行善，十遍轉經，福

德立降，消諸不祥。无量之文，普度无窮。 

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

其行香，誦經十過，以度尸形如法。魂神逕上南宫，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

轉輪不滅，便得神仙（《度人經》）。 

不犯五常（仁義禮智信），而信念太乙，毫無退心，悟得太一真理，別世後靈

魂蒙太乙救苦天尊接引，到東極妙嚴宮東方長樂世界，在此繼續虔修，永脫輪迴。 

《三官感應妙經》云：敬神崇祖，修性修命，立德行善之人，善終後「即往

東極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上好修行。只有天堂無地獄，閻王一見，不敢高聲，

童子夜叉擎拳拱手，牛頭馬面總盡皈依，一十八重地獄，獄獄消遙，三十三天天

宮，宮宮自在。超生天堂之境，即無地獄之聲，出離地獄，永離苦難」。在此東極

天界修煉，功行圓滿，即往朱陵宮拜朱陵上帝，列入仙籍，長生不死。《三元品戒

經》載：朱陵南宮，度人之格，有三等，分三年、九年、二十四年，皆更生下界

為貴人，藉其先緣，生而能好學，不必再經生死，便得神仙。 

「若有男子女子，慕道求仙，在家出家，養性養命，但當存思，念誦（太乙

天尊）聖號，看轉此經，便得功行圓滿，白日昇天」（《太一救苦護身妙經》）。即

或不然，若能「念誦無休息，歸身不暫停（臨死猶念誦不已），天堂享大福，地獄

無苦聲，火翳成清署，劍樹化為騫，上登朱陵府，下入開光門，超度三界難，逕

上元始天」（《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朵朵蓮花足下生，金童玉女前引路，救

苦天尊放豪光，接引亡魂往東方，此去東極長樂界，三清聖境拜天尊。「即往東極

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上好修行…永離苦難，徑往人天，超生淨土，快樂無量」

（《三官感應妙經》）。 

                                                 
13 沈武義《道教東方長樂淨土-太乙救苦天尊》頁 234。 

135



 

沈武義 

將生人之功，補先靈之德。可得太乙救苦天尊，接引長樂淨土，初修漸昇。《洞真

太上八道命籍經》卷下云：九玄七祖，脫出幽夜，上昇南宮，窮魂受度，轉身生

天，或在道門，逍遙福樂，與真結緣，流思佈澤，潤洽後昆。 

另有一種在世不幸染著五逆十惡，悔改無機。臨終後，只能靠其後裔哀願，

依照法門奉經禮懺，行善積德，將生人之功，補先靈之咎。感動眾神憐憫，太乙

垂慈，拔度出幽，免其靈性極苦，或魂散魄消。但要依罪輕重報應修補。 

 

捌、生涯規劃與臨終輔導 

道教相信萬物皆有精靈，宇宙由仙界、陽界與陰界，三部分所組成。仙界居

住著長生不老的神仙，陰界則是鬼魂停留的地方，而人存在的世界稱為陽界。由

於道教相信「萬有精靈論」，故衍生各種神明、鬼魂，且認為人神或人鬼之間，可

以互通，於是產生各種祭祖法術等儀式。凡此種種，使得道教對死亡的觀點，蒙

上一層神秘恐懼的色彩。 

對於現實的生命，道教追求的是，長生不死的神仙世界，因此發展了各種煉

丹修煉之術。對於死亡，道教不直接面對稱呼，改以「駕鶴西歸」和「乘鸞昇天」

來代替，對於死亡一直存著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認為人死後只是一種生命的回歸，

返回祖先所居的另一界域，故在喪禮中，有「起靈」、「過橋」、「做七」等儀式。

同時相信人死後，對活著的親人，或後代子孫，仍保持著某種維繫，故重視埋葬

「風水」的堪輿，以祈求死者對後代子孫的庇祐。 

雖然道教視人死亡，只是一種「反璞歸真」，對後代子孫亦能給於庇祐。但是

在另一方面，道教對死亡卻採取「敬而遠之」的避諱態度，故在喪禮中存有許多

禁忌，爲的是希望能將人鬼做一區隔。 

道教對死亡的觀點，已與原先道家所持坦然達觀的態度，截然不同，取而代

之的，是對死亡的一種恐懼、忌諱、矛盾的心態 14

                                                 
14 劉修全：宗教的生死觀與臨終輔導《學生輔導》5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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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很重視「生涯規劃」，卻忘了規劃老、病、死，一旦老、病、死來臨，

就慌了，不知如何應對。國人缺乏預立遺囑的習慣，宣告自己將來希望選擇什麼

喪葬儀式，遺體要如何處理，如罹重病，希望仍繼續用醫療方式，延長生命，或

採取自然死、安樂死（張淑美）。 

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死亡乃生命必然的結局，可是大多數人在面臨死亡時，心

理仍會出現震驚、否認、憤怒、無奈等情緒，無法接受自己的生命，從此結束的

事實。而此時宗教裡的一些觀念，如佛教的「輪迴」，天主教/基督教的「永生」，

道教的「歸仙」（死而不亡）等，反而能安撫臨終病患的焦慮心緒，使其接受面對

死亡的事實，減少對死亡的痛苦與恐懼 15

只要我們永保生命和青春，我們就會永遠年輕，死亡就會永遠與我們無緣。

－－雖然大家終有一天會離開人世

。 

天下萬物，有生必有死，死是天地之理，自然之情，用不著過於傷心（漢文

帝談死）。只有死得豁然、坦然，才能生活得灑脫大度。陶淵明詩云：三皇大聖人，

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16

老子要我們不貪生，不惡死。出生了，不歡天喜地；要死了，也不呼天搶地。

無拘無束的來，無牽無掛的去，不忘記自己的來源，也不追求自己的歸宿。事情

。 

 

玖、結論 

道教人慈祥，有修養，熱愛大地眾生，謙虛為懷，不會自以為是，出了家也

不敢忘了父母養育之恩，絕不會改名換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愛護

生命不會自殘，更不會自殺，愛自己也愛別人，有虔誠的信仰，知道拜神的真義，

不會胡亂許願，不敢隨便作壞事，連累家人，有辱祖先，敗壞祖德。 

生死如晝夜，人有出生的一天，就必定有死亡的一天，就像黑夜，就必定有

白天一樣，這是自然的規律，是每個人都逃避不掉的。 

                                                 
15 劉修全：宗教的生死觀與臨終輔導《學生輔導》54 期。 
16 戴健業：《老子的人生哲學；自然人生》頁 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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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就欣然接受，把生與死扔在腦後，不想方法求生，也不設法避死，一切都

聽任自然的安排，不用心靈智慧去損害道，不用人為的辦法去破壞天然 17

事實上，也只有宗教才能提供最佳的解釋，讓精神不死，得以繼續。任何宗

教都可以滿足人心靈的孤寂，宗教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可以彌補人生的弱點，

提升靈性需要，教人正視人生苦短，並在人生中去喜愛人生，積極樂觀的面對

。有許

多人祈求長生，反而弄得短命（即使服食仙丹，求不死藥所得結果也是一樣）。 

18

道教尊重生命，寶貴生命的思想，雖然以人為重，「人命最重」。但貴生並不

僅僅是針對人的，天地日月，草木鳥獸等萬物都是寶貴的，都需要人們憐憫善待，

不可隨意傷害。因此，在重人貴生思想的基礎上，道教十分重視濟物度人，既要

拯救往世今世來世的各色人等，也要濟拔一切含有生命的世間萬物

。 

19

                                                 
17 戴健業：《老子的人生哲學；自然人生》頁 280-281。 
18 洪寶蓮：宗教心理學與輔導，《學生輔導》36 期。 
19 楊立志〈玄天上帝信仰與道教義理〉文載《玄天上帝信仰與合諧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42。2007 年 8 月武當山道教協會、湖北省武當文化研究會、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屏東

枋寮北玄宮聯合主辦。 

。 

《度人經》是一本度亡的經，講天堂之事，不講地獄之事，所以不談拔度，

而走仙道，曰薦度，讓亡者有一個全新的機會。太乙尋聲救苦天尊，拔超魂魄，

往生仙界。（薦拔亡靈早超生，惟願天尊來接引，薦拔亡靈上南宮）（天尊來拔度，

拔度亡靈早超生，逍遙自在，快樂往生仙界）。 

道教的宗旨即以慈悲濟物的心懷，來為社會服務，在道教看來，修道者當先

立功德，以救危難急苦，令萬物不枉死為上功。欲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義、

慈悲、信用為本。若德行不修，只務方術而保命，皆不得成真。葛洪亦說：「人欲

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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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道與行善積德 

 

三清太乙大宗師 翁太明住持 

高雄道德院 

 

常言曰：「道無德而不載，道無道而不立。」《道德經》曰：「天道無親，無與

善人。」《書經》曰：「皇天無親，維德是輔。」 

由上所言，可知「道惟德是用，德惟善是用。」然善雨天理相應，故行善必

能積德，積德不離行善。行大善積大德，行小善積小德。欲脩仙道，當先脩人道，

人道不脩，仙道遠矣。好道者若能善純無疵，冀仙即可得仙，凡有所求必如意而

獲，自古以來無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神仙。且為人處世、成賢作聖、成佛

作祖、成仙作師、入聖登真之不二法門乃是行善積德。 

修道成否？三千八百功果圓滿否？道果成就否？一切仰賴行善積德，能行善

事，所為可成，且神仙可望。凡行善而所作不成，失願成虛者，皆因善根尚淺，

善緣尚薄，未具足功行，此時如能更加行善不輟，以人事合天心，以誠事天，而

天信之，天心必不違人意，凡有禱於天，無不應矣。所作如願，善事既成，功行

具足，成道可期。 

舉凡行善當口善、身善、心善，起心動念必含善意，因口善不如身善，身善

不如心善。終身說善言，不如做了一件。終身行善事，預防錯了一件。諸惡能淨

盡，萬善自圓滿。欲種福田，須憑心地，要脩善果，仙脩性天。人生難得，在世

若不行濟世益人之事，如到寶山，空手而回，喪失良機。人自受生以來雖賦命在

天，然立命在我，能實心持善不退，得失在天，修為卻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

事。為善即使未得有善報，感而無應，皆其善心未真，善行未足，要更勇往精進，

久久行持不倦，自感格天心回應。未立善前先避過，因過除其善乃真，必能善立

積德。《太上感應篇》曰：禍過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即謂禍福

無門路，惟人自行自召，善惡之報應，如影之跟行，毫髮不差。《感應篇》又曰：

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兇神已隨之。心

是善惡之本，福禍之機，凡人為善惡，雖未形於事，但動於心，一切福禍之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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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心動即有神知，故謂禍福不自立，一切從心造。善心起未為，吉神隨護之，

望善成而降幅。惡心起未為，兇神隨羅列，俟其惡滿而降禍。 

上天賜很多使人由迷轉悟、由惡轉善、由禍轉福、由災轉祥之機。如《感應

篇》曰：人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形，久久必獲吉慶。言能悔

改，自可挽回天心，凡修善受苦者，為善未熟故，至其善熟時，自見受樂報。《感

應篇》又曰：吉人如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即是善

人語視行皆善。積至三年，善心不停，其善純，其攻至，豈有不致福之理。《感應

篇》又曰：兇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惡人語視行

皆惡，作至三年，其害人作惡多端，不知有多少，經歷三年而終不悔改，天才始

降禍於其身，乃天心未輕絕於人，奈何人不悟不悔。 

福常緩中生，禍常暗中滅。人要行善積德才能降福，因心生一切善，善生一

切福。人要懺悔改惡才能解禍，因懺悔是滅罪本，惡既由心造，還即由心滅。人

要是不行善，一昧求福避禍，那是不可能的。自古名言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名言一曰：「為善必昌，未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必

昌。為惡必亡，為惡不亡，祖宗必有餘德，德盡必亡。」名言亦曰：「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易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道教教義「承負」之說即根據我國古代起源很早這種「善惡

之報，天理昭彰」之理論而成立，認為有福報、有餘慶、有災禍、有餘殃這種善

惡報應分明之哩，是加於自身或流傳遺留給後代子孫，甚至自繼承享用其德澤之

蔭庇。祖輩失德欠債，後輩自背償還，其罪愆之報應。世人當之善惡報應昭彰之

理，小則影響自身之今生後世，大則遠及父母祖輩或子子孫孫，此為道教所言「承

負」之義。亦可謂個人所行善惡之事是積德或造孽，自然影響其自身的今生今世

受到好的果報，百歲後靈魂受度得救，永脫輪迴之苦；或是今生來世受到惡報，

命運坎坷，死後靈魂受苦，永劫沉淪。此皆在其一生中所作所為決定一切。甚至

於父母祖輩在世福壽綿長，萬事吉慶或歷劫宗親能均皆超度，期有罪亦能為其贖

罪。更為後代子孫造福，創造其光明前途。如俗語曰：「要好兒孫須積德」言行要

留好榜樣與兒孫，以善繼善，代代相承，天自降之以福。 

以上所言及廣義的「承負」之說，亦即「一子成道，九玄七祖盡超昇」之義，

有如「仙道貴生，度人無量」之義。一人成仙得道，不但能度自己、能度父母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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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能度後代子孫、能度歷劫歷代宗親師友、能度歷劫累世現世所傷亡之眾生物

命、能度大地一切有靈含靈之眾生。反言之，要是世人為非作歹，造下不可饒恕

之罪過，其一人死猶未足償，即使出世幾世也難以償還彌補其罪愆，則必也遺餘

殃以禍及其後代子孫，甚至也連累其現世父母親友及祖輩，使列祖列宗蒙羞，為

人所唾罵，可謂遺臭萬年。廣勸世人心術實不可得罪於天地，不可傷及無辜之芸

芸眾生。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奉，十善司命儲美，百善東華註名，千善福

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飛昇，謂之天仙。其次亦可超永劫，免地獄之苦，謂之

地仙。道教謂仙分五級，即天仙〈大羅金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依善攻

多寡，以分仙級。故《太上感應篇》曰：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路

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

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一切好心皆為善，存好心之人稱為善人，可之行善積德貴乎心，因真善乃心

善，身德不如心德，要從心地上起修以至止於至善，至善即是純善，純善即是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純是道心作用，不雜人欲私念之作用。以道為體，體道而用，

自與天理相應，自與天地相合。《道德經》四十二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由次可之善心即

天心，即天理之心，即是道心。《道德經》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善心亦是不爭之心且又利益萬物之心。行善

可感天，行善可合天，故人當處處以人合天，久之，人自與天相應，則自與天無

分，人天不分，不合而自合，不一而自一，即是古聖人所謂天人合一之功夫，亦

是止於至善之功夫。 

天地萬物眾生皆是道生、道化、道成。道可養性，德可養命，保命全形之道，

乃是「尊道貴德」，故人應該「報德養德」，以道化於天下，以德化於萬民。但是

說道容易修道難，成仙得道更是難，舉凡修道欲成就仙道者，必須盡己進人，不

求自見，不欲自是，不欲自伐，不欲自矜，以匡世救人為務。如中天之日，人不

能掩之。如天地之公，人不能非之。任道任德，我之德化及天下而天下自歸，我

之德及天下而天下自來。總之修人事回天意，自可轉禍為福、轉夭為壽、轉貧為

富、轉敗為勝、轉害為利、轉危為安，自可增吉添祥、增子添孫、增品添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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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添貴、增福添壽、增攻添果，自可求生得生、求命得命、求財得財、求成得成、

求慧得慧、求道得道、求仙得仙，自可萬事如意、萬事如願、萬事成功、萬事平

安、萬是喜慶、萬事圓融。此能挽回造化，非術士所能測知之，最好良策，乃是

行善積德。世人當循此一法門勉而力行之，吾輩學道清修之人更應篤信奉行，必

迓天福無量，仙道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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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子》谈道教内丹修炼 

 

盛克奇 

河北省道教協會理事．唐山市道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摘要 

道教内丹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道学同源，是道教最高

的修炼之术。人的一生可以分成生、病、老、死四个阶段，是每个人难以逾越的

历程。内丹学所专注的，就是是人的健康、疾病和长寿，以及人的生死问题，试

图通过内丹修炼逆返和改造生命的形式，达到无疾康健、却病延年、回避死亡的

目的，甚至肉体和精神升华为真人或神仙，迁居仙岛或飞升天宫，长生不死，永

享快乐。内丹学的理论构建在《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两部丹书都是用苦涩

的隐喻著述而成，后世的丹经著作大多沿袭了这种著述风格，让丹道研修者望而

却步，难以问津。本文试图从道教典籍《庄子》一书的剖析，还原古代内丹修炼

的基本面貌，揭示朴素的 内丹修炼法诀，展现给丹道研修者一条便捷的入门之路。 

关键词：道教、生死、神仙、内丹、修炼、法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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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道教鲜明的“仙道贵生”特点 

人的基本愿望是什么？人的普遍期待是什么？人所最惧怕的是什么？人的基

本愿望，是健康；人的普遍期待，是长寿。人所最惧怕的，是死亡。《庄子·德充

符》中讲：“死生亦大矣”。归根到底，在人类社会中，“生”与“死”是人类所

有问题的核心。正是基于此，生死问题也是各种宗教产生的源头。 

《庄子·齐物论》讲：“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又说：“死生无

变于己”。《人间世》篇讲：“悦生而恶死”。在《养生主》篇讲：“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因此，“悦生恶死”、期盼“健康长寿”可以说是

每个人的根本属性，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诉求和美好向往，向往着“长生不死”的

美丽憧憬，回避着死亡的降临，甚至期盼得道成仙，飞升三清仙境，永脱病、老、

死、苦的轮回。 

道教所主张的“重人贵生”是他最鲜明的特征。在《太平经》里面也说：“要

当重生，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无量度人经》中也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充分体现了道教的“唯生论”和“贵生度人”的特点。道教的宗旨是修仙成道、

济世利人。道教文化的精华在于其性命学说，也即道教养生。道教是非常重视现

世生命存在的宗教，道教以长生成仙为终极追求，充分表现了道教热爱生命、渴

望永生的热忱和探索精神。道教中，把修真得道之人称为“真人”。这些观点和

主张，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要以人的主动精神去探索和实现人类的健康

长寿，并通过各种实践方法，取得人类把握自身生命的途径。这些揭示了道教的

核心与特点。 

 

貳、道教修炼的源头 

道教认为通过一定的修炼可以羽化成仙，神仙信仰是道教的基本信仰之一。修

炼神仙的方法，被称为“神仙之学”，现在也被称为“内丹学”，又称为“丹道”，

也就是性命学说。《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

与神通。”在《庄子·在宥》篇中也记载了黄帝向仙人广成子学仙问道的经过。仙

道是与道学是同源的，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的上古时期，老子、庄子集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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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

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古代内丹家们大胆的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

年”
1

什么是真人呢？《庄子》中讲：“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

其入不拒；翛然而往，翛然而 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

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的伟大口号，敢向命运与死神挑战，夺天地造化之功，争自然法则之权，追

求长生，躲避死亡，最大限度的保证生命的存在，得享天年，健康快乐的彰显生

命的价值，一反其他宗教对待社会人类的消极态度，构建起极具道教特色的“长

生不死”的宗教信仰。 

“内丹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道教修道的精华与核心所在，不了解

“内丹学”，就不明白修道的真实意义，更不会认识道教文化的整体。自唐宋以

来，“内丹学”已经成为道教最主要的修炼方式，形成了建立在道教文化上的一

套严密的、实践性的内丹学修炼体系，为人类生命科学、预防医学、健康学、养

生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平均

寿命的增长，将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据相关报道截至 2011 年底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 1.85 亿，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等必然成为当前社会急需考虑的问题。

其间道教内丹学必将会在老龄化社会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成为众多老年人延年

益寿、却病健康、陶冶性情的重要选择，成为养生文化的主流。 

 

參、真人的境界 

丹道修炼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神仙和真人。那么神仙和真人是什么样子呢？

《说文》中讲：“仙，长生迁去也。”《汉书·艺文志》中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

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2

                                                        
1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 
2《庄子·大宗师》。 

《老子河上公章句》讲：“修道于

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中也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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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

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实真人，可以说就是通过修炼获得人生真正快乐的人，《庄子》称为“天

乐”。《庄子》讲：“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

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魄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服物。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

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庄子》在《天道》篇中讲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

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

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获得“人和”、“天和”，就会得到有“人乐”、“天乐”，以至于“无天

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年寿长”，进而进入到“真人之境界”了。 

特别指出一下，《天道》篇中所讲的“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正是丹道的

心传妙诀，是长生久视的秘密机关，是得享“天乐”的关键所在。若能一生守定

该八字要诀，从之修炼，能够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天地人万物和谐，同

享天乐，共游无极之野，遐龄养生，化形飞仙也。 

 

肆、修道须以“积功累德”为基 

通过内丹的修炼，不但可以收到养生全形、延年益寿、却病强身的益处，同

时也具有净化人的心灵，塑造人的道德，化解心中的恶念，达到至善的真人境界。

所以“内丹学”非常重视“道德”在丹道修养中的重要作用，丹家有“道高降龙

虎，德重鬼神钦”之说。 

庄子《天地》篇讲：“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修道”

必须先“修德”，“积德”以“培福”，“福大”才能得到高真护持，得成仙道。《庄

子》中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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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者也”3，强调“游心乎德之和”。对“德”的解释是：“夫德，和也”4。“德者，

成和之修也”5

《周易·损卦》中说：“君子以惩忿窒欲。”孔颖达疏：“君子以法此损道惩止忿

怒，窒塞情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通俗一点

说，就是要去除我们内心的各种欲望。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欲望占据着我们的内

心，让我们不得一时的安静，缘生无边的各种烦恼，所以快乐尚无，何谈修道？

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真人在《化丹阳》指出：“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

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能断了这十二个字，可以说入了修道的门，不能

了断，还是个门外汉。同时，惩忿窒欲，也属于丹道修炼中“炼己”的内容。紫

阳真人《悟真篇》中讲：“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纯阳祖师也说：“七返

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怎样炼己？有四大要件：一、去色欲；二、 绝恩爱；三、

轻财货，四、慎德行。这四个方面，是炼己的要害所在。去色欲，则精炁全；精

炁全，则能降龙伏虎。能降龙伏虎，则可采先天之一炁。《黄庭经》中讲：“仙人

道士非有神，积精累炁以成真。”欲若不去，则精不固而炁不全。非但去之，要能与

。可见，至于“和”，就是“成德”之门；修其“德”，就是“入道”

之径。老子《道德经》中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

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道德经》又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

贵德。”“尊道贵德”是丹道的基础，没有“德”作为基础，后面的东西是无从谈

起的。具体一点说，修炼丹道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塑个

人的道德情操，作一名纯真不杂的真真正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到修道的

正途上来。吕祖曾有一句话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远矣。”德

可以动天地，行可以感鬼神。古仙讲：“炼己之功，德行为先。”阴行方便，积诸

善根，曰“德”；自己尊贵，不欺于心，曰“行”。暗积德而天地明察，多积行

而鬼神钦仰。 

尊道贵德，修德入道的题目虽然勾画出来了，落实到具体的内容上，怎样修

呢？这一点和大家简单谈三点： 

第一点，要惩忿窒欲。 

                                                        
3
《庄子·天道》。 

4
《庄子·缮性》。 

5
《庄子·德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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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忘。炼己日久，淘汰情性，自然忘忘。非特忘之，要能降而伏之。降伏之道，

首绝恩爱。缘恩爱起于对境，凡着境则恩生，恩生则爱起。故绝恩爱，先去执着，

使对境而不着，境不着则念头净。《清静经》云：“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

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德行相济，对境忘情，精神充固。古仙所谓：“四

者大备，方谓之炼己也，方谓之持心也，方可采先天之炁、真一之铅，方可得首经之至宝、

摩尼之珠，方可用此一时二候之功，以炼九转金液大还丹也。如此炼己，日夕不怠，经年

纯熟，然后入室下手。” 

第二点，要奉守十心。 

1. 这十心，又被称为“十善心”。 

2. 忠孝心。就是要爱国孝亲，这个是立身处世的大节，世间万善的根本，仙班

中岂能容奸佞小人、欺亲灭祖，不忠不孝之人？ 

3. 廉洁心。古云：“俭以养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 

4. 博爱心：以宽大的胸襟，广爱世人，普及万物，尊老爱幼，恤孤怜贫，见人

之急则扶持帮助，见物之危则救活解脱，务尽己力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少而为之。无是非之心，去好恶之心，是谓博爱。 

5. 慈悲心：《庄子》的“齐物”论，佛家的大慈平等，皆平等心的体现。宇宙

万类皆有灵性，禽兽草木昆虫，莫不同此性。所以富贵贫贱，矜寡孤独，都

要一视同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皆宜平等待之。心地平和，自然浊气全

消，和气周流，推己及物，平等待之，慈悲之心，岂可忽哉？ 

6. 诚信心：《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庄子·渔

父》篇讲：“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即诚实无欺，诚便

灵光朗照。故至诚之道，可以尽性，可以前知。至诚无息，可以博厚，可以

高明，达到悠久无疆。信是诚的姐妹，人无信不立，将与禽兽等同。处世无

诚信不行，修道无诚信难成。 

7. 忠恕心：尽己之心之谓忠，推己之心之谓恕。孔子说：“忠恕之心，违离大道

不远。”简单的说，就是推己及人，视人如己。 

8. 和蔼心：要和颜悦色，欢乐明朗，亲切待人。不孤高自傲，不盛气凌人，亲

疏远近要一视同仁，和蔼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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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敦化心：化莠为良，济困扶贫，劝恶从善，是当代修道者的天职望。古人云：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6

10. 决恒心：功和德都须经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如没有决心、

恒心的人，是一定不会有所成就。 

故凡遇一善人，行

一善事，便极力宣扬；见人做错一事，便苦口婆心，谆谆告戒，务使改之而

后己。 

11. 勇猛心：决恒是前进的原动力，勇猛是精进的催熟剂。救人之难，济人之厄，

除暴安良，惩恶卫善，都是见义勇为之事。事出突然，有如急风暴雨，岂可

慢条斯理；酿成灾祸，故宜当机立断，勇往直前，制此强暴，达到排忧解难，

济困扶危的目的，谓之勇猛心。修道用功，如饥如渴，不遗余力，亦谓之勇

猛心。 

能行此十善之心，待人处世自修，无不得心应手。修道的朋友，这十心是不

可不知的。 

第三点，恪守三宝。 

老子《道德经》中讲：“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

先，死矣。”“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是太上老君所垂示，是修道者必须要遵

守的。 

“慈”有二个含义：一是，不恼害众生，要持不杀、不盗、不欺妄、不邪淫

这四项根本戒。二者，与人以乐，要方便利生，随缘施济，或财施以济其衣食，

或法施以济其慧命，视众生如我一体，广行方便，普施法乐。 

“俭”也有二个含义：一是，生活朴素；二是，少思寡欲。老子《道德经》

讲：“治人事天，莫若啬。”这个“啬”字，可以说就这个“俭”。老子接着又说：

“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

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所以说“俭”

和“啬”，是长生久视的根本。 

“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二个含义：一是，优游涵养，不急于成就，所谓“大

器晚成”，《大易·大畜》中说“笃实辉光”；二是，谦虚下人，如主待宾，所谓

                                                        
6《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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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者下流”，《大易·谦卦》讲：“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老子讲：“江海所

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易》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

明，地道谦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

好谦。谦尊而光，卑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伍、学道要以“尊师重道”为径 

丹道的实修必须具备“法、财、侣、地”四大条件，才能修炼获得大成就，

古人说“法财侣地，缺一不可。” 

法是修持的轨范，就是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丹道口诀。不得真法口诀，那么

就是盲修瞎练。得法必求之于师，由真师点窍，口口相传下手功诀，以及火候细

微等等。赵缘督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7

我们看《庄子》中是怎样记载黄帝学仙访道的，《在宥》篇中讲：“黄帝立为

天子十九年，命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

吕祖

《采金歌》：“此妙诀，要师传，不得真师枉徒然。得之莫作容易看。至人传，非人远，

万两黄金不肯换。”《沁园春》讲：“不因师指，此事难知。”张紫阳《悟真篇》讲：

“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访师求法，最是不易，有追随师父数年不得

闻一语者，有侍师十余年才得入手口诀者，有苦求明师二十余年才得火候全诀者，

有经受不住师父的考验一诀不得者，甚至也有访道数十年被伪师所困、刁师所迫、

邪师所诱而终生无成者。钟离十试吕祖，邱长春受百难于王重阳，伍冲虚切问曹

还阳二十载，白玉蟾勤侍陈泥丸十年，都是节节传授，不是一口吐尽。谛观往昔

圣真，都是艰难得诀。由此可见得师之难，得诀之不易。 

如果访求到真师，就要按照仪轨行拜师礼仪，皈依师父，求法得诀。当代一

些修士，往往不明访师学道的仪轨，以为与道者聊聊天、交流交流就可以求得口

诀，或强以道者“广开普渡”、“随缘法施”，如若不这样，就是老师的错误，

是老师“闭塞天道”。太上玄律云：“遇人不传失天道，妄传非人泄天宝。传得其人

身有功，妄传七祖受其考。”强调了不可不传，但也不可以妄传，必须要求按照传道

仪轨和事师规范来传授，才能符合玄律。 

                                                        
7赵缘督《仙佛同源·苦求师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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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广成

子曰：‘而所欲 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

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

进，再拜稽手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

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 

《庄子》讲，黄帝做了十九年的天子，诏令通行天下，听说广成子住在空同

山上，特意去拜会他。一见面就说：“我听说先生已经通晓最高的大道，冒昧地请教

大道的精华。我想获取天地的灵气，帮助五谷的生长，养育百姓。我又希望能够主宰阴阳，

从而让众多的圣灵遂心的成长。”黄帝提出要学道的理由是非常的宏大而正义。没想

到的是，遭到了广成子的拒绝，认为黄帝是“谄谀的小人心地偏狭恶劣，不足以

和他谈论大道”。黄帝听了一席话后便返回了，弃置朝政，筑静室，铺白草，谢

绝交往，独自斋沐三个月，再次前往请教。这时，广成子头朝南地躺着。黄帝则

顺着下方，两膝盖着地匍匐向前，叩头着地，行了大礼后，向广成子问道，说：“听

说先生已经通晓大道，冒昧地请教，修养自身怎样才能活得长久？”广成子听后，急速

地挺身而起，说：“问得好啊！来，我告诉给你大道。” 

即使贵为天子，掌握权势，也难以仗借权势、要挟逼迫等手法来获得大道真

传。《周易参同契》讲：“天道无适莫兮，常传于贤者。”访师学道，遇之以缘，奉

之以礼，感之以诚，动之以真，事之以勤，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师父的

真传实授。所以寻访到真师后，当以行拜师之礼法，遵守《初真戒》中《事师威

仪》和《弟子奉师科戒》，获得师父抉破口诀自然在意料之中了。如近代高真汪

东亭真人，浪迹江湖，遍越名山，觅访明师十二年。有一天路径黄山，偶然遇到

吴天秩翁，睹其丰神洒脱，必非常人，因此向吴请问玄旨。吴讲：“子虽有仙缘，

诚恐始勤而终怠。”于是汪东亭“以弟子礼事之”，之后“询其诀，师乃大发鸿慈，

遂传七返九还金液大丹之法，火候次序之妙。”8海印山人事师汪真人首尾四年，

才得全仙道口诀、火候细微。9

                                                        
8汪东亭《性命要旨》，2 页。 
9徐海印《天乐集》，267 页。 

马炳文老师，“侧闻吴（吴君确）夙得西派正传，

马亟欲师事之，而吴逊谢不遑。一日，天雨泥泞，马追随吴于某车站，万目睽睽，

153



盛克奇 

 

五体投地，吴卒感动，乃许录为弟子。”事师学道的不容易可见一斑了。尊师才

能重道，重道方能得诀，这是古今访道、学道的通例。 

 

陸、丹道修炼口诀探要 

道教内丹学的理论构建，是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代表的。但是这两

部典籍都是以诗歌形式来阐述，同时藏头掖尾，非普通读者能够阅读明白。并且

后世一些丹家，故意神秘其说，闪烁其辞，更让读者难以迈入门槛。其实丹道仙

学的源头在于黄帝登空同山拜广成子学仙问道，其事迹在《庄子》中有详细的记

载，同时对所传授的口诀也记录详细，堪作进入丹道修炼的门径。 

一、 丹诀总持：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庄子·在宥》篇中 记载广成子传授黄帝的仙道口诀是：“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

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

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杳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

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

百岁矣，吾形未尝衰。” 

陈撄宁在《口诀钩玄录》中说：“这段文章，把长生不死的道理，和盘托出，玄

妙无伦。凡后世丹经所言，炼己筑基、周天火候之说，无不在此。黄帝为道家之祖，而广

成子又是黄帝之师，其言如此显露，如此切实。奈何后世学道者，不于此寻一个出路，反

去东摸西撞，七扯八拉，真所谓盲人骑瞎马，愈来愈错，越弄越糟。”近代道学家海印山

人徐颂尧称“此篇妙文，语虽简短，而药物、火候、真土、采取、温养之功，长生久视之

理，罔不兼赅。”又说：此篇乃“道家养生之要素，长生久视之玄枢也。篇中最肯綮处，

乃‘守一处和’四字，即‘心息相依’之工夫也。金丹之学，即滥觞于此。”10

“守一”即是“守中”，《老子》 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一，即是“中”，

《庄子》称为“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守其“中”，则能摸着“玄关”大造的

鼻孔了。“以处其和”，就是“火候”。“和”也是“修德”。德者，得也。所

 

                                                        
10徐海印《天乐集》，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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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有修德，才能“得其 环中”之“火候”秘机，“以应无穷”方能“采药炼丹”。

“处和”的枢机，就是《庄子》所说的“与人和者也”、“与天和者也”。“与

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1

张三丰在《道言浅近说》中讲：“大道从‘中’字入门”。又说：“修炼不知玄

关，无论其他，只此便如入暗室一般，从何下手？”元代李道纯在《中和集·赵定庵问

答》中讲：“难形笔舌，亦说不得，故曰玄关，所以圣人只书一‘中’字示人。此‘中’

字，玄关明矣。”又讲：“问玄关一窍在何宫？中间觅。”

 

《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内丹学的要害就在“中和”二字上面，得“中”则炉鼎立，致“和”

则火候均，拿定“中和”则丹道成矣！ 

12张三丰在《玄谭全集》中

又讲：“天地不过是个大人，人身不过是个小天地。”因此说，天地是一重阴阳，是

一个大虚空；人身也是一重阴阳，是一个小虚空。天人交接之处，大小虚空之间，

内外气机贯通之地，不就是一个“中”吗？正如李道纯所说：“九还七返那机关，

不在内兮不在外。”13

仙道修炼不是普通的静坐、静功之类，他有着一套完整精细的修炼程序和理

论体系，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虽然仙学肇始于广成、黄帝，然而其法诀却

能执其“中”，则“处其和”，天人联欢，天人合一，不就

是个“与人和”、“与天和”吗？岂非得其“人乐”、得其“天乐”吗？ 

汪东亭在《体真山人丹诀语录》中讲：“双修性命是两件事，工夫尽在法身上做，

效验尽在色身边见。外面是命功，由勉强而做到自然，则色身上自然而然有变化效验，谓

之性理。性理者，不容你去管他，无作无为之自然也。外面所以称命者，一切法度，如起

火止火，调药配合，尽在外面施行，乃有作有为之自然也。故曰性命兼修。”身外是命

功，金木交并乾坤合；身内是性理，水火既济坎离交，是“与人和者”也、是“与

天和者”也，得“人乐”、“天乐”，则为“真乐”也，如是明心见性、返本还

源，复为“真人”矣！ 

二、 丹道全程：外身易行，朝彻见独。 

                                                        
11《庄子·天道》。 
12李道纯《中和集·满江红·赠敬庵葛道人》。 
13李道纯《中和集·挽邪归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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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录在《老子》和《庄子》之中，修炼仙道者，不能不熟读这两部经典，向

《老子》和《庄子》中探求修道的秘诀。 

仙道修炼所追求的是长生不死。怎样才能长生不死？那就是修道。“道”是

超越古今、永无坏灭、无休无息的，如果我们能领悟“道”的规律，与“道”相

合，自然也能像“道”一样永无毁灭。太上老子将“道”的规律形诸文字，著成

《道德经》，而《庄子》正是阐述《老子》的。“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和

共同遵守的规律，我们必须向天地万物中去领悟“道”的存在和规律，所谓“法

天象地”。 

老子指出：“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
14

“外身易形之道，的是玄宗所修。外身者，明身外虚空一着。如运瓮者，必

立在瓮外，方能运转自如。易形之道亦然。必先舍此色身，到外边虚空中去凝神

调息，方能无中生有，尽七返九还之妙。是故玄宗丹法，最初从身外虚空下手，

这段暗指了“长生不死”的机密。老子讲天地之所以能够长

久，是因为他“不自生”，修道的人就要遵循这个规律，“后其身”、“外其身”

就能获得像天地一样长久。 

庄子在《大宗师》中做了具体的讲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

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

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

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历代注疏《庄子》的人多是仅仅讲解字面意思，很少有能讲解其中修道秘密

的。近代惟有海印山人独具慧眼，讲解了这里面的精要，将“外其身”称之为“外

身易形之道”，“朝 彻见独”称之为“玄宗向上一着”。他在《天乐集》中讲：“上

述两章观之，玄宗外身易形之道，朝彻见独之微，了命而兼了性，养生而契无生，彻上彻

下，顿渐兼赅，三根普被，可谓中华国粹，希世神奇。凡有志于性命之学、修养之方者，

当探讨而精究之也。”可以说这二段所揭示的法诀是修道全始全终的全部功程，现

将海印所论具引如下： 

                                                        
14老子《道德经》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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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在身外虚空了手。自始至终，步步不离虚空，尽在外边运用，而一切法验，

则尽在色身上显得。如易发、易齿、易血、易瞳，乃至易粗重色身为微妙法身。

根身世界，一一密转、密移，洎乎脱胎神化，则飞升冲举，神通自在。故能外其

身，即能易其形矣。……此乃玄宗修炼之正轨，天人合发之功效也。”15

阐述“朝彻见独”云：“此乃玄宗向上一着。朝彻者，五阴破尽，性天开朗，如朝

曦之初升，群阴全销，万物毕露，古德所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是也；见独者，洞见

法性无生灭也。一切法均有对待，惟此性海，一即一切，无复对待，故谓之独。《庄子》

之‘见独’，《列子》之‘疑独’，儒宗之‘慎独’，禅宗百丈大师所谓‘罄然独存’，

皆示见性之旨。三家所证，均以此为归。识阴尽，方能朝彻见独，洞明法性，方能入于不

死不生，是则玄宗彻证真常、妙契无生，与佛氏之大涅槃，初无有异也。 ……惜乎自来

注家，均未能尽量发挥，……斯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最上一乘之妙旨’，玄宗末后了

道之指归也。”

 

16

又讲：“此段文章，在玄宗可谓独步千古，开中华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遥契世

尊拈花，迦叶微笑之旨，实为无上微妙法门。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即一切放下，

身世混忘，内外俱舍，舍至无可舍处，忽然只眼迸开，性天透露，如朝曦初上，无物不照，

谓之朝彻。见独，即彻见本源自性之谓也。一切法皆有对待，惟真性无对无待，故称为‘独’。

以自法眼，见自法身，周遍河沙，离生离灭，湛然圆满，廓然无际，谓之‘见独’。……

真性本有，非今始生；无生灭，故无成毁。前后际断，三际悉空，故无古今，生灭已灭，

故不死不生。”

 

17

庄子此段所揭示的是丹道下手的口诀——心息相依，他是“守一处和”的前行

功夫。一若志，就是用志不分的意思，分为耳听、心听、气听三段阶级。初学用

耳听息，工夫纯熟，不必用耳，才一回光，便能觉到。工夫更进，则回光之一念

 

三、下手口诀：调息凝神，心斋要旨。 

《庄子•人间世》篇引孔子的话讲：“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

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

心斋也。” 

                                                        
15徐海印《天乐集》，21 页。 
16徐海印《天乐集》，21 页。 
17徐海印《天乐集》，5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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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浑忘之，心自合于息，息与心自然融和，我只顺其虚无自然而已。身心内外浑

忘，乃可称为“气听”。自“听气”而至“气听”，则纯乎先天境界矣。“耳止

于听”（世本作“听止于耳”），谓耳之用，以能闻为极则；“心止于符”，谓

心之以用，以照觉为极则。有能闻，必有所闻；有能照，必有所照。惟一到真空，

则能所双泯，惟是一虚而已。是云“唯道集虚”，方契“心斋”之妙了。 

“心息相依”的具体功诀是从玄关中心息相依入手。真意内守玄关的虚境，目

光内照玄关中呼吸来往的阖辟之机，耳韵内听玄关中呼吸的细微声音。意守、目

照、耳听，三位一体，俱属于心；玄关中往来阖辟的呼吸，谓之息。心念与呼吸

相依交抱，绵绵不绝，如夫妇之交欢，缠扭不断，故谓“心息相依”，古称“日

月交并法”。意守、内照多易执相着形，即不合法度矣（意守、内照是初学的通

途，宜用意念轻微适度。最初用意稍强，熟练后用意越轻越妙，直至忘掉意念，

则“真意”始生，诀曰“自然之妙，先存后忘”。），最妙在于“听息”一诀。

先以两耳内听气息的起落变化的声音来约束心神，渐渐到听无所听，进而以心听，

直至于“心息相忘”，混混沌沌，恍惚杳冥，渐入“大定真空”的真境界、真景

象，庄子谓之“心斋”。心息相依，则使心息互相钳制，“心”被“息”所制，

“息”被“心”所伏，身心渐渐趋于安宁，心息亦愈加调和，直至得证“大定真

空”之寂静境界，自然能招摄“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 

张三丰真人在《道言浅近》中也讲：“凝神调息，调息凝神，八个字就是下手工

夫，须一片做去，分层次不断乃可。”大江西派祖师李涵虚在《道窍谈》中说：“调

息之法自调心始，凝神之法自调息始，此圣贤仙佛之梯航，吾人入德之路也”。汪东亭

讲：“凡初入门，最要紧第一着，亦不外乎‘炼己’。务要知‘炼己’，则是‘心

息相依’。相依者，心依于息，息亦依心也”18。汪东亭也在《道统大成》中讲：

“性命双修，只是教人心息相依，不可须臾离也。”19徐海印在《天乐集》中也说：“昔

以因缘，得遇汪师（汪东亭），指示心息相依法门，方知玄宗确有真传。”20

“心息相依”之妙诀，是诸家各派丹法的中枢。白玉蟾在《鹤林问道篇》中也

讲：“心息相依，息调心静”。中派李道纯在《中和集》中也说：“气神和合生灵

 

                                                        
18汪东亭《道统大成·女丹诀》。 
19汪东亭《道统大成总集·女丹诀》。 
20徐海印《天乐集·心息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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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心息相依结圣胎；透得里头消息子，三关九窍一齐开。”21

1. 庖丁解牛 

龙门派伍冲虚（1574－

1644？）在《仙佛合宗语录》中说：“若心能依息，则万法归一”。又说：“心必依

息，而后能离尘离境，解脱而见性。”因此，“心息相依”四字口诀确是贯穿各家丹

法始终的核心要诀。 

四、 丹道火候：静定忘止，进退自然。 

仙道修炼最不轻易传授的是火候。张紫阳在《悟真篇》中讲：“纵识朱砂及黑

铅，不知火候也如闲。”又讲“契论经歌讲至真，不将火候著于文。要知口诀通元处，

须共神仙仔细论。”《还丹复命篇》也讲：“圣人传药不传火，从来火候少人知。”火

候虽秘，也并非不传，《庄子》一书中用了很多的寓言故事阐发了修道中的火候

问题，现依据《天乐集》略微指出一二： 

这个故事在《养生主》篇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

《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

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

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

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

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

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此章所密示得是周天火候。以解牛为喻，牛喻色身，刀刃喻心息相依的芒锋

剑。初行功时，未能虚无自然，身见未忘，动被掣肘，故云：“所见无非牛者”。

及工夫纯熟，身心两忘，色身即空，故云“未尝见全牛也”。人身关窍经脉，本

多壅塞，工夫一到大定，外感先天真阳，冲开百脉，一炁循环，上下灌注。要当

顺其自然运行，不可安排。设或真炁循督脉而上，中途偶有阻滞，不妨略用巽风

鼓舞。“动刀甚微，謋然已解。”我原定在外面可也，此“批郤道窾”之妙旨也。

                                                        
21李道纯《中和集·述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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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内所云“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数语，示火候行到

极纯熟、极自然境界，悉皆不由我作主，全以元神主持，所谓“饶他为主我为宾”

是也。“神遇、神行”，四字最妙，真正先天境界，不涉一毫安排。若稍用意识

安排，即非神行矣。故紫 阳真人曰：“自有天然真火候。”又曰“但安神息任天然”。  

2. 津人操舟 

《达生篇》云：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

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

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

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尤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恶往而不暇？” 

此节示火候在一个“忘”字。忘则入化，化而通，则“不习无不利”（《大

易》坤卦爻词），如没人（谓泊于水底也）之未尝见舟而便操控。心息相依，能

渡生死大海，乃无上之法船。操纵此舟，必须到“相忘”境界，方入化境。若乃

定、忘功极，则应对操作，无不常在定中，亦不妨操作应对事务。定与非定，亦

不自知；作与非作，亦不自碍，此正如没人之操舟。  

3. 吕丈蹈水 

《达生篇》云：孔子观于吕梁，县（同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

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

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

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

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 

此章火候，示一“安”字。安则任性天然，而不杂巧伪；安则从容闲暇，无

一毫寻伺；安则身心两忘，与境浑化，故无罣碍。至云“不知所以然而然”，则

妙尽功忘，莫可名言。火候能到虚无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张帆行舟，行其

所无事，则妙不容言。丈人安于水而蹈水，道人须安于虚而蹈虚，虚之又虚，与

虚同化，则身心无碍，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入金石，升虚空，无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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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从《庄子》看生死 

庄子阐述生死，是力图透过生死的现象之异而揭示其本质之同，力图超越一

般人“悦生恶死”的生死情怀。生和死是人生所必经过的阶段，也是一般人所重

视的问题。人人都“悦生恶死”，但谁也无法逃离这个自然规律。任何一种哲学，

都会讨论到生死问题：任何一种宗教，也都会为生死试作答案。庄子也深入的阐

述了生死问题，简单叙述如下： 

一、生死是物化 

庄子将人的生命现象看作是宇宙自然中的一种物质现象，生命形态从生到死

或从死到生，都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转化而已。在《天道》篇中说：“其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认为生死皆物化，也就是道化、气化。庄子指出“通天下一气耳”，

生命来之于气，而死不过是复归于气。生也好，死也好，都是变化的现象。生死

变化的主体表面看是生命体本身，但就其本质来说，却是“道”和“气”在化。

“道”一化而为人之生，再化而为人之死；气聚而为人之生，气散而为人之死。

正所谓“已化而生，又化而死”。22

庄子讲：“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所以生死之变，实际上是生命根源在变化，是

生命质料在变化，是一种物质变化。 

二、生死是命定 

23又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

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24生死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不可

抗拒的，生命的死亡与出生也是由命决定的，就像黑夜与白天往复变化是由天决

定的一样。庄子讲：“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其极者，命也夫。”感叹“吾

命其在外者也！”“命”就是“天道”的运行，个人的命要服从于“天道”。因

此庄子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25

“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26

                                                        
22《庄子·知北游》。 
23《庄子·达生》。 
24《庄子·大宗师》。 
25《庄子·人间世》。 
26《庄子·大宗师》。 

“道”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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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无法改变，顺命、安命，就是顺于道、安于道，又何必“悦生而恶死”

呢？ 

三、生死为循环 

《至乐篇》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说：

“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批评庄子不以

妻死而悲，反而鼓盆吟歌，太不讲情义了。庄子却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

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万物皆化，今又变而之死，

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庄子指出：生命不是本来就有的，是逐渐演化形

成的。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人的形体生命都是气凝聚的结果。有生则有死，生

死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人死即回归于大自然，因此是不应该悲伤的。在《知北游》

中也指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所谓“生死为徒”就是生死相转，是生命体在

其运动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生为生命之始，死为生命之终。生死物化是一

个“始卒若环”
27

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

的无限循环过程，死既是整个生命现象某一段行程的终点，又是

其下一段行程的起点，生转化为死，死又转化为生，生死总是相互转化的。《至

乐》篇说：“死生为昼夜”，昼去夜来，夜去昼来，如此循环不已，生死现象情

同于此。《齐物论》也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始终处于相互转换之

中。 

四、死亡的价值 

28

                                                        
27《庄子·寓言》。 
28《庄子·大宗师》。 

造化赋予形体使我有所寄托，赋予生命使我操劳，赋予暮年

使我安逸，赋予死亡使我安息。所以活着为乐事，死去也应该为乐事。生死是自

然的造化，人就要顺应这个自然规则。同时认为生存是一种负累，死亡是一种安

息，死亡在生命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乐》篇讲：庄子去楚国的路上，看

见一具骷髅，便问他为何而死。夜晚庄子梦见骷髅问他是否想听听关于死的快乐，

骷髅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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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相信，便说：“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

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顿时愁眉苦脸地说：“吾安能弃南

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视生为负累，视死为安乐。死亡并不是等于生命消

失，而是对种种人生负累、束缚和压力的解除而使人获得一种安乐，死亡因此而

具有了生命的价值，生命体在生存状态下得不到的东西，在死亡状态下都可以实

现，这就是死亡的意义和价值。 

五、生死的顺化 

庄子认为，既然生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生必然要转化为死，死也要转化

为生，生有生的意义，死也有死得价值，那么对生死的态度就应该是坦然地面对

它，安然地顺从它。在庄子看来，生是时机，死是顺化，人只有能够坦然地随顺

生死之化，才算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养生主》中讲：“老聃死，秦失吊

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

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

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正该来时，老聃顺时

而来；正当去时，夫子顺理赴死，安适而处顺，不论悲哀或欢乐都不能经心，对

人世沧桑持一种自然的态度。庄子借秦失之口，将人的出生看做是应时而来，将

人的死亡看做是顺物之化，认为能安于时运，随顺物化，顺应生死之变，哀乐就

不能进入心中，这就是古时候所说的“悬解”。那些不能自解的人，是被外物束

缚住了。《大宗师》指出“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廖天一”，主张安于造化的安排，

随顺生死之化，与廖廓无涯的大道相同一，与自然造化相一致。 

总而言之，生死都是天命，问题在于我们对生死持怎样的态度。一般人认为“人

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也！”
29

                                                        
29《庄子·至乐》。 

为免除人生忧患，庄子主

张“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能够顺天安命，自无忧患之足虑。肯定生的

价值，快乐的享受生命，也要肯定死的价值，享受圆满的死亡。变化是必然的，

生是人生戏剧的开始，死只是戏剧中的谢幕，从某一种存在转化为另一种存在。

由无而有谓之造，由有而无谓之化，一生一死，人生一个圆满的造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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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结语 

《庄子》阐述了仙道的修炼秘诀，也主张了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至人、神人，乃

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至于“心斋”、“坐

忘”的胜境，泯合天人，冥绝生死。此时一切外在生死成毁的变化，都不能扰乱

修道人内心的宁静。故能齐万物、外生死，此为仙道修养的极致，虽非常人所能，

但宜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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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生命觀的比較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摘要 

人們常以科學、哲學、宗教等不同視域去探討生命的問題；科學的視域是從

生命的實體去探索，哲學的視域比較重視精神永垂不朽的角度去探究，宗教的視

域比較著重彼岸來生世界的論述。本文以儒、釋、道(含道教、道家)三家，對生

命的緣起、生命的維護與發揚、生命的完成(含終極關懷)等，對生命的本質做比

較論述。宋元明，理學興起，三教(家)從互斥、互融、互滲而發展成三教合一，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但生命觀皆走向勸善立德的境界。 

關鍵字:生命觀、生命緣起、生命本質、終極關懷 

 

 

 

 

 

 

 

 

 

 

 

 

 

 

 

 

 

 



金清海 

Comparisons with Outlooks of Life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hing-Hai Chi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fe is explored regularly in various domains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utlooks of science on life explores the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substances, as well as 

outlooks of philosophy explores with emphasis on immortal spirits and outlooks of 

religion confers with accentuation in the afterlife. The essences of life, for instance, 

origins of life, exaltations and conservations of life, completions of life(the terminal 

solicitude is included) will be mentioned and compared in outlook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se three religions developed into a consistency under various 

repulses, integrations and permeations as the Neo-Confucianism rising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nsistencies are intricate, outlooks 

of these three religions have been developing into concepts exalting the virtue.  

Keywords : Outlooks of Life, Origins of Life, Essences of Life, Terminal Solic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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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言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從古自今，其意義就是將自己的生命不斷地提升，不斷

自我發展的過程，不論是自我實現、自我尊重或是自我要求、自我反省下，其意

義都是建立在對生命的體認和肯定上，而能夠建立起一個不但包括我們人類生活

的理想，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完成。 而生命哲學的最大課題在於如何「安身

立命」。短暫的人生中，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人人必經，如何在現

實生活中找到足夠使其安心托身，進而能夠突破有限的身軀生命，以實現永恆價

值的生活方式，是做為一個人終身所追尋的。如何安身－找到人生的方向；如何

立命－在有限生命中開創出無限價值。本文以儒、釋、道(含道教、道家)三家，對

生命的緣起、生命的維護與發揚、生命的完成(含終極關懷)等對生命的本質做比較

論述。唯儒、釋、道三家，從先秦起，先有儒家、道家，漢代加入道教與佛教，

經歷魏晉南北朝，三家都走向玄學化。唐代以後，道教的內丹修煉化，道教走上

勸善立德、濟世渡人的德化修煉。佛教於隋唐以後蛻變成為中土化的佛教，到了

宋元明，理學興起，三教(家)從互斥、互融、互滲而發展成三教合一，異中有同、

同中有異，但生命觀皆走向勸善立德的境界。   

 

貳、 儒釋道的生命緣起觀的比較 

一、 科學的生命緣起觀 

人類生命起源一直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難解的問題，人類之生命何以有異於

其他的生命形態？人類之外在形象、內在思惟，何以異於其他的物種？這問題不

管是宗教、哲學、科學、人類學、考古學及近來新興的生死學等等...都希望透過各

種的方法，「竭盡所能」的企圖破解人類這「隱諱不宣」的秘密。 

 

 

 

 

169



金清海 

宇宙及生命的產生，以今天的天文物理科學的知識來理解是源於霹靂大爆炸，

只是一個偶然，生命的最小分子是希格斯玻色子(俗稱上帝粒子)1

但早在西元前六世紀，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 610BC-546BC)，希臘北部愛

奧尼亞人，他認為初生嬰兒無力照顧自己，若地球上出現第一個人類是嬰兒，恐

怕無法存活。於是他理解到人類必定是從其他幼年時期更強壯的動物演化而來，

這或許是首度將人類與演化連結者。

，比中子、質子、

還小的粒子。而人類的誕生是來自猿猴進化說，進化說並不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獨創，在他之前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在討論到長頸鹿和羚羊的不同時就

用了進化的字眼，但由於達爾文的時代正處於新舊思想交替最劇烈的時代，因此

使他的學說顯得格外突出，其實在他之後的孟德爾（Gregory Johann Mendel 

1822-1884）在實証上的成果就比他來的豐碩。進化說的基本假設是以為一切生物

都是由無機物逐漸演變成有機物，再由有機物演變成原生質，再由原生質演變成

單細胞，再由單細胞逐漸組合成各種複合物或說各種的生物。但在演變的過程中，

由於環境、氣候及細胞本身的因素，使得細胞在「用進廢退」的情況下，有了進

化甚至有了突變，自此以後就構成了這個世界。 

2

二、 宗教的生命緣起觀 

原始生物是由化學分子演化而形成的，而人

類是這演化程序裡的最後產物，也就是說人類由低等生物所演化而來的，從原始

的單細胞微生物 →多細胞微生物→海中低等生物→有殼生物→漁類→兩棲類→

爬蟲類→鳥類→哺乳類→靈長類→猿→人類，以這樣的序列發展著，生物的演化

有愈趨複雜的傾向，才有人類的產生。 

人類解釋宇宙及生命的產生，自遠古以來大多以宗教的視點來詮釋，例如信徒

最多的基督教認為宇宙、萬物、生命皆由上帝所創造的創生論。吾人可在各宗教

教義中找尋有關人類生命起源的文獻，透過「宇宙論」的方式「由下往上式」的

                                                 
1 今(201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是英國的希格斯（Peter Higgs）和比利時的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

他們的貢獻是在 1964 年提出一種假說，認為宇宙間存在一種玻色子（boson），幫助物質取得質量，

逐漸形成星球和我們生存的世界。這個假說在沒有得到實驗證明之前，已經被認為是解釋宇宙起源

最重要的理論之一，獲得學術界重視。2012 年，歐洲的研究機構實驗證實這種玻色子的確存在，

兩位學者因此獲得今年諾貝爾物理獎。 

2史蒂芬‧霍金《大設計》臺北．大塊文化．2011，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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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基督教、伊斯蘭教中所謂的「創世說」、佛教的「下凡說」、道教的「三

清說」、印度婆羅門教的「梵我論」等等。因為佛教、道教是本文比較探討的範疇，

故單獨分節論述。 

基督教的創世論(或曰創生論)，依基督教的觀點人類是上帝依他的形象所創造，

《舊約聖經．創世紀》第 26、27 節中所云：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又《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二章第 18 ~19 節：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 

的肋骨，造成了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 

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從這二節的描述，基督教義中，人及萬物皆由神上帝所創造。 

根據伊斯蘭教經典的記載：所謂的「創世說」，認為宇宙萬物均由造物主創造，

故一切生命亦源於真主的賜予。至於人類之來源，《古蘭經第 23 章 12 節》： 

真主說：「我確已用泥的精華創造人。」 

又《古蘭經第 2 章 30 節》： 

當時，你的主對眾天使說：『我將在大地設置一代理者。』 

又《古蘭經第 38 章 71 節》： 

當時，你的主對眾天使說：『我將從泥土造化一個人，我把他造成， 

並把我的靈吹入他體內的時候，你們就向他倒身扣頭。』於是眾天 

使全體一同扣頭…… 

從以上數段《古蘭經》經文來看，伊斯蘭教認為人類的起源，是由真主所創造。 

印度教的『梵我論』，何謂梵我同一？印度人由「苦」而極度厭世，亟欲離世，

他們渴望徹底捨離被無邊苦海環抱，和使一切可能被經驗的對象成為「苦」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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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世界全體。概而言之，從宗教的目的著眼，離苦得樂，擺脫輪迴，是印度各

派的共同宗趣；印度的宗教多主張「梵我同一」(或梵我一如) ，認爲宇宙萬有本

體的「梵」和作爲人生命現象主體的「我」是同一的。但世俗之人認識不到這一

點，把「梵」和「我」看成不同的東西，因而産生無明，而且執著於「我」或與

之相關的世間事物，産生種種欲望和相應的行爲，由此導致業報輪迴。而輪迴中

是充滿痛苦的，只有消除無明，認識「梵我同一」，才能真正擺脫痛苦，達到解脫。

印度教認爲宇宙萬有本體的「梵」，接近道家的萬物皆源於道。信奉一神論的真主、

真神、上帝等宗教，大多是創世、創生論，認為人與萬物皆為神上帝所創。 

三、 儒家的生命緣起觀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其後的儒者鮮少去探究生命的

來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11) 

儒家經典中除了《易傳》以外未見對生命來源的論述。只有見諸於神話傳說，《山

海經‧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
3

黃帝

這是女媧造神之記載。《淮南子‧說林》：「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

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認為，女媧造人時，其他神靈都來幫忙。

幫助人生出陰陽，上駢幫助人生出耳目，桑林幫助人生出臂手。在他們的幫助下，

女媧經過了七十次的嘗試和改變，最終創造了人類。北宋《太平御覽》卷七十八

引《風俗通義》：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 

引繩絚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絚人也。」              

(今本《風俗通義》無此記載)。 

《周易‧說卦傳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為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 

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3郭璞注《山海經》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7，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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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4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此句把乾坤之德能——萬物的感通，顯現在家庭或家政的倫理。北宋理學家張載

〈西 銘〉(又名〈訂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子更擴充解釋人

與萬物皆天地所生。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太極圖說》(見周子全書卷一)： 

濂溪先生曰： 

5

四、 佛教的生命緣起觀 

 

這是周敦頤對《周易說卦傳》生命來源的闡發。無極→太極→陰陽兩極→五行水

火木金土→化生人與萬物。《易傳》之說亦屬創生論，只是創造者是天地或無極。

唯《易傳》只是托孔子之名之作，而周子之說已滲入陰陽五行之說。 

『緣起性空』，這是原始佛教對於世界及生命起源的觀點。佛教原典《阿含

經》中有「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緣起論是指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現象，包括物質和精神都是緣起的結果，即因緣集合而生，

因緣散失而滅。原始佛教把這種世間所有人和事物都不會永恆存在的狀態稱為

「空」，「四大皆空」是指地、水、火、風這四種組成世界的元素都是空虛的，進

而指出這個世界也是空虛的。6

而人從哪裡來？依佛經說「人從光音天來」，據《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四記載：

劫初之時 (指成、住、壞、空之變異，劫初時乃是劫成敗時之變異 )，光音天子至

此世間食地肥 (糠米)，其香美勝於甘露，極為鮮淨亦無表皮，食少者其體不重，

且不失神足，故亦能於虛空飛行。然食多者，其體遂重，終失神足，而致不能重

返天上。此時男女心生情欲，共相娛樂；為共止宿覆體，遂作屋舍。地肥香好，

 

                                                 
4蕭漢明《周易本義導讀》濟南．齊魯書社． 2003，頁 271 
5陳榮捷著《近思錄詳注集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 
6慧明編著《一次完全讀懂佛經》臺北．海鴿文化．2013，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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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肥白。朝收暮生，暮收朝生，是時人民生活懈怠不勤，同時有人懷妊，遂儲

食糧。人民競相藏食糧，遂生盜糧，失物主詢問盜者，何故取我糠米？盜者默然

不語。物主即拳腳相加；不服他人侵盜己物，輾轉遂成風氣。由是大眾會議，共

定遵守規約；有人違法，即用刀杖處罰。如是種種貪欲、淫、盜、瞋、妄、殺，

業因感果；此為世間之眾生，係自光音天下凡而來之因緣，亦可說是隨業而來。7

五、 道教的生命緣起觀 

此

為佛教的生命緣起觀。 

道家或道教對生命的來源觀點，以《老子》的說法最能代表。老子認為天地

萬皆由道所創生，他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40 章)、「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42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字之曰道」

(25 章) 。 

莊子說創造宇宙的本體是一個從「非物」產生，〈知北遊〉云：『有先天地生

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8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此

「非物」即道也。 

〈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先天地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9

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下邪？曰：在屎溺。」

。』 

〈知北遊〉謂：「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烏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 
10

萬物皆一也。」

 

道是超乎時空存在的實體，它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本源，更具體的描述是「道無所

不在」。現象界的萬物，其成為人或成為物，全是偶然，人並非是萬物中之最高級

者，變成人並無可喜之處，死了亦無可悲之處，因此莊子才會妻死箕踞鼓盆而歌。 

〈德充符〉引孔子告常季曰：「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 

守其宗也。」又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11

                                                 
7靜定法師《得渡鼓鐘》高雄．九華出版社．2003，頁 10 
8郭慶藩編《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1993，頁 763 
9同註 7，頁 246-247 
10同註 7，頁 74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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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師云〉：「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 

為蟲臂乎？」12

本然，週遍法界，得意生身，自由自在

 

人出生只是個偶然而已，出生為物並非不可，全由造物者作主。造物者給我

什麼形體都一樣，鼠肝、蟲臂，一任自然，既來則受，沒有區別。既是「萬物一

體」，生亦何喜？死亦何悲？《老子》演進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5 章)

老子及莊子也屬創生論，只是造物者是道不是神。人從何處來？《玄宗直指萬法

同歸》卷四： 

或問：父母未生之前，此身在何處？答云：父母之前，了然無物， 

因緣媾合，始結胞胎，形質之累有矣。曰：形質若歿，此身復在何 

處？答云：復如未生之前，了然無物也。曰：若無，則無有也，又 

云復生，何也？答云：火本無形，木為之根；泡本無形，水為之根； 

人本無形，父母為之根，何得不生也？生前死後了然無物，既然如 

此，人何以會出生？只因父母為之根，故不得不生。若問修道者死 

後歸於何處？答云：亦不在天堂，亦不在地獄，亦不在南閻，亦不 

在西國。曰：然則在什麼處去？答云：寂然不動，無來無去，清淨 

13

又道教的道經《太上老君內觀經》老君曰:天地構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

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

。” 

 

14

六、 儒釋道的生命緣起觀比較 

。此二說人與萬物由天地陰陽所創生，

與《易傳》說法雷同。 

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依一般世俗的說法，人是父母所生！父母從哪裡來？

從祖父母來！祖父母從哪裡來？從曾 祖父母來！曾祖父母從哪來？……，一代一

代往上追溯，最後就不得而知了。人從哪裡來？人類學家說，人是由猿猴進化而

來的！猿猴從哪裡來？從爬蟲類演變而來！爬蟲從哪裡來？從細胞繁殖而來！細

胞從哪裡來？再往上推進，也是找不出一個最後的答案。 

                                                                                                                                               
11同註 7，頁 189-190 
12同註 7，頁 261 
13《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四，《道藏》第 23 冊，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頁 939-940 

以下若引《道藏》，只註冊數和頁碼。 
14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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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哪裡來？基督教說，人是上帝創造的！但是上帝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人

從哪裡來？印度教說，人是從梵天的口中生出來的！同樣的，梵天又是從哪裡來

的呢？人從哪裡來？佛教說，生命是緣起而有的。緣起是什麼？就是由很多的條

件因緣合和而有，他不是單一存在，也不是突然而有。 

 

根據佛教的「十二因緣」說，有情眾生由於累劫的「無明」煩惱，造作各種

「行」為，因此產生業「識」。隨著阿賴耶識在母體子宮裡漸漸孕育成色心和合

的生命體， 是為「名色」；名是生命體的精神部分，色則指物質部分。數月之後，

生命體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成熟，稱為「六入」；胎兒脫離母體後漸

漸開始接 「觸」外境，並對外界的苦樂感「受」產生「愛」與不愛，進而有了執

「取」所愛的行動，結果由於身、口、意行為的造作，又種下了後「有」的生命

體，有了 「生」終將難免「老死」，「死」又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
15

道家道教對於人與眾生是從何而來？認為是源自於道、太極、天地、陰陽等

創生論，基督教只是改成神上帝的創生論。本段第三小節儒家的生命緣起觀雖引

用《易傳‧說掛》的天地創生論。但《易傳》，大部份的學者皆認為是託孔子之名

的作品，甚至認為是道家的思想

此說亦有

茅盾，因為母體子宮又從何而來？ 

16

                                                 
152003 全國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2003.8.23)，星雲大師講稿 
16如南懷瑾《周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 763 。序中認為《易傳》為孔門弟

子及後人的著作。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認為《易傳》為道家思想，

論證極詳。王德有與蕭漢明等學者亦認為《易傳》與道家思想有相當多的關聯。 

。南懷瑾指出漢代傳易分成兩派，一派是以陰陽、

納甲、卦氣等象術為主的漢易，經唐到宋以邵康節的易學集大成，成為道家易學

系統一派。另一派是傳承後漢以王弼以老莊解易的系統，宋儒雖多以儒理說易，

但多受王弼餘緒的影想響。儒家三聖孔孟荀，查翻其經典《論語》、《孟子》、《荀

子》皆無談到生命是從何而來，孔子說「未知生」這句話是很有哲理。因為不管

是創生論或因緣論，都無法印證，即便今天的科學說法還是有很多人存疑，流於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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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釋道的生命維護與發揚比較 

生命的維護與發揚，就是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足夠使其安心棲身，找到人

生該走的正確方向。 

一、 儒家的生命維護與發揚 

(一)、儒家對生命的維護 

儒家認為此生(身)是實踐仁道的重要依據，應該要善加保護、善加運用，所

以孔子說：「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論語‧述而 10》)這與孟

子的：「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篇

上》)都是同樣珍惜現實生命的生死觀。所以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 13》)他要真誠地面對此生，並用生命去捍

衛道的理想實踐，他告訴學生要珍惜生命，保守住自己的生命才能承擔責任、實

踐正道。因此對生命的維護，可以孝出名的曾子為例，《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孔子對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又《論語‧泰伯 3》：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這是儒家對生命的維護。 

(二)、儒家的生命發揚 

孔子淑世的理想世界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26》)，戰國末的《禮記》把它具體化成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這種悲天憫人的國家社會責任一直

是儒家的傳統。  

儒家的生命發揚從孔子的「志於學」開始，不是泛指一般的學習，而是指要

通過學習達到生命的完善，推己及人，有所作為，為天下公益而努力不懈，亦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業。因此孔子

以後的儒家，莫不以天下為己任，學而優則仕，登車攬轡，慨有澄清之志。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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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茅屋為秋風所破》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已為

秋風所破，心中所關心的，竟是天下寒士，這是何等偉大的胸懷。范仲淹的「先

天下之憂而憂」，其義田賑濟貧苦族人之義舉(見錢公輔《義田記》)及朱熹為官雖

小，也在鄉內設立義倉賑濟災民，成立書院，教育鄉民(見黃玉石《朱熹傳》)。

元代張養浩於賑災途經潼關作了〈山坡羊‧潼關懷古〉一曲「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皆以肩負社會責任為己任。這

都是儒家對生命的發揚。 

二、 佛教的生命維護與發揚 

(一)、佛教對生命的維護 

佛教的生命觀，不是只談有形肉體的出生與死亡，還包含無形識神的存有，

將人的生命分成四個階段：生有、本有、死有、中有等，「有」是指生命存有形

式，所謂「生有」是指受胎投生的最初一剎那身心。所謂「本有」是指從出生到

瀕死的全過程。所謂「死有」是指命終時剎那間的身心。所謂「中有」，或稱「中

陰」是指從死後到再生之間的過渡識神。17

佛教最關注人的有情生命，致力於消解身體生老病死現象下的種種痛苦，體

會到存有的苦迫紛亂與生死流轉，都是身心五蘊和合下的我見與執著，佛陀的証

道與弘揚佛法，是要教導人們廣觀一切法空的生命本質，領悟解脫生死的真慧，

進而能不斷地反觀自身，從離我知見中去完成生命的存有價值。

 

18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佛教始終是致力於人的生命體驗與生死關懷，是要指

引人們洞察生命的本質與徹悟人生實相。

 

佛經常說：「身有老、病、死三病；心有貪、瞋、癡三病。」佛教認為人的

生命離不開生老病死等諸煩惱，因此必須靠戒、定、慧的修持，以去除身病與心

病，才能滅除生死種子，證得解脫涅盤。 

(二)、佛教的生命發揚 

19

                                                 
17陳兵《生與死的超越－破解生死之謎》臺北．圓明出版社．1995，頁 181 
18印順大師《佛法概論》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81 
19鄭曉江主編《宗教生死書》臺北．華成圖書出版公司．2004，頁 44 

佛教重視人和人間，不是因為其主張

人對其他眾生乃至於自然界有一種主宰和統治權，而是認為人類既具有智慧和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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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又有實踐這種智慧和慈悲的時空因緣。因此，佛教強調了每一個人對其他眾

生乃至自然界應負的責任；人類應在緣起性空原理的指導下，創造一個與其他眾

生乃至自然界和諧共生的淨土世界。20

佛一再說到，生而為人是最可貴，最難得的。佛經說：「我生於人間，長於

人間，於人間成佛」。從經文中，可知佛教是在人間的；不過要注意，佛教人間

化，是要在這人間，運用佛陀清淨正法，淨化這個人間，莊嚴這個人間，使人依

法修學，從而逐漸昇華生命，然後完成人格以成佛。所以我們應該運用人身，依

法淨化身心，促成佛教人間化，使這人間成為和樂的人間。由於人在人間，能夠

體悟真理、淨化人性、成就聖賢，進而完成佛格；所以佛法特別認為這個人身很

有意義，很有價值。因此，也就特別重視人生，寶貴人生，如佛法常有句話說：

「人身難得」，正是這一意思的高度表現！人身的獲得，確實是不容易的，得到

了就應當重視寶貴，不應輕於糟蹋，我們還要運用這個人身，造福人群，求證究

竟的真理，得到究竟的解脫。

 

21

三、 道教的生命維護與發揚 

佛教提倡在真如的世界，遵循佛法與踐行佛法中

去完成生命的存有價值。這是佛教對生命的發揚。  

(一)、道教的生命維護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宗教，指引的是對於彼岸天國極樂世界的死後追求，如同

基督教的「與主同在」、「蒙主寵召」。佛教的輪迴解脫，達到「涅槃」。道教卻與

眾不同，信奉的是對此岸生命獲得永恆的追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在此現實世

界，而非彼岸世界。因此道教以長生不老之「道」，為最高信仰的宗教，它用神

仙不死之「道」來教化信仰者，勸人們通過養生修煉和道德品行的修養而長生成

仙，最終解脫死亡，求得永恆。 

道教的生命維護精神是重人貴生，先秦古籍，早有重生的觀念，早期的道家

楊朱學派，即被認為是輕物重生之士 22

                                                 
20覺繼學愚主編《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序 4 
21靜定法師《得渡鼓鐘》高雄．九華出版社．2003，頁 31 
22見於《韓非子‧顯學》及《淮南子‧氾論》。 

，老子《道德經》講長生久視之道。《莊子‧

讓王》亦云：「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又《養生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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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精也)，可以盡年 23。」重視生命

乃為道教的基本特徵之一，而道教繼承道家重生之精神。《太平經》云：「生者，

其本也，死者，其偽也。」又云：「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貪尊貴也，但樂活而已

者
24。」把活命看重於榮華富貴，《老子想爾注》云：「生，道之別體也 25。」已

將「生」提升到「道」的位階了。《養性延命錄序》云：「稟氣含靈，唯人為貴。

人所貴者，蓋貴為生
26。」《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謂：「萬物人為貴，人以生為

寶 27。」《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云：「使人人皆躋仁壽，則太上好生之本心也 28

我命在我，神仙可學；道教從「神仙不死」的長生追求，建立了「我命在我」、

「神仙可學」的生命主體論。《西升經‧我命章》託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屬天

地

。」

這些說法皆表示道教「重生」、「貴生」的思想，亦為道教之生命維護的基本精神

之一。 

29。」是一句震撼人心、激勵人類戰勝死亡鬥志的名言。李剛認為此句名言，

表達了道教對儒家命定論、天命論和道家生死自然觀的否定，鮮明又集中地體現

了道教神仙信仰的主體性 30。唐代著名道教學者司馬承禎《坐忘論序》引《西昇

經》「我命在我，不屬於天」後指出：「由此言之，修短在己，得非天與，失非人

奪。31

                                                 
23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萬卷樓，1993，頁 965 及頁 115 
24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 1960，頁 53 及頁 288 
25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正》‧上海古籍‧ 1991，頁 33 
26《道藏》第 18 冊‧頁 474 
27《道藏》第 6 冊‧頁 178 
28《道藏》第 4 冊‧頁 89 
29《道藏》第 14 冊‧頁 594 
30李剛《何以中國根柢全在道教》‧四川‧巴蜀書社‧ 2000，頁 8 
31張君房編《雲笈七籤》第 4 冊‧卷九十四《坐忘論序》，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044 

」此言人通過修習坐忘之法，存道納氣的修煉，戰勝死亡，求得生命之永

存。成仙長生不死，而其實踐方法，就是透過各種養生修煉之術來達成。在各種

養生修煉，漸由外丹轉向內丹。中國古代對不死的追求發生甚早，先秦時代神仙

長生的神話傳說廣為流行，人們渴求能夠長生不死。秦漢時，燕齊一帶神仙不死

說尤為盛行，荊楚和巴蜀文化中也流傳著許多神仙長生的仙話。這些都為道教所

繼承發揮，也是道教神仙信仰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漢代道教從發生開始，即充

滿了神仙長生思想，只不過未加以系統論證，到了魏晉，經葛洪，出了《抱朴子》

從理論上予以證明，世間有神仙，且神仙可學，遂形成體系化的神仙信仰。南北

朝至隋唐，受佛教生命觀的影響，道教神仙信仰的重心逐步從肉體不死轉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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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並結合由向外追求轉向對內的體證，最終形成宋元以後的內丹學。內丹學

追求精神生命的永存──成仙長生。 

道教認為人的生命長短是由人自己所把握，通過修煉、延長了自我生命，所

以人的生命長短並非由天地來決定，也不是命中注定的。這也是道教的生命維護

理念。 

(二)、道教的生命發揚 

道教生命哲學的外王之用是一種生命政治學。道教主張：「至道能出世，不

以出世為至道。既能出世，又能入世。32」既然要入世，便難免涉足政治，就會

產生自己的政治見解，就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理論，最終形成其生命政治學。道教

說：「古聖帝王官天下者，首以神仙之道默相傳授，家天下者，其道不傳，是以

至禹而止，後遂散於方外之士。33」而道教的任務，就是要把失傳於帝王的「神

仙之道」重新再傳播給帝王，使他們知道首先要養好身體，懂得養生的原理，然

後以此原理向外擴充於政治，才能治理好國家。身體是政治的出發點，故道教宣

布：「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即萬物備

矣。34

 

」出世卻又入世的道教，關心政治，參與政治，從思想上為政治參謀，為

政治服務，並曾試圖謀求政治指導思想的地位。道教與政治關係之密切，由此可

見一斑。所謂「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良相與良醫都要能治病，良相治國家機

體之病，良醫治人的身體之病，治病救人，這是二者的共同努力目標。 

道教醫人治國的思想最早源於道教第一部經典為東漢時的《太平經》，非一

人一地一時之作，內容龐雜，它的全部宗教教義，帶有十分濃厚的神學政治色彩。

內容泰半著力宣揚的是「治國之道」，它托神人降世，要幫助統治者去亂世致太

平。除了政治，尚有大量陰陽五行之說及原始宗教巫術和方術內容，亦有道醫、

巫醫內容，也重視人的生命價值。《太平經》內容中反複強調，一種神秘的「太

平之氣」就要來到，天下即將太平，目的還是在假借宗教行政治治國致太平。此

為道教的生命發揚。 

                                                 
32《碧苑壇經》卷下《濟度眾生》，《藏外道書》第 10 冊，第 204 頁，巴蜀書社‧1994 
33《谷神篇序》，《道藏》第 4 冊，第 534 頁 
34張君房編《雲笈七籤》第 4 冊‧卷九十一《九守》，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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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儒釋道生命的維護與發揚觀比較 

儒家認為此生(身)是實踐仁道的重要依據，應該要善加保護、善加運用並珍惜。

一方面是從人倫孝道，繁延子孫的觀點看待，更重要的是完成行仁的生命意義。

佛教則致力於人的生命體驗與生死關懷，是要指引人們洞察生命的本質與徹悟人

生實相，並漸漸引發出人間佛教的生命觀。道教以長生不老之「道」，為最高信仰

的宗教，它用神仙不死之「道」來教化信仰者，勸人們通過養生修煉和道德品行

的修養而長生成仙，最終解脫死亡，求得永恆。道教生命哲學的外王之用是一種

生命政治學，出世卻又入世的道教，關心政治，參與政治，借宗教行政治治國致

太平。 

儒家積極入世，以悲天憫人的胸懷，以社稷、國家、天下為己任。道教既重

視個人生命的長生久視，也關心天下的太平，既出世又入世。佛教教人領悟解脫

生死的真慧，進而能不斷地反觀自身，從離我知見中去完成生命的存有價值。但

近世佛教已轉向積極人間佛教的踐行。 

 

肆、 儒釋道的生命完成(終極關懷)比較 

如何立命？在有限生命中開創出無限價值，儒家的生命終極關懷是安於死而

無愧，佛教則是死而新生，道家則是死而不亡 35

一、  儒家的生命完成─安於死而無愧 

。 

孔子深受叔孫豹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36

                                                 
35鄭曉江主編《中國死亡文化大觀》北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頁 4-6 
36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1985，頁 6 

」的影響，以道德價值的實現作為解決生死問題，其後的儒家皆朝著

永垂不朽的志業在努力。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8》)這

其實就是一個面對死亡極為坦然的態度，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孔子是具有生死

智慧的，因為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其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而且生命的長度是

我們所無法掌握的，在孔子的想法裡，一個人的壽命長短顯然比不上生命的寬度、

深度來得重要，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在死亡之上還有更重要的人生價值，也

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仁道的實踐。孟子也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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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孟子‧盡心篇上》)生命的長度確然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但是修身之事、

進德之業卻操之在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5》)在面對生死存

亡的關鍵時刻，孔子在乎的仍是文化的續命與永恆的生命，這樣的生命追求既超

越個人的生死之上，也超越了整個生命的死亡。在這場意外的危難中，孔子當然

有可能死亡，可是他無懼的說：「匡人其如予何？」就是在說明他個人的生死並

不重要，他投身於道德的精神生命已經超越了有限的此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15》) 這

其中可看出儒家對生命的兩層說法，一是從有限的現實生命中提升自我，雖然儒

家很清楚個人的有限生命絕不可能有達到永恆的一天，一旦他盡了此生最大的心

力去實踐，他的生命便與天命相接，從而提升到永恆生命的層次。另一方面，在

這個努力的過程中，儒家的學者清楚自己的有限性，卻又無畏無懼的勇往直前，

即使終其一生困頓不已也不停息，完全超越了人性中的感性層次，顯現出一種近

乎宗教似的超越精神。一如曾子說的：「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泰伯

7》)我們審視孔子的一生不就是如此嗎！ 

可是儒家的態度仍然是面對現實的人生，儘管這個踐履仁道的過程充滿艱辛，

依然堅持這個生命的理想，而不會去尋求其他的方式，例如宗教的超越個人解脫、

離群的獨善其身。《論語》記載了許多當時孔子面對不同生命形態的的挑戰，像

是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或是荷蓧丈人(《論語‧微子》5、6、7)，孔子所展現的態

度都是如此。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31》)

他所憂的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論語‧述

而 3》)也 就是說，孔子的學問是生命之學，是教導學生「知生」的學問，其中就

完整地包含了面對死亡的態度與個人生死的超越。儒家的學者很明白的教導學生

用心經營此生，因為我們無法主動掌握死後的世界。這是儒家的生命完成。 

二、  佛教的生命完成─死而新生 

佛教的生命真諦，是要超越出天地的成住壞空，以及能化解掉人類的生老病

死，這是宇宙大化的生命，是要普渡一切眾生了脫生死海。佛教關注的不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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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色身，而是真如佛性的法身，是經由修行證悟而成的永恆生命，也是通向

于佛的生命，不再掉落到有形生命的生死流轉之中。佛教這樣的生命觀，早已化

解了困擾人類的生死課題，追求的是永無止境的生命境界。37

佛教雖為外來宗教，但在歷史上很快便與中國文化相互滲透和融合，成為中

國化的佛教，不僅對官宦士大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挾宗教信仰之力對中國

百姓的死亡觀念和行為也有極大影響。佛教認為「死」是人在「天、人、阿修羅、

地獄、畜生、餓鬼」這「六趣」間輪回的中介。每個人決不僅有一「生」、有一「死」，

而是有無數之「生」，無數之「死」。無窮盡的生死輪回陷人於茫茫苦海之中，永

受苦難。一個人若渴求擺脫生死輪回，趨向無死無生的「涅槃」境界，就必須通

過「守戒」來窒滅和放棄人的一切欲望、一切行為、一切可稱之為「生」的活動，

通過皈依佛門、最終由死之「涅槃」來成就永恆的佛果。

 

38

三、  道教的生命完成─死而不亡 

 

佛教戒、定、慧的一切修行都是為了最高目標─涅槃，「涅槃」在世俗人的眼

中為「死」，在佛門則是「新生」，是超脫了輪回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達到了「無

生無死」的狀態。但涅槃只有佛陀達到，眾生還是得死而新生。 

儒家繼承傳統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說，只解決了少數人死亡焦慮問題。

絕大多數的人不能立德、立功、立言，只好去道教中尋找解決生死問題的答案。 

道教立教的宗旨，即在於解決生死問題《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誦經

應驗》即指出：「太上垂教，憫諸眾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 39。」道教

經書常明確給人指示出一條神仙長生不死之路。例如《混元八景真經》謂：「今留

此書於世，令後人知有長生之路，不死之門，若能依法而修，無不至神仙者也 40。」

又《峴泉集》云：「玄門之書千萬言，內聖外王之道既備，其神仙長生語，特曰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可謂易知易行矣 41

                                                 
37鄭志明《佛教生死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頁 6 
38鄭曉江主編《中國死亡文化大觀》北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頁 8 
39見《道藏》第 5 冊‧頁 848 
40見《道藏》第 11 冊‧頁 439 - 440 
41見《道藏》第 33 冊，頁 232 

。」上引兩例，知道書告人修煉可成仙且易

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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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度人方面，對道教來說「道」自體本身就是好生惡殺，救護貧苦，濟度

一切的。《赤松子章歷》卷六宣告：「大道普慈，好生惡殺，無災不救，無厄不解。」42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揭示：「大道之意，行于平等，救護貧苦，給濟衣食，一

切病患，給以湯藥。」43《至言總》卷五《功過》教誨：「夫道所貴，在適而無累，

和而常通，永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為重。」44

四、   儒釋道生命完成的比較 

再另一方面是對萬物

生命的解救，不僅只是拯救自我，更重要的是拯救全人類的生命，並且只有拯救

了全人類的生命，修道者自我本身才能成仙不死。對一個修道者來說，解救他人

的生命越多，了道成仙的品位就越高。 

總之，道教的神仙理論，建立在道教生命哲學的主體性，一方面是對自我生

命的自作主宰，堅持「我命在我不在天」，另一方面對道德主體性的強調，修道濟

人，發揮道德主體性，從而延長生命存在的時間。對萬物生命的解救，度人修己

的修道者，才能成仙不死。 

儒家以道德價值的實現作為解決生死問題，其後的儒家皆朝著永垂不朽的志

業在努力，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仁道的實踐。佛教的生命真諦，是要超越出天地

的成住壞空，以及能化解掉人類的生老病死，這是宇宙大化的生命，是要普渡一

切眾生了脫生死海。道教生命哲學的主體性，一方面是對自我生命的自作主宰，

另一方面對道德主體性的強調，修道濟人，對萬物生命的解救，度人修己的修道

者，才能成仙不死。唯宋元明，理學興起，三教(家)從互斥、互融、互滲而發展成

三教合一，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但生命觀皆走向勸善立德的境界。 

佛教作為一種異質文化，在傳入中國後，一直不懈地通過融合本土儒道思想

進行著本土化的過程，其最終的成果便是以宗派佛教為代表的中國佛教的形成，

在唐以來大盛的也正是這些中國化的宗派佛教。同樣，也正是這些中國化的宗派

佛教，給後來的宋明理學的形成以莫大的助緣作用。45

                                                 
42《赤松子章歷》卷六，《道藏》第 11 冊‧頁 223 
43《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道藏》第 11 冊‧頁 364 
44《至言總》卷五《功過》，《道藏》第 22 冊‧頁 869 
45王心竹《理學與佛學》吉林．長春出版社．2011，頁 5 

錢穆先生說：「北宋儒學崛

起，儒術復興。理學家長處，在能入虎穴，得虎子。兼采道、釋兩家有關宇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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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生原則方面，還本儒學，加以吸收或揚棄。遂使孔子思想嶄然以一新體貌、

新精神，超然卓出於道、釋兩家之上，而又獲一新綜合。」46

伍、 結語 

 

而民間宗教的儒教(齋教信仰)、釋、道信仰更是相濡以沫的緊密結合，中元普

渡就是典型的儒釋道融合的民俗節，包含著儒家的孝道、地藏信仰及道教的齋醮。

即便由華人傳到泰國的民俗宗教白龍王信仰所昭示的教條：第一條是孝順父母，

父母才是真神。其他如家中夫妻和諧，孩子才會學習去遷就人家。人的一生都在

學做人，學習柔和，學習放下等。也是柔合了儒釋道的思想。 

 

對於生命的緣起觀，佛家採因緣論，緣聚則生，緣滅則散。道家則為宇宙創

生論，萬物皆源於道，由道生無極、生太極、生陰陽、創萬物。儒家則從務實的

世界，以「未知生，焉知死」的觀點，重在此生的經營。儒釋道生命的維護與發

揚觀，儒家積極入世，以悲天憫人的胸懷，以社稷、國家、天下為己任。道教既

重視個人生命的長生久視，也關心天下的太平，既出世又入世。佛教教人領悟解

脫生死的真慧，進而能不斷地反觀自身，從離我知見中去完成生命的存有價值。 

儒釋道生命完成觀，儒家以道德價值的實現作為解決生死問題，就是儒家所

追求的仁道的實踐。佛教的生命真諦，是要普渡一切眾生了脫生死海。道教生命

哲學是修道濟人，修己度人。 

儒家的救世，1986 年一群諾貝爾獎得主的《巴黎宣言》：「如果人類要在二十

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1993 年第一次世

界宗教會議提議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為人類和平共存的兩個原則。2001 年聯合國文明對話年亦倡議以孔子的：「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做為發展世界共同繁榮的

理念。 

 

                                                 
46錢穆：《孔子與論語》，《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第 4 冊‧ 
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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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積極入世，二十世紀初，由太虛大師最早提出人間佛教的理念，旨在

回歸正法，建立以人為本、以五戒十善為基礎、由人行菩薩道而成佛的思想和實

踐體系
47

                                                 
47同註 19 頁 2 

。積極轉出世為入世，現今已深入社會的各層面，在世界和平、社會和諧、

人心安寧、慈善救護、生態環保、道德提升和信仰純正等方面發揮著深遠影響。

例如佛光山的宏揚佛教文化及慈濟的濟弱救急事業已斐聲國際。 

道教的修已渡人，勸善立德，例如高雄道德院除了對提升儒道國際學術水

準及宏揚儒道精神不遺餘力外，每年每月濟弱扶貧的志業，更不遑多讓，已名聞

海內外。 

臺灣在世界上，算是小國家，但汶川大地震及日本 311 大地震的自發性救難

捐款皆居世界之冠，甚至超出各國捐款的總合，這種善良慈悲心正是儒釋道融合

的生命觀─勸善立德、修己度人、悲天憫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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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3 年 12 月 6~7 日，頁 191~200 

養生與生活保健 

 

巫文祥 

臺北老子館館長、臺北市導遊協會理事 

 

摘要 

記得在十幾年前，中國發生了一件重大影響民生的事件，那就是地溝油的再

利用。一些不肖業者，派出無數次的回收車，專門將市面上或一般老百姓家中所

用過之油品，加以回收、集中、再提煉、再分裝之後回銷到市場，賣給不知情的

一般老百姓；他們將地溝油 (本來要倒掉的油類)，簡單處理後，利用市場的機制，

轉賣回到市場上，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將黑心錢就這樣掉進黑心商人的口袋去

了。不僅如此，一些罕見的隱藏式疾病，或文明病的癌症原種，就長驅直入進到

我們的五臟六腑了。 

近幾年來，台灣地區並沒有讓中國大陸專美於前；從塑化劑風波、毒澱粉事

件、塑膠器皿的殘留毒素出現、到現在的調和油、棉仔油以及標示不實或標示不

清的食用油；波及的範圍與商號越來越廣，幾乎人人自危的十面埋伏，既然影響

層面如此的廣且深，幾乎無人能倖免或置身度外。在食品衛生安全無法在老百姓

心中感受得到保障，那麼，現代的飲食把關就變成非常的重要；換個角度而言，

如果，您今天談丹道養生可以長生久視，但是飲食的問題就變成非常重要；我們

談養生，一切都合於要求，如果我們在吃的方面陷入市場的泥沼當中，如上述所

發見的地溝油、毒澱粉、棉仔油等等，那麼，丹道就變成無法發揮任何有效的養

生作用。請問，此時的食品安全重要? 還是丹道養生重要呢? 

關鍵字：地溝油、毒澱粉、棉仔油、調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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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命的本能在於求生存 

自有宇宙生成以來，就有生命的存在，如果您想要延續生命，基本上假設沒

有求生的意念，生命的本能就消失殆盡。那麼，如何求生? 那又有相當的智慧才

能成功辦到，所以，在地球生成的那一霎那當中，宇宙中的輻射能量，去撞擊到

浮游於空氣中的水蒸氣或小水滴之過程中，經過化學轉換的變化，會將水滴或水

蒸氣分解成氫氣與氧氣；有了氧氣，基本上微小的單細胞生物就有生命的立基存

在；漸漸的，演進由單細胞到多細胞，單子葉植物到雙子葉植物，一直演化到我

們複雜的靈長類動物，他們的每一個細胞內部，都擁有超乎我們想像的細胞求生

的智慧。 

就以人類複雜的生命體而言，我們身上的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器官、每一個

細胞，它們相互之間絕對是彼此合作無間，互相呼應，相互支援情況；最主要的

目的就在於求生。每一個生存的細胞，都藉由群體的合作力量，讓每一個細胞雖

然是獨立的個體，但是卻是在群體的團結合作，使我們生命的總體運作，會達到

最高的效益，使生命會更美好更健康。 

舉例說明，人類生活圈的移動，在從熱帶區到寒帶區移動中，因為鼻子吸入

較冷的空氣，我們的身體自然感應，就會同步反映出來的是流鼻涕或者是打噴嚏，

那是我們高等動物本能的反應；如果是像貓、狗之類的動物，它們也是會有如此

的反應，上述的打噴嚏、流鼻涕，就是身體為了減緩冷空氣進入我們體內的時間

和速度。另外如果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有發燒的現象，那是我們體內的免疫細胞，

為了抑制外來細菌或是防止外來病毒的繁衍之一種本能的反應。所以，在人類遇

到有感冒的症狀之時，一般而言，就會感受得到全身疲倦、痠痛、怠惰、全身無

力，特別想睡覺；那是因為我們的身體需要有時間休息，才能全心全力對抗外來

細菌或病毒的戰爭。 

我們的身體本身是有免疫系統的機制，當外來的細菌或病毒干擾身體的任何

一個部門，它們會自動啟動也會群體對抗。而中國傳統的道家丹道養生的概念，

與體內自動的免疫系統有著異曲同工之效果；但是，如果人類在飲食習慣上自我

傷害，不知不覺中吃到化學方式所做的食材，即使有非常好的丹道養生修養的基

礎概念，如吃到毒物殘留的食物，相信一切的丹道養生修養過程全都是枉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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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壽命－生命的長短 

依據生物學家研究，科學家發現的現象，一般人的壽命應該是介乎於一百二

十歲到一百五十歲之間；反而在比較貧瘠的高加索地區，或者在中國四川西北部

的青城山北部之小山莊，還有喜馬拉雅山山區等地的居民，他們的平均年齡高達

一百二十歲者比比皆是，甚至還有接近百歲人瑞的婦人，也可以順利生產小嬰兒，

這種現象充分印證了科學家的推論。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研究報告指出，國際上認知的標準，一般人類的壽命相

當於生命體成熟期的五倍至七倍；如果達到此種標準就算是長壽，這麼說就可以

再一次印證人類的壽命，其標準就是落在一百二十歲至一百五十歲之間，那為什

麼現在人類的平均年齡在日本是全世界平均壽命最高，已經逼近九十歲了，但還

只是研究單位歲數的一半而已。 

 

參、千萬不要死於無知 

平心而論，要找出長壽的原因 － 是不重視保健，而且不容易接受保健常識，

所以，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之壽命調查，絕大多數的死亡是病死的，反而少數的

人是老死的；顯然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導致體內的器官無法進行自我的免疫排

毒，以致在人體當中囤積了不少毒素，導致身已的器官發生不正常的病變，諸如

不少的慢性病以及癌症，陸陸續續發生在我們人類的身體各個器官。所以，在此

我們大談丹道養生，倒不如先讓大家了解吃的重要，俗話說:「病從口入，禍從口

出」，沒有健康的身體，遑論丹道養生。 

現實的社會上，已經有不少超過百歲的人瑞，近代如張學良之輩，他在台灣

度過了人生最精華的青春，解嚴後，遠離台灣到美國定居，一百歲高齡的他，在

紐約的餐廳舉辦百歲壽辰，此時的他會讓貴賓大為吃驚，因為他雖然高齡百歲，

不過他耳不聾、眼不花，在餐會上與數位來賓對話，最經典的一句話就是，記者

問他:「請問少帥，您為何可以活這麼久？」張學良回答的也很有技巧，但很明確:「不

是我活得這麼久，而是他們活得太短了。」這段回答，讓我們想起一般的人確實很糊

塗，對保健常識的缺乏，都處在不健康的環境之下；直言之，就是大家湊合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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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對進入人體的食物或食品之不講究，以至於百病纏身，文明病圍繞，甚至癌

症提早來報到，要達到百歲人瑞是比登天還難？ 

 

肆、改變體質的重要 - 弱鹼性 

我們的身體，實際上就是世界上最精密也最複雜的生物化學工廠。從上面到

下方，總共有十一大系統包圍著我們全部身體的內外；諸如 : 呼吸系統、消化系

統、循環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皮膚系統、肌肉系統、骨骼系統、生殖

系統、免疫系統以及泌尿系統等等。這十一大系統全都仰仗身體內有多達兩三千

種的生化反應來維繫，或交叉輔助；但是絕大多數的體內生化反應，更需要在特

殊的弱鹼環境下才會發生其基本作用。 

所以，我們的體內一但體質有所變化，轉成為體質偏向酸性，就是所謂的酸

性體質，身體內部血液攜帶氧份的能力將會降低，那麼，身體內部的細胞在從事

吸收氧氣及養份，此時，也會排出二氧化碳等等的新陳代謝的能力就會大大的受

阻。同時造成身體的免疫功能也跟著降低，如此惡性循環之下，人體的大部分器

官因為得不到充分氧氣、養分的滋潤，逐漸變成了細菌或病毒的溫床；我們人的

身體就會容易疲勞、怠倦、牙齒不舒服 (如口腔潰爛、牙痛、口臭、蛀牙等症狀)，

或是腸胃不適，容易感冒，也會影響治癒時間；同時其他的症狀如肌肉鬆馳，行

動僵硬，容易抽筋，骨質較易流失，皮膚易生皺紋，創傷之處不易復原，且較易

留下疤痕；身體也因為組織的支援能力減退，容易痠痛、感染以及發炎；也會引

發其他的過敏症，甚至影響小孩兒童智力的發展等等。 

 

伍、身體繼續惡化的病兆 

如果體質沒有改善，加速惡化，加速趨向酸性，如此一來，我們體內十一大

系統的生化運作將會越變越困難；在吾人體內的各種內分泌素，將無法像以前一

樣的正常分泌，必會導致體內自律神經失調，新陳代謝率加速降低，進而引發身

體肥胖，腸道蠕動緩慢，胃臟運作停滯、甚至產生潰瘍；有人因此有高血壓的產

生，引發糖尿病、心臟病、動脈硬化、多重痛風的可能；男性也會有攝護腺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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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甚至體內多處組織結石，關節產生痛風；更甚者會有注意力不能集中，

記憶力衰退，手腳動作遲緩，心律不整，智能與各種官能出現退化症狀或是發生

老人癡呆現象。 

再進一步發展，直到體內任一組織的細胞被二氧化碳病毒，以及不能排出體

內的垃圾所阻塞、困住時，將會引起大量癌化，成為「厭氧細胞」；就是俗稱的

「癌細胞」，或醫學上的名詞稱為「惡性腫瘤」。再繼續惡化下去，處於無氧的

環境之下，必然會吞噬垃圾，這是一種身體內部的「本能機制」，也叫做「防禦

機制」，這是一種避免生命體因缺氧而發生堵塞而死亡的生物本能。世界上的醫

界都在振臂疾呼，要維持身體天生的『弱鹼體質』，務必要善待自己的身體，善

待身體之前就是要注意飲食的健康。  

 

陸、介紹六種保健食品 

一、綠茶 

綠茶分析報告中，裡面不但維他命 C 含量最多，而且綠茶當中含有一種叫做

「茶坨酚」，而「茶坨酚」是公認的抗癌的物質；在我們鄰近的日本國家，做過

一般國民普查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平均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身體內癌細胞比例

是非常的低，這跟日本人常喝綠茶有絕對的相關。如果您每天喝四杯綠茶，癌細

胞就會被「茶坨酚」抑制發展，不分裂而且即使進行分裂行為動作也會推遲達九

年以上。 

另外，綠茶內含有「氟」，「氟」主要的目的是鞏固牙齒，使牙齒堅固，還

能消除蛀牙，消滅牙菌斑；因為我們吃飯以後的三分鐘之內，牙菌斑就會產生了。

所以，吃完飯後用綠茶來漱口，雖然漱口事小，如果能從小養成漱口的習慣，相

信國民的牙齒是會很健康的。 

綠茶本身還含有「茶甘寧」，「茶甘寧」可以提高血管韌性，維持血管不容

易破裂，尤其在天氣產生劇烈變化之際，如果有高血壓的患者，加上容易生氣，

一生氣就拍桌瞪眼，腦血管很快就崩裂開來，喝綠茶就是能防止血管不易破裂，

奉勸各位嘉賓，為了自身健康安全，早點喝綠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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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紅葡萄酒 

在歐美社會，男女老少幾乎天天都喝一點紅葡萄酒，因為根據研究，紅葡萄

皮上有一種組成分子稱為「逆轉醇」，這是一種抗衰老的抗氧化劑。常喝紅葡萄

酒較不易得心臟病，另外也可以幫助防止心臟的突然停止跳動及心肌梗塞，醫學

上稱之為「猝死」。另外，紅葡萄酒還可以降血壓、降血脂，一般而言，每天不

要超過五十毫升到一百毫升的是最佳的飲量。  

三、豆漿 

 一般的歐美國家，大都是以肉類為其主食，所以他們是不缺蛋白質的；除了

肉類之外，他們也公認大豆是營養之花，豆中之王，因此，美國人會將每年的八

月十五日定為全國的「豆腐節」；反觀中國人而言，肉類不是它們的主食，那麼

早點中的豆漿，自然而然變成一種中國人吸取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之一。根據研究

分析，大豆中含有五種抗癌物質，特別是「飴黃酮」，它能預防甚至可以治療乳

腺癌，預防直腸癌、結腸癌等等；「飴黃酮」只在大豆中存在。另外大豆做成的

豆漿中含的是「寡糖」，進入人體是 100%而且馬上被身體內部組織所吸收，豆漿

中也含有豐富的鉀、鈣、鎂等元素，其中鈣的含量還比牛奶為高，對中國人來說，

豆漿是的一種蛋白質取得的最佳途徑。 

四、酸奶 

酸奶是負責維持體內的細胞平衡，醫學上所謂的細菌平衡，是指將體內的有

益之細胞增加其生長環境，並且將有害的細菌加以消滅；所以，將酸奶吃下肚子，

可以證明您將會少得疾病。在歐美國度，早上的餐桌上，幾乎家家戶戶都必須準

備酸奶，而且在大型的量販店及超級市場的擺飾中，酸奶的上架位置一定是非常

醒目，而且種類是琳瑯滿目；反觀華人就明顯少了許多，酸奶可謂是幫助消化道

清理很好的清道夫。 

五、骨頭湯 

不管那一種骨頭，人類將其取用去熬湯頭、湯汁，是因為看上骨頭內部有豐

富的「琬膠」，那是一種類似膠原蛋白的東西，可以延年益壽又養顏美容；骨髓

內部又有成分多樣的鈣、磷、鉀等人體生長所必需的元素，尤其是成長中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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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待產的孕婦，以及產後的婦女等， 可以用來補充及恢復體力所需的營養成分，

熬一碗骨頭湯就是不錯的選擇。 

六、蘑菇湯 

常喝蘑菇湯可以提高個人的免疫功能，蘑菇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菌類，本身為

了在腐植土中生長，所以建構了蘑菇菌強悍的天性，當人類將它植入腐植土中，

此菌類一種入土中就表現出其生存的本能，菌種的子實體需要覆上腐植土加以種

植；因此吸收了土壤中最豐富的維生素與礦物質，會將上述維生素與礦物質轉換

成為對人類有益的，而且好吸收的維生素、微量元素。尤其蘑菇中微量元素含量

特別豐富，另外蘑菇還含有比例極高的維生素 E、鈣質等元素，所以，平常可以養

成喝蘑菇湯的習慣。 

 

柒、生活保健之道 

一、早晨起床後，請先飲用溫開水 

人體水分占身體重量的 70%，而且我們健康的身體，每天必須代謝將近三百億

個細胞以及其他毒素；途徑是透過血液，經過腎臟，變成尿液而排出體外；所以，

充分飲水變成非常的重要。起床喝溫開水，一來有助於體溫的回升，二來會增加

腸胃的蠕動，幫助排泄，以及尿酸的代謝和排毒。 

二、不要急著下床 

人類的睡眠會使血液流動緩慢，筋骨停滯，所以，為了陸陸續續喚醒身體各

部門的覺醒，可以在「懶」在床上，做一些簡單翻滾的動作，或瑜珈，或抬手抬

腳的活動，避免急速起床，造成血壓的不正常上升。 

三、適當的運動 

身體內部細胞的熱能和動能，經研究發現它是來自於細胞內部的「粒線體」

藉著氧氣燃燒養分，那是寄居在細胞內的一種細菌物種 (不是細胞的構造之一)。

當體質變酸時，會影響細胞與血液間的交換，氧氣與養分之能力下降，「粒線體」

就會餓死而且數量會減少，早衰和疾病跟隨而來。但是，我們如果勤加運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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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與血液的交換活動又增加，「粒線體」也會加快繁殖成長，全身又可得到修補

與更新的狀態。 

四、身體保持相當溫度 以利生理運作 

體溫太低不符合細胞間的進行養分交換，尤其在頭部和腹部 (五臟六腑等)，

如果溫度不夠，體內會自動的升高血糖、血壓或膽固醇來增加熱能，相對的其他

的末梢部位將會減低熱能供應，就會出現手腳冰冷、口渴等症狀，疾病就來了。 

五、每天應攝取多種五穀、雜糧、堅果、蔬菜、水果等食物 

三餐務必要定時、定量，全身細胞才會按時吸收營養，就可以維持新陳代謝

的暢通，而達到應有的效率。沒有定時、定量，體內將會產生內泌的不協調，所

以食物的豐富多樣性，又有新鮮兼顧到一般要求的四時水果，那麼身體營養充足

身體無負擔，自然可以防止各種疾病的產生。 

六、每天排便不限定一次 

新陳代謝是生命體生長的原動力，排便更是重要的一環，食物經過消化後，

成為被吸收的營養，食物的殘留，甚至有毒物質就經由排便出去體外。如果多肉

少蔬果，以致造成膳食纖維不足或是飲水不夠，生活緊張、壓力太大、長時間下

來將會發生便秘，消化不良，損及身體健康。 

七、多多接觸陽光 

日曬會補充體內的維生素 D，因為陽光對生命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氧氣的位

置，人類因為調節情緒，掌管生理運作最重要的賀爾蒙—血清素的分泌，適當的

曬太陽是有其必要性。 

八、不輕易用藥 

常言道「西藥七分毒，中藥三分毒」，毒物、藥物的副作用不談，既然是藥

就是有其相當的毒性，越常用各種疫苗、退燒藥、止痛藥、抗生素、消炎片等等，

不管您是為了減輕症狀，或是預防疾病，體內的免疫功能無形中會降低不少，輕

者體弱多病，重則肝、腎衰竭而到死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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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丹道養生做了一輩子，身體的各種條件都不錯，也達到一定的水準；但是，

如果在食物或保健不注意，那真是枉費您的一生辛苦打下的基礎。造成現代人的

惡夢，其實環繞在我們的四周就有非常多的化工人造非自然的產品，食品添加劑

等人類去食用。如人工香精、人工色素、人工甘味劑、人工合成糖、味精、反式

脂肪、膨鬆劑、防腐劑等等，您敢吃嗎？基因改造食品，能促進植物的生長，產

量增多而且植物賣相非常好；但是，那會抑制體內攝取胺基酸所需的酵素，並且

會妨礙維生素與礦物質的吸收，無形中提高死亡率。另外，有免洗餐具，保鮮膜

的少用；人工養殖的大量用到抗生素，還有環境荷爾蒙、電磁波等都環繞在人類

身邊，如果能夠逐一去除，那生活保健的推展才會達到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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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經》首章探玄疏義〉、〈論大丹直指中的養生功法〉、〈白玉蟾丹道思想的理論與特色〉、〈論

李道純丹道思想的特色〉等多篇論文。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至今《清靜經》的注解本中，未見以《道德經》經文來注解《清靜經》經文

者，本文依老君《清靜經》的文本次序，而以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經文為主，

詳加注解，並詮釋說明《清靜經》的核心思想，全然不脫《道德經》的思想範疇，

《清靜經》可謂是老子《道德經》的精簡版。本文試圖「以道經來注解道經」，「以

老子《道德經》來注解老君《清靜經》」，由於這是對《清靜經》注解的一個嘗試，

意在導正經典世俗化、商業化的市場取向，撥亂反正，期盼正本溯源，以經解經，

還老君《清靜經》一個本來面目！       

關鍵詞：《清靜經》、《道德經》、以經解經、復歸返本 

 

 

 

 

 

 

 

 

 

 



丁孝明 

壹、前言 

    《常清靜經》，全稱《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又名《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說

常清靜經》，簡稱《清靜經》或《常清靜經》。為道教重要經典之一，篇幅雖短（僅

393 字），內容卻很豐富。此經主在闡發「清靜之妙用」，說明「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的「清靜之道」，故稱「常清靜妙經」；教人靜心清神、遣欲入靜、得性

悟道的修持要領。《清靜經》首先闡釋無形、無情、無名的大道，具有生育天地，

運行日月，長養萬物的功能；而道有清、濁、動、靜等狀態，「清者濁之源，動

者靜之基」，因此，「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但是，人常受欲之牽、受心

之擾，時而不能歸於本有的「清靜」，所以，人神要常清靜，必須遣欲澄心，遣

欲澄心，才能心靜神清，心靜神清自然能去掉一切貪求、妄想與煩惱，達到「復

歸返本於道」。而要達至「遣欲澄心」的方法則是「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

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

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

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以此內觀清靜、

坐忘無欲的功夫，才能不生妄心，回歸常清常靜的妙道境界。 

    《常清靜經》一卷，現今收錄在《道藏》的洞神部，作者不詳。經文開頭稱

「老君曰」，系托稱老君所着，傳說最初老君西遊龜台之時，為西王母講述此《常

清靜經》，然後口口相傳，不記文字，至三國時代的葛玄才寫下此書，即葛玄曰：

「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

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從「吾今於世書而錄之」，

因而《清靜經》常被認為是三國時葛玄所作。由於此經注本於經末附有仙人葛翁、

左玄真人、正一真人跋語，稱此經乃天人所習，由西王母授金闕帝君，金闕帝君

授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授葛玄等語，因此後世習道之徒多信此經為葛玄所傳，然

而《雲笈七籤》卷十七，有《太上老君清靜心經》，與此書並見《道藏》太清部，

經文約 600 餘字，其經内容和現在流傳的《清靜經》基本相同，而此段跋語未附

在後，應是後人依托，兩經相比，《清靜心經》較爲粗陋難懂，而且拗口，《清

靜經》較爲流暢易明，而且上口。顯而易見，《清靜經》是在《清靜心經》的基

礎之上演變而來。因爲即使編撰水平再次，也不可能把一部好讀的《清靜經》故

意演變成爲那麼晦澀的《清靜心經》，更何況此種經文，恐非等閑之輩可以造作。

20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www.baike.com/wiki/%E4%B8%9C%E5%8D%8E%E5%B8%9D%E5%90%9B�
javascript:linkredwin('金阙帝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7%AC%88%E4%B8%83%E7%AD%BE�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a4%aa%e4%b8%8a%e8%80%81%e5%90%9b%e6%b8%85%e9%9d%9c%e5%bf%83%e7%b6%93�


從《太上老君清靜經》經解談知命與安身 

  

因而，我們可以肯定《清靜心經》出現在先，後經其他人的潤色加工而改進成爲

《清靜經》，《清靜經》則是由《清靜心經》因襲而來，由此可知，「《清靜心

經》出現在前，《清靜經》因襲修改於後」，署名葛玄的序跋語，應是後人所加。 

 

貳、《清靜經》的年代背景 

    《清靜經》的序跋語，原係依託者所加。關於此，宋代學者黄震在《黃氏日

抄》中，論及《陰符經》時說：「後世有偽爲道書者曰《常清靜經》；有偽為佛書

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黄震

已視其為「後世偽爲道書」。而現今《道藏》中存《清靜經》注本有白話本及各

家注本共七種，七種注本為杜光庭、王道淵、侯善淵、王元暉、白玉蟾、無名氏、

李道純所撰。因此，目前所能發現年代最早的注本，應是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所

注，至於《道藏 洞神部 玉訣類》中的無名氏注本，則載有太極真人向唐同昌公

主傳授五戒、十善、六齋、三會、五臘、五忌之法，並誡其當奉持《清靜經》之

事。注中亦記唐時誦持此經的靈驗故事，以宣揚此經的神應。可見此經在唐時已

普遍流傳。另外從此經中出現的文字用例來看，如三毒、六欲等辭彙並不常見於

六朝以前的古籍，應是佛教中的專門術語。故此經應屬六朝之後的作品而非晉代

以前的道經，至少肯定不屬三國時代的葛玄所作。佛教傳入中土，於魏晉之時，

多以格義佛教的方式呈現，但格義是以老莊之語解佛經，若說二家融會，道語佛

言互攝互容，糅合出現於同一部經典，應係唐朝佛教盛行以後的事，因此，由以

上數點，大致可以推斷此經不晚於唐代。 

    至於此經的成立背景，大體可以唐時的宗教情況概觀。李唐立國，賴西域胡

人之助，門戶洞開，除胡漢經商、通婚之外，尤以佛教的盛傳，最為勃發顯赫，

為平衡此一既存的事實，李唐假道教尊奉老耼，依託老子姓李，名耳，老子既與

國主同一姓氏，故李唐崇拜老子，崇道抑佛；至武后朝，武后昔時自身嘗為尼眾，

得勢後，為有別於舊勢力，反崇佛抑道。這種反復消長的情況和六朝時期頗為相

似，所以佛道並存於唐代，只是一方顯明，另一方則隱晦，彼此傾軋。至晚唐，

更因政治混亂，人心浮誇，亟需宗教淨化人心。於是佛道並行，彼此吸收對方思

想，以利融合，更易於博得大眾認同，佛道二家思想互攝互容，糅合道佛二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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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語言的經典也就應運而生。觀本經文詞用語，包含道教的道、清靜無為，佛

教的三毒、六欲之說，以及本經主旨在於清靜、無欲等觀念，其演變狀況符合晚

唐社會所需，更加深此經為唐朝作品的可信度。但其經文的基本思想仍為老子道

的創生論、自然論與人生論，此是無庸置疑的。 

 

參、《清靜經》注釋成果探討 

     《清靜經》對於道教的重要性就有如《心經》對於佛教的重要性。一般道教徒

認為：「常清靜設教，導俗輔正，扶宗務化，民以歸根，使含真而抱一，體洽玄

元，煉神合道，羽化飛仙，不為乖謬……乃至千真萬聖咸不出於此矣。」其後全

真教又將《清靜經》作為日誦功課，更促進此經的普及。因此，唐末五代以來各

個階層的人物，無不殫精竭慮，深思妙體，盼能覓得玄旨，體解大道，於是紛紛

研習注解《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一文。以致歷代以來注家之多，解義之豐，

幾如蟻附蟺地，汗牛充棟，黃冠道流
1，佛門高僧 2

    雖然關於此經及經注的研究成果，目前比較集中在文字校釋及思想詮釋等方

面，然而在該經諸多注本中，卻沒有一本是以老子《道德經》來解經的，如今佛

法的研究，常主張應以「佛法來研究佛法」，「以佛經來註解佛經」，亦就是強調回

歸佛陀的本懷。「利根者學佛陀；中根者學佛法；鈍根者學佛學」，此一回歸模式

正是要解決佛學各宗各派、各家各論，乃至於一師一己之得，所造成的「歧解紛

紜，莫衷一是」，令有心向道者，不再無所適從。更甚者在於如今經典註疏為迎合

現代人只求易讀速效的胃口，多已走向世俗化、商業化的市場導向，其次一些宗

派人士，為藉以蠱惑大眾，更是別有居心，曲解經義以求符合自身的宗教利益，《常

清靜經》的注釋，常見仙佛，神鬼，乩降解經，但就是不曾見到老君本尊親降說

明，以至於《常清靜經》的注釋，單單一句「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就有

各種的揣測說明，但稍一用心細查，此等見解，與「體道」、「清靜無為」、「少私

寡欲」、「致虛極、守靜篤」等「老子思想」完全不相干涉，絕非「太上老君說」《常

，騷人墨客，販夫走卒，無不

與之。於是闡發者多，注解者眾，歧解紛紜，莫衷一是。 

                                                 
1 最早注本，即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所注。此外元代混然子纂圖本。混然子即王阶，字介玉，一字

道淵，著名道士，他所纂的《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纂圖注解》一卷，現存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

類。 
2 萬佛城宣化上人亦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注解》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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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靜經》，而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說」《常清靜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經

解中別說見不到「太上老君的思想」，就連老君的影子也未曾見聞，一部對道教影

響深遠、對道教心性修煉如此重要的經典，竟落得如此「張冠李戴」、「不知所云」

的窘境，豈不令人唏噓！有鑒於此，筆者本著拋磚引玉的精神，試圖「以道經來

注解道經」，「以老子《道德經》來注解老君《清靜經》」，由於這是一個創舉，至

今《清靜經》的注解本中未見以《道德經》經文來注解《清靜經》經文者，本文

意在導正世俗化、商業化的市場取向，撥亂反正，還《清靜經》一個本來面目，

至少符合「太上老君說」這個名目，凸顯「以道經來注解道經」這個議題的重要

性，方不至於「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如同今日，諸方神鬼乩降、仙佛託夢

導致各種「荒腔走板」的演繹，「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就是不理「太上老君」這位「正主兒」的意思，弄到最後《清靜經》有「佛說」、

「仙說」、「通靈者說」的「神鬼傳說」；有「陰陽家」、「小說家」、「宗教家」的「靈

異傳說」，就是沒有「太上老君說」。本文從「體道」的角度，還原「清靜」之旨，

希望藉以顯示這部經文在「體道修心」、「回歸本源」的生命價值與意義。不揣孤

陋，大膽嘗試，懇祈就教方家！ 

 

肆、以《道德經》注《清靜經》 

    現依老君《清靜經》的文本次序，而以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經文為主，詳

加注解，並詮釋說明《清靜經》的核心思想，全然不脫《道德經》的思想範疇，

可謂是老子《道德經》的簡化版，亦可說是《道德經》的精簡版，因此，對於《清

靜經》的注解，自古至今，雖有諸多銓敘，注釋，乃至圖解說明，多屬個人心得

見解，甚或未見老子蹤影，未能得《老子》要旨，實屬憾事，故不揣孤陋，大膽

嘗試，期盼正本溯源，以經解經，以經注經，還老君《清靜經》一個本來面目！ 

    老君《清靜經》首言：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

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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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大道無形」之旨，《老子》曰： 

      視之不見，名曰微；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

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

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 

《老子》分明說：「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能知

古始，是謂道紀。」故曰「大道無形」。 

二、關於「大道無情」之旨，《老子》曰：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五章） 

    又曰：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三十五

章） 

「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乃因聖人「體道」而「無情」，對此莊子於〈應

帝王〉篇亦有主張「體道無情」的重要說明，如說：「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鏡之不傷，在其無累於物，莊子認為，人一有喜怒

之情就必會有好惡的分別，有好惡之分就會帶來善惡、是非之分，是非一分就有

成有毀，人將追逐萬物而不返，不但會使人內傷其身，也會使道受到虧損。「道」

是無任何人為造作的本然狀態（本真狀態），一有喜怒哀樂等情感，無異於以人的

情感、意識、知識去勉強增損改變人的本性，於是會使人背離純樸天真的本性，

也使「道」受到鑿傷。所以莊子主張消融一切的情累，認為只有順隨自然之性，

不使哀樂傷到性命之情，才能安時處順，才是體道之人。 

    《莊子‧馬蹄》篇論「民性」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可見，在莊子看來，無知無欲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好

惡之情」是違背自然本性的，所以他主張「無情」，做到「無好惡」或「無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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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3

老子既說「道生萬物」，因此，「先物即道」，道生萬物而後因物而為的一切指

稱之名，都無法名道之實，都只是假名，非道之名，因此「道隱無名」。楊朱曰：

「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老子雖然認為「道」無法以名言窮盡，然

莊子在〈養生主〉篇論述此道甚多：如說老子死了，許多人非常悲哀，《莊

子》說他們是「遁天背情，忘其所受」，「古者所謂遁天之刑」。他們對於人之稟性

不明，不知道死就是生的結果，所以他們就受了「遁天之刑」，才會如喪考妣。故

莊子在〈養生主〉中要人：「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之帝之懸解。」哀

樂不能入的境界就是「懸解」，也就是莊子所謂的「無情」。人世間一切複雜紛擾

的得失變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既不必感到悲傷，也不用覺得快樂，但是人受到「情」

的束縛，好像傀儡被倒懸一般；如能解除喜怒哀樂之「情」的束縛，就是「解倒

懸」，也就是最大的解脫了。在外雜篇也有類似的文字，如〈田子方〉篇說：「喜

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一旦沒有世俗的是非觀念，也沒有喜怒哀樂等情感的活動，

不讓外來的喜怒哀樂內傷到自己的本性，也不讓憂慮欲望傷害到自己的本心，那

麼人本來就是清靜的，是一，是萬法所歸之一。《老子》曰：「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道生一」即「道」法「自然」的結果，「自

然」是「自始自根已然如此」，道蘊含著生命，是萬物的母體。生命源於道，也

就體現著道的法則和意志，自然創生自然生成，生命從一開始便獲得了道的本性。

故《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三十九章）而一旦由一化生為二，天與地都

在自己身上，清濁、動靜、陰陽、男女，乃至善惡、黑白、優劣、對錯、好惡、

哀樂之情都在自己身上，所以《清靜經》要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能

常清靜，天與地（日月、清濁、動靜、陰陽、男女、黑白、優劣、對錯、善惡、

好惡、哀樂之情……亦復如是。）悉皆歸返於一，此謂「復初」，此謂「回歸本源」。

何謂「復初」？道的流程即是生命的流程，生命源於道，又復歸於道。故「復初」

即是「復歸返本於道」。因為化生萬物的「道」就是「最初」，就是「本源」。 

三、關於「大道無名」之旨，《老子》曰：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始且成。

（四十一章） 

                                                 
3胡楚生《老莊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0 月初版，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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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還是嘗試說明「道」所具有的本體特質，他說：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

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十四章） 

老子以不確定性的「惚恍」、「混而為一」來稱述道體，就是不希望把道體

落入現實的形名之中，因為，「唯道善始且成」，餘則「繩繩不可名」，「可名

非道」。一旦道體落入形名，即妄生分別，既生分別即生妄認，妄認即生執著，

執著即生計較，一旦執著、計較，即喪失了它的無限性與超越性，所以老子對於

道的稱述，每每言「可名非常名」、「吾不知其名」，或直接說「道常無名」、

「道隱無名」，之所以如此，就是要保持道體的無限性與超越性。此一「無限性

與超越性」即是「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四十一章）

必得言之名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雖曰「吾不知其名，強名

曰道」，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可以為天下母」，故《老子》曰：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創生的本源，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

子》四十二章又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老子認為宇宙中存在一個生化的母體，這個生化母體存在於天地

創生之前，天地賴它而立，萬物因它而成，它是超然於萬物之上，永恆不滅的。

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將「道」提升到天地之前，因此它是

天地萬物的生生之源。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

沖虛為用，雖無形無狀，其中卻涵藏無盡的生化能力，可創生萬物、化育萬物；

《老子》三十四章又言：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

為主。（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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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認為「道」涵養萬物，如同水之流布，澤被萬物，無所不至，萬物依乎

「道」而孕育成長，「道」雖是創生萬物的本源，但是道對於萬物卻不支配、主

宰，而是讓萬物依其本然，各適其性的發展，這便是「道」的偉大之處，也是「道」

的基本精神─自然。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

章）「道」以「自然」的精神生養萬物，故《老子》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

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

章）。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而不有」是「無私」；「為

而不恃」是「無欲」；「長而不宰」是「無爭」。這正符合大道的三種特性： 

‧ 大道無形 : 忘形，忘身，忘己---無私。 

‧ 大道無情 : 忘情，忘心，忘欲---無欲。 

‧ 大道無名 : 忘名，忘功，忘物---無爭。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生而不有」，正是「無私」的顯現；「大道無情，

運行日月」，「為而不恃」，正是「無欲」的顯現；「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長

而不宰」，正是「無爭」的顯現。故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

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大道「無形、無情、無名」，正是老子所主

張的「無私、無欲、無爭」。在老子那裏，還常把「無私」、「無欲」、「無爭」、「無

名」、「無知」、「無用」等均看作「無為」的同義語。不管從哪一角度去看，它都

表明了老子「致虛守靜」、「清靜無為」、「清虛自守」、「卑弱自恃」的人生進程和

價值取向，這完全符合大道的特性，正是欲人「復歸返本」於大道，表達了「與

道合一」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宇宙生成觀，「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四十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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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老君《清靜經》次言：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

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一、關於「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之旨，《老子》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

十二章） 

當「三生萬物」之後，老君何以認為是「降本流末」？因為「萬物負陰而抱陽」，

陰陽是二，由二而三，已是乖離了道本，故謂「降本流末」，故《老子》曰：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 

「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乃至「陰

陽」、「清濁」、「動靜」、「天地」、「男女」、……都已成了「降本流末」。老子欲人

入眾妙之門，由二返一，進而反返道本，故《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欲入眾妙

之門，唯有由二返一，何以故？《老子》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

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貞將恐蹶。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三十九章） 

《老子》認為，生命一旦離開了它的本源---「道」，無論是自然生命也好，人文

化成的生命也好，都將面臨著破裂、殘缺、枯竭，甚至毀滅的危險。對此，王弼

曾進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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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

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廢、歇、竭、

滅、蹶也。（第三十九章） 

萬物離開了它的本源---「道」，生命也就無法再擁有「道」的和諧圓滿的稟性而

顯得殘缺破裂，甚至走向滅絕，因此，只有重新回歸於「道」，生命才是和諧的，

才是圓滿的。要提升生命的境界，必須完成一個復歸於「道」的生命過程，生命

精神的淨化和提升不得不「各復歸其根」（十六章），以實現生命的超越。老子

認為人類的生活行為，就應該要以天地自然為法，遵循道的規律，才能夠得到生

命的和諧圓滿，因此他才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復歸

原則，認為人要效法道的自然，以道所展現的特質為行為依歸，如此便能復初返

本，便能與自然的大道相合，才能達到暗合道妙的超越境界。 

二、關於「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之旨，《老子》曰：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

章） 

「守中」即是打破一切二元對立的妄認，反返歸一。故老君曰：「清者濁之源，動

者靜之基」。一般人對「清者濁之源」沒有異議，正如《老子》所說：「混兮，其

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十五章）但多認為「動者靜之基」，應是「靜

者動之基」之誤，然而事實上「動」與「靜」，只是一顯一隱的狀態現象罷了。「動」

具有顯性，「靜」具有隱性，當動靜混和之時，我們常易看到「動」而忘了「靜」

的存在。事實上，運動或變化比較劇烈之時，其「動」的比例就比「靜」的比例

大；相對靜止或變化比較平緩之時，其「靜」的成份就比「動」的成份多。我們

得出「動」、「靜」的認知結果，只是「相對」比較後的認知罷了。絕對的「動」

和絕對的「靜」都是不存在的。我們一般所謂的「絕對」，其實都只是對預先設定

範疇狀態現象的認知結果。當我們真正體察大道之時，一切的狀態現象自有「清

濁」、「動靜」、「陰陽」、「顯隱」之別，但道體的本身，卻是「不清不濁」、「不動

不靜」、「不陰不陽」、「不顯不隱」的。故《老子》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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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四章） 

 又說：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五十六章） 

《老子》既說「道沖 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但卻又要我們「挫

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塞其兌，閉其門；開其兌，濟其事」。這

是因為老子體察到要達到道的最高境界，唯有實現「清靜無為」，因為一切只是「復

歸返本」，故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先點出「虛極靜篤」

的「清靜」之道。其次又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為

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無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提出「無

為」之道。 「無為」，常表現為「無私、無欲、無知、無名、無用」等種種狀態，

老子認為，要實現道的境界，必須逐漸剝離不合於「道」的知識妄認和無窮欲望，

以實現向「道」的回歸。所以「致虛極，守靜篤」，是為要「滌除玄覽」，也就是

為了消除私心欲念以達到「清靜無為」「復歸返本」的最高境界。這是一個與知識

學習相反，強調「損之又損」的過程。因此接著在第五十六章，老子主張以「塞

其兌，閉其門；開其兌，濟其事」、「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來實

踐生命向道回歸的過程，為此，老子稱為「滌除玄覽」，認為只要塞住人們的感

官，關閉他的欲門，挫去他的鋒芒，就能解脫人們的紛爭，消除人我的固蔽，泯

滅彼此的界限，就能超越世俗，實現與道同一的理想境界，謂之「玄同」。所有

這一切，都是為了「復歸返本」的宗旨，從「致虛極，守靜篤」一直到「滌除玄

覽」的進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所遵循的不是知識學習的路徑，而是一種直覺的

體道之路，惟有對道的體悟，才能領略到道的超越生命精神，才能真正領悟到道

的「清靜無為」的最高境界。 

三、關於「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之旨： 

    清靜無為才能保持生命的自然和諧，「道法自然」，要想「暗合道妙」、「體

道自然」，人就必需要能「知足」，要能「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

才能保持生命的和諧，為此，老子特別告誡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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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在現實生活中，常常保持「知足」的心境，不走極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守護著生命的本真，守護著「道」，才能實現生命的超越。《老子》特別提醒世

人：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利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

令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為自化，無

事自富，好靜自正，無欲自樸」。老子認為，萬物紛紛芸芸，最終都恢復到其本

源，「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十六章）。「靜」就是萬物回歸其本體的一種精

神狀態。所謂復命即是對生命本體的回歸，回到那種無欲、無為、無執、無事，

自然純真的「樸」的狀態。也就是道的本真的狀態。超越生命不可能是對自然生

命簡單的回歸，而是一種超越的回歸，是經歷過一番道的體悟後的超越的回歸，

重新回到那真實無妄的「道」，與「道」相合。 

    超越生命首先表現為一種「靜」的精神。「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老

子曰：「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三十七章）。「靜」就是對自性的保持，「知

足」「知止」，「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這是對妄識遷流所造成的一切生命

盲動（不清）及變動不居的社會造成的一切慾流（不靜）的超越。此外，超越生

命還表現為一種「樸」的精神。「樸」本來是未加人工雕琢的木料，「樸」字，

《說文》云：「樸，木素也，从木，菐聲。」段注：「素猶質也。以木為質，未

雕飾，如瓦器之坯然。」在老子哲學裡則代表完整無缺的自然之「道」的存在，

這是道的本體的重要象徵。老子經常把「樸」作為「道」的代名詞，以「樸」來

稱述道體或體道之士的心境。如說：「道常無名，樸。」（三十二章）「樸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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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器」，而「人多技巧 奇物滋起」，「樸」就變化為諸多的器物，萬物經過自身

生命的流程，最終還得「復歸於樸」（二十八章），即復歸到初時的質樸，反返

於本來的狀態。就這樣，萬物從道的分化中產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四十二章），最終又復歸於道的整體---「樸」的狀態、「和」的生

命特質，所以《老子》說：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若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露，民莫之令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三十二章） 

老子是以「樸」來描述道體的原始自然狀態，「樸」是「道」原始未分化的整體

狀態，其具體形象即是混沌。混沌象徵的是原始自然的和諧狀態，原本混沌自然、

沒有價值差異的萬物，待人類社會制度漸次發展之後，物物殊象，則有分歧差異

的認知判斷的價值分別產生；此一差異分別，帶動了人們的好惡之情，因此，原

本和諧自然的世界，遂由於人情的好惡，產生了價值高下的分裂。眾人以為美善

者，則競相追逐爭取；眾人以為醜惡者，則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老子》才會

感歎地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

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 

人世間因認知判斷而產生對事物好惡之情的差別，而好惡之情則破壞了人間原有

的自然和諧，不但造成人、我之間的對立衝突，也影響了主體身心的清靜和諧。

所以老子主張要「復歸於樸」，希望能復歸到生命原初的淳樸本然狀態，沒有二

元對立的衝突，由二返一，由一歸返於道，與道合一，這樣才能保持身心的清靜

和諧，而清靜和諧的身心，才能與萬化共存共榮，這才是生命本然的常道。因此，

老子提出「和」是萬事萬物的客觀規律，他說：「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和，

妄作兇」（五十五章），又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

老子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若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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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之樸」、「無欲以靜」，這所謂的「樸」與「靜」統一於道之「和」，共

同構成了人的超越生命境界。「樸」是從生命的存在意義上說；「靜」是從生命

的自性意義上說，當生命回歸於「樸」與「靜」的狀態之時，也就是實現整體「和」

諧的道的境界，故老子說此時：「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正」，也因此老君說：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只要順應天道，一切任其自然，清靜無為，也

就沒有了紛爭，整個社會自然一片清靜和諧。反之，人若背離了「損有餘而補不

足」的天道，而取而代之以「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
4

要想復歸清靜素樸的本心，便先要跳脫認知判斷的價值迷障，去除人為後設的對

立價值，要以致虛靜觀的直覺思維方式

的人道原則，勢必

「自取其辱」、「自招其殆」。針對此一社會現實，老子勸人應法天地之可長可

久，所以《老子》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又訓曰：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

道早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五十五章） 

5

                                                 
4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

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七十七章）見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臺灣：臺北三民書局，1985

年 2 月五版，p.114。 
5高晨陽認為道家系統的思維形式乃是直覺思維，如老子、莊子均排除知識邏輯，而以直覺體悟的

方式去領會宇宙真諦，即是直覺的思維形式。見高晨陽《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研究》，山東大學出版

社，1994，p.137。 

，去面對、掌握事物真實的本質。因此，

老子以事物現象所具有的對立，轉化規律，他說：「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五十五章）老子以「玄同」泯除一切

二元對立的妄認思維。他主張，唯有從這些名言概念無根的相對價值中跳脫出來，

才能以靜觀的直覺思維方式去領悟「大道」的神奇，去感受「道法自然」的奧妙，

也才能體悟出生命存在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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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遣慾澄心，心自靜，神自清 

一、關於「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之旨：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為和」（四十二章），道生一不是生二；一才生二。所以所有二元對立的妄認，

都應該先令其反返歸一。先令其反返大道之一；先令其沖氣以為和。故《老子》

又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五十五章）原來之所

以不能「沖氣以為和」，是因「益生」、「心使氣」之故。「益生」是增益生命，但

人們刻意的想方設法要延長生命，反而違背了自然，因此 過度的「養生」，對生

命反而是有害的，如王弼注所言：「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
6所以《清靜經》

說：「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只因人神好清，而「心」擾

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欲」令心牽而「益生」；「心」令心擾而「心使氣」，

因此《老子》又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五章），不道自然是不好，不道指行之太過、違反自然，所以事物過於壯

大，便更快衰老，因此違反自然的增益求生，反而會導致更快速的死亡。7

      茍不知真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為

其戕，性反為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為生之害也。心

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強。強，

木之枯槁也。過強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

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斲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

乃速其死也。故曰不道早已。已者，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於

此。

憨山大

師有一段很精闢的註解，他說： 

8

                                                 
6 樓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臺灣：臺北華正書局，1983，p.146。 
7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或解釋為物壯則老為自然現象，如果要求不老、不死，則

違背自然，反而招致速老、速死。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臺灣：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10 月

初版六刷， p.353。 
8釋憨山《老子道德經憨山解》，臺灣：臺北琉璃經房，1982，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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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

滅。」之旨： 

    因此，真正的養生，應該是去除自己內心的貪欲，故老君曰：「常能遣其慾，

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關於此，老子早已

有言，《老子》曰： 

      五色令人目盲；五音令人耳聾；五味令人口爽；馳騁畋獵，令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令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 

人的外在有五種感官（眼、耳、鼻、舌、身），五種感官產生五種覺知能力，分別

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五種感覺妄認色、聲、香、味、觸所產

生的五種慾望為真，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故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

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而人的內在還有一種知覺器官，就是我們的「腦」，

腦能產生五種知覺感受，分別為：色（感觸）、受（感受）、想（感想）、行（感動）、

識（感知）。這五種知覺同樣妄認色、受、想、行、識所產生的五種情執為真，而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故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六章)」。人心的失落，只在於欲望的無限追求與永不滿足。而老子認為人的

滿足感，並不是建立於外在財富的累積，而是在於人心中欲望的減少，故他說：

「知足者富」（三十三章）人如能徹底地認識到欲望與情執的本質，皆是虛妄不

實，瞭解到快樂是來自於需求的滿足，唯有正確的需求，才能獲得適當、合宜（合

情、合理、合法）的滿足，當欲望降低，欲求減少，人便容易感到滿足與快樂，

才能真正做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才能使六根清淨，使心自靜。澄其心，才能

使神自清。瞭解到心、神的本來面目，將生命的欲求回歸於「樸」與「靜」的狀

態，也就是實現整體「和」的道本，才能做到「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

神自清」，有清清靜靜的心，才有清清 浄淨的六根，所有二元對立的妄認，才能反

返歸一，二皆歸返於一（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

氣以為和），即是天地、日月、清濁、動靜、陰陽、男女、是非、善惡、優劣、對

錯、……悉皆歸返於「一」，故《老子》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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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

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三十九章） 

人能返歸於「一」，自然清靜合道，暗與道合即成道妙，故《老子》曰：「有無兩

者（表一切的二元對立的現象）同為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章），既入

妙門，即成全一，即是全真，故曰全真之妙，在乎一心。一心歸靜，一神歸清，

常清常靜，常清靜矣，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自然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謂之聖人。而人所以不能者，

為心未澄，欲未遣也。因此，老子認為人應效法聖人學習道法自然「無為而無不

為」的精神，不要有人為的虛偽矯飾，應順任自然的本性而行，故他說：「為學日

益，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四十八章）人們為了

滿足慾望，而每天累積經驗、增加知識，為學的確可以日日增益，但帶給人們的

影響卻是對於物質慾望的奢華考究與無止盡追求，虛妄的認知，使得人們喪失了

生命價值與精神自由，徒然陷溺於外在物質慾望的迷思之中；而為道則是日日消

解本身的欲望，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目的就是要去除虛妄的文飾，對人性所造

成的制約，讓人復歸質樸自然的清靜本性，這樣便能順道而行，不會因為外在的

虛文而妨生、害生。 

    故老君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因此吾人可說，

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本來是清靜的，也就是「樸」與「靜」的

狀態，亦就是說身、心清靜原為道本，然而「不知足」、「不知止」的「欲」與「情」，

卻使得六根染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而成六慾（眼慾、耳慾、鼻慾、

舌慾、身慾、意慾）之雜，而成七情之擾，七情六慾一直不斷牽擾之，使心不靜，

使神不清，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三章)，故老君說：「常能遣其慾，

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三、關於「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之旨： 

    老子看到，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生命受到種種誘惑，「五音」、「五色」、「五味」、

「難得之貨」（十二章）導致了人欲的橫流，破壞了生命的純真，人們喪失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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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日尋求官能的刺激與滿足，在你爭我奪、爾虞我詐之中，貪婪攫取，不擇手段，

導致人的行為偏離了正道，使得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極不和諧的狀態，故老子要人：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三章） 

又說：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老子之世，已是周文疲弊之時，不僅人心失落，而且富賈權貴還利用禮樂之儀及

詐巧之智，來取得名聲、財貨與欲利，以滿足個人的欲求。老子看到人們理性喪

失，誤用奇巧智偽，強取豪奪，施行詐術，終而使社會陷入混亂的局面，所以他

提出了強烈的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是「忘名」；「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即是「忘貨」；「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即是「忘得」。由「忘名」

的境界而進入「忘貨」的境界，由「忘貨」的境界而進入「忘得」的境界。認為

要棄絕巧智，心齋坐忘，才能復歸人的自然素樸的本性，進一步去體認大道，故

他說： 

      絕巧棄智，民利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利，盜賊無有；此三

者，以為文不足。故令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 

在人類素樸的本性之中，原即存在著智慧與仁義，萬物自然和諧，沒有紛爭。如

不刻意強調名利聲譽及物質欲望的滿足，人心自然會日趨清靜、歸於素樸而不至

惑亂。但如一旦統治者強調「巧智、仁義、巧利」，主張以智巧改變人們的生活，

也就容易使得素樸的人心，開始出現虛偽巧詐，所以老子主張少私寡欲，懂得節

制，便能得到心靈的快樂與滿足。因此，擁有清靜知足的心靈，才是真正富有的

生命。故《老子》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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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不要以智巧去引導、管理人民，社會便自然回歸原有的秩序與和諧。唯有

復歸道的和諧自然，人的心靈才能虛靜自然，回歸真我；人的行為才不致流於狂

躁而喪失本性。故《老子》說：「靜為躁君」（二十六章），又說：「清靜為天

下正」（四十五章），唯有致虛守靜的生命體悟，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修為。所

以《老子》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

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十六章） 

老子認為「虛心」與「靜觀」，乃是人「復歸返本」的有效途徑，要先排除一切

雜念與主觀成見，讓心神清虛、讓心境清靜，使心靈達到極度清虛清靜的狀態，

才能進行對萬事萬物的觀照，使物各復歸其根，如此才能體悟「復命」、「知常」

的大道常則。所以人應先拋除機謀巧智，使內心清靜無欲，減除一切偽飾之物，

才能有清明的觀照，而其心神才不會受到外在物欲巧利、知識巧智的干擾影響，

所以老子說：「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常」則「復命」，「明」則「知常」；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則「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歿身不殆」，故「常」、「明」使心容、心公、心平，「令心沖氣以為

和」。故諺語曰「心平氣和」，心平，氣就和，心不使氣，自然和順，順其自然

者，常沖氣以為和；《老子》又曰：「道沖 而用之或似不盈」。氣沖而和，知和

曰常，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十

六章），此謂之「道沖 而用之或似不盈」，此謂之返於道本，謂之「知常曰明」，

可使「道久，乃至歿身不殆」。人的貪欲除了物質名利的追求外，最大的貪欲其

實是對生命形軀的佔有執著，若無法放下對生命的執有貪欲，那麼終將置自己於

死地；若能看破形軀生命的有限，追求精神生命的超越，才能使自己居於無死之

地，這才是真正的養生之道。 

    所以老君《清靜經》曰：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

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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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不是沒有，而是一種微妙的存在，它超越兩邊（清濁、動靜…… ），不起

分別想，因此，「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無心」；「外觀其形。形

無其形」，則「無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則「無物」。「無心、無形、無物」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由於「空」超越兩邊，不起分別想，因此「心無其心、形

無其形、物無其物」，唯見於「空」，「空」既已超出「分別想」，即不見「心、形、

物」，一如：「佈施」之時，三輪體「空」，於是不著於：佈施者、受施者及佈施之

物，三者既悟，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故就佈施而言，「善欲人知，不

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唯有三輪體「空」之時，「不思善，不思惡」，「善，

惡」兩忘，才能親見「本來面目」，故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嘗言：「不思善，不思惡，

哪個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用來指點「破二邊，見本真」，實是值得吾人深思深

悟！所以《老子》說：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十六章） 

《老子》以十分形象化的描寫方式：「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

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十

六章），呈現出修道至微妙玄通境界的高人與宇宙自然合為一體的渾融狀態。而

這種返於淳樸、與道渾通為一的生命境界，才是致力養生的人應該追求的目標。 

四、關於「真靜」之旨： 

    老君《清靜經》曰：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

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 

《老子》說：「歸根曰靜」（十六章），正顯示出「靜」為道體本性的意涵。因

此，《莊子．在宥篇》說：「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

可以長生。』」，「至道」是道的最高峰，「至道之極，……，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乃可以長生。」因此，清靜即是至道，清靜之極即是真靜，

真靜即是全真。清靜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明其心，又能見其常性，正如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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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說的「明心見性」，因此清靜即是意識的最高峰，一如明心見性，故有時清靜

之道，也一如禪宗所標舉的「空無」、「不可說」或說「說似一物即不中」，故老君

曰：「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

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

無亦無」，「空」不是沒有，而是超越兩邊（清濁、動靜…… ），不起分別想，因

此，「心無其心、形無其形、物無其物」，唯見於「空無」。「空無」故曰「不可說」

或「說似一物即不中」，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故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大道

無形、大道無情、大道無名」，故它不可道，可道非真，非真常之道；它不可名，

可名非真，非真常之名。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清

靜經》用「無形、無情、無名」來稱述「它」，然而「它」不是「無」，故老君曰：

「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因為《清靜經》又說「它」可以「生育天地、

運行日月、長養萬物」，故不說是「無」，反謂之「真常」。故老君曰：「真常應物，

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清靜真常之道，絕諸對待，不落二邊，不在

生死、壽夭、窮通……之間流浪二邊生死苦海，自性自度，一超直入真常（如來

地），永在道中，故說常清靜矣！故老君曰：「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

慾既不生。即是真靜。」 

 

柒、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一、關於「既入真道，名謂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之旨，《老子》曰：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

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七十七章）  

聖人體天之道，「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常清靜者智慧顯發而不爭，誠如蘇子參

禪有得曰：「江山本無主，閒者便是主」，又曰：「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耳得

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蘇軾 赤壁賦）常清靜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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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歸我，我亦江山」，正如莊子體道而言：「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天

地萬物」本非一人可以獨得占有，智者知，即使擁有也不等於享有，要作「享有

者」；不作「擁有者」，愚者不清靜而常爭，是以「江山如此多嬌，引天下英雄競

折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深體天道，知「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故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聖人老子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

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復歸返本」於

「道」，而「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故老君曰：「既

入真道，名謂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二、關於「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

之旨，聖人老子又曰：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

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 

「處下不爭」是老子柔弱處世哲學的具體表現，《老子》說：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 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

且先，死矣！（六十七章） 

老子指出「不爭」乃是合於天道的行為，天道不與萬物爭競，然無為而無不為，

因此其作用廣大普遍，「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聖人深體天道，故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故老君《清靜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

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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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勝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

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之極。（六十八章）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上士既知「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天

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故「上士無爭」。不爭則清，知「人和為貴，共享共榮」，

清則智明，深體「玄德」，故老子對於體道之士有這麼一番描述，他說：「古之

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十五章）微妙玄通者知「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既知「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是以常清常靜，常清靜矣！清靜則無慾，故「無

爭」。知「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然「以其不爭」，「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謂配天之極。」，「然後乃至大順」！ 

《老子》又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

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禮為之而莫之

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禮。夫禮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三十八章） 

老子欲人「復歸返本」、「反樸歸真」，人心質樸的本性流失之後，才需要用外

在的道德禮制來貞定人的行為，而人際關係日益外在化、形式化之後，人原本天

賦的「玄德」，便逐漸喪失，甚致蕩然無存，所以社會的、外在的道德禮制越多，

就表示人們「不爭」的「玄德」本性已逐步消失，人們的生活也就陷入混亂好爭

的局面，「戰國」時代「戰爭」連綿不斷的巨大傷害，就是最好的證明。老子有

先見之明，因此，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十八章） 

道德禮制原是要教育百姓，使之行善，但是統治者藉著道德禮制之名，遂行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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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禮教吃人，剝奪人民，使得天下的禮制法令越多，對老百姓的限制剝削就越嚴

重，故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禮。夫禮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三十八章）德行、智慧、仁義、禮制，本都是教化治

國的指南，但老子反其道而行，他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六十五章）何以故？老子認為人們過份誇示巧智技藝的結果，使得人心

貪念欲望更盛，物欲外馳而難以滿足；法令增設益繁，正顯示出人們物質欲望的

日益強烈，難以規範，以致出現更多盜賊。因此，《老子》主張：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利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

令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老子認為對於違反自然、僵化人性的道德規範，都是對人性的戕害和扭曲，因此

老子主張統治者不要以智巧去引導、管理人民，社會便自然回歸原有的秩序與和

諧。唯有棄絕世俗的道德禮制規範，復返大道的自然無為，如此人們才能擁有自

然質樸，安定和諧的真實生命。而修道的善士更應拋卻機謀巧智，不刻意強調自

我的德行禮儀，而是「復歸返本」，反返道性，清靜自然，無為無欲，才能「反

樸歸真」、「配天之極」，「彌天合道」。因此，老子才會說：「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這也正是老君「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

之者，不明道德」之意。 

三、關於「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之旨： 

老君《清靜經》曰： 

      而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

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

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

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執著之者，執著一切有為之法。佛家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知「一切有為之法」皆是「虛妄」，才是「致虛極」，

才能「守靜篤」。能守靜篤，才能以清靜正觀，去除「妄心」，否則，「既有妄

225



丁孝明 

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

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故《老子》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若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故聖人云：我

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三

十七章） 

從「妄心＋驚神＋著物＋貪求＝煩惱」，再到「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

＋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所以老子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因此老子勸人「無為、無事、好靜、無欲」，無欲則自靜，故老君曰：「常能遣

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遣慾則無慾；澄心則無心，無心、無慾、

無為、無事，自然清靜。所以老子說：「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

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又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

樸。」（三十七章）聖人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所以勸人「無為、無事、

好靜、無欲」，無欲則自靜，「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故老君又曰：「如此

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謂得道。」但卻又說：「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何以故？反返清靜，本是人之本性，不由外來，不從外得，只是返「樸」歸真，

「樸」是木之本來，代表只要肯反返，都歸於真常之道，因此反返即是全真。真

常之道，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得悟道者，即不驚其神。既不驚

其神，即不著萬物。既不著萬物，即不生貪求，不生貪求，心不使氣，不瞋不怒，

心平氣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愚不癡，如此一來，不貪、不瞋、不癡，自

然三毒消滅、六欲不生，「清靜無為，逍遙自在。得悟真道，常清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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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之旨： 

    老君《清靜經》曰：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十六章）老子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七

十三章）何以故？「知和曰常」是以法「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知常曰明」

是以法「天之道，不言而善應」，故老君曰：「真常應物，真常得性」；「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是以法「天之道，不召而自來」，故老君曰：「常應常靜，常

清靜矣」，此正老子所以說：「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故老君曰：「人能常

清靜，天地悉皆歸」又曰：「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捌、結論 

    由上述詮釋可知《太上老君說清靜妙經》，可以說是一部簡化版的《道德經》，

《清靜經》亦可謂是老子《道德經》的精簡版。因為光是本文引用老子《道德經》

的經文章節來注解《清靜經》，就引用了41章，占全文81章的半部之多。《清靜經》

可謂是集《道德經》之精華，以清靜入體，談到「觀」、「寂」等修養法的上乘

學說，最後指出「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 爲得道」。所以《清靜經》，

是教人遣欲入靜的道門修持要領，因此全真教視為日常課誦修持的重要功課之一，

至為合宜。全真教認爲：「常清靜設教，導俗輔正，扶宗務化，民以歸根， 使含

真而抱一，體洽玄元，鍊神合道，羽化飛仙，不爲乖謬 ……乃至千真萬聖咸不出

於此矣。」由於我們在受持《清靜經》時，經文的內容會激發我們的道心，激發

我們的清靜心，使我們的道性：「神常清 、心常靜」藉由欲念不生，攀緣不起，

而一塵不染，脫離俗性。經由遣慾心靜、澄心神清，自然欲妄煩惱，不入其心、

不擾其志，以達真常應物、真常得性。而道性本身其實是通天透地的，天地的道

性跟我們的道性可說是無二無別，因為老子告訴我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因此，生命源於道，道性本自有之。但「道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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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卻僅僅意味著生命具有超越自我的潛質，然而老君告訴我們畢竟已「降本流

末」而為萬物，所以並非所有的生命都能實現自身的超越。唯有當我們「神常清、

心常靜」，也就是我們能夠「遣欲」，能夠「澄心」之時，我們的道性才能復歸

返本於道的整體。只有以「真常」、「真靜」即所謂的「常清靜」，才能「真常

應物」、「真常得性」，才能進而實現生命的超越，最終契入那種「道乃久，沒

身不殆」（十六章）的永恆的超越狀態，「回復本真」，這種「回復本真」的狀

態，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永恆的、自然的「道」的境界。正所謂「歸根曰靜，是謂

復命，復命曰常」（十六章），也就是說，萬物最終回到了它的本根，本根就是

真靜，真靜就是回復本性，回復本性也就達到了永恆。故老君曰：「人能常清靜，

天地悉皆歸」，老子與老君說法，如出一轍，欲達本至源者，豈能等閒視之，就

教識者，無違道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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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

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

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

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謂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

生。名謂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

道德。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

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

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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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功德戲的唱導文化─                              

以臺南道教奈何橋全論所表現的生命觀為主 

 

丸山 宏 

日本筑波大學 

 

壹、序論 

道教死者儀式中的唱導文化可借用哪些事例來探討呢?本稿是針對此課題研

究的一個成果報告。筆者從 1987 年至今，以台灣南部，台南市，高雄縣北部地區

的道教儀式為主要研究對象，特別是對儀式中所使用的文字資料感興趣。其中有

既往就被關注的部分，由道士來表演的戲劇演出項目;也就是功德戲。一般民眾較

易理解的功德戲是把含有教誨意義的韻文加上節奏來演唱，是唱導的一種。 

功德戲雖沒被編在正式的道教科儀裡，但其內容以方言來對唱和配上生動地

戲劇表演，深受大眾的喜愛，在儀式中具有獨特的存在位置 1。通常由兩位道士或

道士和樂師兩人將具有教誨內容的戲劇以說唱方式來表演為多，由道士或樂師來

分別扮演劇中角色，有時據劇中需要戴上面具等，或扮演目連，或救出死者靈魂

的妙行真人，或地獄的牛將軍等。表演過程不僅有說還有唱，以說唱相互交織表

現居多。然具有此種特色的功德戲通常多在深夜演出，在社會急劇變遷的現在已

經很少被演出是其現狀 2

在功德儀式的最後階段，有把死者象徵性的魂身煉度成仙人之身後，將死者

。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在探討現今功德戲演出的現狀而是想

從既往被使用的文本中來闡明問題之所在。 

                                                   
1 有關台南道教功德戲，參照 Schipper Kristofer，1989，”Mu-lien Plays in Taoist Liturgical Context”， 

in Johnson David ed. Ritual Opera Operatic Ritual “Mu-lien Rescues his Mother”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李豐楙「台

灣中南部道教拔度儀中目連戲，曲初探」(『民俗曲藝』第 77 期，1992 年)。 

2 參照浅野春二「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の道士と道教儀礼をめぐるいく つかの変化―台湾南部台南区

の調査からー」（福井文雅編『東方学の新視点』、五曜書房、2003 年，279-305 頁）。特別是在 300

頁有做過橋儀式的證言「三十年前有演戲過橋」(死者過奈河橋的儀式)，詳細地記載了儀式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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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引度上天的過橋儀式。本稿想從與做打城，過橋儀式有關，在功德戲中所用

之文本，『奈何橋論』加以探討 3

以下根據日本國學院大學淺野春二氏所提供，台南市陳榮盛道長所藏手抄文

本的照片資料，題名『奈河橋全論四般典刑五行全論』的功德戲文本原文出示錄

文(底本)。本稿暫時認為奈河橋全論是把四般典刑和五行全論連結成一本的文本。

底本共有九頁，幾乎都是每半頁有七行，一行有二十三字的排列。與此底本能相

互參考的資料另有題名為『奈河橋全論』的抄本(別本)，此抄本原為陳榮盛道長

所有，後被大淵忍爾博士所藏。博士生前曾授於淺野春二氏與筆者可使用其在學

術研究上

。 

 

貳、奈河橋全論原文的探討 

4

一、奈河橋全論 

。這本奈河橋全論是在普通的白紙用鋼筆來抄寫，釘成書本狀的，共有

十三頁，每頁有十四行，一行有十五字的排列。在註解中與底本對照時稱此本為

別本。 

以下錄文從(一)至(十五)的分段、題目、改行、句點、括弧等是筆者所加。

每頁表裏的終結處以括弧表示。除了特別之處將漢字改成常用漢字。尚有不完全

之處留為今後的課題再以檢討。 

(一) 序牛將軍和救苦真人的登場 

(內唱) 威鎮陰府有名声判斷善惡人皆驚，陽間若不修善果到此橋頭便分明。 

(唸)   吾不是神，正是閻君殿前東班牛將軍便是，今夜出現，不因別事，奉閻君敕

旨，鎮守奈河橋，我不免喚小鬼出來，隨吾到橋頭，巡視一翻，小鬼過來(內

                                                   
3 不是過橋，是打城(破獄)的功德戲。參考丸山宏『道教儀礼文書の歴史的研究』(汲古書院、2004

年，152-157 頁)。 

4 在大淵忍爾『中国人の宗教儀礼 仏教 道教 民間信仰』(福武書店，1983 年)有與功德戲相關

的用白話方言對歌的錄文和解說，504-509 頁的打城功德戲，551-554 頁的塡庫懷胎歌，647-649 頁

的血湖懷胎講部等。是研究史上最早的重要成果。該書 560 頁對煉度戲劇的說明中雖提到本稿所使

用之奈河橋全論的名稱，但只說明現今不太被演出，所以沒有錄文或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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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南道教奈何橋全論所表現的生命觀為主 

應声)，隨吾奈河橋巡視，云云，(內應声，隨意唱)(1a)。來到只處奈河橋

判斷善惡無差移，為善之人放伊過作惡之人受凌遲。 

(外白)橋頭一位，敢是牛將軍嗎。 

(內白)然也，你乃何人。 

(外白)我正是大羅山救苦妙行真人便是。 

(內白)原來是救苦真人到此。 

(外白)正是。 

(內問)請問真人，何不在大羅山參禪學道採藥講經煉丹，三更冥半，到此奈何 5

(外白)請問，牛將軍，卜

橋，

有何貴事。 

(外白)無事不入三寶殿，有因到此奈何橋(1b)。 

(內白)為著乜事。 

(外白)正是為著陽間孝子，請吾三清道祖，在家中修禮慈悲寶懺，塡納冥司庫財，

今夜懺功完滿仗吾直往三途，云云，地獄，超度亡魂，拔薦眾生，路從奈河

橋經過，勞動，牛將軍，叫出金童玉女，接引亡魂，過了奈河橋，正著。 

(二)判斷善惡 

(內面)真人，見是卜過此橋，你可曉得，我只橋的善惡判斷嗎，云云。 

(外白)總是一條橋，有乜善惡判斷。 

(內白)橋雖是一條，判斷善惡分明。 

6

(內白)卜論陽間為善之人，臨終死後，登此橋，我看此人，在陽間時節，善心布施，

論阮(2b)陽間一等為善之人登此橋，未知怎樣判斷(口字

旁+年)。 

                                                   
5 底本是「何」，別本為「河」。遵照底本。 

6 底本，別本看起來都是「小」，依意義改成「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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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好事志，我喚出金童玉女，手執幢旛鈸鼓，接引過橋，直往西方而去。 

(外白)假如一等不善之人，到此橋，也乜樣判斷(口字旁+年)。 

(內白)卜論陽間一等不善之人，壽數該盡，到此奈河橋，我勘驗此人，在陽時節，

做盡惡責，害人不策，被我用銅把鐵叉，叉(2b)落橋下，放出銅蛇銅狗，將

身咬破，血流成河，罪重万 7

(外白)鬼將，我看汝許內面，四座大厝是乜人個

山，光無弁惡，口叫無奈河，以此名曰奈河橋。 

(三)引導親魂 

(外白)牛將軍，判斷善惡分明，帶念今夜所薦親魂，在陽時節，都是修心食菜，全

行好事，起動，牛將軍，撥出金童玉女，手執幢旛鈸鼓，接引亡魂，過了奈

河橋即是。 

(內白)真人，憑你障說，所薦親魂真無差，汝請避在一邊，待吾喚出金童玉女，接

引亡靈，過了奈河橋。 

(外白)起動，牛將軍(3a)。 

(內白)金童玉女何在，速現真形。 

(唱曲)引魂身香爐過橋，鬼門關論，云云，至四般典刑。 

(四)   四般典刑序 

8

                                                   
7 底本，別本都是「亡」，推測是「万」。 

8 底本有「是」，別本無。遵照底本。 

 

。 

(內面)正是楊韓崔李掌管。 

(外白)楊韓崔李，敢是閻君殿前四位判官麼。 

(內白)正是。 

(外白)內面有藏金珠財寶在內嗎。 

(內白)並無金珠財寶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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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何物在內呢(3b)。 

(內白)乃是春燒剉磨，四般典刑在內。 

(外白)未知四般典刑卜乜用。 

(內白)卜監禁陽間作呆一等罪人。 

(五)舂刑 

(外白)未知舂等刑具，監禁乜般樣子人 9

                                                   
9 底本有「人」，別本無。遵照底本。 

 

。 

(內白)卜論舂等刑具，監禁恁陽間之人，在陽時節，面是背非，口語百端，或向此

說彼，或向彼說此，害人良友，離人骨肉，三人同座，說人長短，姑面前吱

吱咮咮，說姑一樣話，俗話說，食人碗內，說碗外，棹頂食飯，棹下放屎，

此人專說人背(4a)脊後話，臨終死後，到鬼門關，論罪該得著去舂。 

(外白)未知押去值處舂。 

(內白)押去大石碓而舂。 

(外白)可怎樣舂。 

(內面)正是頭到尾舂。 

(外白)未知怎樣舂(口字旁+年)。 

(內白)那許一舂二舂，正是三下精，就度啐啐，乜醉醉，障說。 

(外白)未知後來可(人字旁+再)樣(口字旁+年)。 

(內白)舂乞伊碎骨粉屍，舂等刑具，監禁此等樣人。 

 

 

(六)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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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卜論此人舂亦無差 10

(內白)監禁恁

，未知微微放火值處燒，正是燒乜等樣人。 

(內白)那許微(4b)微放火值處燒麼。 

(外白)正是。 

11

                                                   
10 底本是「亦」，別本為「所」。遵照底本。 

11 底本，別本都是「任」，依意義改成「恁」。 

 

 

陽間之人，在陽之時，上不敬天地日月三光，呼風罵雨，欺神滅像，

熱毒聖賢，毀道謗士，臨終死後，到鬼門關，論罪該燒。 

(外白)押去值處燒。 

(內白)押去用火光而燒，燒乞伊皮灰骨折，不識昼夜，燒等刑具，監禁此等罪人。 

(七)剉刑 

(外白)卜論此人燒得無差，未知剉等刑具，監禁何等樣人。 

(內白)卜論剉等刑具，勘驗此人，在陽之時，為人(5a)臣，不忠君王，為人子，不

孝父母，為人媳婦，不敬公姑，為人學生，不敬師長，為人妻小，不順夫命，

為人小弟，不敬兄長，臨終死後，到鬼門關，論罪該得著去剉。 

(外白)未知押去值處剉。 

(內白)押去刀山劍樹而剉，萬刀碎割，剉等刑具，監禁此等樣人。 

(八)磨刑善惡應報的總結 

(外白)卜論此人剉也無差，那許磨等刑具，就無人通監禁了。 

(內白)真人，憑你障說，磨等刑具，無人通監禁，就不著。 

(外白)乜般(5b)罪人向多。 

(內白)有也。 

(外白)未知乜等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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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白)卜勘驗此人，在陽之時，家中設有大斗重秤量入，輕秤小斗量出。 

(外白)細斗輕 12

(內白)細斗輕

秤。 

13

(外白)卜

秤與人，譬如見自己之物，掌中珠一般。 

(外白)那是見他人之物(口字旁+年)。 

(內白)見他人之物，譬如溝外糞土一樣。 

14

(內白)將伊心肝取出來，做磨心，磨乞伊心員心扁心

論此人立心不端了。 

(內白)真是心不端。 

(外白)未樣判斷。 

15

(外白)鬼將，憑你障說，勸阮陽間之人，能可為善，不可作惡

端正，磨等刑具，監禁(6a)

此等樣人。 

16

(內白)見是經教為重，我記得，道祖老君煉丹採藥，有只九返，終歸

，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 

(外白)鬼將，你善惡判斷，講以明合，該著鬼關門，送我過關正是。 

(九)五行全論序 

(內白)真人，我鬼門關設有春燒剉磨，四般刑具為重，袜知恁學道之人，何物為重。 

(外白)阮學道之人出門，經文經教為重。 

17

                                                   
12 底本，別本都是「經」，依意義改成「輕」。 

13 底本，別本都是「經」，依意義改成「輕」。 
14 底本是「卜」，別本為「小」。遵照底本。 

15 底本是「心」，別本無。遵照底本。 

16 底本是「惡」，別本為「善」。取意義遵照底本。 

 
17 底本，別本都是「(去+朱)」。大淵忍爾博士收集本的「合眾吟」1a 在嘆人生(白)勸男亡用的部分

記載「老君煉丹九還，終歸遊水」故採用「終歸」。 

逝水，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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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水火土五行(6b)經教，你將只五行經教，講來我聽，講明了後，叫小鬼

開關門，送你過關去。 

(外白)憑做鬼人，也卜聽經文。 

(內白)真人，言說就差，賊終都有菩薩，阮做鬼人，豈袜曉得經教。 

(外白)鬼將，見是愛卜聽經教，須著燒香合掌，炳 18

(外白)人生出世，親像生鐵驗員，變作鳥金，刊養子兒，恰是水底尋，就是生苦病

痛，長成恰是親像仙人過(7a)黃河一盤哞

燭光彩，聽受經文。 

(內白)願聞。 

(十)金的經教 

19

(外唱)生鐵煉成金，云云

，敬儀父母養，欲子卜長成，恰

是用灯心，造橋過黃河，人生出世，刊到長大成人，恰是用紙糊船落海，艱

苦工情一盤，成人不孝，枉負父母養育深恩，金字聽說。 

(內白)爰問。 

20

                                                   
18 底本是「炳」，別本為「(虫+丙)」。遵照底本。 

19 底本是「(口+年)，別本為「哞」。遵照底本。 

20 云云以下，從水底至長江的部分，根據五悲傷補全。大淵，709 頁。木水火土的部分也同樣。云

云的部分道士們全都熟記可以背唱，所以省略，無必要逐一記載。 

 

(水底羅針，黃河過橋用灯心，紙糊船兒難度海，往送長

江)。 

(十一)木的經教 

(內白)金字說以完，未知木字(人字旁+再)樣說。 

(外白)有孝子兒哀怨，父母歸先，流淚肩(?)看見，親像父母身體一盤，遠望在心頭，

今日今夜，請我三寶大人，追修禮懺完滿，等待閻王座堂，判斷善惡諸人(7b)，

從赦書進入，交付冥王，判斷罪愆，亡靈出苦輪，木字聽我說。 

(外唱)孝眷淚哀哀，云云(只望回來，等待閻君赦書開，鑊湯爐炭具息燄，枯木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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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水的經教 

(內白)木字說以完，未知水字怎樣說。 

(外白)做人子兒，追薦父母，做功德，塡納庫財完明，心頭散燄，一時歡喜，親像

嗅樹花開，生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偕然禮物供養，

行儀上酒，杯物多不飲，孝子此人，就是苦，云云，水字聽說。 

(外唱)靈前普供養，云云(8a)排列成行，未曾 21舉箸 22且先嘗 23

(外唱)用捧灯明月，手指南方，竹籃貯水一場空，生死到頭難逃避，何不修持

，酒斟滿盞都不飲，

孝眷哀傷，云云。 

(十三)火的經教 

(內白)水字說以完，未知火字怎樣說。 

(外白)相傳世世，捧敬菜飯自偕然，指手南方一場空，就得意見以香煙，此物原在

何兒孫，生死到頭難逃避，思想家鄉離子兒，也是苦，火字聽說。 

24

(外唱)瓜兒土中埋，長出芽來，云云，青枝玉葉一花開

，

云云。 

(十四)土的經教 

(內白)火字說已完，未知土字怎樣說(口字旁+年)，(8b)。 

(外白)人生不愛死，死了不愛生，輪轉之世，好修行，七日知几，土地接引，望鄉

台上，看鄉里，翻云水洗，指甲烏烏，豈問土地公公，(忄+貢)鬼死了在此處，

茫茫渺渺，眼淚淋漓，孝男開冥路，可祭七星灯，照見陰府，府路頭前途灯

光，不知路途，思想也是苦，富貴貧賤，都是命，亮醜，父母生成，有孝子

兒，思想也是苦，土字聽我說。 

25

                                                   
21 底本，別本都是「嘗」。大淵 709 頁為「曾」，依意義改成「曾」。 

22 底本，別本都是「飭」。大淵 709 頁為「箸」，依意義改成「箸」。 

23 底本，別本都是「常」。大淵 709 頁為「嘗」，依意義改成「嘗」。 

24 這個外唱句底本，別本都沒差異，但大淵 709 頁所載為「揚帆登明月，手指南方，胡籃貯水兩

頭空，生死到頭難逃避，何不收行」文字的出入較多。 

 
25 大淵 709 頁所載為「孤兒途中埋，土出漂來，青枝綠葉壱花開」。 

，(9a)瓜兒受尽千般苦，

苦尽甘來，云云。 

239



丸山 宏 

(十五)過鬼門關。 

(外白)鬼將，金木水火土，五行經教，講以明合，該著開關門，送我過關。 

(內白)真人講一篇，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經教嗎。 

(外白)正是。 

(內白)真人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兩全敬加其大(玄+女)，你請辟在傍边等

待 26

首先先來探討文本中所用之方言(台語‧閩南語)漢字

，我喚小鬼過來，(小鬼應啞)。 

(內白)開關門，送真人過關而去。 

(內大聲)開關門，双手撥開生死路，翻身跳出鬼門關。 

(唱地錦) (9b) 

 

參、奈河橋全論之若干探討 

27

 

。有關方言特有的漢

字，依其漢字，教會羅馬字，聲調(如有兩個數字是表示原調與變調)，意義，頁

數裏表的順位而定。從中得知有關此種領域的文字資料或其他如戲曲，歌謠等也

採用共通的方言漢字表記法。 

 不免 m73bian2﹝無妨﹞(1a)，只 chel 或 chial﹝這個，這裏﹞(1b)，伊 il﹝他，

她﹞(1b)，敢是 kam21si7﹝豈不是﹞(1b)，乜 mih8﹝何﹞(2a)，為著 ui73tioh8﹝為了﹞

(2a)，著 tioh8﹝正是，沒錯﹞(2a)，見 hian7﹝現在﹞(2a)，卜 beh4﹝想…，要﹞(2a)，

阮 goan2﹝我們﹞(2a)，事志 tai73chi3﹝事情﹞(2b)，帶念 tai32liam3﹝允許，寬恕﹞

(3a)，障樣 che17iu-n﹝這樣﹞(3a)，許 hel或 hial﹝那裏，那個﹞(3b)，個 e5﹝一個，

的﹞(3b)，呆 phai-n2﹝不好，壞﹞(4a)，恁 lin2﹝你們﹞(4a)，著 tioh8﹝不得不﹞(4b)，

值 ti7﹝什麼，哪裡﹞(4b)，(人字旁+再 )樣 choa-n21iu-n7﹝怎樣﹞(4b)，乞 khit4﹝給、

讓、被﹞(4b)，通 thang1﹝可﹞(5b)，不著 m73tioh8﹝不對，不合﹞(5b)，親像

chhin17chhiu-n7﹝有點像﹞(7a)，(嗅)hiu2﹝枯﹞(8a)。 

                                                   
26 底本是「待」，別本為「候」。遵照底本。 
27 參照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施炳華校訂『泉腔目連救母』(民俗曲藝叢書，財團法人施合鄭

民俗基金會，2001 年，197-198 頁)，「附錄二泉州方言字，借音字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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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奈河橋全論整體內容：大致可分三部份。第一是度奈河橋的內容。在(1)

序中牛將軍和救苦真人登場。地獄兵卒牛頭馬面中的牛將軍和與去地獄解救亡魂

的妙行真人的對話場面。這位妙行真人相當於目連戲中的目連角色。(2)(3)描述牛

將軍在奈河橋處判斷善惡，為善者可渡西方，惡人墜入橋下。亡魂在世喫齋做善

事者可免。真人向牛將軍請求，喚出金童玉女手執幢旛鈸鼓，接引魂身香爐過橋

等場面。 

第二部分是真人向鬼將尋問四種地獄之刑的對話內容。(4)是四般典刑序文，

(5)舂刑也就是搗刑，(6)火燒刑，(7)刀剉刑，(8)磨刑。地獄中有多種刑法而單選這

四種刑法的目的頗具意思。福建泉州的目連戲，劇中目連的母親受舂碓地獄，火

烘地獄，刀斫地獄，鐵磨地獄之苦的場面也和此功德戲一樣的順序出場 28

在第二部分，鬼將的說明：以教誨為基礎的倫理內容，雖用道教功德戲來表

現，但不敬的內容部分明確地與人倫道德有相關，極具儒教的特徵。把台南道教

傳承的論三綱五常(見附錄)或二十四孝(見附錄)來跟此部分內容相比較的話，強

調忠、孝、敬儒教倫理是其一致之處。特別是論三綱五常

。有關

四種地獄之刑，真人以一定的詢問方式向鬼將提問，先問特定的刑具監禁何種人，

帶去哪裡執刑，處刑的結果如何等，鬼將對其逐一回答。惟獨磨刑的部分，真人

先推定述說無人會用磨刑監禁，鬼將否定其推測等對話，這想必是為了有別與其

他三種問答單純化所構成。此第二部分，除了說明地獄之刑的可怕性，還描述作

惡和處刑種類的執行，勸人不可作惡，盡可為善，具有教誨目的之設定內容。 

把刑法與作惡的關係概括性地整理如下:被處舂刑的是在人背後說人惡言，被

處燒刑的是對大自然或宗教不敬，被處剉刑的是不忠，不孝，不敬者;其中特別指

出對夫家公婆，師長，丈夫，兄長的不敬，被處磨刑的是心術不正者。總結由真

人來確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第二部分的善惡論與第一

部分的判斷善惡有密切之關係，所以此兩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29

                                                   
28 田中一成『中国地方戯曲研究―元明南戯の東南沿海地区への伝播―』（汲古書院，2006 年，

492-493 頁）。 
29
 論三綱五常，二十四孝是根據淺野春二氏提供的內容。參見附錄。 

，敘述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夫為妻綱，引用論語等仁義禮智信的道理來教誨，包括[做人媳婦][尊敬

公姑]之類的內容。論三綱五常也和奈河橋全論一樣，採兩人問答說唱交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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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第三部分，如(9)，不是鬼將教真人而是真人向鬼將說教，戲劇內容的重點角

色換成真人 30。真人為了過鬼門關，以道教老君留下的金木水火土經教來教誨鬼

將。此五行經教在台南道教的血湖儀式懷胎講部中有以下值得注目之處 31。孔子

用仁義禮智信，釋迦尊文佛用生老病死苦，道祖老君用金木水火土;三教分別留下

五個字的教誨。孔子的教誨和論三綱五常中的五常有重疊之處。從佛教教誨來看

的話，台灣民間佛教釋教葬儀中，有在鬼門關處鬼卒要求目連尊者唱五悲傷的場

面。其內容如下 32

                                                   
30
 大淵 507 頁的打城功德戲也有鬼將向真人討教的同樣場面。但當時的教誨不是老君的五行，而是

讚美天上玉京山的美好，快去修行殿前來，應該禮拜慈尊等簡短的教誨。如果注目場面的共通性的

話，可以推測五行全論在打城儀式時也有可能被演出。 

31
 大淵 648 頁。 

32
 楊士賢「台灣閩南釋教「午夜」喪葬拔度法事調查：以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慈明壇為研究對象」

(『民俗曲藝』第 162 期，2008 年，112 頁)。 

： 

(生)生我離娘胎，鐵樹花開，皆將一命送將來，迎答天神多護佑，得此人材。 

(老)髮白老來催，漸覺萎衰，腰駝背曲步難行，耳聾不聽人言語，眼怕風吹。 

(病)得病苦悲傷，倒在床中，渾身骨節痛相隨，曉夜不睡連聲叫，妙藥難醫。 

(死)命盡死來催，不顧妻兒，頭南腳北手東西，家有黃金帶不去，死伴土堆。 

(苦)魂魄到陰司，苦嘆恓惶，眼中流淚濕衣裳，上告閻王慈悲主，早判西方。 

從母胎出世至身體老衰，苦於病痛，命盡死去，在地獄受苦向閻魔大王求救。

是較平易的內容。 

老君的五行經教從(10)至(14)，跟前述的佛教五悲傷一樣，用五字，四字，

七字，七字，四字共五句寫為一組，全部有五組。 

(金)生鐵煉成金，水底羅針，黃河過橋用灯心，紙糊船兒難度海，送往長江。 

(木)孝眷淚哀哀，只望回來，等待閻君赦書開，鑊湯爐炭具息燄，枯木花開。 

   (水)靈前普供養，排列成行，未曾舉箸且先嘗，酒斟滿盞都不飲，孝眷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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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用捧灯明月，手指南方，竹籃貯水一場空，生死到頭難逃避，何不修持。 

(土)瓜兒土中埋，長出芽來，青枝玉葉一花開，瓜兒受尽千般苦，苦尽甘來。 

上述是五行經教之外唱的全文部分。(10)至(14)中的外白是用來解釋外唱內

容的。五行外白的解釋全都提到苦;(10)的金，父母養育子女的辛苦。(11)的木，

孝男為死去的父母做儀式試圖把父母從苦的輪迴中解脫。(12)的水，為祭祀亡魂

獻酒，但服喪中的孝眷無法飲杯中酒也是苦。(13)的火，人無法逃避死，亡魂要遠

離自己熟悉的家鄉和子孫是苦。(14)的土，陽世子孫以灯照亮陰府，但不知自己

欲往何處和不知怎樣再生死是苦。佛教的五悲傷對於死者當事者的一生及死後之

苦做系列性的整理較易理解，但道教描素苦的狀態較為複雜。孝男為有養育之恩

的父母亡魂舉行道教儀式(特別提到道士誦寶懺經典，出赦書向閻王要求解放父母

亡魂，償還父母出生時向冥界所借之負債，燒紙錢送金塡庫讓父母在冥界也能過

富裕的日子等)，遵守服喪期間的各種儀禮規矩。除此之外，父母的亡魂本身也面

對自己的死亡事實，但如何與陽世告別等不安也被描述在中。亡魂和遺眷雙方的

苦痛狀態被錯綜交織表現，因此比佛教更複雜化。 

雖然道教舉出五行經教，但五行理論如何與生死思想相連節是一個問題。譬

如，金，像將易溶的生金煉成純金那樣來養育子女。木，出赦書解救了父母亡魂，

高興地如枯木花開那般。水，把和供養用的獻酒相關連。火，在外白部分以香煙，

外唱時以灯比喻。土，用瓜兒土中埋長出芽來比喻。總的來說，雖表現了複雜的

苦的狀態，但與五行的關係性在深層結構上並沒讓人感到關連之處。 

道教在唱的部分如果沒有介入白的解釋部分，單只靠解讀字面上的意思，很

難把金與父母養育子女聯繫在一起。木和水與孝男有關;孝男為了把父母從地獄中

救出舉行儀式，可看到父母被解救的明朗狀態，孝男祭祀父母嚴守服喪之禮也一

目了然。木的赦書是把道教的放赦儀式放在前題，但事實上，在民間佛教中也有

放赦儀式，所以不能說是道教獨自的內容。水以獻供物，服喪來說明，那是儒教

的祭祀行為。火，前半的二句較難理解。第三句的[竹籃貯水一場空]似乎是向死

者說明已經無法維持具有實體的東西。後半的兩句[生死到頭難逃避，何不修持]，

生死大限來臨，還是難逃避的話，那為了下個輪迴該從生前開始修行，這是佛教

的教誨。以上看不到道教獨自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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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最後的土的教誨用瓜來比喻，這是否可從中看出道教特色呢?「瓜從土

中生，長出綠葉開花，受盡千般苦，然後苦盡甘來」，其中土的因素是代表讓萬物

生長的中央力量，描寫綠葉與開花表示直接讚美生命力的積極性。這與其說是輪

迴轉世說倒不如說是樂觀的生命論。瓜不僅具有植物的屬性外，瓜藤有很強的攀

延力，象徵強韌的生命力。而苦盡甘來的含義，在此文脈中可看成以陰陽理論為

基礎的否極泰來之義意在內，也能表示道教理論特點。老君的教誨雖較複雜，但

最後用瓜來作比喻，跟道教的生命觀與陰陽論正能相連繫 33

                                                   
33 筆者在中國大陸收集到與道教死者儀式有關的文獻，題名為『度橋式』癸丑年，京兆，杜賜棠

抄寫，在過橋的最後階段以浪淘沙的曲調唱「瓜子土中埋，出長苗成，紅根綠葉紫花開，瓜兒吃盡

千般苦，苦盡甜來」，可見用瓜來作比喻是很普遍。 

 

。 

 

肆、結論 

本稿以台南道教所傳承的功德戲文本奈河橋全論為對象，示出其錄文，並將

四般典刑和五行全論之內容做初步性探討。特別在四般典刑的因果報應說及五行

全論的苦之解釋裡，發現儒教的倫理說，佛教的輪迴說佔了很濃厚的色彩，以別

的資料對其加以確認。此外，五行全論最後出現的用瓜來作比喻的教誨裡，能看

到道教的生命論說。研究道教死者儀式中被演出的功德戲，由於有地方戲劇的背

景和與方言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方言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再加上演的機會逐漸

減少甚至少見了，更增高了研究的難度。由道士來演的功德戲，構成道教儀式的

一部分，宣揚儒教倫理道德，應用目連救母的主題，儒佛兩教的因素佔了相當大

的比率。看來道教特有的因素佔的比率比較小。道教獨特的生命觀還可以在功德

戲中，就是在白與唱相互交織的唱導表演中找尋到。道士所演的功德戲雖然將儒

佛道三教各種因素融合在一起，但如何與道教因素相組合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

題。 

 (此論文日文版已刊登在林雅彦・小池淳一編『唱導文化の比較研究』(岩田書院，2011

年，301-332頁)，中文版以此為基礎作部分修改。) 

 
 
 

244



道教功德戲的唱導文化─ 

以台南道教奈何橋全論所表現的生命觀為主 

附錄-論三綱五常 

三綱五常序 

(問)道友，吾聞，天地間，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卜論三綱五常，居家何物為

寶。 

(應)錢銀滿庫，未為寶，富貴榮華，眼前花。 

(問)可是乜為寶。 

(應)論到寶處，出有孝子，賢孫，義夫，節婦，正是為寶。 

(問)論做人子，如何是孝。 

(應)論做人子，須著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順雙親，生則奉甘旨，死後設大齋，

慎終追遠，是則為孝。 

(問)未知三綱五常，(人字旁+再)樣呢。 

(應)三綱乃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此乃謂之三綱。 

(問)五常恰(人字旁+再)樣呢。 

(應)五常迺是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問)三綱五常情由，可(人字旁+再)樣呢，煩先師引講一番。 

(應)聽說。 

(問)願聞。 

(功唱)三綱五常，大典經章，聖賢致立，天下皆同。 

 

臣為臣綱 

(功白)論君以臣，本同一體，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為人臣，須著盡忠報國。 

(問)可(人字旁+再)樣。 

(功唱)聽說，某君為臣綱，君恩山重，能使富貴榮華，都是君恩，臣為股肱，須

當盡忠竭力，扶助君身。 

 

父為子綱 

(問)此乃君為臣綱，未知父為子綱，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論父為子綱，本是天性，做人子，須當行孝順，詩云，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 

(功唱)父為子綱，父天母地，做人子，須著行孝義，不掠只父母恩情，覓做流水

滄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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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為妻綱 

(問白)只就是父為子綱，未知夫為妻綱，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卜論夫為妻綱，共許君臣父子，大不相同。 

(問白)可(人字旁+再)樣不相同。 

(功白)夫婦乃是人倫之首，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妻者齊也，繼傳宗支，供養

祭祀，不可不和，夫者天也，終身所託，不可(不?)敬婦，敬夫如敬天，夫

婦結托，百年恩愛，同床同枕，舉案齊眉，須著斈許古人同苦同甘，日日

相敬，婦敬夫兮，夫敬婦兮，夫婦相敬如賓，願卜百年偕老，此迺夫為妻

綱。 

(唱)論夫婦相保，到百年，終同守義，篤合(水+巴)，情鍾洞房，云云，花灼豔，

人間四喜，情意深。 

 

四喜 

(問白)未知四喜，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四喜乃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灼豔，金榜掛名時，此乃為

之四喜。 

 

仁之道理 

(問白)未知五常之中，說到仁字，可(人字旁+再)樣。 

(功白)卜論仁字，皆道理，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君子於親，則興於仁，推而大

之，博施濟眾者，無非是仁。 

(功唱)無私成大化，愷惻頌仁人，一念慈祥起，千秋帝德新。 

(白)此迺就是仁介(个?兮?)道理。 

 

義之道理 

(問)未知義字。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若論義介道理，義者宜也，凡事有理，都是義，見利思義為義，孔子有說，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則人之於義，誠不可一

日離也。 

(唱)權衡在夙握，大義自堪稱，世上為君子，乾乾凜戰競。 

(白)此迺就是義介道理。 

 

禮之道理 

(問)未知禮字，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卜論禮介道理，須動靜語默，都苟且不得，何，則非禮勿視，非視(禮)勿

聽，非禮勿言，勿(非)禮勿動，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禮不可

不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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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衣冠肅瞻視，揖讓慶儀文，恭敬嚴持守，周旋見禮，云云。 

 

 

智之道理 

(白)若論至智事，未至而先知會，至紛而洞然，便是智，如顏淵之聞一知十，子

貢之告往知來，卜商之因詩悟禮，大舜之明物察倫，不逆詐，不憶不信，抑

亦先覺者，並皆為智。 

(唱)聰明帝簡在，宥密一空暉，何事條條索，纔能鑑厥微。 

 

信之道理 

(白)若論及信，必誠其識，而無自欺者，為信，果非由中而出，雖天日與盟，帶

礪與誓，亦非信也，蓋信必本諸心，又曰，以朋友交言，而有信口(俱?)，迺

為信。 

(唱)至誠為主宰，立信永流芳，慷慨乾坤正，由心日月明。 

 

做人媳婦之道理 

(問白)三綱五常，講得明白，未知世間做人媳婦，可(人字旁+再)樣呢。 

(功白)做人媳婦，須著起早梳粧，孝敬公姑，順從夫郎，只正是做人媳婦介道理。 

(唱)雞初鳴，含盥漱，敬公姑，舉案齊眉，力只蘋蘩供奉，夫愛婦，婦愛夫，恰

是水邀魚，鸞和鳳，一旦鏡破，鸞分雀也飛，屏中空，既初情，情慘傷，婦

道當然柔順，淑德慷慨，從容思情，欲報結髮恩情。 

 

三綱五常之結 

須著設大齋，薦親魂，薦拔亡靈，早超生，云云，讚嘆三綱五常，奉勸世間人，

須著設大齋，薦拔亡靈，早早超生，云云。 

 

二十四孝，講大孝 

論古時人行孝，都是先聖先賢，論及笙口口口，大舜為先。 

(白) 

(1)舜乃瞽之子，耕於歷山，有像口口口，耕有鳥為之耘，帝堯聞之，事以九男，

妻以二女，讓以天下。 

(2)漢高祖第三子，名但，初封代王，漢文帝，生母，(草字頭+泊)太后，身得病

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白) 

舜共漢文帝，伊是九重並肩，舜耕歷山，文帝奉太母，昏晨湯藥，必自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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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3)宋朝黃山谷，身雖貴顯，為親滌溺器，未嘗一時不供職。 

(4)庾黔婁，嘗父糞，心甚憂之，至夜稽首北宸，來以身代替父死。 

(5)朱壽昌，棄官尋母，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只三人，乃是做官行孝。 

(唱) 

宋朝黃山谷，庾黔婁，朱壽昌，受了朝廷俸祿，為親滌溺器，稽首北宸，棄官尋

母，伊人受盡顛倒。 

(白) 

(6)漢朝董永，家貧，父死，賣身借錢，還葬伊父親，天怜董永有孝，降下織女為

夫妻，織絹百疋，還了吳家債錢。 

(唱) 

董永，家貧賣身，葬父親，玉帝憐伊，降下織女，結姻緣。 

(白) 

(7)曾參，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望參不返，乃嚙其指，參忽心痛，負薪

而歸。 

(8)子路，家貧，嘗食藜藿，為親負來米百里之外。 

(9)閺損，御車，衣以芦花，體寒失靷，伊父察出情由，欲出后母，損告曰，母存，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繼母聞之悔過。 

(唱)曾參採薪，子路負米，閺損御車，一都是孔門，一大賢，那兮閺損，是後母

掠只衣裳，採芦花綿。 

(白) 

(10)江革，父(負)母逃離。 

(11)蔡順，採桑，黑赤有分。 

(12)別(剡)子入(衍?)林，取鹿乳。 

(13)孟宗，哭竹，冬生笋。 

(唱) 

蔡順，江革，負母去逃離，孟宗哭竹，剡子林，取鹿乳，伊是為母病終年。 

(白) 

(14)丁蘭，父母早喪，長大思，無以報劬勞，乃刻木為形像，奉飲食如事生一般。 

(15)目連，歷盡數劫，救母上西天。 

(唱) 

丁蘭，雕刻父母為形像，學佛法，救母親，出離了地獄，正是目連。 

(白) 

(16)王祥，王覽，伊是仝父異母，繼母思食鯉魚，祥脫體臥冰，求鯉而奉之。 

(唱) 

王祥，王覽，仝父異母，兄友弟恭，感動後母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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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17)張孝，張禮，伊是親兄弟行孝，只二人，被賊人掠去。 

(唱)張孝，張禮，被賊人掠去，兄替弟死，弟替兄亡，兄弟相替死，感動許賊人，

怜憫伊。 

(白) 

(18)老萊子，行年七十歲，年不稱老，身穿五彩班衣，為嬰戲於親側。 

(19)王裒，伊母怕雷声。 

(20)郭巨埋兒，免分母膳。 

(唱)老萊子身穿五彩班衣，戲母堦前，王裒，聞雷声，走到母墓前邉，我母某，

裒在此，我母親爾，今莫得障驚疑，郭巨埋兒某，云云，免分母膳。 

(白) 

(21)崖山南，曾祖母，年高無齒，祖母唐氏夫人，每日折洗升堂，乳其姑，姑不

粒食數年而康。 

(22)姜詩，妻龐氏，其姑好飲清江水，龐氏汲水而奉之。 

(唱) 

龐氏汲水，性命險送在江邉，唐夫人事姑至孝，孝感動天心。 

(白) 

(23)吳猛，事親至孝，夏天多蚊，並無幃帳，猛先恣其蚊，使之膏血自飽。 

(24)黃香，事父至孝，夏天炎熱，扇涼枕蓆，冬天寒冷，先煖其被。 

(25)陸績，九江懷桔，只几人乃是細子人行孝。 

(唱) 

吳猛，陸績，黃香，伊是七歲孩兒，恣蚊扇枕懷桔，伊是天性自然。 

(白) 

(26)楊香，事父至孝，年十四歲，隨伊爹往田獲栗，一時伊父險被虎咬去，香惟

知有父，而不知有身，空手打虎，救父親。 

(唱) 

那有，有楊香，年十四歲孩兒，空手打虎，救了伊爹，無事志，云云，二十四孝，

說完明。 

 

奉勸世間男共女，云云。 

自古親兄弟，出有只田真，田廣，田文慶，兄弟三人，云云，感動紫荊，復

舊時，云云，自古盟兄弟，著斈許張輝(飛)，關公，共劉備，莫斈許龐(口+月)(涓)

害孫臏，抱石落井，云云，伊人反面做出無情，云云，朱弁行孝義，上領十四五

六年，天落紅雨，地下馬生角，噯，世間有只夭孽事代，忠孝廉節，盡說完備。 

自古及今，行孝義，必須著捨身，某取義，云云，二十四孝講得明白，大家

相共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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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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