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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之慈的社會實踐 

李豐楙 

政治大學宗教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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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標題「慈悲」開始對話 

「論慈悲的覺醒與實踐」：道教雖非完
全不用「慈悲」一詞，但嚴格言之，此
一語詞並非道教的專門用語。 

道教形成經典的宗教體系，其哲理依據
《道德經》，乃直接使用「慈」字，其
譬喻則是「上善若水」：其作用如水之
意象且付諸實踐。 
 

從標題「慈悲」開始對話 

「慈」作為陰性、母性之德，在漢語詞
學的複合詞中，依據正偏結構，而非=
雙正結構：故「慈善」為慈〉善；後來
出現慈悲，同樣是慈〉悲。故道教所強
調的慈德者乃水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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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術界的對話 

 Richard Madsen（趙文詞）在
Democracy’s Dharma（民主妙法）討論
「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曾選
用四個宗教團體：佛教三個（慈濟、佛
光山、法鼓山），道教團體僅得其一
（行天宮） 
 

與學術界的對話 

蕭阿勤引述行天宮網站，修正一般將其
歸於道教或佛教的說法，自我定位其宗
教屬性：「屬於儒道釋合一的民間信
仰」、「傳承三教聖賢義理，融合了儒
家的倫理、道教的科儀和佛教的慈悲，
圓滿了民間廣大信眾的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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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檢討一：「佛教慈悲」為佛教語𢑥，
「佛教的慈悲」則慈悲屬於佛教用語 

檢討二：四個例証中並無一個真正屬於
「道敎」？只能將行天宮歸於「民間宗
教」！ 

檢討三：故本題宜正名為〈道教的慈善
觀〉。 
 

慈德：從古道經到後來道經使用
的慈德 

使用慈例：太上宣「慈」助化章、大德
靜「慈」妙樂天尊說福德五聖經、大
「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靈應寶懺；
太上洞玄靈寶太玄「普慈」勸世經、北
極真武「普慈」度世法懺；玉皇十七
「慈光」燈儀、「慈尊」昇度寶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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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德：從古道經到後來道經使用
的慈德 

使用慈善例：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
恩成道經 

使用慈悲例：太上「慈悲」九幽拔罪懺、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太上
「慈悲」道場滅罪水懺 
 

慈德：從古道經到後來道經使用
的慈德 

使用慈悲作為懺名，應和後起的救苦天
尊信仰有關，乃因重在拔度性質的懺儀，
才將慈、悲二字複合成詞。 

可見道教經典大體恪遵《道德經》本義，
若檢索數位版《道藏》，即可從魏晉南
北朝道經的語料庫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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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水之為德大矣哉 

「道」的本體：不可道、不可名 
天何言哉：不言之教，而以譬喻為教 
水之為德：無所不在的遍在性，普霑大
地的無我性、潤物無聲的均霑性，故道
教凸顯行善如水之德，百姓日用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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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有神道本質，為一種超
越性存在 

宗教本質：實踐性＞哲理性、概念性 
神啓性質：儒家偏於人道、仁道(相人
耦)，而神道則重在設教(教化)；道教乃
是神道〉人道，相信超越性存在，始可
統括人道、倫理，即敬畏於神(天、道)，
始能堅強人的道德主體性。 

「道」具有神道本質，為一種超
越性存在 

弘道：人能弘道，所弘揚之「道」即彰
顯「德」的實踐性；非道弘人，人在道
之前均需謙虛，故道教之道已被神格化、
位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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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的實踐 

戒律：從古道經中傳度儀既需「説
戒」，在戒律中強調慈德，如〈九
真戒〉中第三持真戒（不殺，慈救
眾生） 

「功德」的實踐 

從積功累德到功行兩全，即從真功到真
行；從古道經的紀算思想到善書性質的
功過格，均從具體的計算（數量化）入
手，進而內化為德，此即心性的內在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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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的實踐 

功德具有實踐性，而非僅功利性、現實
性：道教強調芸芸眾生的度世，始為真
正的度人之道，故濟度有緣而非屬精英，
廣度群倫而非僅歸依（傳度者），此即
水德所具有的實踐性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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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濟度的光譜 

信徒 
道團
（天師
府） 

道廟 

道院 

道壇 

小錢之慈的例證：涓涓細流 
匯成大河 

行善平等觀：寡婦的小錢等同、或大
於巨富的萬金，弘道無貴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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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錢之慈的例證：涓涓細流 
匯成大河 

從一個地方道壇開始：「紫微帝君會」
會長黃清溪道長(曾在張天師府奏職)配
合「心慈同心會」，2012年9月將44位
捐棺者移轉張天師府，用於「清寒民眾
喪葬補助」的捐棺費；10月補助65位，
張天師府僅募得1位，11月無、12月2位；
2013年天師府內部展開勸捐，至9月開
始有非關係人加入；至2016年2月每月
超過150位非關係人（即無名氏難以追
蹤者） 
 

2015年「清寒民眾喪葬補助」成
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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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清寒民眾喪葬補助」成
果統計表（地區） 

北部 
8.0% 

中部 
32.0% 

南部 
12.8% 

東部 
43.6% 

離島 
3.6% 

補助件數 

施棺祈安文疏（天師府） 

13



專題講座－李豐楙 

 

 2

 

 

 

 

 

 

 

 

 

 

 

 

 

 

 

 

 

 

 

 

 

 

 

 

 

 

 

 

 

 

施棺祈安文疏（紫微帝君會） 

「下線」感應譚 

匯集巿場小販，
從50、100到
「5500元一棺」
的靈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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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慈：神職者之慈 

例1、竹山守真道房的八八水災法會
（道壇） 
 

法慈：神職者之慈 

例2、基隆廣遠壇超度大學跳樓學生
（道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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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慈：神職者之慈 

例3、高雄道德院例行普度（道院） 
 

例4、張天師府 

 2015-2-9 
李進勇縣長出席禽流感祈福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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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張天師府 

基隆河空難之慈 
 

例4、張天師府（維冠大樓） 

17



專題講座－李豐楙 

 

 2

 

 

 

 

 

 

 

 

 

 

 

 

 

 

 

 

 

 

 

 

 

 

 

 

 

 

 

 

 

 

法慈：神職者之慈 

演法行科：道教壇靖在公眾性儀式中積
功累德，即以法慈表現受籙者的實踐性；
生命終極即累計一生所行的壇數，即可
作為功德，在繳籙時驗收，作為陞遷仙
官的憑照。 
 

財慈：宗教團體之慈 
 例1、清寒家庭：道德院每年捐助，迄今累積數
仟萬元。 

 高雄道德院奉祀主神太上道祖聖示，歲末要擴
大進行過去幾年持續濟貧措施，一月三十日高
雄道德院在廟前舉辦寒冬送暖濟助全市十三區
二萬多戶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單親家庭及弱
勢團體兒少族；農曆大年初一並將聯合道教各
宮觀、企業團體及善心大德舉辦道教節嘉年華
會，吃、喝、玩、樂全部免費，歡迎大家到金
獅湖畔朝天金獅吉穴高雄道德院走春、踏青、
拜拜祈福。 （臺灣時報 2016-2-5日報導） 

 http://www.twtimes.com.tw/?page=news&nid=5472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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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慈：宗教團體之慈 
 例2、急難救助：八八水災（道德院、張天師府
捐助） 

 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桃芝風災、SARS疫情、
阿里山鐵路出軌、澎湖華航空難、八八大水災
小林村滅村、復興航空澎湖空難、高雄七三一
石化氣爆、八仙樂園塵爆等重大事件，高雄道
德院住持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都舉辦祈福延
生保命超度大法會，超拔往生受難者冤魂，受
傷者都發放慰問金，並舉辦十二場大法會，消
弭台灣面臨的災劫。（臺灣時報 2016-2-5日報
導 
http://www.twtimes.com.tw/?page=news&nid=547
293 ） 
 
 

財慈：宗教團體之慈 

例3、國際救
難：日本震災
（臺南市天壇
與興濟宮捐助
日本正一道觀，
慰靈碑與感恩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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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李豐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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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奇蹟」：臺灣民眾的 
創造性活力 

趙文詞教授指出：臺灣在政治、經濟及
文化成就以外，其宗教成就才是真正的
「臺灣奇蹟」，此即相較於中國大陸，
臺灣在解嚴後長期累積軟實力，根本的
動力被認為是「佛教的慈悲」。 

內慈之力：道教在民間持續激發其活力，
滲透之深、霑溉之廣猶如水之德，百姓
浸潤其間而不覺，實為社會底層的穩定
力量 

「宗教奇蹟」：臺灣民眾的 
創造性活力 

外慈之力：臺灣長期處於國際的弱勢，
從外交部到僑委會，其聲音噤而難出；
但宗教在海外世界卻通行無阻，既能無
私的捐輸，也能輸出宗教得以國際化；
在華人世界一直擁有可觀的影響力，所
創造的是另一種「臺灣奇蹟」，其實例
從道教到一貫道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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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之慈的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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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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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之解經特色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陳韋銓 

 

摘  要 

 

    明代（1368－1644）焦竑（1540－1620）的學術中多夾雜著儒釋道三家思想，

因此本文著重從其易學著作《易筌》來探就此一現象的情況，從《易筌》的名稱

就可知，此當與《莊子》有非常明顯的關係。藉由對文本的閱讀、歸納與分析，

《易筌》明徵暗引道教經典的情形有《老子》4 處、《文子》1 處、《列子》2 處、

《莊子》19 處、《素問》2 處、提到黃老 1 處、《淮南子》4處、《周易參同契》1

處、《黃庭經》2處、《抱朴子》1處、《陰符經》1處、提到丘處機 1處、楊慎《丹

鉛錄》2處（實際有 3處），共計 41 處，其中以引用《莊子》為最多。這些雜引

道教經典的內容多主要集中在《彖傳》6處、《大象》3處、《爻辭》與《小象》

共 16 處、《繫辭傳上》5處、《繫辭傳下》2處、《說卦傳》5處、《乾．文言傳》

2處、《序卦傳》1處、〈易筌附論〉1處，多集中在《爻辭》與《小象》。除此之

外，《易筌》中雜引佛教經典者有 9處。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以試圖疏通

《周易》經義的內容，如此的詮釋特色形成焦竑以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合的情形。

本文的研究成果除有效提供實證的答案之外，也對焦竑易學的詮釋方式與特色以

及在易學史方面有著部分的學術研究價值。 

 
關鍵詞： 焦竑  易筌  道教經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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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陳韋銓 

 

 

壹、前言 

 

    明代（1368－1644）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世稱

澹園或漪園先生、焦太史，南京旗手衛人（原籍山東日照人）。
1
焦竑的學術中多

雜揉著儒釋道三家思想，如此三教合一的學術特色早在南北朝時代已有之，這種

儒釋道調和、同體或同歸的思想特色到了晚明亦是其學術風潮之一。以焦竑來

說，其著作等身，計有 40 種 604 卷，
2
其中不乏有儒釋道的作品，如《易筌》、《禹

貢解》、《考工記解》、《春秋左傳鈔》、《法華經精解評林》、《楞伽經精解評林》、《楞

嚴經精解評林》、《圓覺經精解評林》、《老子翼》、《莊子翼》等。焦竑對於儒釋道

                                                       
1 「焦竑，字弱侯，江寧人。為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

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

之。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陛建

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翰林教小內侍

書者，眾視為具文，竑獨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惡，時與論說。皇

長子出閤，竑為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

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

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恥下問，願以為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

竑乃與同列謀先啟其端，適講舜典，竑舉「稽於眾，舍己從人」為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

考集眾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性」。皇長子曰：「此

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竑亦竭誠啟迪。嘗講次，群鳥飛鳴，皇長子

仰視，竑輟講肅立。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採古儲君事可為法戒者為養正圖說，擬

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為賈譽，竑遂止。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

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張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

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歲餘大計，復鐫秩，竑遂不出。竑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

不淹貫。善為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園，竑所自號也。講學以汝芳為宗，而善定

向兄弟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時，以先朝講讀恩，復官，

贈諭德，賜祭廕子。福王時，追諡文端。子潤生，見忠義傳。」參見〔清〕張廷玉：《明史･文

苑（四）》（卷二百八十八，列傳第一百七十六）》（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頁 7393－7394。

又《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四）．文端焦澹園先生竑》：「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

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為樹棹楔，謝以賑飢。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

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

甲午簡為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

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為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

素為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

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

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

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崇禎末，補謚文端。」參見〔清〕黃宗羲：《明儒學案

･泰州學案（四）》（臺北：明文書局，1991），頁 829－830。相關焦竑生平的部分又可參見容肇

祖：《容肇祖集･焦竑年譜》（濟南：齊魯出版社，1989），頁 389－427。以及參見王琅：《焦

竑年譜》（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以及參見林桐城：《焦竑及其

學術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年譜》（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 1－32。 
2 參見林桐城：《焦竑及其學術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年譜》（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頁 32－46。亦可參見錢新祖著、宋家復譯：〈附錄：焦竑所編撰的各種著作〉，《焦竑與晚明

新儒學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03－309。「焦竑確實是晚明『三

教合一』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參見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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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之解經特色 

 

3 
 

的態度是認為「三教一致」
3
（「三教為一」或「三教歸一道」）而非彼此調和的，

而且反對儒學所謂的佛、老為「異說」。《四庫全書總目》：「其講學解經，尤喜雜

引異說，參合附會，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顏子之『屢空』為虛無寂滅之類，

皆乖迕正經，有傷聖教。蓋竑生平喜與李贄遊，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4
由於《周易》之道含容廣大，無所不包，無所不賅，事事可通，《四庫全書總目》：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

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

又「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為說』，尤至論也。」
5
因此，本文

                                                       
3 「究竟三教合流者如何認知和安排三教的地位？是以其中一教為優越主體進而統攝二教，抑或

三教皆具有平等的地位？再者，若論及「三教合一」，也須先梳理所謂的「合一」意涵，是否指

向三個不同教義的「整合」和「融貫」，還是趨向「同源」的意思？前者關注的是「同」（same）

和「異」（difference）的問題，後者則指向「道一」的概念。簡單而言，「道一」是指三教涵括

在一個整體性的「道」以內，具有一個共同關懷的「道」的思想基礎，它是大部分晚明儒者的共

同意識。」參見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頁 17－18。又「儘管三教合一的主張，晚明學者各有看法，然大抵而論，不外一方面不輕言放

棄儒家萬物一體的濟世責任，一方面又追求個體存在與受用的價值，此一求『全』的特點，看似

矛盾，卻在晚明心學得到統一。」參見李興源：《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臺北：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2009），頁 60。又「焦竑繼承晚明心學，追隨泰州學派，師事耿定向、羅汝芳

等人，篤信李贄之學，推崇李贄『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以道德、經術、文章標表海

內，徐光啟尊之為『鉅儒宿學，北面人宗』，是晚明學術思想界的實際盟主，也是徐光啟 推崇

的『尊師』。講學以羅汝芳（近溪）為宗，推重王陽明『良知』說與王艮『格物』論，視二者『如

車兩輪，實貫一轂』。認為：三教『道一也，達者契之，眾人宗之。在中國曰孔孟老莊，其至西

域者為釋氏』，『釋氏之典一通，孔孟之言立悟』，『《六經》、《語》、《孟》無非禪，堯、

舜、周、孔即為佛』。『孔、老、釋之出，為眾生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

教鼎立，非聖人意也。』焦竑以『寶無裔夏』的胸懷，成為晚明學術『三教歸一』的標幟，利瑪

竇和徐光啟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曾訪問焦竑，利氏更尊以中國『三教領袖』之頭銜。」參見

李興源：《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頁 67。又「對

焦竑來說，三教為『一』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們作為一個聚合體的諸多組成部分而被整合起來，

而在於他們具有一個單一實體的熔合健全性，而且三教彼此具有可辨識性卻又無法截然區分開

來。……對焦竑來說，三教是互補的，這並不是因為每一教各自闡明了一部分的道，其他兩教

則不去闡明這一部分，而是因為三教可以藉著彼此加以瞭解，並且在趨近於作為真理之道的過

程中相互闡釋、彼此發明。……焦竑將佛家與道家說成是儒家的『注解』，但這注解並不意味著

佛家與道家從屬或者不如儒家，而是意味著他們有助於釐清儒學中晦澀難解與發展不完全之

處。」參見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學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頁 130－131。 
4 參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103。「他堅持

儒家的思想原則，但對佛、老『異說』采取了寬容的態度，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迹，公開倡導『三

教合一』，有目的、有批判地吸取佛、老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壯大心學的體系。」參見李劍雄：

《焦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13。 
5 參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7、頁 25。其他

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提到有關《周易》特點的文字，還包括以下：「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宋･楊簡《楊氏易傳》）頁 24、「《易》廣大無所不備」（清･黃宗羲《易學象數論》）頁 38、「《易》

義廣大，觸類旁通」（清･毛奇齡《推易始末》）頁 39、「《易》道廣大，無所不該」（清･潘思榘

《周易淺釋》）頁 42、「《易》道廣大，隨拈一義皆有理可通」（明･錢一本《像鈔》）頁 52、「《易》

道廣大，推之無所不通」（清･蕭雲從《易存》）頁 60、「《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清･葉矯然

《易史參錄》）頁 61、「《易》道廣大，隨引一端推衍之，皆可成理耳」（清･張德純《孔門易緒》）

頁 64、「《易》道廣大，事事可通」（元･余載《韶舞九成樂補》）頁 217 等。又「在儒、釋、道

三教倫理的融突中，『保合太和』的《周易》經典始終起著「乾坤信使」和「月下老人」的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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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陳韋銓 

 

 

主要著重在探究焦竑在《周易》注解上雜引道教經典的特色。焦竑之易學著作為

《易筌》一書，共七卷，其中書名的「筌」字當來自《莊子．雜物．外物》：「筌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6
「筌」是為捕魚的竹器，

「荃」為一種香草，可以餌魚。焦竑雖以《莊子》中之「得魚忘筌」為書名，其

欲以道教（道家）典籍來詮解《周易》的意圖甚為強烈，雖前已有王弼以老莊解

易，但焦竑更加擴大與發揮以佛教與道教經典來詮釋《周易》，所以《四庫全書

總目》：「是書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雜引《列子》、《黃庭內景經》、《抱朴

子》諸書以釋經。」
7
其中所言之二氏，當言釋、道二家。筆者爬梳《易筌》一

書，其中雜引道教經典者有以下 12 書，包括《老子》（《道德經》）、《文子》、《列

子》（《沖虛經》、《沖虛真經》）、《莊子》（《南華真經》）、《素問》、《淮南子》、《周

易參同契》、《黃帝內經》、《黃庭經》、《抱朴子》、《陰符經》、楊慎《丹鉛錄》，而

另外提到「黃老」與「丘處機」者亦有各 1 處，其中以引用《莊子》為 多
8
，

                                                                                                                                                           
搭橋作用。……《周易》經典的『保合太和』，體現了中國文化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非凡氣魄、

恢弘氣度和博大氣象，因而成為雅俗共賞的價值理念，不樹偶像的精神信仰以及妙合而凝的理

論思維。」參見祁潤興：《周易義理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4－15。 
6 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944。 
7 參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52。又「《易筌》

之詮解方式－「引先秦諸子之言以解《易》、引儒者之言以解《易》、引《說文》以解《易》、

引經史之言以解《易》、論《易》經傳之分合、論「重卦之人」、論《繫辭傳》之「大衍之數」、

論河圖洛書之數」。參見謝成豪、鄭如秀：〈論焦竑《易筌》之詮解方式〉《人文與社會學報》

（高雄：義守大學出版，2014.05），頁 66－81。又「在焦竑的解易方法中 具代表性的便是「古

今文義相結合」、「援佛、老莊入《易》」、「取義而不廢象」、「解《易》立足政事、人倫」

等方法。」參見丁國春：《焦竑易學研究》（雲南：昆明理工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16），

頁 29。又「他把道教分成三類，一是爐火黃白之術及男女合氣之道，他 不贊同；二是清靜煉

養的內丹之學，此雖較前者為勝，而焦氏仍謂其非至道；三是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清虛之學，

這種學問，他認為才是與孔子釋迦同趨的。」參見龔鵬程：《晚明思潮･第三章 攝道歸佛的儒

者：焦竑》（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79－80。 
8 「晚明學者文人多喜莊子。」參見李興源：《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臺北：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09），頁 59。又「從經書注解來看當時經學的發展，當時經注的兩個趨向是：

其一，刻意表彰漢人的注經方式；其二，突破宋人經說的束縛，而傾向漢、宋兼採。……如從

個別的經書來觀察，以《周易》和《詩經》二書的漢學傾向 為明顯。……明人說《易經》，言

義理者牽引釋氏；言數者又流入道家。」參見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

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112－113。又「明末以前經典詮釋過程的幾

種現象－闕脫亡佚、誤認作者、偽造仿冒、依託附會、刪改填補、羼雜佛老、離經言道。」參見

林慶彰：〈明末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15），頁 413－416。又「『生死情切』乃是焦竑這類儒士的根本問題意識核心。也是

他們與羅近溪等仍順著王陽明良知學講定性識仁的儒者之不同處。他們參禪學佛，並非隨順風

氣，或好奇呈異，也不是要以此對抗什麼『封建禮教』『程朱官學』，而是為著解決它們自己存

在的焦慮。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會與宋代不同，不再認為道教之說可不予理會，也是為著

更妥善地解決生命之基本焦慮。至於他們 後將此問題之解決，歸於佛理；三教合一，歸於佛

說性體本空，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儒家原本並不專門針對這個問題說話，道教內丹法事

實上從創立以來，本身也就已經融會了佛家義理。『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釋氏只

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焦竑等人欲於生死問題上求一個解答時，會做什麼樣的選擇，當

然是極為明顯的。」參見龔鵬程：《晚明思潮･第三章 攝道歸佛的儒者：焦竑》（臺北：里仁書

局，1994），頁 127。又「焦竑經由儒學來到佛家與道家，而以佛、道並非儒學的替代選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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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釋 〈乾･文言〉：「利貞者，性情也」，焦竑曰「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
9
（引自《莊子･馬蹄》）；又如釋 〈比〉大象曰：「地上有水」，焦竑曰

「莊子「水之守土也審」正比意。」
10
（引自《莊子･徐无鬼》）；又如釋 〈賁〉

彖曰：「小利有攸往」，焦竑曰「『小利有攸往』，陰進而反於陽也。『復歸於朴』，

所謂至文。」
11
（引自《莊子･山木》）；又如釋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焦

竑曰「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亦此意也。」
12
（引自《莊子･逍遙遊》）；

又如釋 〈習坎〉九五「祗既平」，焦竑曰「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

曰『水靜則明燭須眉，平中準』。」
13
（引自《莊子･德充符》與《莊子･天道》）；

                                                                                                                                                           
是儒學的一個進一步闡述。他挪攝（appropriate）了若干佛教與道教的元素，不過這些元素被重

新布署在一個典型的新儒思想架構之中，以便細說來自於新儒思想中程朱與陸王學派爭議的諸

多關懷。因此，焦竑對佛、道的興趣必須被象徵性地理解。在意向上，這個興趣仍然是新儒思

想的，但是其意義之形成，乃是基於一個可以被稱之為「重構的新儒思想」（a restructured 

Neo-Confucianism），而這個重構過的新儒思想，其發展與對程朱正統的反感共存。」參見錢新

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學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3。 
9 參見《易筌》，頁 7。《莊子･馬蹄》：「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

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

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

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參見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336。 
10 參見《易筌》，頁 25。《莊子･徐无鬼》：「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

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

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

北：華正書局，1997），頁 868－869。 
11 參見《易筌》，頁 51。《莊子･山木》：「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

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

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

乎！』」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676－677。 
12 參見《易筌》，頁 60。《莊子･逍遙遊》：「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參見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7。 
13 參見《易筌》，頁 67。《莊子･德充符》：「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為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

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

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212－215。《莊子･天道》：「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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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釋《周易･繫辭傳上》：「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焦竑曰「無形之極，則

曰太極，猶莊子之言「大塊」也。」
14
（引自《莊子･齊物論》與《莊子･大宗師》）；

又如釋《周易･繫辭傳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焦竑曰「莊生所謂「《易》以道

陰陽」是也。」
15
（引自《莊子･天下》）；又如釋 〈艮〉彖曰：「不獲其身」與

「不見其人」，焦竑曰「不獲其身，莊生所謂『吾喪我』也。不見其人，『嗒焉似

喪其耦』也。」
16
（引自《莊子･齊物論》）；又如釋 〈兌〉象曰：「上六引兌，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

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

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457－458。 
14 參見《易筌》，頁 137。《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

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

華正書局，1997），頁 43－50。又《莊子･大宗師》：「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

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沬，不如相忘於江

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

1997），頁 241－242。 
15 參見《易筌》，頁 140。《莊子･天下》：「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

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

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067。 
16 參見《易筌》，頁 111。《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

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

華正書局，1997），頁 43－50。又《莊子･知北遊》：「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

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

『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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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光也。」焦竑曰「引兌與來兌不同，无心於人而人自悅之，如莊生所云『形渫

成光』，不能使人不保汝者也。蓋稍不自晦，雖當而未得為光大，此在微細處見

得，若與來兌同看，何以止云『未光』。」
17
（引自《莊子･列禦寇》），此處焦竑

所言之「渫」與今本所言之「諜」不同，依孫詒讓所言「『諜』當為『渫』之叚

字。『內誠不解』，謂誠積於中。『形諜成光』，謂形宣渫於外有光儀也。」《莊子

札迻》，而《列子･黃帝第二》亦有「形諜成光」一句。又如釋 〈小過〉初六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焦竑曰「不可如何者，即莊生所言『速成不及

改』也。」
18
（引自《莊子･人間世》），此處焦竑所言之「速」字與今本所言之「惡」

字不同，當為「惡」字。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以試圖疏通《周易》經義的

內容，如此的詮釋特色形成焦竑以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合的情形，因此本文著重從

其易學著作《易筌》來探就此一實際的情況為何！本文的研究成果除有效提供實

證的答案之外，也對焦竑易學的詮釋方式與特色以及在易學史方面有著部分的學

術研究價值。 

 

貳、《易筌》雜引道教經典析論 

     
    本節主要探究雜引道教經典的內容包括《老子》（《道德經》）、《文子》（老子

弟子）、《列子》（《沖虛經》、《沖虛真經》，與《道德經》、《莊子》、《文子》在唐

代時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莊子》（《南華經》）、《素問》（與《靈樞》合稱《黃

帝內經》）、《淮南子》（《鴻烈》、《淮南鴻烈》、《淮南內篇》、《淮南王書》、《劉安

子》）、《周易參同契》、《黃庭經》、晉朝葛洪（283－343）《抱朴子》、《陰符經》（《黃

                                                                                                                                                           
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

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參見〔清〕郭

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756－758。 
17 參見《易筌》，頁 124。《莊子･列禦寇》：「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

貴老，而虀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參見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036－1037。 
18 參見《易筌》，頁 129。《莊子･人間世》：「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

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

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

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

命。此其難者。」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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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陰符經》），此外還提到「黃老」、「丘處機（1148－1227）」、「楊慎（1488－1559）

《丹鉛錄》」（包括《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雜錄》）。 

 

一、歸納《易筌》雜引道教經典的實際情形 

1.《老子》（《道德經》）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井〉彖曰 《老子･第 64 章》：「民之從事，常於幾成

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2） 《周易･繫辭傳上》〔第二章〕 《老子･第 42 章》：「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又《莊子･齊物論》：「夫大塊

噫氣，其名為風。」又《莊子･大宗師》：

「夫大塊載我以形。」 
（3） 《周易･繫辭傳上》〔第十一

章〕 

《老子･第 42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 

（4） 《周易･繫辭傳下》〔第七章〕 《老子･第 52 章》：「見小曰明。」 
 
2.《文子》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蠱〉上九爻辭與小象 《文子･精誠》：「故大人與天地合德……

懷天心， 抱地氣， 執沖含和， 不下堂

而行四海。」 

 
3.《列子》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臨〉彖曰 《列子･天瑞第一》：「一氣不頓進，一形

不頓虧。」 

（2） 《周易･說卦傳》〔第十一章〕 《列子･仲尼第四》：「能以耳視而目聽。」

 
4.《莊子》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乾･文言〉 《莊子･馬蹄》：「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2） 〈比〉大象 《莊子･徐无鬼》：「水之守土也審。」 

（3） 〈蠱〉上九爻辭與小象 《莊子･田子方》：「虛緣而葆真！」又《莊

子･天下》：「上與造物者遊。」 

（4） 〈賁〉彖曰 《莊子･山木》：「復歸於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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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妄〉九五爻辭與小象 《莊子･知北遊》：「不遊乎太虛。」 

（6） 〈大畜〉上九爻辭與小象 《莊子･逍遙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 

（7） 〈習坎〉九五爻辭與小象 《莊子･德充符》：「平者，水停之盛也。」

又《莊子･天道》：「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準。」 

（8） 〈離〉九三爻辭與小象 《莊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窮達貧

富，……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

與物為春。」又《莊子･人間世》：「悅生

而惡死！」 

（9） 〈咸〉九四爻辭與小象 《莊子･人間世》：「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又《莊子･繕性》：「反一無跡」。

（10） 〈井〉九二爻辭與小象 《莊子･外物》：「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 

（11） 〈艮〉彖曰 《莊子･齊物論》：「荅焉似喪其耦。……

今者吾喪我。」又《莊子･知北遊》：「不

遊乎太虛。」 

（12） 〈艮〉六四爻辭與小象 《莊子･養生主》：「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又《莊子･達生》：「善養生者，

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莊子

･讓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 

（13） 〈兌〉上六爻辭與小象 《莊子･列禦寇》：「形諜成光。」 

（14） 〈小過〉初六爻辭與小象 《莊子･人間世》：「惡成不及改！」 

（15） 《周易･繫辭傳上》〔第二章〕 《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為

風。」又《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

以形。」 

（16） 《周易･繫辭傳上》〔第五章〕 《莊子･天下》：「《易》以道陰陽。」 

（17） 《周易･繫辭傳上》〔第五章〕 《莊子･知北遊》：「不遊乎太虛。」 

（18） 《說卦傳》〔第十一章〕 《莊子･達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

當心，則為病。」又《莊子･天道》：「萬

物無足以鐃心者。」又《莊子･外物》：「天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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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 

（19） 《說卦傳》〔第十一章〕 《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5.黃老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繫辭傳下》〔第五章〕 黃老之治，清靜。 
 
6.《淮南子》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乾〉九三爻辭 《淮南子．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

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2） 〈蠱〉上九爻辭與小象 《淮南子･俶真訓》：「天含和而未降， 地

懷氣而未揚。」 

（3） 〈離〉九三爻辭與小象 《淮南子．說林訓》：「君子有酒，鄙人鼓

缶。」 

（4） 〈益〉上九爻辭與小象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讀《易》，至

《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與利之，適

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

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5） 《序卦傳》 《淮南子．繆稱訓》：「剝之不可遂盡也，

故受之以復。」《淮南子》引《易》 
 
7.《黃帝內經．素問》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乾．文言･九五》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南方生熱，熱

生火，……中央生濕，濕生土，……西方

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

水，……。」 

（2） 《說卦傳》〔第十一章〕 《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 

（3） 《說卦傳》〔第十一章〕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心在志為喜，

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

腎在志為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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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易參同契》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坤〉彖曰 《周易參同契．君子好逑章第三十》：「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虯相

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

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

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

發腐齒，終不相知。」 
 
9.《黃庭經》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既濟〉六四爻辭與小象 《黃庭經．第 24 章》：「人間紛紛臭如

帤」。 

 
10.《抱朴子》 
項次 《周易》經傳 原典出處 
（1） 無注《周易》經傳，引文來

自〈易筌附論〉 

《抱朴子･尚博》：「八卦生，鷹隼之所被；

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11.《陰符經》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臨〉彖曰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12.丘處機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明夷〉上六爻辭與小象 楊慎《升菴集･丘處機論日》卷 74 

 

13.《丹鉛錄》 

項次 《周易》經傳 引用原典出處 

（1） 〈井〉大象 楊慎《丹鉛總錄》：《彖》曰巽乎而上水，

《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

桔槹也。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取象

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

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之，終不

如目覩之，真也。」 

（2） 〈革〉大象 楊慎《丹鉛總錄》引《素問･六元正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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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

（《易筌》曰「澤中有陽燄」）《丹鉛錄》

云「《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

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 

    藉由上述表格的歸納與分析，我們可以得知《易筌》明徵暗引道教經典的情

形有《老子》4 處、《文子》1 處、《列子》2 處、《莊子》19 處、《素問》3 處、提

到黃老 1 處、《淮南子》4 處、《周易參同契》1 處、《黃庭經》1 處、《抱朴子》1

處、《陰符經》1 處、提到丘處機 1 處、楊慎《丹鉛錄》2 處（實際有 3 處），共

計 41 處，其中以引用《莊子》為 多。這些雜引道教經典的內容多主要集中在

《彖傳》6 處、《大象》3 處、《爻辭》與《小象》共 16 處、《繫辭傳上》5 處、《繫

辭傳下》2 處、《說卦傳》5 處、《乾．文言傳》2 處、《序卦傳》1 處、〈易筌附論〉

1 處，多集中在《爻辭》與《小象》。除此之外，《易筌》中雜引佛教經典者亦有

9 處，其分別散見在〈坤〉彖曰、〈無妄〉九五爻辭與小象、〈咸〉九四爻辭與小

象、〈蹇〉彖曰、〈艮〉彖曰、《繫辭傳上．第一章》、《繫辭傳上．第二章》、《繫

辭傳上．第十章》、《繫辭傳下．第五章》。 

二、分析《易筌》雜引道教經典 

1.《老子》 
（1） 〈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焦竑曰： 

 

      〈困〉反為〈井〉，〈坎〉位下，今位乎上，在上在下不同，而中爻陽剛不 

      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故曰「乃以剛中」，亦猶尚也。「亦未繘井」，謂 

      汲索尚未出井而乃羸敗其缾也。「汔至」作一句，下七字作一句，彖傳雖 

      分釋而意實相承。老子云「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其亦羸缾之戒歟！19 

 

〈井〉與 〈困〉互為反對卦（綜卦），雖〈坎〉本在下，今為在上，剛中

之九二與九五中爻均不變，是為改邑不改井也。井水以出井為有功，若不能出井，

則徒勞無功（未有功），又羸其瓶，則又凶矣。以井喻人，井水猶如人之德行，

井水出則如施德於人，倘井水將出而又傾覆或破敗水瓶，則無所得亦凶矣！如人

之德行不能慎終如始，必有凶險。因此，焦竑引《老子･第 64 章》：「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20
，以說明人們做事要懂得始終都要慎

                                                       
19 參見《易筌》，頁 103。 
20 《老子･第 64 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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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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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避免功敗垂成、前功盡棄。 

（2）《周易･繫辭傳上》：「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

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

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焦竑曰： 

      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 

      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 

      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 

      猶莊子之言「大塊」也。塊有限而塊之無限者曰「大塊」，知此者，知孔 

      子立言之意矣！21 

上述整段抄錄自楊慎〈太極〉
22
一文。焦竑以楊慎的看法在此說明「太極者，一

也」，此「太極」也是如同莊子所言的「大塊」，故焦竑引《老子･第 42 章》：「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23
又如釋《周易･繫辭傳上》：「是故《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焦

竑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先，元氣混而為一，即太初、太一也。老子曰「道生

一」，即指此而言。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

二」也。」
24
太極在此又可稱之為太初或太一，即「道生一」的「一」，又所謂的

「太極生兩儀」即是老子所說的「一生二」。 

（3）《周易･繫辭傳下》：「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焦竑曰： 

      心之本體不可目窺，故謂之「小」，如「道心惟微」之「微」也，能得此 

                                                                                                                                                           
〔春秋〕老子撰、〔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3。 
21 參見《易筌》，頁 137。 
22 參見〔明〕楊慎：《升菴全集（卷 41）》（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383。 
23 參見《老子･第 4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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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

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又《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机而

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

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

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

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

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

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又《莊子･

大宗師》：「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

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沬，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24 參見《易筌》，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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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何物不辨？老子云「見小曰明」，即此意。25 

焦竑認為心體極其細微，不容易窺見，但若能明心見性，則能無物不窺，故引《老

子･第 52 章》：「見小曰明」。
26
 

2.《文子》 
（1）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焦竑曰： 

      上九即乾之上九也，而居艮上有知止之義，亢以動而有悔，此以不事事而 

      可，則所以不同。鄒爾光曰「上在蠱終，事之壞者，至六五而治之畢矣， 

      而己又處事外，故得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曰「高尚其事」，非以高 

      尚為事也。含和葆真，曠然獨與造物游，彼其事有出經世之外者矣，以所 

      事超詣絕倫，故曰「高尚」。云「其事」二字當味。27
 

「含和」為「蘊藏祥和之氣」（常喻仁德），《文子‧精誠》：「故大人與天地合德……

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
28
、《淮南子‧俶真訓》：「天含和

而未降， 地懷氣而未揚」、宋･文天祥《正氣歌》：「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廷」，

焦竑認為「高尚」當是「含和葆真，曠然獨與造物」。 

3.《列子》（《沖虛經》） 
（1） 〈臨〉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焦竑曰： 

      《易》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二浸字甚有味，《列 

      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說苑》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 

      以凌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皆浸之說也。 

      29
 

十二消息卦的〈臨〉為二陽浸長，故曰「剛浸而長」。「浸」有「漸漸、逐漸」之

意，說明陽氣的逐漸（「浸」）復甦，如焦竑所言「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

故能豪」，所以焦竑引《列子･天瑞第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以輔助說

明。晉代張湛注解說「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
30
而當中的「頓」

字，有急遽或立刻、突然之意。（本段除引《列子》外，又引《陰符經》加以說

                                                       
25 參見《易筌》，頁 161。 
26 《老子･第 5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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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習常。」參見〔春秋〕老子撰、〔魏〕王弼注：《老子道德

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9。 
27 參見《易筌》，頁 45。 
28 參見〔宋〕杜道堅：《文子纘義（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0。 
29 參見《易筌》，頁 45。 
30 《列子･天瑞第一》：「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

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參見列禦寇撰、〔晉〕張湛注：《列

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0。 

36



試析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之解經特色 

 

15 
 

明，這個部分在文後又有說明） 

（2）《周易･說卦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

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焦

竑曰： 

      〈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 

      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 

      聽」即此。31 

焦竑此整段亦是抄錄自楊慎〈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32
一文。《說卦傳》：「坎

為耳，離為目。」
33
但焦竑認為由 〈鼎〉與 〈噬嗑〉上卦的〈離〉看來，

〈離〉亦為耳，因為〈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

以為實也。」
34
〈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35
滅耳有害於聰，故不明。焦竑因此歸結出「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

亦引《列子･仲尼第四》中的老子弟子亢倉子得老子之道，而「能以耳視而目聽」
36
為證。 

4.《莊子》 
（1） 〈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焦竑曰： 
      莊生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臺。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无隙而 

      與物為春。」非明者不能若昧者「悅生惡死」之心勝當其日暮，不曰「今 

      我不樂，日月其逝」，而為鼓缶之歌，則歎老嗟貧，朝不保夕，而為大耋 

      之嗟，此其憂樂不同昧于適來適去之道則一也。蓋人本無憂樂，一役于形， 

      非憂即樂，非樂即憂，昧昧焉不知所適，亦可悲已！所謂老將至而耋及之， 

                                                       
31 參見《易筌》，頁 175。 
32 參見〔明〕楊慎：《丹鉛續錄（卷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 
33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88。 
34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44。 
35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22。 
36 《列子･仲尼第四》：「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

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

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

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

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

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他）日以告仲尼，

仲尼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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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可久也？37 
九三為下〈離〉之終，猶如太陽將落，此時宜鼓缶自歌作樂，否則將有窮衰的凶

險。焦竑引用《莊子･德充符》中魯哀公向孔子請教何謂才全？以解釋之。一般

說起來，人都是貪生怕死或好富賤貧的，若你執著於這些，你的心靈將無法自由

自在。倘人的智慧根本就不了解這些所謂的「死生存亡，窮達貧富」的時候，反

更是好事，因為既然不瞭解而這些就不會「歎老嗟貧，朝不保夕」來擾亂人的心

情或心靈，也就不會與《周易》一樣，當爻位到了窮極時就要趕快來慮患防危了，

因此焦竑認為「蓋人本無憂樂，一役于形，非憂即樂，非樂即憂，昧昧焉不知所

適，亦可悲已！」所以要以心靈控制形體，而不要讓外在事物或形體控制了心靈

的快樂與否。 

（2）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焦竑曰： 
      六爻之中，四為心位，此獨不言咸其心，蓋不獨心無其心，抑亦感而無感， 

      虛之至也。王純甫曰「莊子『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惟道集虛。心齋者，虛也。』其曰『心止於符』，符者，合也，即『朋 

      從爾思』之意。其曰『心齋』，即『貞吉悔亡』，虛以受人之意。」凡物感 

      而不以正則害，貞則感且無之，何有於害，所謂「生滅滅己，寂滅為樂」 

      也。若三應上，而又比二；五應二，而又比上，「憧憧往來」，所謂「攀緣 

      心」也。以彼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乃至此，惟相從於同歸一致之源， 

      所謂「反一無跡」而真。
38 

                                                       
37 參見《易筌》，頁 68。《莊子･德充符》：「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為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

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

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212。又《莊子･人間世》：「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

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

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

矣。』」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55。 
38 參見《易筌》，頁 71。《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

『齋，吾將語若！有心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

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

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有回

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

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

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

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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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上卦為少女，下卦為少男，其卦在談男女相互感通之道，故初六之「咸其

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輔頰舌」，

此五爻皆談到相互感通的程度或方法皆有所不同。而九四位居上卦，當為心位，

九四不言心，焦竑認為是「虛之至（心無其心，感而無感）也」，九四以其以陽

居陰，故不當位，但其懂得守正防危，故得悔亡，卻也與同樣不當位的初六 後

能彼此相應，相交感通，其間雖有心神不定的憧憧往來（相互感通的力量不足與

一些阻礙，而且這種情形以第三爻與第五爻的情況比較嚴重，如焦竑所言「三應

上，而又比二；五應二，而又比上」，第三爻與第五爻心神不定在於周旋在二陰

之間，反而是第四爻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第四爻的問題在於當不當位的問題），

但終究有情人能終成眷屬，所以王弼曰「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

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
39
焦竑引用王純甫對於

莊子與〈咸〉九四之間的比附，「心止於符即朋從爾思」、「心齋即貞吉悔亡」。又

引佛教之《涅槃經》的「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40
與《楞嚴經》的「攀緣心」

41
，

以「生滅滅己，寂滅為樂」釋「未感害」，以「攀緣心」（心追隨外境而多變）釋

「憧憧往來」。 後的「反一無跡」
42
（引自《莊子･繕性》）。 

（3） 〈井〉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焦竑曰： 

      二句一氣說九二陽剛本有用之泉，然不能上出濟人，而反下注。射鮒者， 

      以所汲之罋敝壞而漏泄故也。鄲雅，鮒，小魚，即今之鯽也。此魚旅行吹 

      沫如星。以相即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莊子曰「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即此九二以陽居陰，不正者也。不 

      正則旁出而下流，以與初矣！故曰「井谷射鮒」。43 
〈井〉九二失位無應九五，材質雖美，但卻材非所用（只能射鮒），無人汲引（甕

敝漏），又剛好與同樣是失位無應的初六相比，那只好下注了。甚為可惜！焦竑

引用《莊子･外物》中的「莊周貸粟」典故以說明「鮒魚」（鯽魚）。 
（4）《說卦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

                                                                                                                                                           
者乎！』」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46－150。 
39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66。 
40 《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41 《楞嚴經》：「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 
42 《莊子･繕性》：「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

1997），頁 555。 
43 參見《易筌》，頁 103。《莊子･外物》：「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

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

肆！』」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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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

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焦竑曰：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 

      身當心，則為病。」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友也？曰「有孚則 

      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 

      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所謂「饑渴害心 

      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為心之葦萑者也。又 

      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无 

      空虛，則婦姑勃谿；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44 

上述整段亦是焦竑抄錄自楊慎〈為心病〉
45
一文。主要是在詮解「坎為心病」的

部分，孔疏認為「為心病，憂其險難，故心病也。」
46
首先是引《莊子･達生》中

齊桓公與臣子討論桓公自己看到鬼受驚嚇而生病的對話，臣子認為是桓公自己憂

心而造成生病的，又進一步說明人會生病是因為上氣不接下氣或下氣不接上氣而

鬱積在心中所導致的。其次是引《莊子･天道》之「萬物無足以鐃心」，此處卻以

「萬物鐃心」為之，以說明心病或心憂是由於萬物攪擾內心而不平靜。 後是引

                                                       
44 參見《易筌》，頁 175。《莊子･達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

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

履，灶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

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650－654。

又《莊子･天道》：「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

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

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

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

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

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

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

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

北：華正書局，1997），頁 457。又《莊子･外物》：「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

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

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

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

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

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參見〔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

局，1997），頁 939－942。 
45 參見〔明〕楊慎：《丹鉛續錄（卷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 
46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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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外物》之「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與「室無空虛，則婦

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以說明心胸寬闊不狹隘，心靈與自然共遊則

無心病矣！ 

5.黃老 

（1）《周易．繫辭傳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焦竑曰： 

      楊廷秀曰「致一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于射。王良致 

      力而一于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為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 

      堯舜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47 

焦竑所言皆引自楊萬里《誠齋易傳》，強調說明「致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6.《淮南子》 

（1）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焦竑曰： 

      六爻皆君子也，此爻正當人位，故以君子發之，在乾之終，故曰「終日」。 

      二乾相繼，故曰「乾乾」。「夕惕若厲」自為一句，《淮南子》云「終日乾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 

      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侃兮」，是兩漢以前皆作此讀矣！
48 

五爻皆為龍，獨以此爻為君子，其當為三才之道之人道，又居下卦乾之終，故曰

終日。焦竑引《淮南子．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49
，以分別說明剛健不已的陽氣運動與就算是陰氣增長的夜晚也要警惕，方得無

咎。 
（2） 〈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焦竑曰： 

      「缶」古之土音。《史記》相如請秦王擊缶是也。《淮南子》：「君子有酒， 

      小人鼓缶」，是亦一證。不可以李斯之言，直以為秦聲也。又《風俗通》 

      云「缶者，瓦器，所以節歌。」50 
焦竑在此說明「缶」字為節歌用的一種敲擊樂器，而非盛酒漿的瓦器（腹大口小，

有蓋。《說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漿。」
51
）焦竑除引《史記》、《風俗通》

                                                       
47 參見《易筌》，頁 159。 
48 參見《易筌》，頁 3。 
49 《淮南子．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

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

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

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

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禽矣。」參見〔漢〕劉安：《淮南

鴻烈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720。 
50 參見《易筌》，頁 69。 
51 參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書局，2000），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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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外，亦引《淮南子．說林訓》：「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52
為證。 

（3）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

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焦竑曰： 

      「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 

      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 

      『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 

      至〈損〉〈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 

      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53 

上九處〈益〉之終，若持續損下益上，欲求不滿，居心不安，貪得無厭，則自益

必損，故有凶險，所以王弼：「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

无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唱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

擊之』也。」
54
焦竑引《淮南子．人間訓》中關於孔子讀到〈損〉、〈益〉二卦時，

體會到損益的哲學－「事或欲與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

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自損必益，自益必損。 

7.《黃帝內經．素問》 
（1）《乾．文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焦竑曰： 

      秦淮海易解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 

      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 

      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 

      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 

      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 

      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陽也。惟陽中之陰 

      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55 

                                                       
52 《淮南子．說林訓》：「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參見〔漢〕劉安：《淮

南鴻烈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58。 
53 參見《易筌》，頁 92。《淮南子．人間訓》：「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

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

韓、魏之地而禽于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

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與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參見〔漢〕劉安：《淮南鴻烈解》（北京：

中華書局，1985），頁 678。 
54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09－210。 
55 參見《易筌》，頁 6。《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

合之柰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歧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

筋生心。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

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氣為柔，在藏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色為

蒼，其化為榮，其蟲毛，其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為隕，其味為酸，其志為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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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整段亦是焦竑抄錄自楊慎〈秦淮海易解〉
56
一文。此段主要在詮解「水流濕，

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四句，焦竑首先以楊慎的意見來說明「水流濕，火就

燥」二句，其認為「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

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

令，故火就燥」。焦竑又引管輅的意見來說明「雲從龍，風從虎」二句，其認為

「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

能召陽，故風從虎」。又如釋《說卦傳》：「坎為水、……、其於人也為加憂、為

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焦竑亦引錄楊慎所言「〈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

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

為加憂。」
57
楊慎引錄《素問》的部分亦是來自《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又如釋《周易･說卦傳》：「坎為水、……、為心病、……、為曳、其於輿也為多

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焦竑認為「今人以《素問》所載

〈坎〉〈離〉為心腎，乃《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為堅多

心」，而離不言心，何也？」
58
 

8.《周易參同契》 
（1）〈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

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

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焦竑曰： 

      西南，〈坤〉之本鄉，與〈離〉〈兌〉〈巽〉三女同居，為得朋，出而從〈乾〉 

      〈震〉〈艮〉〈坎〉三男同居為喪朋，非得吉而喪凶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意， 

      故釋之曰「陰當從陽」。西南得朋，雖與類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 

      喪朋，得乾為主，乃終有慶耳！《參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 

                                                                                                                                                           
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

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氣為息，在藏為心。其性為暑，其德

為顯，其用為躁，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蟲羽，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

焫，其味為苦，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

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氣為充，

在藏為脾。其性靜兼，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色為黃，其化為盈，其蟲倮。其政為謐，其令

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其味為甘，其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

脾，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為燥，在地

為金，在體為皮毛，在氣為成，在藏為肺，其性為涼，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色為白，其化

為斂，其蟲介，其政為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為辛，其志為憂。憂傷肺，

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

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氣為堅，在藏為腎，其性為凜，其德為

寒，其用為，其色為黑，其化為肅，其蟲鱗，其政為靜，其令，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為

鹹，其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參見〔唐〕王冰注、

〔宋〕林億等校：《黃帝內經素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15－19。 
56 參見〔明〕楊慎：《升菴全集（卷 41）》（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391－393。 
57 參見《易筌》，頁 175。 
58 參見《易筌》，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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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 

      心調諧，合為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剝卦五陰，獨三 

      與上應，孔子言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言其失却諸陰而獨應乎乾，所以无 

      咎，即此意。
59 

筆者不認同焦竑所言之「得朋」與「喪朋」之說，筆者認為陰與陽當為「朋」，

陰與陽當為「類」，陰遇陽當為「有慶」。尚秉和認為「夫曰行曰終，乃自西而南，

自東而北而逆行也。非以西南東北相對待也，明矣！消息卦自西而南陽日增，故

曰西南得朋。陰以陽為類，故曰乃與類行。消息卦自東而北陽遞減，故曰東北喪

朋。夫事有終必有始，喪朋之地始於巳，終於亥。坤行至亥，陽喪盡而為純坤，

乃反曰有慶者何也？則以周易之位，乾原居亥，純坤與純乾相遇。天地合德，萬

物由此出生，故曰有慶。易凡言有慶者，皆謂陰遇陽。」
60
依據十二消息卦來說，

〈坤〉（亥）由西往南逆行，陽氣漸長，陰遇陽，故曰得朋，至〈乾〉（巳）為純

陽，若繼續由東往北，陽氣遞減，故曰喪朋，至〈坤〉（亥）為純陰。既然是「東

北喪朋」，為何「乃終有慶」？由下兩圖的搭配即可得知，兩圖的右下角剛好是

〈乾〉〈坤〉的位置，所以尚秉和才說「乾原居亥，純坤與純乾相遇。天地合德，

萬物由此出生，故曰有慶」。 

    
而焦竑也引用《周易參同契･君子好逑章》以說明陰陽是需要相互依存的。《周易

參同契》引《詩經》第一章〈關雎〉以說明「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煉丹必須

陰陽相交接，缺一不可。而焦竑又舉 〈剝〉諸爻以說明陰陽相遇的重要性，

〈剝〉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六三「剝

之，無咎。」〈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六四「剝床以膚，凶。」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61
以前

                                                       
59 參見《易筌》，頁 10。《周易參同契．君子好逑章第三十》：「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虯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

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發

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刻參差，失其綱紀，雖黃帝臨爐，太公執火，八

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為階陛，麟脯鳳脂，把籍長跪，禱祝神祗，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參

見〔漢〕魏伯陽：《參同契正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6。 
60 參見〔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2。 
61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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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爻來說，只有六三「無咎」，原因在於六三獨能與上九之陽相應（其他諸爻皆

無應），而不與同為陰的六二與六四為伍（失上下）。在在說明陰陽相應的重要性。 
9.《黃庭經》 

（1）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焦竑曰： 

     《說文》：「繻，繒采也。」袽，絮緼也。一作「帤」，塞漏孔之敝帛也。《黃 

      庭經》：「世事紛紛如臭帤」，即此治平之世藏有亂機，如盛服之中藏有敗 

      絮。坎為隱伏，故也。四居初坎，以涉險之始，居多懼之位，故其戒若是。 

      
62 

〈既濟〉雖言事物之完成，但其上卦為〈坎〉，六四為〈坎〉初，又近（多懼）

君位，其中隱含危機，如焦竑所言「治平之世藏有亂機，如盛服之中藏有敗絮」，

故六四以「繻有衣袽」，告誡人宜「終日戒」，才能有備無患。焦竑引用《黃庭內

景經．隱影章第二十四》：「人間紛紛臭帤如」
63
，以當中的「帤」字，進一步對

「袽」字做說明，二字為通同字。「繻」音ㄒㄩ（又音ㄖㄨˊ），彩色的絲織品。

「袽」音ㄖㄨˊ，破舊的衣服（古人用來堵塞舟船的漏洞）。「帤」音ㄖㄨˊ，通

「袽」，《說文》：「帤，巾帤也」
64
，意指破舊的布、巾。 

10.《抱朴子》 
《易筌．附論》：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謂鷹隼羽文亦 

      有八卦之象，鄙意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而為《易》，亦如是而已，故《易》 

      象於天地間之萬物無所不取，見於《說卦》者詳矣！
65 

 
《周易･繫辭傳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66
又孔安國：「天與禹

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

所以次敘。」
67
又孔安國：「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

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68
焦竑引《抱朴子･尚博》：「八卦生，

                                                       
62 參見《易筌》，頁 132。 
63 《黃庭內景經．隱影章第二十四》：「隱影滅形與世殊，含氣養精口如朱。帶執性命守虛無，

名入上清死錄除。三神之樂由隱居，倏欻游遨無遺憂。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金

輦正立從玉輿，何不登山誦我書。鬱鬱窈窕真人墟，入山何難故躊躇，人間紛紛臭『帤』如。」

參見〔晉〕魏華存：《黃庭經》（北京 : 學苑音像出版社，2005），頁 15。 
64 參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書局，2000），頁 357。 
65 參見《易筌》，頁 190。 
66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50－351。 
67 參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53。 
68 參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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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69
以為說。《周易》中眾多取象記載在《說卦

傳》，如下圖所示： 

 
 

11.《陰符經》 
（1） 〈臨〉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焦竑曰： 
     《易》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二浸字甚有味。《列

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說苑》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

以凌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皆浸之說也。
70 

此段內容在前文中已有論述，此又引《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71
，

天地之道浸微，故以陰陽的方式來顯勝，以「逐漸」來說明「浸」字所蘊含的深

意。 

12.丘處機 
（1）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

                                                                                                                                                           
頁 592。 
69 《抱朴子･尚博》：「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

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

曰：『荃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宏

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

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

足比其輕重。清濁叄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

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

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廄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

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夫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

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鬱，莫非

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

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余事也。』」參見〔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卷 32）》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41。 
70 參見《易筌》，頁 45。 
71 《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

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參見黃帝撰、〔唐〕李筌注：《陰符經》（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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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焦竑曰： 

      〈明夷〉，〈晉〉之倒卦也。明出地上，故曰「初登于天」。明入地中，故 

      曰「後入于地」。「明入地中」與「天在山中」皆假象以明理，非眞日入地 

      中也。丘長春有辨甚詳明可看。72 
〈明夷〉與 〈晉〉彼此互為反對卦（綜卦），而〈晉〉彖辭曰「明出地上」、〈明

夷〉彖辭曰「明入地中」。文中提到的「明出地上，故曰初登于天。明入地中，

故曰後入于地」，當來自〈明夷〉上六爻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與

〈明夷〉上六小象辭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73

〈大

畜〉大象辭則曰「天在山中」
74
，焦竑認為以上皆是假象明理，焦竑亦引楊慎〈丘

處機論日〉
75
一文來加以補充說明。 

13.《丹鉛錄》 
（1） 〈井〉大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焦竑曰： 

      《彖》曰「巽乎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 

      桔槹也。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 

      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之，終不如目覩之真也。
76 

上述整段內容亦是焦竑抄錄自楊慎〈巽乎水而上水〉
77
一文。所謂的「巽乎而上

水」與「木上有水，井」皆來自〈井〉的彖傳與大象傳。而「桔槹」是汲水的工

具，以繩懸橫木上，一端繫水桶，一端繫重物，使其交替上下，以節省汲引之力。

以示北方井制是如此的。 

（2） 〈革〉大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焦竑曰： 

      《丹鉛錄》云「《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 

      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 

                                                       
72 參見《易筌》，頁 81。 
73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85。 
74 參見〔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41。 
75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

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

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況地下乎！

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在箕斗，箕斗在

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

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

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坼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矣！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

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

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斗初沒，子丑寅卯，

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

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

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參見〔明〕楊慎：

《升菴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65－966。 
76 參見《易筌》，頁 103。 
77 參見〔明〕楊慎：《丹鉛總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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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然」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 

      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栖鳥驚。悵然 

      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 

      則野火生『焉』（烟），散步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78 

上述整段內容也是焦竑抄錄自楊慎〈陰火〉
79
一文，以說明〈革〉之「澤中有火」。

又焦竑引錄其中的「野火生『焉』」，在楊慎的版本中是為「野火生『烟』」，焦竑

筆誤了。 

 

参、結論 

 

    焦竑的著作很多，其為泰州學派之後學，其思想亦受李贄等人之影響，如儒

釋道之融通。本文主要針對的是以焦竑《易筌》一書中雜引道教經典的部分來進

行實際考察其書中所呈現的情況為何？因此，針對本論文，筆者有以下幾點說明： 

一、明徵暗引道教經典共 41 處：透過文本的爬梳，實際的可得到《易筌》徵引

道教經典的情形有《老子》4 處、《文子》1 處、《列子》2 處、《莊子》19 處、《素

問》3 處、提到黃老 1 處、《淮南子》4 處、《周易參同契》1 處、《黃庭經》1 處、

《抱朴子》1 處、《陰符經》1 處、提到丘處機 1 處、楊慎《丹鉛錄》2 處（實際

有 3 處），共計 41 處，其中以引用《莊子》為 多。這些雜引道教經典的內容多

主要集中在《彖傳》6 處、《大象》3 處、《爻辭》與《小象》共 16 處、《繫辭傳

上》5 處、《繫辭傳下》2 處、《說卦傳》5 處、《乾．文言傳》2 處、《序卦傳》1

處、〈易筌附論〉1 處，多集中在《爻辭》與《小象》。除此之外，《易筌》中雜

引佛教經典者亦有 9 處，其分別散見在〈坤〉彖曰、〈無妄〉九五爻辭與小象、〈咸〉

九四爻辭與小象、〈蹇〉彖曰、〈艮〉彖曰、《繫辭傳上．第一章》、《繫辭傳上．

第二章》、《繫辭傳上．第十章》、《繫辭傳下．第五章》。 

二、字詞解釋：如〈井〉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引用《莊子･外物》

中的「莊周貸粟」典故以說明「鮒魚」（鯽魚）。〈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

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說明「缶」字為節歌用的一種敲擊樂器，而非盛酒漿

的瓦器。〈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引用《黃庭內景經．隱影章第二

十四》：「人間紛紛臭『帤』如」，「帤」音ㄖㄨˊ，通「袽」音ㄖㄨˊ，破舊的衣

服（古人用來堵塞舟船的漏洞）。〈臨〉彖曰：「臨，剛『浸』而長」，引《陰符經》：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以「逐漸」來說明「浸」字所蘊含的深意。 
三、引文錯字問題：如釋〈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焦竑所言之「渫」

與今本所言之「諜」不同，「『諜』當為『渫』之假借字，而《列子･黃帝第二》

亦有「形諜成光」一句。又如釋〈小過〉初六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78 參見《易筌》，頁 105。 
79 參見〔明〕楊慎：《升菴全集》（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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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引《莊子･人間世》：「速成不及改」，此處焦竑所言之「速」字與今本所言之

「惡」字不同，當為「惡」字。又如釋〈革〉大象曰：「澤中有火」，焦竑詮解中

亦抄錄楊慎〈陰火〉一文，以說明〈革〉之「澤中有火」。又焦竑引錄其中的「野

火生『焉』」，在楊慎的版本中是為「野火生『烟』」，焦竑筆誤了。 

四、焦竑抄錄情形：如釋《周易･繫辭傳上》：「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整

段抄錄楊慎〈太極〉一文。又如釋《說卦傳》：「坎為水、……、『為心病』。」焦

竑詮解中整段抄錄楊慎〈為心病〉一文。又如釋《乾．文言》：「水流濕，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焦竑詮解中亦整段抄錄楊慎〈秦淮海易解〉一文。又如釋〈井〉

大象曰：「木上有水」，焦竑詮解中亦抄錄楊慎〈巽乎水而上水〉一文。又如釋〈革〉

大象曰：「澤中有火」，焦竑詮解中亦抄錄楊慎〈陰火〉一文。明代經學在經學史

上，一般說起來似乎評價不高，如《四書五經大全》是抄錄宋元著作而以一年的

時間完成編纂，因此有部分的學者對明代經學有普遍的評價不高，如張廷玉認為

「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

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80
四庫館臣認

為「明自萬歷以後，經學彌荒。篤實者局於文句，無年發明；高明者騖於玄虛流

為恣肆。」
81
皮錫瑞認為「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

82
而《四庫全書總目》：「焦竑在萬曆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於如是，亦足

見明之無人矣。」
83
明代大儒除王陽明與楊慎為之外，其次就是焦竑，連大儒都

如此地剽竊，更何況其他小儒呢！ 

 

 

 

 

 

 

 

 

 

 

 

 

 

 

 

                                                       
80 參見〔清〕張廷玉：《明史･儒林傳》（臺北：臺灣中華，1971），頁 7222。 
81 參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36。 
82 參見〔清〕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積衰時代》（臺北：漢京文化，1983），頁 283。 
83 參見〔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103。 

49



論文發表－陳韋銓 

 

 

參考書目 

一、 古代典籍 

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2.〔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黃帝內經素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7）。 

3.〔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68）。 

4.〔明〕楊慎：《升菴全集》（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5.〔清〕張廷玉：《明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6.〔漢〕劉安撰、〔漢〕高誘註：《淮南子》（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

金會，1978）。 

7.〔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80）。 

8.〔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1983）。 

9.〔宋〕杜道堅撰：《文子纘義》（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10.列禦寇撰、張湛注：《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 

11.〔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卷 32）》（北京：中華書局，1985）。 

12.〔漢〕劉安：《淮南鴻烈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明〕楊慎：《丹鉛續錄（卷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漢〕魏伯陽：《參同契正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 

15.列禦寇撰、〔晉〕張湛注：《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 
16.〔宋〕杜道堅：《文子纘義（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17.〔春秋〕老子撰、〔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 
18.黃帝撰、〔唐〕李筌注：《陰符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 
20.〔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高雄復文書局，2000）。 
21.〔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0）。 

22.〔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23.﹝清﹞王先謙編著：《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 

24.〔明〕焦竑：《易筌》，《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 11），（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影印。 

25.〔晉〕魏華存：《黃庭經》（北京 : 學苑音像出版社，2005）。 

26.〔明〕楊慎：《丹鉛總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二、現代專書 

 
1.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1966）。 

2.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3.李焯然：《明史散論》（臺北：允晨文化，1988）。 

50



試析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之解經特色 

 

29 
 

4.容肇祖：《容肇祖集》（濟南：齊魯出版社，1989）。 

5.林桐城：《焦弱侯學記》（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6.龔鵬程：《晚明思潮》（臺北：里仁書局，1994）。 

7.林慶彰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8.楊國楨：《明史新編》（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 

9.祁潤興：《周易義理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11.劉海濱：《焦竑與晚明會通思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2.李興源：《晚明心學思潮與士風變異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13.林桐城：《焦竑及其學術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14.徐聖心：《靑天無處不同霞 : 明末淸初三敎會通管窺》（臺北：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0）。 

15.李劍雄：《焦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6.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學的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4）。 

17.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18.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三、學位論文 
 

（一）博士論文 

1.王琅：《焦竑學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 

2.劉海濱：《焦竑與晚明會通思潮》（上海：復旦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2005）。 

3.郭素紅：《明代經學的發展》（山東：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8）。 

4.白靜：《焦竑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文藝學博士論文，2011）。 

5.謝成豪：《焦竑經學史學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

文，2012）。 

（二）碩士論文 

1.王琅：《焦竑年譜》（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 

2.龍曉英：《焦竑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5）。 

3.謝祐華：《焦竑哲學思想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7）。 

4.廖鈺婷：《焦竑一貫之學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5.丁國春：《焦竑易學研究》（雲南：昆明理工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16）。 

 

四、單篇論文 

 
1.林素英：〈焦竑之三教觀〉，《花蓮師院學報（第 6 期）》（花蓮：花蓮師範

學院出版，1996 .6），頁 147－176。 

2.王 琅 ： 〈 焦 竑 思 想 的 特 色 〉 ， 《 文 理 通 識 學 術 論 壇 》 （ 雲 林 ：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出 版 ， 1999.01） ， 頁 67－ 80。  

3.唐 經 欽 ： 〈 論 焦 竑 會 通 三 教 思 想 --兼 比 較 焦 竑 與 林 兆 恩 之 會 通 思

想 〉 ， 《 中 央 大 學 人 文 學 報 （ 第 49 期 ） 》 （ 桃 園：中 央 大 學 出 版 ，

51



論文發表－陳韋銓 

 

 

2012.01） ， 頁 49－ 99。  

4.謝 成 豪 、 鄭 如 秀 ： 〈 論 焦 竑 《 易 筌 》 之 詮 解 方 式 〉 《 人 文 與 社 會 學

報 》 （ 高 雄 ： 義 守 大 學 出 版 ， 2014.05） ， 頁 61－ 83。  

5.吳正嵐：〈焦竑《易筌》對吳澄易學的沿革及其學術史意義〉，《周易研究》（山

東：中國周易學會，2013.02），頁 33－40。 

6.黃熹：〈試論晚明儒學轉向說的理論缺陷——以焦竑思想為中心〉，《孔子研究

（第 2 期）》（山東：中國孔子基金會出版，2011.02），頁 105－112。 

7.李焯然：〈從清談到經世:晚明思想變遷的再檢討〉，《學海》（江蘇：江蘇省社會

科學院，2010.03），頁 35－42。 

 

五、網路資源 

 

1.寒泉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2.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3.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4.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http://cnki.sris.com.tw/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D 

 

 
 
 
 
 
 
 
 
 
 
 
 
 
 
 
 
 
 
 
 
 

52



2017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7 年 12 月 8~9 日  頁 53~70 

 

坤柔：從歷朝文獻論后土崇祀的信仰定位 
  

   

                              王琛發 

                       馬來西亞道教學院院長 

               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訪問教授 

 

壹、前引——由當代南洋回顧傳統中華 

 

    在南洋，大部份華人墳墓，尤其原籍廣東、廣西兩省先民的土葬墓，造作過

程總離不開原鄉風俗，常是在營造一座墳墓同時間，另外也在墳墓旁準備一處安

奉〈后土〉神碑的角落。其中，有的主家會設想風水需要，把小塊〈后土神碑安

放在墓地周邊的特定方位，也有的主家是遵照〉左尊右卑常理，把較小塊的〈后

土〉碑安奉在墓碑拜台之前的左旁角落。但不論相關墓地的〈后土〉被安奉在哪

個方位，其在墓葬文化被視為必要，就證明了死者家屬懂得〈此碑不可缺〉，大

家是按照民間傳統的認知，認定人類的生命長期受著地理哺育，死後也要回歸大

地懷抱，後世子孫不管任何時候上墳祭祀先人，在拜祭墓中死者之前，首先得替

自己也替死者祭拜后土，以示感恩大地生養人類。 

    說起南洋華人為何至今流行后土信仰，既是熟悉〈皇天后土〉之俗語，又會

在墓葬安奉〈后土〉碑石，其原因不外歷代傳承。中國閩粵等省份以至南洋華人

在造墳過程安奉后土，信仰思維實淵源于周代以來風俗演變；唐代杜佑《通典》

引用過造墳常用的后土祝文，即使到了當下南洋華人世界已被簡化多遍，不必再

有長篇大論配合複雜儀式，至少還是奉上香燭、糕、果，拈香祝願。從南洋華人

實踐的后土崇拜，可知大眾極重視尊神定位，不曾把后土視為守墳墓的小神祇。 

早，《尚書》記載〈后土〉，可見於書中確定以〈皇天后土〉作對稱；
1
其後，

自漢末道教興起，那時的道教《太平經》是繼承著華夏文化先人的說法，把后土

定位為母儀天下之規範，以後道教把〈后土〉定位為〈四禦〉之一，是把視為與

〈玉帝〉同樣階位，只是權位較遜。而后土信仰歷史以來的傳播範圍早超出現在

的中國領土，因此研究傳統的后土信仰，除《山海經》、《國語》、《左傳》等

先秦文獻，還得依靠其他文獻，去通盤理解，其中包括《二十五史》所載歷朝朝

廷祭祀記錄、歷史以來的前人筆記、地方誌、道教經典、風水理論文字。尤其後

兩者，在觀念上是延續又演變著上古先民的后土信仰，文字多涉后土崇拜的信仰

定位、神聖性質、感應方法、俗世功能，往往具體表現在道教以及風水術法的趨

吉避凶實踐， 能從信仰操作層面反映由朝至野的后土印象。這些文字根據，亦

即歷代中國民間流傳后土崇拜之所本，指導大眾如何實踐信仰文化。當前海外華
                                                             
1 [唐]孔穎達等：《尚書正義》上冊，《十三經注疏（二）》，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影印版，（總）

3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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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界流傳的后土信仰，亦複如是。現代南洋華人的后土崇拜往往相應著墓葬祭

祀文化出現，包括道士在儀式上採用相應內容的經懺文字，還有從〈風水〉角度

處理墓地后土崇祀的各種說法，足以反映后土信仰文化至今深入民間，影響家家

戶戶。 

    來到今日，南洋后土信仰現象繼續沿用中國歷代文獻，尤其是道經和風水典

籍當中的后土論述，廣泛表現在墓葬文化，印證著當地華人繼續傳承著中國后土

崇拜的內涵，維持著先輩的文化視野，視后土為大地的神聖化現，擁有蘊涵萬物

而又育養萬物的本質與功能，作為孕育與收藏人命的母體。如此信仰文化從中華

傳播南洋，既展現成為各地共有的民俗現象，又實可見證儒道典籍的民間化影

響。由當代的南洋回望傳統的中華，以南洋華人至今的信仰內涵為據，亦可反證

過去以來中國漢民族地區后土信仰的歷史面貌。 

 

貳、先從道教的后土說法追溯信仰淵源 

 

    后土原是中國歷史上古老的神聖名稱。宋代以後，道教經典或儀式提及尊

神，經常使用的全稱是〈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亦名〈承天效法土皇

地祗〉。而后土信仰能在民間以〈女神〉身份廣泛傳播，深入鄉野，乃至家家戶

戶上墳也要祭祀后土，這不能不歸功於歷代道教一再詮釋、傳播乃至推廣后土信

仰。在道教信仰中，〈后土〉作為女神，掌握陰陽生育、萬物之美，以及大地山

河之秀，是道教〈四禦〉當中的第四位天帝，其說法沿襲中國古代〈皇天后土〉

的概念，可見后土主宰大地山川，是相對於玉帝主宰天界的尊貴大神。從民間道

教的視野，后土是大眾熟悉的，人們還有俗稱她〈地母娘娘〉的。 

    《禮記·郊特牲》討論〈社〉之所以〈神〉，是由於〈社〉祭合乎地之道，

而有說：〈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

民美報焉。〉
2
這樣解釋土地崇拜，還是比較樸素的，主要認為古代人類祭祀地

神，是為著酬勞大地負載與生養萬物的功勞。而先秦記載大地本身，賦予神性而

稱之〈后土〉，主要還是在《尚書》，《尚書·周書·武成》 早提到：〈底商之

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3
春秋末，在《左傳·熹公十五年》則有提

到〈君覆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4
其後，戰國時代的《楚辭·九

辯》又有詩曰：〈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
5
可見在秦代以前，

從春秋時代的山東魯國，到戰國時代長江流域的楚地，〈后土〉都常用於尊稱〈土

地〉，是相對於敬拜〈上天〉的〈大地〉崇拜。 

                                                             
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四冊，《十三經注疏（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影

印版，（總）1169 頁。 
3 同注 1。 
4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第二冊，《十三經注疏（七）》，北京：

中華書局，1957 年影印版，（總）552 頁。 
5 [周]屈原、宋玉等撰，[東漢]王逸編注，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第 144-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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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除了先秦到漢代典籍，尤其儒家所謂〈四書五經〉，尚應注意漢末道

教教團的早期經典，也承載著先民 早的后土認識。漢代出現的《太平經》，其

中〈經鈔乙部〉，有〈安樂王者法〉是順著漢代民間把〈皇天后土〉視為陰陽屬

性、父母之性，發揮天人同構的理論，視后土神性為生長與滋養萬物的神聖泉源，

把社會運作視為對應天地性質以及天地變化的回應。〈安樂王者法〉於是把帝后

身份對應天地與人間感應，提出說：〈比若一夫一婦，共生一子，則稱為人父

母。……故不能化生萬物者，不得稱為人父母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

故稱后土。……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氣也。天地常

欲使樂，不得愁苦，憐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氣第一者也。〉
6
根據《太平經》此

段文字，其時〈后土〉概念當是在民間極為廣泛流傳，而《太平經》作為傳道書，

按理也得照顧民間俗通共識，不會太過遠離民眾認知，方才有機會將大眾崇拜物

件提升到符合教派道學詮釋層次。 

    原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所謂〈土正曰后土〉，
7
周人祭祀后土，還不

是人人可以為之，得講究等級。其中杜預的注文說〈土為群物主，故稱後也。……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
8
而孔穎達疏解則引用劉炫語：〈天子以下俱荷

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諸侯不

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中不得祭社，使之祭中溜也。溜亦地神，所祭小，故變

其名〉；
9
因此，若單憑《左傳》，沿著這樣的理解，再去閱讀《二十五史》等

歷代文獻，都提及朝廷祭祀，也許可能造成錯覺，以為〈后土〉本屬朝廷專祀。

可是，《太平經》提出的理想，通道的行為綱領便包括〈為皇天解承負之仇，為

后土解承負之殃，為帝王解承負之厄，為百姓解承負之過，為萬二千物解承負之

責〉，足以說明，至遲到漢代，后土祭祀以及相關其信仰的神道設教，已經並非

皇家專有。而且，漢代以後的道經屢有談論后土，也形成后土信仰受到教團詮釋，

又通過宗教團體向民間傳播。 

    一直到明代，收錄在《萬曆續道藏》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書中卷一收

錄的〈后土皇地祗〉篇，是延續著歷朝后土說法的演變，提出說：〈天地未分，

混而為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為陽天，濁氣降而為陰地。為陽天者，

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為陰地者，五黃相乘，五氣凝結，

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日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略》所謂‘土者，乃天地

初判黃土也，故謂 土母焉。’廟在汾陽，宋真宗朝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誥封‘后土皇地祗’，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廟觀，后土祠也。殿前瓊

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 非世之常品也。真宗皇帝封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

皇地祗。〉
10
 

                                                             
6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20-21 頁。 
7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第六冊，《十三經注疏（七）》，北京：

中華書局，1957 年影印版，（總）2149 頁。 
8 同上注。  
9 同上注。 
10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清刊本，出版未詳（本版署名西嶽天竺國藏板，封面作“三教源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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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宋史·志第五十七·禮七》的內容，上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

后土皇地祗>的記載，是有瑕疵的， 後一段說法有誤。宋朝把后土封號定位在

〈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應是發生在徽宗時代。
11
無論如何，從〈承

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的封號討論后土的神聖性質，先輩的后土定位與神

道設教顯然延續著《易經》的教導，把后土等同〈坤〉卦的神聖體現。《易經·

彖傳》解釋六十四卦卦辭，其中〈坤〉卦的解說是〈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

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
12
正是封號採用〈承天〉、

〈厚德〉〈光大〉的思想淵源。而〈效法〉二字，則可從《易經·繫辭》〈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
13
與《道德經》二十五章所謂〈人法地、地法天〉或二十八章

的〈知其雄，守其雌〉互證，說明地上萬象的產生和變化，都對應天象變化，由

天象變化可探索大地如何以母性對待萬事萬物。 

    若理解《尚書》、《易經》等古籍對待后土的觀念是伸張著神道設教的意義，

把人類的母性比擬大地的本質，互相聯繫，說明母性特徵的必要與神聖，宋代的

后土封號顯然又是源自對前人觀念的延續與肯定。晉代楊泉撰寫《物理論》，早

就說過〈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黃地祇，

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其神曰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其卦坤，其

德曰母〉
14
到宋朝，朝廷在朝野盛行道教的大情境下，引用《易》之〈坤〉卦解

釋后土信仰本質，顯是延續著楊泉等人早有的思路，確定后土道學地位，把大地

視為持續不斷的凝聚與變現〈坤柔〉之德，以柔順的回應力量去秉承與回答天道

法則，以厚實的包容能耐載育萬物表達其超越時空的深厚功德，以其廣大深遠的

性質，保障萬物順暢的生生不息。 

    以實物對證，山西萬榮河鎮廟前村后土祠，現存明代重刻的《蒲州榮河縣創

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廟像圖石》，原刻于金太宗完顏晟天會三年

（1125），有稱該廟是延續漢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的歷史沿革，碑上刻

畫的金代建築群，正殿便名叫〈坤柔之殿〉，而廟祠左側也建有標明〈道院〉的

小建築群。另外，鄰近著萬榮還有山西介休地母祠，其沿革據說源於南北朝建祠，

到金元全真道興起，此地也一直是全真教重鎮；其現存明代格局，前殿是三清殿

而殿背連靠著為供奉后土建立的戲臺，戲臺又正對著供奉后土的主殿，足可反映

過去風俗逢年過節都有演劇酬神，以神樂而民亦樂體現合境平安。兩處古祠如此

格局，當可反映宋朝以來道教依託民間本來流行后土崇拜，推廣整體道教信仰；

而后土信仰文化呈現著神聖臨在的姿態，以廟祀表達〈坤〉卦的本質，又有利道

士接觸平民百姓，傳播其繼承華夏文化的〈天人同構〉觀。 

 

                                                                                                                                                                               
帝佛帥）搜神大全”以示儒門聖教為宗、佛為同源分流），第十四頁。 
11 [元]拓拓等撰：《宋史》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版，（總）第 2543 頁。 
12 [宋]朱熹注：《周易本義》，北京：中國書店，1994 年，第 21 頁。 
13 同上注，第 106 頁。 
14 [晉]楊泉：《物理論》，[清]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金陵劉文奎家鐫版），第三-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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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梳理漢前文獻敘述的后土信仰 

 

    嚴格地說，〈后土〉信仰早在先秦時代已經呈現為母神信仰，把大地視為萬

物母親。先民依據《尚書·周書·武成》作〈皇天后土〉對比敘述，對照《易經》

〈坤〉卦相對於〈乾〉卦，都在表達著先民對自己賴以生存的大地充滿敬愛，視

為生育滋養自己的母性源泉。而且，從《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從相

傳宋玉所撰的《楚辭·九辯》曰〈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可

知這種天地對應的概念也是建構在天地同構的整體意識；唐朝孔潁達疏解前者，

說明〈以地神后土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
15
是掌握文字原有概念去發揮。

歷史上，后土被視為〈母性〉精神泉源與象徵，一直是主流的理解態度。到漢末，

《太平經》會將兩者演繹為陰陽對比，也可視為道教對整套觀念負擔起承先繼後

的責任。而《周禮·大宗伯》還有說：〈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其鄭玄注解是〈后

土，土神也〉，話說古人封是封土地的事，所以要封某人到某層次，必須先昭告

后土。
16
《禮記· 檀弓》也說道〈君舉而哭於后土〉，

17
意味君主丟失土地以後，

如果還想盛宴，其先決條件很吊詭，要他先做到后土壇前號哭，再看他怎樣同時

殺生盛饌。這些文字，至少反映周代人眼中的后土崇拜擁有崇高地位，本屬王者

的國朝祭祀。到東漢末年道教教團出現，《太平經》等經典廣泛傳播后土〈女神〉

身份，又足可反映民間廣泛流傳后土信仰。 

    可是，也有一些先秦典籍，如《國語》、《山海經》、《禮記》等其他文獻，

很容易讓人們從表面文字留下印象，認為后土本該是〈男子〉。《國語》總結的

都是到戰國期間的事情，主要篇章撰寫時間當在《山海經》和《禮記》到漢代完

整彙編成書之前，其中《國語·魯語》內容即提到共工〈其子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以為社〉，
18
前兩本書也可能引用自同樣的來源。因此，正是這三本記載先

秦史料，都說被神話化的上古人物共工氏有子〈后土〉，關於后土是男是女，也

就引起現代一些前輩學者討論。 

    如果只是根據這部分文獻，我們確可結論，漢代以前〈后土〉一度成為歷史

產生的一位神明的名字，這個〈后土〉男神有位出名的父親，名叫〈共工〉。在

中國上古神話，共工為人熟悉的一件事，是他當年與黃帝爭帝，怒中觸倒不周山；

而后土的孫子〈夸父〉在中國歷史神話故事之間也是風頭很建，他以鍥而不捨追

蹤太陽下落，為後世留下〈夸父追日〉的說法。但是，回頭思量，又或應懷疑，

古人自身不覺得古籍之間有矛盾，是由於古人的認識上有兩種〈后土〉概念，知

道他們崇拜著大地的精神化身，不在討論上古人物神話的範圍。後人解釋文獻的

時候，反而有可能因著不知古人清晰認識這是兩個概念，為了討論神話，把原來

                                                             
15 同注 4。 
16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二冊，《十三經注疏（四）》，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影印版，（總）674 頁。 
1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二冊，《十三經注疏（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影印版，（總）358 頁。 
18 [清]徐元誥撰，王樹民、沉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第 155-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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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對〈后土〉的崇拜和相混另一相關〈后土〉的人事概念。《文獻通考》卷七

十六<郊社考九·祀后土>引用過朱子說：「《周禮》有圓丘方澤之說，後人卻只

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校社多矣，某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
19
 

    注意到《國語˙魯語》有共工〈其子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也 

不能忘記《左傳熹公十五年》說過〈君覆后土而戴皇天〉，或當依照《左傳》重

記事而《國語》重記言的傳統，以《國語》對比時代相近的《左傳》，設想若共

工之子成神，其神格位階如何去對應得上〈皇天〉。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恰好擁有另一段相關后土的文字，是依據古時由〈五官〉負責國朝五祀的規範，

說明〈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接著又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后土社〉。
20
由《左傳》入手當可解釋，句龍曾經擔任〈土正〉，

負責掌理〈后土〉事務，死後被神化，古人依照其生前職責稱之〈共工生后土〉，

古人也依照其生前掌管職務，認為其死後化身為后土神性所籠罩，成為掌管一方

土地的〈社〉神。再以兩書內容去對照《禮記》，或應注意《禮記·月令》有說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21
結合著《禮記·祭法》提及〈共工氏之霸九

州，其子曰后土〉，
22
可見《禮記》提到的男身〈后土〉，其神明性質僅是指那

位負責〈后土〉事務的〈土正〉神化後被配祀在五祀其中一祀，成為一方土地神

靈的輔佐，有別於那個〈皇天后土〉概念。《禮記》的內容反過來也可以佐證上

述《左傳》，〈土正〉官職喚作〈后土〉當指職務而言。參考至今流傳的漢朝鄭

玄注﹑唐朝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孔穎達參閱舊籍疏解《禮記·祭法》就說〈共

工後世之子孫，好后土之官〉。
23
 

    以《禮記·郊特牲》的內容參考《漢書》，也可以察覺，漢初人物比任何朝

代接近先秦，也是不會把〈共工之子〉相提並論真正的〈后土〉。漢朝人早已經

把天神地祇對應陰陽概念。所以《文獻通考》卷七十六<郊社考>引用《禮記》的

概念說：〈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
24
而就

在《漢書》，其文字就記載說，漢武帝為了祭祀后土，重新開始其即位先前停止

多年的〈北郊祭地。《漢書·郊祀志第五上》先是提到〈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

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
25
這段文字說明〈社祠〉土地廟的存在來由；

而後，同樣在《漢書·郊祀志第五上》，則是隔著一大段文字，到記載漢武帝登

場，才說起漢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武帝說了：〈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

                                                             
19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影印版，第 694 頁。 
20 同注 7。 
2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三冊，《十三經注疏（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影印版，（總）765 頁。 
2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七冊，《十三經注疏（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影印版，（總）1918 頁。 
23 同上注，（總）1919 頁。 
24 同注 19，第 693 頁。 
25 [晉]班固，[晉]顏師古：《漢書》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版，（總）第 1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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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禮不答也〉；
26
於是，從武帝當時即在汾陽睢上建后土祠，親自用拜上帝之禮

拜后土。由此可知，直到武帝即位，漢朝廷是先有祭社之禮而〈后土無祀〉，兩

者不能混為一談。 

    較少人注意的，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有提到他編整《楚辭》收錄的〈七

諫〉，乃漢武帝時代東方朔的作品，其中有〈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
27
顯

見漢代還是延續著先秦把〈皇天〉對稱〈后土〉的傳統，因此東方朔所臣事的漢

武帝才起了重新隆重后土祭祀的觀念。 

    此種混淆，一直到清代，在秦蕙田撰寫《五禮通考》卷三十七，也有談及各

種〈后土〉的概念差別。《五禮通考》提到《尚書·周書·武成》〈告於皇天后土〉，

蔡傳注釋〈句龍為后土〉，《五禮通考》認為〈此以后土為人神〉；
28
當鄭玄注

《禮記·祭法》談論〈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神后土〉謂〈此黃精之君，土官之

神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五禮通考》又說〈此以后土為

土官〉。
29
《五禮通考》因此進一步分類各種后土概念，並以《周禮·大宗伯》文

字的〈王大封，則先告后土〉為例，舉出其鄭玄注解是〈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而賈公彥的注疏有解釋：〈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

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雲黎所食者；若左氏《傳》雲‘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

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

土耳，此以后土為中央土神。〉
30
《五禮通考》還注意到《商書·湯誥》的〈敢昭

告於上天神後〉在蔡傳就解〈神後后土也〉，因此《尚書》結論是〈以后土為神

後〉。
31
 

    在所有較早期有關后土的記載中，雖然當代多有論述《山海經》成書于戰國

至漢初，但其原始版本可能演變自周朝官府所收藏的地理檔案。在《山海經·海

內經》有寫道〈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32
在《山海經·大

荒北經》又寫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

曰誇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33
都在在的說明共工家族實實在在的生活在世

間，歷代還娶妻生子；如此，這位元執掌相關〈后土〉事務的句龍就是生前有功，

死後成神，是先民把歷史神話化，因〈后土〉二字將人神信仰與自然神的信仰複

疊，也是以神話印證歷史的輝煌以及應該受到信仰。 

    而閱讀《楚辭》，或可進一步得知，至遲在戰國時代，后土在先民眼中已不

止掌管大地，也照顧了生前依靠她哺育、死後埋葬在她身體內的死者世界。在

                                                             
26 同上注，（總）第 1221 頁。 
27 同注 5，第 212 頁。 
28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清朝江蘇書局重刊，光緒六年九月，卷三七<方丘祭地>，第十五頁。 
29 同上注，第十五-十六頁。 
30 同上注，第十四-十五頁。 
31 同注 28。 
32 [晉]郭璞傳：《山海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年，第 140 頁。 
33 同上注，第 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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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茅盾以〈玄殊〉為筆名寫作《中國神話研究 ABC》，便曾以《山海經》

的內容互相對照《楚辭·招魂》，認為后土在春秋時代，已經被認為是主治地下

幽都之神。茅盾當時的論點顯示當時西方神話研究的影響，他引述《山海經》的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是互相比擬希臘神話說巨人族閉居在北方地下，認為

中國共工子孫神話也是巨人神話，敘述巨人族與〈后土〉的血緣關係。
34
他接著

是引述《山海經》的《海內經》說：〈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

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郭

注：言丘上人物盡也），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郭注：膝以下盡赤色）〉；

以為中華先民認定〈幽都〉之內凡物皆黑，頗與希臘神話中的冥國相似，也是陰

慘無光，由此證明原始人觀念中的死後世界大都慘厲。
35
但是《山海經》的〈幽

都〉神話並不完全如此，所以茅盾需要引用東漢順帝朝王逸注解《楚辭·招魂》

說過〈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說明后土是幽都之王。茅盾也因此以《楚辭· 

招魂》的原文夾帶王逸的注解，大段落的作證：〈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王逸注：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九約，（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

約，屈也。）觺觺些。（王逸注：言地下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主

觸害人也。觺，利貌）敦肱血拇，（敦，厚也；肱，背也；拇，手拇指也。）逐

人駘駘些。（駘駘，走貌。）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36
 

    茅盾在結論時很〈希臘〉，他以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

都的守衛者，仿佛等於北歐神話中守衛地獄門的獰狗加爾姆。中國大概也有極完

備的冥土神話，可是 現在只存留上述的二斷片。我們只能望見幽都門口的守衛

者土伯，彎著九曲的身體，搖晃一對利角，參目虎首，張開了滿塗人血的手指

趕逐人。幽都之內有甚麽， 后土是怎樣一個狀貌，原來大概一定有，可是現在

全都逸失了。後代的書籍講到冥土的故事極多，然而大抵摻入了佛教思想、印度

神話，已不是中國民族神話的原樣。佛教在中國的興盛，恐怕是中國本有的冥土

神話絕滅無存的 大原因。〉
37
 

    茅盾因此也根據王逸注解發揮定論，認為《楚辭》作者對待〈土伯〉的印象，

折射出當時長江兩域看待北方的印象，把北方是不可測甚而對敵的相同印象加諸

於神話人物。所以茅盾站在認定共工子孫是巨人族也是〈后土〉的立場，認為《楚

辭》說后土是幽王，是對應了《山海經》記載，卻與《禮記》、《左傳》所載的

共工子孫〈后土〉形象有相異之處；他以為，這正好影響後來人們經過南北文化

交流，出現複合的歷史印象，以為神明兼俱歷史的神話化，又疊加了土地之神以

及幽冥之神兩種性質。 

    當然，我們從現在的情境，知道茅盾的理論是建立在過去人以為《山海經》

是遠古作品，連帶也以為后土 早的原型是〈共工生后土〉，以人物轉化為神話，

                                                             
34 玄殊：《中國神話研究 ABC 下冊》，上海：世界書局，1929 年，第 14-15 頁。 
35 同上注，第 15 頁。 
36 同上注，第 15-16 頁。 
37 同上注，第 1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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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皇天后土〉的概念。另外，也還要注意，在《招魂》提到〈土伯〉，是幽

都入口的組成，其神話性格，也不等於〈后土〉本身的神聖性質。雖然如此，〈幽

都，地下，后土所治也〉的說法，主要還是說后土化身的大地，所涉及者不止地

上，還有地下，她也因此有能力約束〈土伯〉之類的地下凶煞，保護死者。依據

歷代以來民間對后土的祭祀，尤其華南一帶墳邊普遍拜祭后土，我們又可知道〈后

土〉等同大地母性的精神，擁有包容、管制幽冥之神的原型，是民間所寄望，至

今未變，恰是〈禮失求諸野〉般，繼續流傳在墓葬文化。 

 

 

肆、繼論漢朝以降的朝廷后土信仰 

 

    根據漢代帝皇崇祀后土的情況，漢朝人其實早就解決他們對照古文的疑惑，

很直接把后土視為女神。雖說西漢淮南王劉安帶領一眾士人編寫的《淮南子·天

文》記載〈中央土地，其帝黃帝，其佐后土〉，
38
確定還有個〈共工後裔〉被視

為黃帝之佐，把他編排到總樞中國大地中央部位，配祀黃帝崇拜，可是人們長期

感謝土地負載萬物，以大地的母性信仰為主流，畢竟又是長期不變。所以，閱讀

漢朝主流文獻，就可以發現相對於上述隱含反對朝廷大一統思路的《淮南子》，

漢朝朝廷主流的〈皇天后土〉觀念延續著周代南郊祭天、北郊祭地。而當時文字，

如《釋名·釋天》提到〈土者吐也，吐生萬物者稱母〉，
39
又如《漢書·郊祀志第五

下》中，王莽引用《孝經》說，孔子有謂〈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于嚴父，嚴

父莫大于配天〉，如此以父道事天，母儀事地，當有〈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

妣配墜（地）〉；
40
尤其西漢朝廷的態度，正如晉朝顏師古注解《漢書·外戚傳第

六十七上》的序言所載：〈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後’為稱，取

象二儀〉，
41
都在在說明，主流的漢人知識當時已經不可能把后土視為男神。何

況，若果〈后土〉是男性，又僅是出身人臣的共工之子 朝廷更不可能在祭祀后

土時以太后配饗。 

    一直到漢末道教出現教團，再到晉代葛洪《抱樸子》引用東晉或更早降世的

《赤松子中誡經》，可見那時候的漢文化世界已經是長期是傳播著《赤松子中誡

經》所說道理：〈夫人生在天地之中，稟陰陽二氣，皇天雖高，其應在下；后土

雖卑，其應在上。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生；人處其中，恣心情欲，凡

人動息，天地皆知〉，
42
由此也可說，當時朝廷到民間，流傳著天地人同秉同構

的宇宙觀與感應說，也大都視后土為人間母性泉源與象徵，也構成了道教源于傳

統、力求與傳統一致而詮釋傳的信仰傳播。 

                                                             
38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 186 頁。 
39 [漢]劉熙：《釋名》，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4 頁。 
40 同注 25，（總）第 1264-1268 頁。 
41  同上注，第六冊，（總）第 3935 頁。 
42 《赤松子中誡經》，見吳亞魁編：《中華道藏》第四十二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6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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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相信后土信仰在漢朝重新獲得尊崇，自漢武帝當權，它成為了皇家祭祀

的對象。在那個時代，后土象徵天下土地之厚重廣闊、育養萬物，形象較為突出。

西漢文帝，國家統一祭祀地祇，〈冬至祀太一，夏至祀地祇〉。《史記·孝武本

紀》載說，漢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

禮不答也〉，
43
當時武帝即建后土祠於汾陽睢上，親往拜，用拜上帝之禮拜后土。

由於漢武帝專門建立后土祠，親自祀拜，〈如上帝禮〉，后土崇拜從此成為定制，

歷代皇朝都列入祀典，成就其歲時祭祀。由此看，是漢武帝開啟了歷代朝廷延續

的祭祀后土禮儀，後來的皇帝，包括魏、晉至宋、齊、梁、陳、隋的南北朝，后

土信仰依然受看重。 

   不過，根據《漢書·郊祀志》，王莽主政時，漢朝諸臣可能也發現〈后土〉定

位不宜與句龍崇拜混淆，因此王莽建議朝廷視大地為后土，要表達〈后土〉相對

於〈皇天〉之神聖，應把概念專稱為〈皇地後祇〉。《漢書·郊祀志第五下》，

先是記載大司馬王莽于平帝元始五年奏言，提到〈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

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終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並

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而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
44
其

後文則表述，王莽等大臣覺得漢武帝自認遵古制度，單立后土祠，再到〈（成帝）

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
45
才是正確的演變；所以，

王莽等人後來又進一步奏言：〈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而稱地祇曰后土，與

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後祇。〉
46
這是說， 初在漢

文帝十六年，曾發生以太祖高皇帝配祀五帝廟的地祇，到漢武帝恢復《禮記》所

謂周代君主傳統，皇帝已經不會親自祭祀五帝廟地祇男神〈后土〉，才有在都城

北郊祭祀后土之舉。到漢成帝，更是改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祭祀，遷往首都長安

北郊祭祀，而且王莽等為了區別武帝〈如上帝禮〉的后土崇祀，不去混同原來五

帝廟〈中央黃靈〉配祀也以〈后土〉稱其職守的男神，是建議朝廷把配祀黃帝（黃

靈）的〈后土畤〉設在長安城未方地面，
47
再給代表大地的后土改個尊稱，叫〈皇

地後祇〉。 

    若據唐代杜佑《通典》卷四十五，其<禮五·吉四·方丘>
48
所載，自漢代以〈后

土〉添加正式官方稱謂，到魏晉南北朝，尊神祭祀就一直延續著祀於都城北郊的

傳統，以後在北齊稱〈皇地祇〉，在北周又複稱〈后土地祇〉，到了隋唐也還是

〈皇地祇〉。《通典》很清楚把祭祀〈后土〉放在前頭論述，接下去才另立篇章

談論祭祀〈勾（句）龍為社〉。
49
只是，杜佑《通典》卷一百三十八<禮九十八·

卜宅兆>又有說，六品以下官員和老百姓營造墳墓的規則，其中包括〈祝師掌事

                                                             
43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年，第 461 頁。 
44 同注 25，（總）第 1264-1265 頁。 
45 同上注，（總）第 1265 頁。 
46 同上注，（總）第 1266 頁。 
47 同上注。 
48 [唐]杜佑撰，[現代]王文錦等標點：《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257-1262 頁。 
49 同上注，第 1263-1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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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鋪后土氏神席于墓左南向〉，
50
造墓也有專用於昭告〈后土氏〉的祝文；

51
到下

葬成事以後，還得如卷一百三十九<禮九十九·祭后土>：〈先于墓左除地為祭所，

柩車到，祝吉服鋪后土氏神席北方，南向〉。
52
如此記載，即說明相關幽冥之神

由后土治理的說法，一直都在民間延續，同時朝廷也同意民間祭祀禮節，如朝廷

祭祀採取北坐南向，祭拜后土並不是皇家的專權。后土神席為著祭拜而設立，位

在墓左，坐北向南，顯然一方面是尊左為大，另一方面也如朝廷北郊面南祭祀后

土，有坐陰向陽、坐先天坤卦而向先天乾位的意義。只是，相對於民間擇日造墳

墓、擇日下葬都必要向后土請安，皇朝祭祀后土要求國泰民安，是必須在特定的

季節、時間、地點，舉辦相應的儀式；並且相對於民間直稱〈后土〉，要尊稱〈皇

地祇〉。對照《宋史·志五十七·禮三》可以理解，其文字記載著宋初朝廷相對于

民間直呼〈后土〉的禮節，當時也還是延續先前諸皇朝尊稱〈皇地祇〉，其前後

認識與制度又是屢屢變更，到徽宗崇甯初年方才結合以黃琮求神之祭禮，規定玉

琮必須廣六寸，以合〈坤〉數；
53
而《宋史·志五十七·禮七》則說明宋徽宗時代如

何兼顧朝野認識，稱〈王者父天母地……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

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54
 

    又必須注意，上述條文都有共同特點：當時雖然較少文獻證明時人把后土視

為女神，可是到漢代後期，自光武帝以來，祭祀后土常以皇后配享，已經是事實。

從此缺乏文獻，反可能是由於那時大眾不認為再需要多加討論。如《後漢書·光

武本紀下》載，光武中元元年十月〈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
55
以

後各朝也多延續此風。如《通典》載：〈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

皇皇後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祀，以武宣後配。〉，
56
又如《晉

書·志第九·禮上》載，晉朝在元帝太興二年（319 年）制定〈郊祀儀〉之前，尚未

設立北壇，把地祇眾神都附設在南方的〈天郊〉，可是到東晉成帝咸和八年（333

年），就〈祀北郊以宣穆張惶後配。〉。
57
而《宋書·本紀第四·少帝》載，宋武帝

永初三年，祀南郊以武皇帝配，祀北郊以武敬皇后配。
58
 

但是，不能否認，到了梁朝，《梁書·本紀第二·武帝（中）》曾記載梁高祖即位

祭天稱后土為〈後帝〉；
59
還有《隋書·志第一·禮儀一》則說明南朝陳政權祭祀北

郊的態度一再有變， 先是以〈皇妣昭後〉配，到陳文帝時則一度規範〈北郊以

德皇帝配天〉，再到文帝子陳廢帝是〈又以昭後配北郊〉。
60
由此可知，歷朝對

                                                             
50 同上注，第 3523 頁。 
51 同上注，第 3523-3524 頁。 
52 同上注，第 3544 頁。 
53 同注 11，第 2449-2456 頁。 
54 同注 11。 
55 [漢]範曄撰， [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版，（總）第 83 頁。 
56 同注 48，第 1258 頁。 
5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第三冊，中華書局，1974 年版，（總）第 584-585 頁。 
58 [梁]沈約撰：《宋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 63 頁。 
59 [唐]姚思廉撰：《梁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版，（總）第 33 頁。 
60 [唐]魏征等撰：《隋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版，（總）第 11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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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護佑當朝的〈皇地祇〉，態度常有變化，長期間歷朝文臣還是有所爭議應以先

帝或先後配祀。到隋朝成為南北朝各政權間 終勝利者，其實還是延續梁朝，〈祭

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
61
再到唐朝，《舊唐書·志第一·禮儀一》提及唐太宗

命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征等修改舊禮，其時后土依舊尊稱〈皇地祇〉，列為

大祀， 初卻以唐高宗李淵祖父李虎，即唐高宗武德年間追封的太祖〈景皇帝〉

配祀。
62
可見歷朝如何對待后土，還是一再有過各種議論。但無論如何，議論過

程多有肯定大地的〈坤卦〉性質，因而以皇宮/國都為中心，設壇于代表〈陰柔〉

也意味先天坤位的北郊。 

 

伍、回顧〈后土〉母性的重新確定 

 

    無論如何，我們考察周代至漢代有關〈后土〉的說法，可發現到若依照後漢

之前某些文獻做表面直解，把后土當成男神，似乎和古制不符合。它尤其難以切

合與中國自周代以來把天地性質視為〈乾坤〉或〈陰陽〉的相對互合，也超乎了

周代之後人們對〈后〉字的理解。王國維《觀堂集林》其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

先續考》認為，卜辭中的〈毓〉、〈育〉、〈后〉乃源於同一個字，並且提出了

〈女〉字說。
63
郭沫若又在這種說法上作進一步的考證，以為〈后土〉與〈先後〉

的〈後〉有崇拜生殖之意，
64
這表明了古人以為土地生育萬物、養育人類，所以

農業民族極崇拜土地。實質上也是如此，當《禮記·郊特牲》說〈社，祭土而主

陰氣也〉，
65
其說法並非否定先民早有土地孕育萬物的印象，並且不能忘記同時

代一直存在的《易經》流傳的〈地勢坤〉說法。如此土地觀念在民間也是影響深

遠，知道大地〈后土〉以外，凡是山川一方土地都有〈社〉可祭；而在《淮南子· 

說山》，漢朝高誘注本至今留下〈江淮謂母為社〉
66
的說法，因著把土地與母性

互相比對的印象深刻，漢代某些地區的古人也把〈母〉喚為〈社〉了。這些記載

都表明土地神為女，為哺育萬物的祖先。這樣說來，在古代文人，也可能有如是

思考，認為婦女能生兒育女，大地也能生產各種生物，兩者都有生育能力；大地

也讓死者安息在它懷中，也如母親懷抱兒女，所以土地的神格化才能稱地母。把

它和巨人共工的兒子聯想在一起反而不親切，也似乎不合古字義了。 

    以上述思路為進路，卿希泰先生主編《中國道教》第三冊<四禦>一文提到古

人說的〈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古代奉祀為男像，唐武則天前已為女像。〉
67
只

能說是當代較早期的研判。正如《漢書·郊祀志第五下》提到王莽婉轉總結〈先

祖配天，先妣配地〉，漢朝初期在南郊祭天而以地配，又配漢高祖、高後於壇上，

                                                             
61 同上注，第 117 頁。 
62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版，（總）第 817-820 頁。 
63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總第 441-442 頁。 
6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第 47 頁。 
65 同注 2。 
66 同注 38，第 1132-1133 頁。 
67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三冊，上海：上海知識出版社，1994 年，第 20-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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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體之誼〉，可是〈天地有常位，不能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
68
唐朝杜

佑《通典》在<禮五·吉四·方丘>有總結說，漢朝到南北朝祭祀天與地，都是如此

規矩。
69
可見，除非古人硬不承認〈皇天后土〉的天地陰陽對應，否則皇朝難以

否認其母性。依照《漢書·郊祀志第五下》全文討論后土的內容認為尊稱〈后土〉

會〈與中央黃靈同〉，認為〈宜令地祇稱皇地後祇〉，當是漢朝已經出現后土神

格性質乃至性別的多種說法。因此王莽才建議〈后土〉不要等同按照五行官職〈中

央屬土〉的那個后土官職的神化，應直接稱為〈地後〉，上加〈皇〉字尊稱，下

以〈祇〉說明其相對於天神的地祇屬性。 

    如此，自漢以來，為何古人也曾閱讀《山海經》和《國語》文獻等，卻保持

著〈共工後人〉說法，卻能在同時堅持〈后土〉既屬〈陰〉則為〈母〉？也是值

得討論的。參考楊寬寫的《中國上古史導論》，其第二篇〈論古史傳說演變之規

律性〉則提供另種看法，認為〈后土〉發生男女混淆源自古人忽略〈後〉字多義。

楊寬認為〈后〉本是神明稱謂，由於古人稱謂祖先會襲用神祇封號，所以〈后〉

又演變成已逝先王之廟號。
70
楊寬沿用梁玉繩、於省吾兩家說法，指出〈帝〉與

〈后〉稱號不同源于殷朝至周朝的演變，認為〈周人雖神視先王，初多僅以地祗

相比擬，猶不取常以上帝尊重之也〉；
71
他因此進一步根據唐蘭、森穀克己兩家

的考證，指出〈‘後’初為廟主之稱，盛行於殷週二代，後亦漸變為人王之稱，……

‘帝’之為廟主之稱，雖曾一度見之殷代末年，入周以後，則未見盛行，及週末

此制始盛，如《戰國策》稱秦、趙之先王為先帝，是其例。〉
72
如此說來，先王

廟號與神祗稱號之混同，確可能造成神話與古史互相演變與滲透。 

    按此說法，以〈后羿〉、〈后稷〉等例，可知在殷商之際，〈後〉之廟號盛

行於前而〈帝〉之廟號盛行於後；由於先王既多稱之為〈後〉，後人以土地之神

稱號去比擬他們的地位，就會使人王與地神之稱互相混同。同樣的情境也可能發

生在春秋戰國，先王多稱〈帝〉，與上帝稱〈帝〉相混同，所以帝王歷史也常與

上帝神話相互滲透，形成傳說。
73
 

    其實，類似說法更早也出現在元末陶宗儀編纂的《說郛》，其卷七十五引用

宋末元初人俞琰撰寫的《席上腐談》，認為〈後〉通〈厚〉字，古代〈後〉字用

法〈天子稱元後，諸侯稱群後〉。俞琰因此以為〈后土〉不一定是婦人造型，並

揚言揚州后土夫人祠把〈后土〉塑成女相，是如同人們誤會〈後稷〉是女人，一

般荒謬。俞琰正如一些前人單是圍繞著《禮記·月令》和《左傳》引用相關句龍

的文句，以〈古者天子稱元後，諸侯稱群後〉結論，認為〈皇天后土〉應是指陳

天為皇、地為帝，是對稱兩種稱呼或規格不同的統治者。
74
 

                                                             
68 同注 25，（總）第 1268 頁。 
69 同注 48。 
70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9-60 頁。 
71 同上注，第 61 頁。 
72 同上注，第 62 頁。 
73 同上注，第 62-65 頁。 
74 [明]陶宗儀纂：《說郛》第十冊，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涵芬樓版），卷七十五第二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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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立論〈後〉本是古帝王固然有理，可是更早典籍並未指出句龍是帝皇，

只是說明他職司〈后土〉事務。這位共工之子既不是〈帝〉，也不一定能死為廟

主而稱〈後〉。換句話說，〈句龍〉與〈后土〉是否關聯，落不進其死後稱〈帝〉

稱〈後〉的範疇。所以，除非如楊先生結論禹是羌族社神，並以《史記》和《墨

子》提及大禹是〈山川〉神主，以後層層推說，認為禹和勾龍做過同樣的事，就

是同一個人，才可能說〈禹即勾龍，本為西方民族之后土，可無疑義也〉。
75
問

題是，依照大家熟悉的〈大禹治水〉神話，大禹曾經治理山川洪水，正如勾龍負

責為大眾〈平水土〉應付地面變化，都不見得〈禹〉或〈勾龍〉可如〈后土〉或

〈厚土〉哺育山川到平原，乃至載養地上萬物。何況，大禹在治理山川水患之際，

也還不是〈帝〉或〈後〉。這一來，若僅以為〈皇天后土〉的〈皇〉與〈後〉同

質，要解釋司理〈平水土〉的人物等同后土的大地本質，並不容易。反不如《易

經》早主張著〈天與地〉、〈陰與陽〉、〈乾與坤〉更符合一般華夏先民的思維

模式。《漢書·郊祀志第五下》載說漢成帝〈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

北郊，即陰之象也〉。
76
但反過來說，句龍既然因官理〈后土〉之事而被尊稱〈后

土〉，這位〈后土〉亦可能如〈後羿〉等歷史人物神話化，混淆了作為信仰對象

的〈后土〉。 

    或者，古人早有相同認知。所以，漢代以後，按照天陽地陰、男性為陽而女

性為陰，〈后土〉一直被認作女神。據唐代杜祜的《通典》，自漢朝決定祭祀禮

儀，定位后土為人類與萬物母神，汾陽后土祠塑像長期是婦人打扮，民間又稱之

為〈后土娘娘〉。可見，雖有部分文人提到地祇外相的性別，但主流思潮一直認

為后土屬陰，當屬女神。 

    到了宋代，后土的女神身份再一次重新確定。《宋史·禮志七》記載北宋政

和六年（1116 年）宋徽宗封后土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享受同

天帝一樣的儀禮規格，確定了此神靈乃是象徵天下一切〈坤柔〉之性。南宋呂元

素《道門定制》卷二注：〈后土即朝廷祀皇地祗於方止是也。王者所尊。合上帝

為天父的地母焉。〉
77
宋代以後，道教列為〈四禦〉尊神之一，宣稱后土神執掌

陰陽生育、萬物之美與大 地山河之秀。有些道觀專門建有后土殿。在民間多建

有后土娘娘祠，每於農曆三月十八日（相傳是后土神的誕生日），祭祀后土。 

當然，無知者以異議造成荒謬笑話還是有的。《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四卷·神廟部》記載：〈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杜氏《通典》：

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塑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

有司遷粱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為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

矣。〉
78
想來是有些村鎮老百姓糊塗而不讀書，不曉得后土地位之尊，主觀又自

認好意，居然找了個后土管轄的梁山山神，要替〈娘娘〉配婚。 

                                                             
75 同注 70，第 256 頁。 
76 同注 25，第 1254 頁。 
77 [宋]呂元素：《道門定制》，見同注 42，第 554 頁。 
78 [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第四九四冊，上海：中華書局影印版，1934 年，第一 O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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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民間墓祭儀式的感恩地母 

 

    由於古人認為天陽地陰，加上《楚辭》的流傳，因此后土主掌幽都的說法也

自古流行，不易消失。現今民間大眾把〈后土〉視為信仰物件，一面是把其視為

哺育人類與萬物之母神，但另一方面依照〈幽冥〉之說，又是把大地母親視為死

者入土為安的依靠，懷抱死者安息于身體懷抱。既然東漢王逸《楚辭》注：〈幽

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
79
因此，早在唐宋以前，古人常

在建墓、上墳或舉行喪禮時，也要祭祀后土。相沿成俗，是有所依據的。 

若根據東晉已流傳的《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屍妙經》，這部道經內含<靈寶

青帝煉度五仙安靈鎮神九氣天文>等禱文，據說只要埋入泥土發給青、赤、白、

黑、黃五方大帝，就能祈請后土確保死者超越人間死亡。其文謂〈今有太上清信

弟子某甲，滅度五仙，托屍太陰。今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
80
以這部東晉道經去對照唐代《通典》引用的后土祝文，可見唐人其實延續晉人

的后土認知，繼續把死者入土為安視為托賴后土神氣庇護哺育，以期死者能受地

氣護身，化形成仙，走向另一種生命境界。當然，《正統道藏》〈洞神部威儀類〉

另外還收錄了當代考據出於南北朝或隋唐的《正一醮墓儀》，也是比《通典》更

完整的后土信仰文獻，內容說明按時或特地祭祀后土等土地諸神的重要。按《正

一醮墓儀》，祖先所在位置的地利環境乃至地氣一旦破壞，子孫也會感應破壞力

量帶來凶災；所以正一道提議了各種方法、儀軌、祝文，指導道眾如何祭祀后土

以及祝願靈驗，包括修整殘舊破壞先人墳墓，或理順復原先人葬地受到干擾的地

氣，以及感應山川土地神明保護後人，趨吉避凶。
81
 

    而到明代結集《萬曆續道藏》，其中收錄《儒門崇理折衷堪與完孝錄》卷八

《祠后土》，就有教導〈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服冠素告后土氏〉，
82
主張主家在

〈中標〉（墓碑）左側設后土神位，南向設盞。
83
可見，唐代杜佑延續的后土神

位〈南向〉說法，在明代依然流傳，但當時可能運用的空間規模較小，所以就不

必到墓左側設壇，只要在墓碑前的左側。 

    名之為《儒門崇理折衷堪與完孝錄》，也可理解殯葬后土祭祀之能普遍，有

賴儒家〈天地父母〉教義推行有成，又為道教所贊同，所以其文字列入道門，引

導教化，結集時又標明本文緣屬〈儒門〉。可是《儒門崇理折衷堪與完孝錄》雖

沿舊俗，透露著唐朝杜佑描寫先輩開穴建墳或下葬墓祭的演變痕跡，作者卻可能

未曾細讀先前道教經典或者相應禮儀，如東晉《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屍妙經》

等等，因此其文字才斷言：〈按古禮，無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

                                                             
79 同注 5，第 160 頁。 
80 《赤松子中誡經》，見王卡編：《中華道藏》第三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755-757 頁。 
81 佚名：《正一醮墓儀》，見李剛編：《中華道藏》第八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516-517 頁。 
82 佚名：《儒門崇理折衷堪與完孝錄》，見王育成編：《中華道藏》第三十二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200 頁。 
8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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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喪禮開塋域，乃窆與墓祭俱祀后土。〉

又說《家禮》曰：祀以后土恐其潛竊也〉。
84
 

    墳葬有祭祀后土風俗，蘊含著大地母親的信仰思想，顯而易見：（一）從社

會教化角度，司馬光的《溫公書儀》源自對《開元禮》的發展，朱熹的《家禮》

本自《書儀》。據他們所敘之規禮，凡喪禮，開塋域及窆與墓祭，俱應祀后土；

如此神道設教，是替死者盡禮感恩大地哺育，也是提醒活人感恩大地哺育。（二）

民俗信仰角度，華夏文化一向有認為人屬土造，從土來又從土歸；所以，死者軀

體重新埋藏於地，即滿足由母親永遠收抱懷中的理想，祭祀地母即是為死者祈求。 

到明代，其國朝禮秩具載於《大明集禮》和《大明會典》，《明史·志第三十六·

禮十四·品官喪禮》載，各品官員與士庶人的喪葬禮制，凡記載在上述《集禮》

和《會典》的，俱是〈本之《儀禮·士喪》，稽諸《唐典》又參以朱子《家禮》

之編，通行共曉〉。
85
在有關儀禮之中，〈告后土〉是穿壙下葬之前舉行的禮儀，

而大眾為先人掩擴複土之後，接著應該有〈祠后土〉之禮。 

    當人們從墓葬到先人祭祀都須尊奉后土，乃至其祭祀必須存在於任何涉及墳

墓的慎終追遠活動，後人必然也發生各種從理念到操作層面的討論。於是，據清

代題為〈大樑陰陽柳洪泉名鈐〉篡輯的《精校三元總錄》，
86
后土不論在墓葬的

開山斬草儀式、請神、葬後謝墓，都是墓主親友必須崇祀的；所謂的家族或宗族

墓山，更建議山上應有〈后土壇〉之設；大眾還得熟悉喪葬前後向后土等神靈祈

禱或謝恩的各種祭文範例。
87
由此可見，隨著人們傳承〈祭如在〉的孝道思維，

只要有著重視為先人擇地、護地安頓先人的環境，后土信仰也就可能滲透在保護

先靈、保佑子孫的觀念，通過墓園祭祀文化在民間繼續傳播，一代接一代傳承。 

 

柒、後語 

 

    如按《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卷八，安后土本應是在墓左。但是依據南

洋風俗實踐，一般廣東人會把〈后土〉安在墓前左側，看來是保持由唐《通典》

至明代《儒門崇理折衷堪與完孝錄》的習俗遺痕，以左為尊；而福建閩南後裔也

有把后土安神在墳前右邊，其實亦能自成其說，認為右邊是屬陰屬女，表達地母

之性質。但是，也有些〈識者〉從封建等級觀念出發，維護神明尊貴地位，認為

墓地旁安放后土神位引人誤解，以為后土是亡魂的〈附祀〉物件。《儒門崇理折

衷堪輿完孝錄》卷八《祠后土》便是把持這樣觀念。它提出：〈然后土之稱對皇

天也，惟國家得稱。士庶之家有似乎僭。考《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之，今

擬改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88
這亦造成了明代以後，南洋義有些墓園只設〈福德

                                                             
84 同上注。 
85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版，（總）第 1490 頁。 
86 [清]柳洪泉：《精校三元總論》，上海：上海廣益書局，1914 年，第一頁。 
87 同上注，第三十八-三十九頁。 
88 同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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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柔：從歷朝文獻論后土崇祀的信仰定位 

 

 

祠〉而未設〈后土壇〉，而一些地方墳墓，墓左也改拜土地福神。 

    但不論上述各種建議的差別，各種建議的出發點其實有個共同處：后土的神

位即使安得再簡單，或者因著尊重后土而不主張在墓地邊安神位，都是在表達著

華人信仰傳統以〈后土〉崇拜凝聚的土地觀念，把大地看作人類生命從來源、過

程到歸宿的載體。 

    後必須指出，研究傳統后土信仰，不太適合引用《地母真經》或《地母妙

經》這些清代光緒年以來降世的民間教派經典。近現代流傳的《地母真經》或《地

母妙經》，源於光緒末年扶鸞出經，其經文 大特徵是以〈呂祖序言〉說明地球

是圓形天體，又認可地球是承載各種自然現象的母體；這可謂切實的反映著晚清

中華傳統信仰如何受到西方科學啟發以及回應對方。但《地母真經》又是使用著

華人信仰的話語，從信仰末劫收圓的民間教派理論再出發，建構其神學理念。相

比之下，雖然中國古代民間也習慣稱后土為〈地母〉，像明朝《玉匣記》就刊載

過供應後人編寫《地母經》的條文，但後者基於大地生養眾生，是為著把每年農

業氣象預測尊稱為大地啟示，才以〈經〉名之。而《地母真經》或《地母妙經》

卻不再延續〈后土〉概念與稱謂，同時拔高〈地母〉定位，視為產生自然天地的

創造神。《玉匣記》所記載的后土誕辰是〈三月十八日〉，當代流傳的《地母真

經》則記載〈地母十月十八生〉，根據這一差別就可說明兩者雖然同源于中華歷

史文化，卻分屬不同信仰體系。這裡就不再做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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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教信仰的生命關懷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道教信仰的生命關懷，以道教所特有的生命智慧為考察對 

象，希望藉此闡揚老子的生命智慧，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基礎，期望以 

對道教信仰的理性思維及生命關懷的覺照能力，去提昇道教信仰者的生命層次 

與境界。 

     

    關鍵詞：生命智慧、生命教育、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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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人的生活形態與生存方式，常常決定於主體對於思想信仰的認定與對生命

價值的判斷。不同的思想信仰，形成不同的生活態度，也塑造出不同的宗教文化型

態。因此，從歷史宗教文化的發展可知，不同時代的人們，隨著客觀外在環境的改

變及主觀認知的差異，遂形成不同的宗教信仰，展現不同的生命面貌。 

當科技與物質文明取代傳統倫理道德及傳統精神信仰之後，並沒有爲人類帶來

幸福，隨之而來的反倒是心靈的更大焦慮，更多更新的精神病態、心理病態等問題

相繼出現。生活在這樣一個資訊爆增、價值混淆，致使生命動盪不安、生計惡性競

争的惡質環境中，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理性思辨能力來應對外界的種種誘惑、刺激

和干擾，很難維持内心的安寧平和，便容易造成空虛倦怠、焦慮不安和絕望無助的

心理傾向。 

    道教信仰一向強調「清心寡欲、輕物重生、知止不殆。」這與當前崇尚物質科

技，經濟掛帥的現代思潮「物慾橫流、重物輕人、唯利是圖」正有著天壤之別。如

今崇尚物質科技的現代人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更缺乏心靈的平和，物慾橫流的結果

反而使人們承受更多心靈空虛、徬徨無助、迷惘失落的痛苦，精神文明的頹喪，造

成社會歪風，進而忽視倫理道德及宗教信仰的重要，加上國際武力競賽的壓力以及

經濟掛帥的唯物是尚，致使學校教育過度偏重「科技教育」，忽略「生命教育」及「宗

教教育」。棄道德倫理於不顧的結果，往往導致價值觀念混淆，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

鄙視精神生活的價值，其結果通常是只爲表面的事物而活，從不試著去了解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自然也就無法去營造生命的尊嚴與希望。缺乏宗教信仰的陶冶，心無

所繫、情無所托，自然欠缺有意義的人生目標，當對人我生命不懂得尊重之時，終

將令心智覺性無法開展而日漸封閉萎縮。於是酗酒吸毒、暴力傷害等社會問題，層

出不窮、時有所聞。利令智昏，道德淪喪的結果，往往精神病患的人數也就跟著急

速遽增。 

    試想，人生如果僅是為了物質享受，或為情慾而活，則生命還有什麼價值？關

於這些，多少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家，都想找出答案，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般人即使對生命懷有目標，往往也只是浮泛地從财富、名利與權位中去肯定自己。

以爲追逐顯赫於外的名位、權勢、财富，或者藉由謀略的分析技巧，就能回應自己

内心深處所渴望關切的生命需求。人們享受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各樣肉體的安適，卻

不知如何自處，心靈空虛，宛如失根的浮萍，自然也就頓失生命的方向。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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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經驗世界，如同虛擬幻境，一片混沌。事實上，專家們可以用豐富多元的知

識向我們解釋外在世界的情事造構，然而我們對生命的了解卻愈來愈感不足。「自我」

的迷惘與意義感、價值感的失落，如果僅以知識的累積、追逐利益效率，將數據視

爲一切生命的終極關懷，那麼就會喪失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事實上，生命關懷的目

的正是要協助人去瞭解「生而為人」的意義、價值、尊嚴與希望，進而珍惜生命與

人生，鼓勵人樂愛生命與人生，能懂得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自然，使其在相互

尊重個人尊嚴與價值中，進而認識自我，實現自我，過有意義的人生。 

 

貳、宗教信仰的生命意涵 
 

    有鑑於唯物是尚，物質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生命迷惘、頹喪，2007 年美國宗教學

院委由哈佛大學 Diane L. Moore，撰寫美國公立學校中的宗教教學指南
1
，於 2010 年

完成。莫爾論述宗教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以宗教研究的進路，並符合憲政及智性的

原則，在公立學校中施教。教學目標是使受教者了解宗教而非接受宗教、研究宗教

而非實踐宗教、探索宗教卻不強迫接受宗教，施教者不鼓吹接受宗教或貶抑宗教。

因為，宗教乃人類高度精神智慧的遺產，不僅在苦難時給予人們精神安慰，平時更

能提供人們向上、向善、向解脫的可行之道，值得重視與探究。尤其各個不同宗教

都非常重視「生命關懷」的議題，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及管道予以實踐，例如：防

止墮胎、保護棄養及受虐動物、預防吸毒及幫助戒毒、協助弱勢者（如開辦孤兒院、

安老院、養護中心等），正可以藉由對宗教信仰的探討，去建構自我生命的價值與意

義，去完善自我的人生。 

    宗教依照其本質即在反映人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和理解人存在的目的，因此正確

的宗教信仰如同海上行船的羅盤，幫助人們指引生命的方向，使其順利航向人生的

目的地。當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什麼，他的人生觀也就會有某方面價值、意義的呈現。

錯誤的信仰導致錯誤的人生，因此，宗教信仰關係個人的人生甚大。例如：有些人

過於迷信，全靠「算命」、「卜卦」度日，因而糊塗迷信終生。有些人則因宗教信仰，

使自我功能充分發揮，貢獻人群，善盡責任，造福社會。並經由宗教陶冶，從宗教

教化中找回人類最珍貴的理性智慧、慈悲同情、利他共享等特質。無宗教信仰的人，

往往在年輕時，只顧學業、事業、財富、地位的追求，一旦面臨死亡威脅時，就感

                                                 
1 黛安．莫爾（Diane L. Moore）：《美國公立學校宗教教學指南》，劉安雲譯，美國： 哈佛大學，《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Palgrave Macmillan，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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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恐懼不安、後悔茫然。又或有許多人抱持「及時行樂」的人生觀點，過著放蕩不

羈、玩世不恭、縱情縱慾的生活，但當人生感到空虛茫然與面對死亡無常的威脅時，

常常措手不及而感到無助徬徨。尤其自我懷疑和憤世嫉俗的情緒，最易消磨掉生命

的自信、自尊與希望，容易造成生命的焦慮、不安，導致生命的困頓、沈淪，更侈

談生命的自覺、生命的智慧與對生命的關懷。因此，面對如客旅般的人生，無宗教

信仰的人，臨死前因不知身後的何去何從，容易感到忐忑不安。相反的，有宗教信

仰的人，有信仰對象可倚靠，較能從容面對，較易在宗教中找到心靈歸宿，得到生

命的終極關懷，進而坦然接受，甚或視死如歸。正確的宗教信仰幫助我們建立正確

的人生觀，正確的人生觀將使人感到生命有意義，生活有價值，人生有目標。 

    然而，如今在物質科技掛帥的工商社會裡，一面倒的唯物崇拜，所帶來的生命

威脅和心靈壓迫，令人感受到生命的困頓、生命的沈淪。若無宗教信仰加以抑制平

衡，物慾橫流的結果，只會讓人以經濟效益買賣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資本主義社

會，面對萬事萬物皆以商品交易看待，人生成敗全靠獲利多寡衡量，就連心靈、精

神、情感的需求也憑藉消費手段獲取達成。人們不僅以唯物的角度面對周遭環境，

也用同樣的態度面對自身，人生失去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以作為生命的依循，因此生

命價值、生命尊嚴、生命希望就此失落，生命的陷溺與沈淪已使人在生命的汪洋中

幾乎滅頂。而原本宗教設立的意義，就在試圖覺知真理，以幫助人們建立安身立命

的坦途。信仰宗教可以幫助人們早日進入「超物質化、超功利化」的思維，以避免

因科技化、資訊化所造成的人際疏離與對立；信仰宗教可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種資

源，認識宗教可以協助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正確明智的抉擇。理想上，宗教的本

質與目的：應是一種承認個人及群體現實的有限存在，進而在靈性精神上追問終極

意義、去體悟人性的昇華。當然，反之過度強烈的宗教意識也會影響人在理智上的

抉擇。因此，宗教無法脫離人、更不應漠視人。宗教的存在基礎和意義必需基於「人」

所在的處境，意即宇宙人生的實相 ，以人的內在超越或解脫為其最終之目的。 

 

参、宗教本質功能對人性的影響 

 

    在人生的過程中，宗教對人生的啟發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名哲學家、數學家

懷特海（A. N. Whitehead）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指出：「離開了宗教，人生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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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窮痛苦和悲慘之中。」
2
由此可見宗教與人生的密切關連性。當然，宗教信仰與

理性相隨或相左，全視個人觀點或信念而定；例如：馬克思認為，「宗教是被壓迫心

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苦難中的人民的

精神安慰。」
3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因此，有人說：宗教是感情的，它本

身缺少理智，因此越是無知的人，對宗教就越熱衷。但事實上，宗教非只精神寄託，

宗教的本質是要提供人對生命的探求，生命的本質包含「生存」與「生活」、「生命」

與「生死」等課題，而宗教的課題事實上即是生命的課題。因為，人生四部曲：生

→老→病→死。即在說明人生的歷程，探討宗教是什麼？正是在探討人活著有何意

義，有何價值? 並探討宗教能提供什麼，使人活著有意義、有價值？也就是在探討

宗教如何影響人的生命與改變，並幫助人抉擇一生的道路。綜觀各宗教的信仰與目

的，可以看到各宗教對生命的詮釋。因此，要了解一個民族的特性，文化的形成，

宗教信仰將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性呈現。透過對世界各宗教信仰的理解，讓我們對世

界各民族的「生存」與「生活」、「生命」與「生死」等課題，能有更深層的認識與

體會。所以，對宗教的探討即是對生命的探討。因此，當問到宗教信仰，究竟要信

仰什麼時？筆者認為：信仰是為了找出面對生命的真實智慧！而要找出面對生命的

真實智慧，就必須先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當我們面對宗教信仰究係是理信抑或迷

信、智信抑或盲信、正信抑或邪信之時，對宗教的教義及目的，要具有理信明辨的

能力，以及在面對眾多人生瓶頸或壓力時，要懂得運用宗教信仰的力量。利用對內

在生命的體會，或轉移目標的方式，去親身體悟宗教信仰與人生實相之間的關係究

係為何，進而理解宗教的教義，或是以多聽、多想、多看等方式，去體驗各宗教的

價值及意義，讓宗教的觀念、宗教的信仰、宗教的體驗，落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並逐漸打破對宗教的神秘感和錯誤認知，真正親身體悟覺知，去理解宗教信仰對個

人於現代社會中，所能扮演的正面角色及所賦予的安定力量。 

    

肆、信仰與理性、智慧 

 

    一般大眾認為，宗教的目的無非勸人為善，所以不論信仰什麼宗教，其結局仍

是殊途同歸。然而行善是人的本分，任何正規宗教雖都是勸人行善，但真正的宗教

                                                 
2 懷特海（A. N. Whitehead）：《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

叢書》第一版，2011 年。 
3 卡爾．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陳鴻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1 卷，2010 年，頁 452-467。 

75



論文發表－丁孝明 

 

 6

才有能力改變人心，真正使人棄惡從善。所以要有正確的宗教信仰，首先必須先有

正確的人生指導原則。一個人對生命無知，自然無法尊重别人的生命，更不懂得活

出自己生命的尊嚴。須知，生命的可貴，乃在於發揮人性的光輝，展現人的精神、

道德、勇氣、毅力、愛心等高貴情操；能以一己生命發光、發熱，去成就群體的生

命。人生觀是一個人在宇宙的自我安頓。由我從何而生？要怎麼過這一生？到死後

歸於何處？對此三大問題的質疑與安頓。人生需要去思考的基本問題：人生的價值

為何？人生的意義為何？然而，價值來自取捨；意義來自得失，因此，智慧的判斷

才能決定兩者之間的抉擇。人生不能沒有宗教信仰，但需要選擇正確的宗教指導原

則，才能引導我們。使我們理解人生的意義與明白生命的方向，進而開創更豐富充

實的人生。因此，宗教信仰要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種智慧的指引 。 

宗教非主義，主義是人對於事物、政治或問題的一種見解、主張與理想，目的

是要促進國家社會制度法規的完善與增進人類俗世生活的福址。其主張與見解常隨

時代環境而改變或修正，不是永遠絕對的真理。宗教教育、教義要能協助信眾在人

生的道路上做出明智的抉擇，進而達到內在的體悟和覺醒。哲學家懷德海說：「教育

的本質即它是宗教性的」，因此「宗教的本質即是教育」。然而現行教育體系多半偏

重於提供技術性的實用知識，而當代社會文化所關注的也不外乎實用科技、政治經

濟、飲食男女等現實議題，嚴重的忽視培養理性思辨的生命智慧，自然對於養成倫

理道德、人格塑造的生命價值觀也就失枝脫節，因此也就難以達成安身立命的生命

教育目標。當人思索「生從何來？死歸何處？」時，很容易生出對「無限」、「永恆」

的嚮往與追求。因此人終其一生都在質疑、安頓或不能安頓之間擺盪。試想一個人

若是無緣無故的生到世間，昏昏昧昧的度過一生，然後三寸氣絕，一切斷滅，那麼

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宗教可以給予我們價值觀的建立，透過科學的真、道德的

善、藝術的美、宗教的聖，人們得以進入超凡入聖的理想生命。教育的本質本應是

心智的培養、醒覺、反省和在生活中的實踐，本就意味著要從生命中去探究體悟，

它和宗教本身有著相同的目標。因此宗教教育應重在啓發培育自省自覺的理性思辨

智慧，不斷的去探索提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宗教信仰的本質應該是幫助人們找出面對生命的真實智慧！但大多數人認為，

宗教乃科學發達和社會進步的障礙，隨著科學的進步，宗教遲早總要被淘汰。其實，

科學與宗教並不相衝突，因宗教是要幫助人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古今中外，有許

多人對宇宙的來源模糊不清，因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科學的研究，的確可以

從發現宇宙的奧祕裏，間接幫助人們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然而科學只是一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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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方法，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生、老、病、死問題，不可能為人類的

種種苦難提供實質解決的指引。今天，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生活，從工業

革命、資訊革命以來，隨着科技的快速發展，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人類反而正經

歷著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危機！由於功利主義的昌盛及過度倚重物質科技，大多數

人都沉迷於高科技所帶來的物慾享樂，只爲表面的事物而存活；人的心理面對生命

複雜的種種問題，所能承受的能力越來越差，無力去面對壓力、處理問題，事情只

要稍微有一點不如意，就立刻去尋求迅速、直接而最不耗費心力的消費方式，來逃

避纾解或延遲痛苦。例如嗑藥、買醉、沈迷網路、情色犬馬。這種只求遮蔽、逃避

眼前問題的自我欺瞞心理，只會造成注意力及覺察能力的逐漸下降，最終形成了心

智盲點。這是一種「困惑時代」的精神匮乏症，也是造成心理疾病泛濫成災的首要

成因。此時人們更需要宗教的智慧指引，以導正自己的生活規範，遠離惡事，使社

會趨於安定和諧。所以，科學與宗教是相輔相成的。宗教非落伍消極思想，宗教可

以幫助我們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宗教是人類高度智慧的結晶，宗教除了給予人們

生活的價值觀和人生目標之外，更回答了人們對於死後要往哪裡去的答覆。宗教的

清修或靈修活動，正是要讓信眾藉由宗教體悟達到一種內在的革新與超越，至少是

靈性的昇華和氣質的變化。原本宗教的立意，就在試圖覺知真理，真理必需是合情、

合理、合法，且真正合道的，也就是能符合宇宙人生的實相，以幫助人們建立安身

立命的指導原則。一個人必須逐步的了解宇宙人生的實相，而後徹底的以智慧安住

於實相真理之中，才能解脫於生死。很多科技、文明乃至於宗教、文化，歷經時代

的演進，而遭人遺忘、唾棄或轉變，但智者所領悟的真理，經得起任何時代的考驗。

而所謂宗教迷信是指在沒有理智與經驗的根據下，所採取的盲目相信。因此，只要

能說明符合宇宙人生實相的宗教，就不是迷信。反而能幫助信眾建立正確的宇宙觀、

人生觀。從信仰中所獲得的人生觀，不但賦予了生存價值、生命目標與生活意義，

更賦予了生命受苦及死亡的意義，使人類較易接受死亡的事實，以減少憂慮。因此，

宗教不但能給予人類心靈的安慰，更能減低人類對現實的不滿。它所賦予的生命目

標，更能帶給人們生命的希望與尊嚴，生存的價值與勇氣，使生命的困頓得以抒解。 

 

伍、道家的生命智慧 

 

    道家覺得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合乎道，合乎大自然運行的規律。老子認為

生命是道的呈現，生命本身就含藏德性主體，只要人循著生命本然之性而行，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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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命便是合乎道德的生命，不需半點外在仁義倫理來規範。所以老子說：「大道廢，

安有仁義；六親不合，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正臣」
4
（《老子．第十七、十八

章》）。（筆者按：談老子思想，是以《老子》全書作為依據的。此為學界共識，不再

贅言，故舉凡《老子》之篇章，皆只註明篇名，不註頁數，識者當知）。老子認為

生命最完美的時刻是嬰兒，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5
（《老子．第五十五章》），

要人「恆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6
（《老子．第二十八章》）。因為嬰兒最能呈現生命

未被污染之前的純真面目。因此主張遵從自然、無為。老子建立的生命觀，是立基

於自然哲學之上，強調的是個人生命與宇宙生命的和諧共存，所創造的是回歸至道、

生死齊一的自然生命觀。老子說：「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並作而弗始也，

為而弗志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
7
（《老子．第二章》）

莊子深得其意，故言：「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

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

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8
（《莊子．知北遊》），老子體悟到「道法自然」的真義，不

假仁義，但言萬物之成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故又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9
（《莊子．知北遊》）老子《道德經》五千

言的主旨就在於從「道法自然」的理論視角去認識生命、理解生命。老子認為生命

是寶貴的，要尊道貴德。老子認為「道」是創生天地萬物的形上根源，為所有生命

的形上基礎，故老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0
(《老子．第二十五章》) 老子從天道循環往復的自

然規律中，領悟萬物的生命存在與自然法則是相對應的。「道」具有先在性及超越性，

其作用貫穿宇宙時空及一切所有存在，即貫通形上至形下，為一超越又內在於萬物

的創生根源。而且「道」是以自然的精神生養萬物，老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

形之，勢成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

                                                 
4 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十七、十八章》，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第二次增訂，頁 216。（以下舉

凡《老子校正》之篇章，皆只註明篇名，不註頁數，識者當知）。 
5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6 仝上《老子．第二十八章》 
7 仝上《老子．第二章》 
8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 年 2 月，十版，頁 610-612。 
9 仝上，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頁 615。 
10 陳錫勇：《老子校正．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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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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老子．第五十一章》）在道的觀照下，生命的內涵表現為自然生命、 社會生命和

超越生命的有機統一。老子五千言的主旨就在於從「道法自然」的理論視角去認識

生命、理解生命。道的流程即是生命的流程，生命源於道，又復歸於道。因此我們

可以說：老子哲學是一種生命智慧之學。在道的觀照下，生命的精神呈現為：生命

之樸、生命之和、生命之靜。老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此正言

明，「道生之」：生命的第一階段是「道」的轉化和生成；「德畜之」：第二階段是依

靠自身本性即「德」來維持其存在；「物形之」：第三階段就是憑藉「物質」賦予生

命以形體；「勢成之」：最後再通過它所處的「環境」來完成生命，成就生命。由此

四階段「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可知：生命是形而上（道）與形而下

（物）的統一；是有形（物、勢）與無形（道、德）的統一；是現實（物、勢）與

超越（道、德）的統一。同樣，作為萬物恃之而生的人的生命，也就因此獲得了三

重內涵：自然生命（物）、社會生命（勢）和超越生命（道）。亦就是說，生命的內

涵：自然生命、社會生命、超越生命三者構成了生命的全部內涵。自然生命代表著

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社會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現實過程：「生命之和」；超

越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理想歸宿：「生命之靜」。一旦理解了道家生命的智慧，就能藉

由道家的生命智慧活出：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生命的希望。茲

分述如下： 

 一、自然生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 

    「樸」意謂未經雕琢加工的木料。因此，老子言：「樸散則為器」
12
（《老子．第

二十八章》）「道」化成萬物眾生，而「復歸於樸」即謂復返於道的修養過程。因此，

老子說：「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若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不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13
（《老

子．第三十七章》）當生命的第一階段「道生之」，那是「道」的轉化和生成；此時，

自然生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若能「不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此正意味著，「道」似乎是無所作為的，但是芸芸萬物就是在如此自由而沒有外力干

擾的狀態下，自然展現萬物各自不同的生命特質，這正是「道常無為而無不為」
14
（《老

子．第三十七章》）的作用。在老子看來，「道」生養萬物，即是順乎自然法則，亦

                                                 
11 仝上《老子．第五十一章》 
12 仝上《老子．第二十八章》 
13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14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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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沒有目的性的，因此，老子曰：「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

而不為主。」
15
（《老子．第三十四章》）老子生於春秋之世，親見周文疲弊造成人心

失落，向外追求，於是生命失真。而生命的大敵就是在生命失真下的自我執著、成

心陷溺。人生失去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來作為生命的依循，於是生命價值、生命尊嚴、

生命希望就此失落。老子提出「道」的根源，從宇宙本體的高度來看待人與萬物，

目的在解放陷於「周文疲弊」之中的生命，使之回歸自然。更進一步，解除以人為

本位的思考模式，讓宇宙所有的生命都能復歸於自然狀態，復歸於原初形態，以此

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及紛然失真。因此，老子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

並作而弗始也，為而弗志也。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 功成而弗居。」
16
（《老

子．第二章》） 

    然而老子又曰：「吾之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17
（《老子．

第十三章》）眾生的意欲大多是盲目的，以盲目的意欲指導行為，因此造成了眾生

諸多苦難，這盲目的「生之意欲」亦是生命的大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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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老子．

第十二章》）貪多縱欲的結果，使自我執著、成心陷溺、生命失真，因為「我」是

眾迷之因，「我」是貪、瞋、癡三毒之本。慾望的危害，使人著有、著相、著我，於

是使生命失樸。所以老子曰：「罪莫大於可慾，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慾得，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
19
(《老子．第四十六章》)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20
 (《老

子．第四十四章》) 由於人心的失落，只在於欲望的無限追求與欲望的永不滿足，

使生命背「道」而馳，造成紛然失真，痛苦萬分。因此，老子要人「返樸歸真」。他

說：「不見可慾，使心不亂。」
21
(《老子．第三章》)又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22
(《老子．第十九章》) 要人復歸於「道」，復歸於自然，主張以道為本、清虛自守，

強調無為而治、返樸歸真。因為「道法自然」，所以老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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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仝上《老子．第三十四章》 
16 仝上《老子．第二章》 
17 仝上《老子．第十三章》 
18 仝上《老子．第十二章》 
19 仝上《老子．第四十六章》 
20 仝上《老子．第四十四章》 
21 仝上《老子．第三章》 
22 仝上《老子．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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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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老子．第六十四章》)如果人生的成敗全靠獲利多寡來衡量，

就連心靈、精神、情感的需求，也需憑藉消費手段來獲取，那麼成心的陷溺將使生

命沈淪甚至滅頂。眾生對自己生命實相是不了解的，即便是一個舉世公認為天才的

聰明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生命的實相，那他就仍是個成心陷溺的人。所以老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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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老子．第四十八章》)大道無形、無名；無私、無欲。

故老子曰：「道恆無為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將鎮之以無名之

樸，夫亦將知足，知足以靜，萬物將自定」
25
(《老子．第三十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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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老子．

第五十七章》)無為、無事、好靜、無欲，可使生命返樸歸真，反之生命將失去純樸，

使成心陷溺，生命沈淪。 

二、社會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現實過程：生命之和 

    《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

為和。」
27
。（《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強調「中和」、「守中」的生命之道，

特以「益生曰祥。」
28
（《老子．第五十五章》）、「心使氣曰強。」

29
（《老子．第

五十五章》）辨證之。故老子謂世人戕生、害生之為，最終使「生命失和」，此不外

乎三種型態： 

1.汲營富貴而貪為（貪）；2.爭強好鬥而妄為（瞋）；3.愛戀形軀而痴為（痴）。 

此三者戕生之為，皆是過分慾望的呈現，如是不道早已
30
，非道而行，終遭禍而亡。

由於戕生之為，皆是貪愛多欲而導致強自妄為。故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

大於欲得。」
31
（《老子．第四十六章》）所謂爭強好鬥而妄為，不依常道之理而妄

作。心因使氣而更加陷溺，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
32
（《老子．第五十五章》）

老子強調，不爭則清，無慾則靜！人和為貴，共享共榮！然而，一般人因縱欲而陷溺

                                                 
23 仝上《老子．第六十四章》 
24 仝上《老子．第四十八章》 
25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26 仝上《老子．第五十七章》 
27 仝上《老子．第四十二章》 
28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29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30 老子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 
31 仝上《老子．第四十六章》 
32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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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汲汲營營富貴而貪為，汲汲營營外在之事，使得原本內在清明之心，迷惑昏亂

而妄動，過多的外在刺激，必會喪失原本純一無雜的心，使心昏昧無度，招致敗亡，

終身不救。因此，老子重視內心的修為，以使行為合於常道，進而使生命安適無禍，

而非強自照顧外在形軀以長生，因為形軀，只是修養心靈的輔助而已，若過度執著愛

戀形軀，而痴心強護形軀而妄想不死，如是愛戀形軀而痴為，實戕生之為，反屬不智。 

    老子深闇天之道，謂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33
（《老子．第七十九章》）又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
34
（《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先立論說明：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

為和。再強調，道法自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自然之道，創生而不

佔有、順勢而不仗勢、長養而不主宰。從天道的損補，體會到：「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予人己愈多」
35
（《老子．第六十八章》）的生命真諦。於是在面對社會生命的

現實過程中，老子主張，以「生命之和」為思考重點。因此，老子先提出「民」與

「君上」的緊張關係。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是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
36
（《老子．第七十七章》）

再提出如何調節「民」與「君上」的緊張關係，以保證社會生活的和諧，使每個人

的社會生命不致受傷害。老子提出了「以百姓心為心」
37
（《老子．第四十九章》）的

原則。強調聖君法天之道，「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38
（《老

子．第二十七章》）、「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39
（《老子．第二十七章》）。一般

人類開展啟發各種學問的終極目的，無非是期待生命根本問題的解決，然而，由於

不瞭解宇宙人生的實相，反而治絲愈紛。老子理解大道，主張「道法自然」，反而說：

「絕智棄辯，民利百倍；絕巧棄利，盜賊無有；絕為棄慮，民復孝慈。」
40
（《老子．

第十九章》）當我們審視從古至今人類的歷史記錄，為了尋找真理、探求存在本質

的各種努力，但人們總是難免誤入歧途，反而專注於生命之外，縱使花費許多心思

                                                 
33 仝上《老子．第七十九章》 
34 仝上《老子．第七十九章》 
35 仝上《老子．第六十八章》 
36 仝上《老子．第七十七章》 
37 仝上《老子．第四十九章》 
38 仝上《老子．第二十七章》 
39 仝上《老子．第二十七章》 
40今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簡本甲組則作「絕智（知）棄卞（辯），民利百伓（倍），絕巧棄利，盜惻（賊）亡又

（有），絕偽棄慮，民复（復）季（孝）子（慈）。」今依郭店《老子甲》作「絕知棄辯，民利百

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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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結果總是選擇以最能投合人類偏好的理念作為真理。於是人類的歷史不斷上

演強凌弱、眾暴寡的戲碼。當一個人的生活，若處在貪、瞋、癡的籠罩下，就會做

出錯誤的行爲，就是生命的沉淪，因此，為民君主者，要想使生命不再沉淪，便需

先「絕智棄辯，絕巧棄利，絕為棄作」，因為若是違反自然之道，即便有再多的「智

辯、巧利、為作」，即便再多的「賦稅、有為、求生」，也終將失道、失天、失地、

而失去人自己和自己的一切。老子建立的生命觀，正是立基於自然哲學之上，強調

的是個人生命與群體生命、環境生態的和諧共存，所以才能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生

命智慧。 

三、超越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理想歸宿：生命之靜 

    生命的那種超越時空和肉身的精神性的存在形態，我們稱之為超越生命，它往

往表現為一種心靈的境界，一種精神的超拔與解脫。老子認為「道」是人走向超越

的必然歸宿。道是現實與超越的統一，生命回歸於道，也就獲得了它的超越性的生

命。超越生命的境界就是人與宇宙本體（道）的合一。老子曰：「歸根曰靜，是謂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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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身不殆。」
41
（《老子．第十六章》）老子認為「清靜」是道的

一個重要特性，修道者應以「靜」為修養工夫，因為「清靜為天下正」
42
（《老子．

第四十五章》），唯有清靜虛明的生命修為，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而且，「靜為

躁君」
43
（《老子．第二十六章》），唯有以靜制動，行為才不致流於狂躁而喪失本

性。因此，「靜」既是道體本性，也是生命存養的工夫，亦為修道者心靈應有的清

明狀態。要想回復寧靜素樸的本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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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靜觀直覺的思維方式，去面對、掌握事物真實的本質。因此，

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44
（《老子．第五章》）、又說：「知之者不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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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老

子．第五十六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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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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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老子強調：「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41 仝上，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十六章》。 
42 仝上《老子．第四十五章》 
43 仝上《老子．第二十六章》 
44 仝上《老子．第五章》 
45 仝上《老子．第五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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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46
（《老子．第四章》）老子以「玄

同」，強調「道中」，意在解除以人為本位的思考模式，讓宇宙所有生命都能復歸於

自然狀態，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生命之所以失去悟性，只因「躁為靜君」，

失之躁鬱，紛然失心。古德云：「學須有悟，自『靜』中得」，當我們懂得「執古

之道，以禦今之有」
47
（《老子．第十四章》），就能二六時中，令心清靜，正所謂 : 「歸

根曰靜，是謂復命」
48
（《老子．第十六章》）。因此，老子主張「視素抱樸，絕學無

憂，少私寡慾！」視素抱樸者能「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
49
。（《老子．

第十四章》）他能超越時間，故「能知古始」；絕學無憂者能「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50
（《老子．第四十七章》），他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51
。

（《老子．第四十七章》）老子認為「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52
（《老子．第五十四章》）因此，他能

超越空間。少私寡慾者，「慾既不生，即是真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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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他能超

越有限的生命，體現生命的無限。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54
（《太上老

君說常清靜妙經》）！故老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乃久，沒身不殆」
55
（《老

子．第四十六章》）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未知與不確定，唯有在深刻反省生命的價值、

存在的意義，以及如何建立理想的人生、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之後，才能真正掌握

人生的方向。 

 

陸、結語 

 

                                                 
46 仝上《老子．第四章》 
47 仝上《老子．第十四章》 
48 仝上《老子．第十六章》 
49 仝上《老子．第十六章》 
50 仝上《老子．第四十七章》 
51 仝上《老子．第四十七章》 
52 仝上《老子．第五十四章》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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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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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收錄在《道藏》洞神部的《常清靜經》一卷，作者不詳。經文開頭

稱「老君曰」。 
54 仝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55 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四十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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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本身不僅僅只在呼籲人類回歸宗教信仰而已，它還有更積極的「勸導自覺」

的作用，它是喚醒「自我意識」的絕佳利器。按照涂爾幹與韋伯的看法，宗教對社會

整合、社區意識的型塑、生命層次的提升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56
，藉由宗教文化的整合

與型塑，在生命層次的提升覺醒中，足以喚起市民的社區認同感，此種認同感乃是過

去六、七十年來台灣發展經驗中最欠缺、也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者。唯有透過宗教信仰

對生命的深刻探索與反省，方可使市民激發內在生命的自覺，以心靈環保力量來推動

社會文化改造，方能為台灣下一代的「生命自覺」希望工程，紮下信實的根基。正因

為如此，宗教可說是象徵性的自我超越，人類需要宗教是因為人需要超越自己，故宗

教作為安定人類心靈的文化功能，應被重新加以肯定。正如同為什麼我們要有道祖老

子的智慧，因為世間的知識雖廣，卻無助於純淨心安的宗教生活和解脫。而道家的生

命智慧，則有助於讓迷失於物慾而空虛迷惘的人心，獲得安頓。 

    大多數的眾生備受生命的煎熬，卻仍然頑固地兀守對人生的憧憬，盡心盡力地滿

足需索無度的生活所需，再無餘裕去探索生命的真相。即便是關心生命終極的人，也

只期望能安詳滿足地死去，從不曾真正面對自己生命的嚴肅課題。於是，一心期待生

活更順利滿足、期待在信仰的支持中能得神助的人，多如大地之土；願意平心靜氣、

深入生命真相的智者，則是鳳毛麟角。然而，真正的智者堅定、敏銳地覺察自己感官

和心意的一切活動，不令隨逐世間而翻滾攪動，並藉這樣的觀察，透視生命的真相、

解決生命的問題。如今面對資訊發達、進入高科技教育水平的時代，重新正視生命智

慧教育，擬定新的方向、找尋新的良方，正逢其時。 

目前過於偏重實用功利主義的教育，似乎不著重在開啓學習者的心智，而是反

其道而行。過去也從沒有出現像今天這麽多的家庭和校園問題，以及種種社會的惡

質與亂象，主要的原因即在於缺乏「生命智慧的教育」。沒有一個時代的人們像現在

這麽愛搜集資訊、知識，然而將智慧與資訊、知識混爲一談，混淆了生命的智慧，

也就更談不上對「生命智慧」的培養。這是一個缺乏覺悟力、缺乏生命智慧的時代。 

從宗教教化的目標來看，吾人應該先從人生的意義，去確立人生的目標及價值取向，

進而排出優先順序，並由此開展具體的人生行誼。然而不明白真理的人生是非常可

悲的，一生就只有無可奈何的隨俗浮沈，一直在「盲、忙、茫」中，消磨時光殆盡！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生想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就必需先找尋生命的智慧！要找尋

生命的智慧，就必須先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要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就必需先確

                                                 
56涂 爾幹（E．Durkheim）著、許德珩等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 : 商務印書館，197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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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生命的目標，正確的生命目標，才能幫助我們通往生命的終極關懷！ 因此，

道家的生命智慧，主張不爭則清，無慾則靜！人和為貴，共享共榮！正是所謂生命

終極關懷的最佳寫照，即有關生命意義的安頓、生命實相的探究與人生理想的建立

等問題，道家生命智慧更強調「秉要執本」，較一般人生哲學最核心的議題，更能切

中時弊，實是生命終極關懷的最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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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朝覲,成為一年一度的大規模聚會,吸引了超過 250

萬的朝覲者。如果一個朝覲有足夠的能力負擔，那麼在有生之年，必須完成至少

一次的朝覲。這是所有穆斯林朝覲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且兼

具文化與地域多樣性的集會。朝覲來自於真主的認主學（認主獨一）與穆斯林社

群（烏瑪）的象徵。穆斯林在體現這些觀念的同時，實現高度的統一與團結，賦

予真主給他們在今世的事業，並為他們帶來後世的天園。不同民族、祖先、與文

化的穆斯林聚在一起，來自於信仰的一致性，這是伊斯蘭在全世界的力量標誌。

麥加一年一度的朝覲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精神上的回歸儀式。本文探討朝覲在

伊斯蘭中的地位、描述朝覲的儀式，並探討朝覲對穆斯林的意義。進而試圖介紹

並分析朝覲如何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朝覲對於穆斯林而

言，是一個改變人生、豐富精神的體驗。本文的研究結果是基於訪談與個人觀察

而完成。 

 

關鍵詞：朝覲，朝聖，伊斯蘭，平等，博愛，認主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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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 and Hajj (Pilgrimage); Symbol of Equality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Osman Çubuk 
 

Abstract 
 

The Hajj (pilgrimage) to Mecca, in Saudi Arabia, is an annual m ass gathering 
which attracts over 2.5 million pilgrims, who must perform the Hajj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time if they can af ford to do s o. It is  the m ost important of  all Muslim 
pilgrimages and one of the largest, culturally and geographically diverse, m ass 
gathering in the world. Hajj is  a s ymbol of both Tawhid (unity) and the Umma h 
(Muslim community) comes from God. Musl ims, in embodying these ideas,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higher and higher form s of unity, e mpowering them for t he cause of 
God in this world and engendering for the m the heaven ly states of the hereafter. 
Meeting in a place with a variety of nations, ancestr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Muslim 
around the country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faith.  Unity born of faith 
is the mark of the strength of Islam across the world. The annual pilgrimage to Mecca 
is rite of spiritual renewal for the Muslims worldwide. This pape r explores the place 
of Hajj in Islam ic studies, describes the rites of Hajj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ilgrimage for Muslim s. And then,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nd describe 
how to Hajj play a pivotal ro le for universal brotherhood and peace?  The pilgrimage 
is a life-changing, spiritually  enriching experience for a ll Muslims who have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to perform  it in their life. The paper‘s findings are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s.   
 
Key words: pilgrimage, hajj, Islam, equality, Tawhid, mecca, br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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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伊斯蘭佔世界人口的 22%, 擁有大約 16 億信徒, 是世界第二大宗教。基於信

仰，伊斯蘭世界每年都會慶祝重要的宗教節日。長的旅程或是為了尋找偉大道德

意義的旅途。在伊斯蘭中，朝覲(又稱哈吉, Hajj)是伊斯蘭五大功修之一。世界各

地的穆斯林聚集在聖地麥加，執行伊斯蘭的第五大功修。每年超過 250 萬名來自

世界各地的朝覲者在特定的時間內履行朝覲的義務，這是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具有

重大意義的活動。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持續提供四至八週的運輸、飲食、招待給世

界各地的穆斯林。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涉及十億美元的資金。  

在穆斯林的一生中
1
，只要經濟和身體許可，穆斯林都應該去朝覲一次。穆

斯林只要有旅途安全的保證，並為待撫養的家庭留下足夠的支持，就應該離開家

鄉到麥加朝覲。朝覲始於每年伊斯蘭曆的第十二個月「都爾黑月」的前幾天，時

間持續五天。朝覲是根據伊斯蘭曆決定。伊斯蘭曆的日子比西曆短，每年較西曆

會提前 10 到 11 天
2
，因此朝覲的日期會座落在不同的季節。來自世界各地的穆

斯林聚集在麥加，從事這種獨特形式的敬拜。朝覲對穆斯林構成一套敬拜形式，

包含身體、心靈和靈魂。穆斯林暫時犧牲日常的生活、財產與一般舒適的享受。 

朝覲對穆斯林而言是 為重要的活動
3
，也是世界上規模 大且兼具文化與

地域多樣性的集會。超過 250 萬的朝覲者
4
，重新回歸先知穆罕默德的腳步，進

行相同的儀式。
5
 但有一點不能忘記，朝覲的許多儀式圍繞著猶太人、基督徒與

穆斯林共同尊敬的核心人物：亞伯拉罕。除此之外，朝覲還可以團結穆斯林，因

為他們響應真主阿拉的招喚。  

 

貳、朝覲的內容 

 

追隨著一千四百多年來穆斯林先輩的實踐,每年大約有兩百五十萬來自世界

各地的穆斯林聚集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進行朝覲。朝覲是伊斯蘭的五大支柱之

一。其他四大支柱分別是：1.清真言（宣誓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

主使者。）；2.禮拜（每日五次的祈禱）；3.天課（捐助、救濟貧困的人）；4.

齋戒一個月（萊麥丹月）。 後伊斯蘭的第五大支柱，即朝覲是所有穆斯林的終

極願望，也是他們一生中精神上的 高點。由於現代化與全球交通運輸環境的改

善，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越來越多穆斯林得以實現其自身精神之完滿。朝覲

                                                            
1 Gatrad AR, Sheikh A. Hajj: journey of a lifetime. Br Med J 2005; pp.331:442 
2 Bearman, PJ, Bianquis, Th, Bosworth, CE, E. van Donzel, Heinrichs, W.P. Encyclopaedia of Islam 
Online.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n.d.). 
3 Wilson, C. Atlas of Holy Places & Sacred Sites. DK Adult., pp. 29, 1996. 
4 Memish ZA, Venkatesh S, Ahmed QA. Travel epidemiology: the Saudi perspective.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03; 21: pp.96–101 
5 Ahmed, QA, Arabi, YM, Memish, ZA. Health risks at the Hajj, Lancet 2006; 367: pp.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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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伊斯蘭研究的焦點
6
。在阿拉伯語中，「哈吉」一詞意為「為了確定的

目的而出發」。具體而言，它指的是去沙烏地阿拉伯聖城麥加中的天房（克爾白）

進行朝覲，並在規定月份內進行特定的儀式。朝覲的紀念活動是記錄在伊斯蘭的

神聖經典《古蘭經》中與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另外紀念先知亞伯拉罕與他的妻

子夏甲以及他們的兒子伊斯瑪儀的歷史事件。 

對於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穆斯林男子或女子，必須至少朝覲一次。穆斯林在

打算執行朝覲的時候，應該身心健康，免於債務，並有足夠的資源支付自己的旅

行費用，還要照顧在家鄉的眷屬。朝覲另一個條件是，在通往麥加的路上，穆斯

林的生命和財產必須得到保障。真主在《古蘭經》中說：「凡能旅行到天房的，

人人都有為真主而朝覲天房的義務。」（古蘭經，第 3 章:第 97 節）。但是，如

果穆斯林有能力，可以多次從事朝覲功課。 

朝覲對伊斯蘭而言十分重要。這是因為朝覲代表完全順從真主的象徵。亞伯

拉罕曾在麥加建立 早的天房，並被真主命令號召人們進行朝覲。不過，朝覲成

為伊斯蘭五大支柱之一還是在先知穆罕默德進行朝覲以後的事。根據《古蘭經》

記載，朝覲並不是起源於穆罕默德聖人，而是源於幾千年前的先知亞伯拉罕，奉

獻給獨一真神，遵守真主意志的 高榜樣
7
。大部分的朝覲儀式實際上是基於亞

伯拉罕及其家屬的行為。如《古蘭經》所述：「為世人而創設的 古的清真寺，

確是在麥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8、全世界的向導。有明顯的證據表明，這是亞伯

拉罕進行其祈禱的和平之地。其中有許多明証，如亞伯拉罕的立足地；凡入其中

的人都得安寧。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為真主而朝覲天房的義務。不通道

的人，（無損於真主），因為真主確是無求於全世界的。」（古蘭經 3:96-7）真

主在古蘭經中說：「當時我曾為亞伯拉罕指定天房的地址，我說：「你不要以任

何物配我，你應當為環行者、立正者、鞠躬者和叩頭者，打掃我的房屋。你應當

在眾人中宣告朝覲，他們就從遠道或徒步或乘著瘦駝，到你這裡來，以便他們見

証他們所有的許多利益，並且在規定的若干日內，記念真主之名而屠宰他賜給他

們的牲畜。」 你們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並且應當用來款待困苦的和貧窮的人。」

(古蘭經 22:26-8) 當這些話語以阿拉伯語的韻律傳送時，穆斯林流出感動的淚水

並加深了對數千年前先賢的的呼籲，開啟朝覲之旅。 

為了及時安排每年朝覲的時間，必須先瞭解伊斯蘭曆的重要性。伊斯蘭曆是

一種太陰曆，始於西元 622 年，先知穆罕默德麥加遷往麥地那的時候。伊斯蘭曆

的一年有十二個月，共 354 天、每個月有 29-30 天。朝覲開始於伊斯蘭曆都爾黑

哲月（第十二個月）的前幾天並持續五天。 

                                                            
6 Sardar,Z.& Badawi,M.AZ. (1978). Hajj Studies. Londan: Croom Helm. 
7 Qur’an Chapter16: Verse 110-13 
8 There is an agreement among Muslims exegetes that this Bakka is an old name for Mecca.    

94



伊斯蘭的朝覲：平等與博愛的典範 

 

 

 完成朝覲必須滿足基本條件，如成為穆斯林、成年、自由人（不是奴隸）、

身體健全、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及心理健康、對於女人要有一個監護人
9
，如果

一個女人沒有監護人，但有經濟能力，她可以派人代表她朝覲。這意味著朝覲也

可以代表某人進行。例如，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朝覲但已過世，或是年紀大不能參

加朝覲，則可以派人代替他朝覲。一個女人也可以代表一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進

行朝覲。
10
 

戒衣是朝覲的首要要求，這是一件朝覲者穿著的特殊衣服。所有的朝覲者必

須洗澡、剪指甲與剃髮，然後再穿上他們的戒衣。男士戒衣由兩件白色布料組成，

一件穿著腰部，另一件則披在肩上。婦女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但除了臉和手之外，

應該遮住身體。戒衣必須寬鬆，不能具有裝飾性或吸引力。
11
 戒衣的狀態意味著

朝覲者必須在心中守持戒律，包含一些禁令包括性交，淫穢言論，結婚，狩獵或

與他人爭執。 

朝覲者必須穿著戒衣並聚集在麥加進行為期一周的活動。朝覲有一系列的儀

式：每人圍著天房七圈。天房是一個立方體的建築，被穆斯林視作是真主的房子，

作為穆斯林禮拜的朝向方向。之後朝覲者在薩法與麥爾瓦兩山之間來回走動七次、

飲滲滲泉水、前往麥加以東幾英里的阿拉法特平原，進行「站立之日」的儀式。

再來朝覲者前往米納進行夜禱、在中途的穆茲達理地區收集小石子，到米納後進

行「打魔鬼」儀式，將石頭投向 大的石柱以表示拒絕惡魔的誘惑。完成朝覲後，

朝覲者剃掉頭髮、宰牲以感謝朝覲為真主接受， 後慶祝宰牲節的節日。
12
 

朝覲顯示穆斯林兄弟的團結與對真主的熱愛。如果一個穆斯林完成朝覲，他

將得到真主的回報。穆斯林過去的罪過將被赦免，其祈禱會被真主接受。
13
朝覲

主要的獎勵是天堂。在天堂穆斯林享有幸福的生活。因此朝覲強化了穆斯林的

信仰與耐心
14
。 

 

参、朝覲：平等與博愛的典範 

 

伊斯蘭是務實的宗教，有一套完整的生活守則。為了和諧與和平，伊斯蘭為

人類的生活制定各種規定。和平與和諧只有當人們團結和維繫兄弟情誼的情況才

能實現。伊斯蘭傳遞這一理念。朝覲者在通過在朝覲期間的年度聚會實踐此理念。

穆斯林一年一度前往麥加，並不僅僅是拜訪聖地與伊斯蘭的歷史遺產。朝覲儀式

中包含重要的精神意義。朝覲是一種集體敬拜的儀式，也是聯繫先知亞伯拉罕和

人祖阿丹所象徵的一神信仰。 

                                                            
9 監護人 Mahram means those males whom a woman cannot marry legally, for example her father 
or son. 
10 Sayfo, Omar Ádám, 2009, Allah vendégei – Mekkai zarándoklat”, Geopen Könyvkiadó, Budapest. 
11 David, A. M. I., (2006). Getting the Best out of Hajj. 2006. szerk. Riyadh: Maktaba Dar-us-Salam. 
12 Armstrong, Karen, 2002, Islam: A Short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p.10-12. 
13 Sahih Bukhari, Volume 2, Book 26, Number 596 
14 Sahih Bukhaari (1773) and Muslim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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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覲儀式規定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進行。所有的朝覲者都必須在特定的區域

內, 完成這些儀式。通過朝覲的方式，穆斯林得以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聯繫。朝

覲 重要的統一要素是增強穆斯林認主獨一的儀式。朝覲者透過在麥加的祈禱，

與其他朝覲者從事文化與商業的交流。朝覲象徵穆斯林的團結。不同人種、國家、

膚色與語言的穆斯林，在同一時間匯聚於一處，穿著同樣的服飾並執行同樣的儀

式。他們站在同一紀念碑下，宣告世界上主宰者的獨一，順服於真主的法律，並

在真主的旗幟下顯示他們的團結。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家庭，但他們向全

世界宣佈他們是一個民族。他們站在麥加的開闊地帶舉行儀式，站在那裡，身體

彼此靠近、面對面、握手、問候交流、語言交談、心靈溝通。他們的目的與想法

是一樣的，當他們站在阿拉法特山的時候，他們的團結更加凝聚。他們剃光頭髮，

穿著簡單白色戒衣。富人與窮人、統治者與臣民、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都是一

樣的，謙卑與順從地面對真主。 

朝覲充分顯示出穆斯林的團結一致與認主獨一。這是因為造物主說，團結一

致就是這個宇宙運行的方式。因此，伊斯蘭是開放給全人類的普世性宗教。在朝

覲過程中，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湧向麥加。天房就（像）是世界的中心，整

個世界都圍繞著天房運行。真主在《古蘭經》（22:26-27）中說：「當時我曾為

亞伯拉罕指定天房的地址。我說：你不要以物配我，你應當為環行者、立正者、

鞠躬者和口頭者，打掃我的房屋。你應當在眾人中宣告朝覲，他們就從遠道或徒

步或乘著瘦駝，到你這裡來。」 

天房作為一個外在的標誌代表著真主的房子，但這並不是因為真主需要一座

房子，而是因為人類需要一個指標。天房就像一座燈塔，指引在大海中迷失方向

的航海者回到岸邊。以上引用的經文說明天房作為所有民族與人類的指導來源。

天房除了為所有人提供指導之外，也象徵著避難所。《古蘭經》（2:125）中說：

「當時，我以天房為眾人的歸宿地和安寧地。你們當亞伯拉罕的立足地為禮拜處。 

我命亞伯拉罕和易司馬儀說：你們倆應當為旋繞致敬者、虔誠住守者、鞠躬叩頭

者，清潔我的房屋。」這裡是一個聖地或回歸之地，因為人類需要透過真主的跡

象回歸真主，而天房是 顯眼的跡象。 

朝覲 重要的地方是在麥加以外約二十公里的阿拉法特平原。所有朝覲者必

須同時出現在這個地方，仿造復活日的情形，聚集在真主面前。每個人不分種族、

膚色、財富或地位，都穿著簡樸的衣服向真主祈禱。阿拉法特平原在人類歷史上

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伊斯蘭認為這是人祖阿丹和他的伴侶哈娃真誠悔改之處。

同樣地，穆斯林也在同一個地方向真主懺悔。雖然朝覲儀式還有其他的意義，如

穆斯林透過天房的繞行和在阿拉法特平原上的集體禱告，向真主表達承諾。 

朝覲維持了穆斯林個人和社群之間的團結精神，教育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

關於平等的真正含義。平等體現在朝覲者穿著統一的服飾，不論其種族、語言、

性別或社會地位如何，都遵守同一儀式。朝覲充滿了對穆斯林的教導，影響我們

實踐伊斯蘭的方式並改變我們的行為。朝覲打破人為的障礙，如種族，民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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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膚色和語言的障礙。伊斯蘭強調人人平等的原則，清楚地表人類都像梳齒一

樣一律平等。先知穆罕默德宣稱：「眾人啊！你們的主是同一個，你們的父親也

是同一個。你們都是阿丹的兒子，阿丹是從塵土中創造的。」
15
 

穆斯林平日在禮拜中會穿著自己的傳統服飾，但在朝覲時穿上兩件類似護罩

的白布，這代表平等的 高形式。在朝覲中，人類進入完全精神的狀態，阻止他

侵犯任何人的生命或安全。朝覲是神聖訊息的普遍性標誌。所來自全球各地的人，

沒有顏色，種族，區域的界限都讚美獨一的真主。朝覲促進人類彼此和平共處，

增加各民族和伊斯蘭教派之間平等和諧的信念。  

朝覲是穆斯林消除過失的 好方法。另一方面，朝覲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聚

集在一起，口中念誦著同樣的言語、朝向一個方向(Qiblah)。
16
 這些代表著幾十

個國家與民族的人們均屬於一個偉大的單元與集會，即伊斯蘭的烏瑪（社群）。 

朝覲也是穆斯林學者相互見面的場合，討論神學問題，交換宗教判例，研究

穆斯林事務與問題。穆斯林領袖、思想家和政界人士很可能會針對伊斯蘭和穆斯

林的福祉進行磋商和合作。從這個角度來說，朝覲是團結穆斯林的象徵。 

伊斯蘭強調團結。真主反覆在古蘭經中提醒祂的信眾要團結一致。朝覲代

表這個團結，不同種族和膚色的人都會遵守真主的旨意。穆斯林具有一種兄弟情

誼，為了追求和平而團結在一起。穆斯林猶如親兄弟，所以兄弟之間要互相關懷，

敬畏真主得到憐憫。
17
 朝覲是穆斯林 大的年度聚會，這是伊斯蘭平安寧靜的

大規模的聚會。任何妨礙和平的事情都是禁止的，無論在朝覲期間的現實世界發

生什麼事情，和平依舊盛行。 

穆斯林聚集在一起，他們的多樣性是一個奇跡。老年人與年輕人站在一起，

窮人與富人站在一起，各種膚色和不同民族的民眾肩並肩地禮拜，先知穆罕默德

說：「彼此的愛，仁慈和同情，信徒們就像一個人。」
18
 朝覲時的穆斯林就像一

個人，在麥加朝覲的穆斯林齊心劃一，使人性在此獲得平靜，聚集在一起敬拜獨

一真神。穆斯林朝向同一個方向，並遵守真主的旨意。他們通過對真主的愛將他

們的多樣性聯合在一起。 

伊斯蘭，字面意思為和平。穆斯林透過五大功修完全順服於唯一的造物主。 

穆斯林信仰伊斯蘭主要是為了確保個人的身體、精神、社會與心靈的平安。此外，

齋戒與天課也是為了國家與社會的和平。與朝覲一樣，和平制度體現了全球性的

層面，它提醒了世界，伊斯蘭的和平使命具有全球目標。而且，這也提醒了穆斯

林，他們必須認真地朝這個方向努力。 無論種族，膚色和信仰。不僅在穆斯林

之中，而且在在其他人之間，它傳播了普遍的兄弟情誼和平等的資訊。 

                                                            
15 (Abu Dawood, No. 4452) 
16 Qiblah also spelled qibla or kiblah, the direction of the sacred shrine of the Ka’aba in Mecca, Saudi 
Arabia, toward which Muslims turn five times each day when performing the daily ritual prayer. 
17 可蘭經，第 39 章:第 10 節 
18 Narrated in Saheeh Muslim, #2586, and Saheeh Al-Bukhari, #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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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覲是真主獨一性的 大象徵，也成為人類團結的 大象徵。值得注意的是，從

有人類歷史的開始，真主要求人類敬拜獨一的神。要使人類團結一致是不實際的，

除非全人類都歸依在獨一的秩序之下。唯有在獨一真主的秩序之下，才能使人們

團結起來。眾所周知，亞伯拉罕是如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這些一神教的元老，

而亞當則是亞伯拉罕、以及所有人類的祖先。將歷史聖地麥加與亞當作連結，是

無可爭辯的。這讓穆斯林重新體認到他們與「全體」人類的關係，也體認到他們

與猶太教徒和基督徒，這種非常特殊的關係。因此，穆斯林將和平的橄欖枝遞給

全人類，特別是遞給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們，藉此傳達他們是擁有共同的歷史、精

神和生命淵源的人們。 

朝覲是一個全面、非常有系統和完美的協調運動，具有精神，集體，社會經

濟和全球層面。 朝覲者明白，這是一個終身的機會，尋求真主赦免他們的罪，

加強他們與監護人的接近和修正他們的道路。他們為了使真主喜悅而犧牲自己的

時間，金錢，對親近親愛的人的情感依戀，以及享受身體的舒適。他們全面參與

幾個星期的儀式以昇華自身的精神，使他們成為更好的人; 一個執行朝覲的人已

經在人們的眼中增加了信譽。        

我們將在這裡處理團結和普遍的兄弟情誼，它們在朝覲的概念中是典型的。

普遍的兄弟情誼源於以下基本概念，並在下列場合以 真實， 精彩的方式展示：

阿丹是人類從此湧現的第一個人;亞伯拉罕是一神論之父;接受所有作為真主的使

者的先知;相信所有透露真主啟示的經典。因此，接受亞伯拉罕作為一神教的先

驅，並承認先知阿丹對 後先知穆罕默德的持續性，並對所有啟示的經典充滿信

心，在世界各地保持著一種稱為伊斯蘭的信仰。這將整個人類綁定到一個兄弟關

係中，其家族的父親是阿丹和屬靈的父親亞伯拉罕。因此，穆斯林相信人類在地

球上的延續。真主所提供的一神論宗教沒有矛盾和爭議。所有穆斯林都屬於這個

統治者，因此構成了一個信仰的兄弟情誼。這是朝覲傳達世俗兄弟情誼的一種方

式。 

在朝覲時，穆斯林來自世界各地，聚集在真主之家的麥加，在朝覲期間也可

以看到這個普遍的兄弟情誼。雖然他們可能來自東、西、北、南，有著膚色、語

言、種族和國籍的差異，但是他們的一致性是基於他們對一位真主，一個朝向，

一本經典和一位先知的信仰。這個普遍的兄弟情誼的實踐訓練從當地或鄰里層面

開始，清真寺每天禱告五次，星期五祈禱每週一次。在爾代（Eid）禱告期間，

這個圈子再次變得更大，並且在一生中成為國際化的全球聚會。所以，普遍兄弟

情誼的概念和訓練，從小時候開始，在朝覲達到高峰。 

在統一的方面，伊斯蘭教首先取消了所有人造的負擔和障礙，使所有人類成

為一個全球性的家庭，將其家譜歸為共同的父母和生物化學，成為一個元素，即

粘土。 全能的真主已經在古蘭經中定下了“人類，我們已從從一個男性人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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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女人上創造了你們”19。在祖先的起源和生物構成的基礎上建立絕對平等，完

全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人為差異。執行穆斯林兄弟情誼的概念是伊斯蘭 大的社會

理想。伊斯蘭教強調統一，人們在一個真主的基礎上，擁有一本經典，《古蘭經》，

一個朝向,天房和一個領袖，先知穆罕默德。 伊斯蘭團結概念超越了領土、地域

界限、語言和民族親和力等所有其他形式的團結。 他在信仰的基礎上統一了穆

斯林，這就是真主的統一體，伊斯蘭。 

伊斯蘭本質上是一個社區和面向群體的宗教。所以，統一和平等的實踐教訓

首先在家庭內，然後在鄰里，特別是通過在清真寺進行每日五次的禱禮拜，還在

當地更大的範圍內，每週五的聚禮，然後在一年一次的開齋節和忠孝節的會禮中

成為國際性的聚會。伊斯蘭的這個特點表明了這種宗教的普遍性及其天生的起源，

超越了種族，膚色，階級和國籍的世俗障礙。朝聖是再次束縛鬆散聯繫的 佳場

合，在信仰的基礎上，在真主的面前收緊它們，透過內部團結挫敗了敵人的邪惡

力量。 

朝覲的另一個方面是為了伊斯蘭的事業，為主道而奉獻。由於伊斯蘭本身是

奉獻的宗教，其不同的支柱也具有相同的特徵。這是一個已知的事實，伊斯蘭曆

從穆哈蘭月開始，以哈吉月為結束。朝覲的一個月，紀念了先知亞伯拉罕為了獲

得真主的喜悅而獻出的犧牲。宗教信仰的第一位先知亞伯拉罕，準備為了真主而

犧牲 親愛的人。他愛他唯一的兒子伊斯瑪儀比別任何事物都更重要。真主讓他

犧牲伊斯瑪儀。亞伯拉罕將要按照主的命令犧牲伊斯瑪儀。古蘭經記載了亞伯拉

罕和伊斯瑪儀的故事：他說：「我的小子啊！我確已夢見我宰你為犧牲。你考慮

一下！你究竟有甚麼意見？」他說：「我的父親啊！請你執行你所奉的命令吧！

如果真主意欲，你將發現我是堅忍的。」喊叫說：「亞伯拉罕啊！你確已證實那

個夢了。」我必定要這樣報酬行善的人們。
20
  

先知亞伯拉罕和伊斯瑪儀因為真主的愛所作的犧牲，給人類的歷史留下了不

可磨滅的印記。這次犧牲在朝覲期間仍然被牢記和重新頒佈。亞伯拉罕留下了光

榮的獻祭記錄。在現代，犧牲是象徵著在宰牲節的日子為了真主而宰殺駱駝、奶

牛或羊羔的行為，犧牲的目的是提醒自己對亞伯拉罕的巨大犧牲。朝覲是對上帝

道路上犧牲精神的 大的訓練和實踐示範。這表明伊斯蘭並不是為人類生活提供

一些烏托邦理想而結束的。這不僅是一個宗教，也是全人類在這個世界和以後塑

造人生的指導。這就是為什麼真主通過實際行為為每一個品質的人類的教學和培

訓提供了條件。 

重要的是，朝覲是伊斯蘭教五大基本支柱之一，實際上，表明了真主的一

致原則和人類的統一與平等。朝覲儀式是對我們生活中珍惜的一種理想的肯定，

即一個人人平等的機會和環境，沒有基於種族，膚色或階級歧視的社會。 重要

是，儘管有著內部的不寬容，但各方人士仍可以和睦相處。他們唯一的理由是履

                                                            
19古蘭經，第 49 章:第 13 節 
20 古蘭經，第 37 章:第 102-1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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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對他們的主的責任。國家、語言、性別的差異在與全能者密切溝通的時候均不

存在。重要的是，每個人都知道另一個人與他或她有著相同的目的。朝覲的 大

目標是宣揚認主獨一。
21
 

朝覲的動機和目的﹐以及整個過程的禮儀﹐只有一個﹕記念真主。 人生難

得一次朝覲﹐不但不放過朝覲中時時刻刻﹐而且朝覲後的收穫將影響余生前途﹐

以增強記念真主為鞏固朝覲成效。 古蘭經說：「你們在舉行朝覲的典禮之後﹐

當記念真主﹐猶如記念你們的祖先一樣﹐或記念得更多一些」。22 朝覲所望是心

靈的收穫﹐敬畏程度的提昇﹐不是形式主義的受苦受難﹐也沒有物質利益的尋求。

伊斯蘭注重信士精神和品性的高尚﹐而不要求信士做苦行僧﹐自造皮肉之苦﹐追

求外表形式﹐做功修的表演。 

 

肆、結論 

 

本文試圖通過研究來討論朝覲為何是穆斯林信仰的重要基本部分之一。就精

神層面而言，朝覲蘊含獨特的精神意義。朝覲活動促使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類匯集

一處，僅觀此地即可一瞥各種不同背景之群體的多重樣貌。朝覲者們彼此間雖然

有著互不相同的語言與文化，但他們組成一個社群，透過相同儀式之履行，表達

了他們對於獨一造物主之信仰與崇拜。朝覲並不是帶有觀光性質之朝聖，此為朝

覲與世界上任何其他朝聖活動之相異處。其他類型的朝聖，朝聖者可能兼具朝聖

者與觀光者之身份。然而，對於去麥加朝覲、並依規定履行朝覲儀式與禮拜和祈

禱的每一個人而言，朝覲是人生的旅程。從穆斯林的角度觀之，朝覲者尋求心靈

之愛與喜悅，朝覲之過程可增長自身學識，且能促使自己奉獻真主。 

幾個世紀以來，朝覲之旅程在物理與物質方面，變化甚鉅；然而，在精神與

心靈方面，未曾改變。朝覲象徵著人的回歸。朝覲者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同胞情誼，

渴望精神的養分與心靈的救贖。朝覲者無論其種族、性別、財富、階級之差異，

皆須身著白色戒衣，肩並肩站立，為真主而履行功修。對於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而

言，朝覲儀式則提供了一條途徑，可藉此窺視不同信仰之相似處、共同點，體現

了不同族群共享與共同承繼的過往與文化。毋忘朝覲之諸多儀式均與先知亞伯拉

罕密切相關，他是猶太教信仰者、基督宗教信仰者、穆斯林等群體皆認同與敬重

的重要偉人。由此可見，這些宗教間實富含濃厚之的共通性。 

朝覲的一項重大益處係藉由實際之朝覲行為表現出伊斯蘭之博愛。就廣義的

兄弟情誼觀之，一位穆斯林可謂為世界上其他每一位穆斯林之兄弟。在實踐朝覲

儀式的過程中，也體現了穆斯林族群的平等與團結。朝覲者超越種族、膚色、本

                                                            
21 Salman Alvi, S. 2007. ‘Hajj objective is to  give eternity to Bait Ullah ’s centrality: Moosavi to 
pilgrim.’ Accessed from http://www.jafariyanews.com/2k7_news/nov/27moosavi_hajjpilgrims.htm on 
10 august 2017. 
22古蘭經，第 2 章:第 200 節 

100



伊斯蘭的朝覲：平等與博愛的典範 

 

 

籍、國別等差異，他們信仰同一個真主，相信同一本經典，對著同一個朝向。朝

覲是一所讓穆斯林學習毅力、慷慨、合作、忍耐與愛的學校。穆斯林能夠在這裡

的習得寬恕與仁慈，體會真主賜與之美與善。朝覲不僅促使參與者堅定的重申其

立場─反對魔鬼及其黨羽；朝覲者亦能藉由誠懇的懺悔與改過，開啟人與真主間

之新篇章。  

簡而言之，伊斯蘭朝覲不僅是全球 大的跨國宗教運動，也是在世界性宗教

中唯一被 基本的宗教經典明確列為宗教功課的活動。在國際關係視野下研究信

仰版圖不斷全球擴張的伊斯蘭教的朝覲活動，對於進一步認識伊斯蘭教及其對國

際關係的參與大有裨益。朝覲對國際關係的許多具體領域也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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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仙師指引，束身便行 

——論道教對王世貞晚年文學思想之影響 

 
卓福安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教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壹、 前言 

 
    歷來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一般認為明代的文論主張自前後七子的

注重學習傳統的「格調說」慢慢演進到以公安三袁為中心的「性靈說」; 認

為「格調說」的缺點在於模仿前人的寫作風格，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

唐」而缺乏文學上的獨創精神1。這樣的主張違反了文學發展的規律，因此

由注重寫作的外在形式轉向注重內心情感的觸發是必然的演進，而此一轉折

的重要人物正是主張復古的後七子領袖王世貞2。郭氏的說法源自於錢謙益

的王世貞「晚年定論」一說3： 

  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駁，於是乎淟然 

  汗下，蘧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論樂府，則亟稱李西涯， 

  為天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倣，斷爛之失矣。論詩，則深服陳公甫， 

  論文，則極推宋金華。而贊歸太僕之畫像，且曰：「余豈異趨，久而 

  自傷矣。 

錢謙益除了在《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尚書世貞>提出這個說法之外，在

是書丁集中<震川先生歸有光>亦提此說： 
  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六大家， 

  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 

  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色 

  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 

                                                       
1例如葉慶炳先生認為「前後七子所謂復古，實為擬古」，是種刻意古範、鑄形塑鏌的功夫，

所以「前後七子振興散文詩歌的目的並未達成」，其主要原因是「作品缺少獨創之精神與

風格」 
2如郭紹虞認為認為王世貞的創作思想是「諷誦之久，神與古會，於是操之時，亦氣從意暢，

神與境合，雖出於古而依舊一心師。」、「而朦朧地逗出一些類似性靈說與神韻說的見解。」

其他學者如黃志民先生、劉明今先生、陳成文先生等也都持此說。 
3 請參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尚書世貞〉，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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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搘拄不少下。嘗為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 

子． 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妄故 

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贊歸熙甫像曰：「千戴有公，繼

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

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 

錢謙益是反對文學復古主張的，這段話借由王世貞之口說出自悔之言，其中

點出晚年服膺歸有光的話，目的在於說明王世貞晚年因自身的閱歷豐富以後，

「識隨人老」，察覺到復古主張的錯誤而提出對自己的「格調說」之糾正，

以證明自己反對前後七子文學主張的正確性。查閱與王世貞此說相關的明代

資料，似乎無法證明王世貞在晚年有自悔復古主張的傾向，有關錢氏說法的

謬誤，拙作《王世貞詩文論研究．王世貞「晚年定論」評析》已辨之甚詳
4
。 

    然而王世貞晚年的心態確有轉變，萬曆八年(公元 1580 年)王世貞五十五

歲後，自謂在這段時間內不接待賓客，謝絕一切應酬，也不與家人相處，甚

至不再寫作文字，希望能摒除塵世之囂煩，以期能達到「逍遙恬澹」的境界

而修道成真。與早年致力於古文辭，喜好交遊文友，並多詩文唱和的處世態

度可謂截然不同
5
，這個轉變與其早年提倡詩文復古的積極用世精神有極大

的不同。王世貞於萬曆八年拜好友王錫爵之女曇陽子為師，開始修道，從此

於仕宦之事便不積極，平日謝賓客、「屏葷血、斷筆硯，與家庭絕」，以期能

「逍遙恬澹，一俟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行」6
，可見道教信仰對王

世貞的精神世界與處世態度有極大的影響。文學思想與文人的處世態度密切

相關，因此本文擬以王世貞晚年的道教信仰分析其文學思想的轉折與相關的

「晚年定論」問題。 

 

貳、萬曆八年拜師曇陽子事件之始末及奉道後之晚年生活 

 
王世貞之同鄉王錫爵的次女，名為王燾貞，生時難產，襁褓中生疥瘡，

膚色黃腫，不甚得父母歡心。然自幼便喜歡獨處，喃喃自語似向神仙祝禱，

並有辟穀不食的奇異現象。王燾貞本許佩給參議徐廷祼的兒子徐景韶，萬曆

二年(公元 1574 年)，徐景韶卒而王燾貞尚未過門，然王燾貞乃執意成服，稱

                                                       
4 卓福安：《王世貞詩文論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

二年，頁 331-340。 
5 有關王世貞這時期心境的描述，多表現在《弇州山人續稿》中的<曇陽大師傳>、<曇鸞大

師記>、<金母記>及<書牘．與元馭閣老>的書信中。另外《弇州山人續稿》中有三卷<書道

道後>及一卷<書佛經後>，可證其生命情懷轉向出世的一面。 
6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三<書牘．上曇陽大師>頁 7887；並請參閱註 66，「婁

江四王」條，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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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亡人；並自稱能通仙人，從此便一心奉道，號曇陽子。此時王錫爵進禮部

右侍郎，省親在家，稱目睹種種神異之事，遂信為真，並於萬曆七年(公元

1579 年)把女兒的種種事跡告訴王世貞。 
王世貞本於曇陽子之事不甚相信，後親自見證種種靈異事跡之後，便

與王錫爵、王世懋、沈懋學、屠隆、馮夢禎、瞿汝稷等，東南名流約數百人

拜曇陽子為師7。王錫爵、王世貞拜師學道之後，便於太倉城西南隅為建曇

陽恬憺觀，奉曇陽子修道。萬曆八年(公元 1580 年)九月曇陽子化去之後，王

世貞更是有意神仙，與王錫爵退居曇陽觀之中，朝夕勤勉於修道。 
自曇陽子化去之後，鄉里間毀譽萬端，有許多怪妄不根之說。王錫爵

欲澄清流言，便託王世貞著<曇陽大師傳>，由王世懋書寫，刊刻行世。萬曆

九年(公元 1581 年)曇陽子事傳至京師之後，給事中牛維垣、孫承南曾為曾省

吾客，而曾省吾又出自張居正門，他們便於上疏參劾王錫爵及王世貞，欲以

此取悅張居正。禮部尚書徐學謨雖為王世貞舊交，然為報張居正拔擢之恩，

亦主張「此妖孽不可長」，其他言官亦上疏論劾，更波及王世懋及錫爵弟王

鼎爵、修撰沈懋學；及同鄉趙用賢、吳中行等人。慈聖太后李氏好佛，聞之

不懌，張居正承太后旨，彈劾之事便不了了之8，然王世懋及王鼎爵亦因此

皆辭官歸里。 
王世貞自鄖陽歸里之後，仕途多不如意，自從修道之後，於仕宦之事便

不積極，平日謝賓客、「屏葷血、斷筆硯，與家庭絕」，以期能「逍遙恬澹，

一俟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行」9。然而朋友之輩有過吳而遊弇山園

者，有以書牘問訊；或以詩文請者，往來不絕，不能如願得以一切閉拒。這

時期與之交遊者有張佳胤、汪道昆、汪道`貫、汪道會兄弟、胡應麟、屠隆、

姜寶、邢侗等人10。萬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正月，科道薦舉王世貞為應天

府尹，二月，推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先後俱以病辭，得準在籍調理。王世

貞便從弇山園遷入村中故居，名為約圃。萬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六月，王

錫爵升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辭別王世貞北上赴任，在知交故人紛紛

離去之後，王世貞便獨自一人在鄉奉道，直到萬曆十六年(公元 1588 年)最後

一次出仕為止。 
萬曆十五年(公元 1587 年)，南京禮部尚書袁洪愈改任南京吏部尚書，推

薦王世貞自代，不久之後吏部推補王世貞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對於復出之事，

                                                       
7 請參閱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婦女>，「假曇陽」條與「婁江四王」條。頁 593-594。

亦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七十八<曇陽大師傳>，頁 3789-3849。 
8 請參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張居正》，頁 042-514 至 042-516。 
9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三<書牘．上曇陽大師>頁 7887；並請參閱註 66，「婁

江四王」條，頁 594。 
10 請參閱鄭利華：《王世貞年譜》、萬曆九年(公元 1581 年)至萬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

頁 27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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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寫信給王錫爵，敘述不宜再出仕之由，其主要理由為已答應曇陽子棄

官學道，年事已高，死期將近，希望借避官以逃毀，弟弟王世懋病重等11，

並上疏朝廷辭謝這次的任命。然而朝廷並沒有准許王世貞的請辭，王世貞只

好於萬曆十六年(公元 1588 年)三月到南京上任。 
王世貞在南京兵部任內，因公事稀簡，於應酬之餘，便常與袁洪愈等

同僚遊燕子磯、牛首山、徐氏東西園、徐公子萬竹園、朱王孫同春園等。在

這段期間內，王世貞除了飽覽南京山水園林勝景之外，便閉門讀書而已。萬

曆十六年閏六月十四日，王世懋病故，王世貞上疏請致仕，未得到許可。 
萬曆十七年(公元 1589 年)六月，王世貞以三品考滿，升任南京刑部尚

書，在這一年，長子王士騏也榮登進士第。這時，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

榮彈劾王世貞考滿欺冒，不當升任南京刑部尚書。雖然所司力爭，神宗下旨

照舊供職，從此之後王世貞歸里的念頭更為堅定。經過兩次上疏乞休致仕之

後，萬曆十八年(公元 1590 年)三月二五日，得邸報奉准回籍調理。 
王世貞回鄉之後，杜門息交，在家園中「與禽魚相流連」。這段時間與

王世貞尚有過往為其學生殷都與唐時升12。王世貞在萬曆十八年九月時已經

病重，這時徐學謨、胡應麟及劉鳳先後來訪，時王世貞手持蘇軾集諷玩不置
13，並托胡應麟為《弇州山人續稿》進行校定及作序。 

王世貞於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卒，訃聞傳至京師，神宗特贈太子少

保，贈祭二壇，金二百兩，並遣官治葬。 
 

参、王世貞奉道為權利鬥爭說商榷 

 
    王世貞於萬曆八年拜曇陽子為師之事到底是出於宗教信仰還是出於官

場及文壇上的權力鬥爭?近代學者如廖可斌、魏宏遠、徐兆安都認為王世貞

並非真的信奉道教，僅是利用其宗教地位進行其在文壇與政治上的影響。 
其中魏宏遠先生有專文〈附魅、袪魅和返魅：曇陽子傳記形象的歷史演

變—從王世貞《曇陽大師傳》說去〉
14
論述王世貞晚年信奉道教為權力鬥爭

之事： 

      曇陽子形象建構是一場文化權利的爭奪。王世貞、王錫爵以曇陽子種 

      種靈異事件為契機，意圖通過曇陽子信仰至系的建構以維繫他們日益 

      下降的地位，為此展 開了對曇陽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動。二王氏 

                                                       
11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三<書牘．與元馭閣老>，頁 8056-8061。 
12 同註 69，頁 346。 
13 請參閱《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 
14 魏宏遠：〈附魅、袪魅和返魅：曇陽子傳記形象的歷史演變—從王世貞《曇陽大師傳》

說去〉社會科學，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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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敵張居正、徐學謨等力圖破壞他們對這一新信仰體系的建構，以 

      消除二王氏的社會影響，為此對曇陽子進行了一系列「祛魅」 舉措。 

      在曇陽子兩種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激烈的文化權利之爭隨著世俗權利 

      的強行介入而暫時消歇，然而附著在曇陽子形象上的文化意義卻在歷 

      史空間中不斷流動，「附魅」與 「祛魅」彼此糾纏在一起，同時因權 

      利場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屬於另外場域的民間出於探求 本相之目的而 

      賦予曇陽子「返魅」意義，從而使曇陽子形象的建構愈顯複雜。 

簡單來說，魏宏遠先生似乎是以「無神論」及「權力鬥爭與立足點，認為王

錫爵利用自己的女兒王燾貞的道姑身分，王世貞為了幫助好友，也與王錫爵

串通，假意拜王燾貞為師，以宗教代言人的地位出發，以圖重新建立他們的

地位。案王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云王燾貞坐化之日：「時午，晷垂欲昃，

二白虹長亘天，額幘觸楊枝水閃閃皆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大於升，逺近

皆見之。」記錄了種種神奇的異象，又云王燾貞化去後十六日又以托夢方式

教誨二人：「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王子來，我欲有所言』。

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皆夢師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

而音聲琅然，訓敕敦切。」關於曇陽子之成道之神奇事跡，王世貞除了撰寫

一萬二千餘言的〈曇陽大傳〉之外，尚有〈金母記〉、〈曇鸞大師記〉、〈曇陽

子外傳〉、〈曇先師授道印上人手跡記〉、〈純節祠記〉等。魏宏遠先生皆認為

這是王世貞利用一代文壇盟主的地位稱頌與「宣揚」曇陽子，意圖使曇陽子

『靈異之事』 及『三教合一』思想就被廣為接受，王世懋、汪道昆、屠龍、

趙貞吉等一批在當時很有名望的 人相繼拜于曇陽子門下」15認為王世貞拜

曇陽子為假，進行權力鬥爭才是真正的動機。筆者以為魏宏遠先生的立論不

甚週延，有待商榷之處。 

筆者認為，要確認王世貞是否真正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而拜曇陽子為師，

我們必須了解四件事： 

一、 王世貞的時代背景及其一貫的思想，蓋魏宏遠先生的說法似乎與

王世貞的生平為人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可以從王世貞之生平思想

檢視王世貞的為人，以了解王世貞是否會為了一己之私的權力欲

望而造假與自己形象有切身關係的事蹟。。 

二、 在當時的官場，王世貞是否因宣揚曇陽子之神異事跡而獲得好

處。 

三、 曇陽子是否有具體之宗教思想，王世貞是否因服膺此思想而拜

師。 

四、  真正的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是臨時起意，說信便信，可考證王世

貞的早年思想是否有與宗教思想相契合之處。 

 

                                                       
15 同上注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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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點，本文將逐一分析之： 

一、 

明代的政治黑暗，尤其正世宗在位的時侯。世宗剛愎好殺，不顧大臣

的尊嚴，屢施廷杖，而嚴嵩任首輔時更進一步地使朝政更為腐敗，對反對勢

力的殘酷打擊，使得正直敢言的大臣身罹奇禍，加上北虜南倭的威脅，真正

有為者反被處斬，而庸庸無能，巧言令色以干祿者屢得賞識。在這種情況下，

真正抱持為國家作一番事業的人大受打擊，因此無人不盼中興之主，然而在

帝制的年代，唯有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皇帝身上。無奈世宗在位四十五年，

尤其是嘉靖三十年後嚴嵩當權後的十幾年，對正直的士大夫而言，更是漫長

又無奈的等待。王世貞早年秉持的乃為儒家的積極用世思想，如不能有貢獻

於事功，則冀能立言以垂萬世，乃以日夜與李攀龍等劘切為古文辭。初期以

理想為奮鬥目標，極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氣概，故多得罪朝中權貴，以致九

年不遷。 
王世貞生長於仕宦之家，早年追尋的是儒家積極的入世思想。未中進

士前便留意朝廷典故，以期能為國家的股肱之臣。 

王世貞早年即醉心於王守仁所提倡的「致良知」之學，《讀書後》卷

四<書王文成公集後一>(頁 12)說道： 

  余十四歲從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讀之，而畫夜不釋卷，至忘寢食， 

  其愛之出於三蘇之上。 

按《王文成公集》共三十八卷：首三卷爲《語錄》，次三十五卷爲《文錄》、

《別錄》、《外集》、《續編》、《年譜》、《世德紀》。「致良知」之說主要認為： 

  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 

  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 

王守仁認為良知便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的本

旨
16
。另外，《弇州山人續稿》卷八有<王守仁傳>，對其事功相當推崇，在<

畏齋薛公墓碑>中又說：「良知之明學，遇遘而發之氣節，為功業，為文章，

無所不可。」17
由此可見王世貞熱衷的並非專之文辭之事，而是足以治國平

天下的理想。 

在刑部任官的幾年，是嚴嵩當政的時侯。在當的情勢下，不向當權者

靠攏者皆受到迫害。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七中自述： 

      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 

      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采風雅權，讒者間之，眈眈虎視，俱不免矣。 

在這段期間，王世貞又因楊繼盛、沈鍊之事與嚴嵩作對，因此在朝政要已把

王世貞當成眼中釘，勢欲拔除之而後快。 

                                                       
16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學的中心思想，因此他曾對門人說：「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

無學。」 
17 請參《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三十五<畏齋薛公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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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九<書牘．宗子相>： 
      頃聞政府此人云：「吾老，不忿見輕薄少年。吾去之略盡，獨今餘王 

      某也。」家君頗郁郁，書來誚僕何狀，作何策免。余謂所坐非墨污敗 

      隳宗緒，即不以施市人而詘朝士之籍者，請十歲盡人間書，十歲盡人 

      間游屐，從南岳還，道鈐岡，絮酒知己之酹，彼豈其惡余哉。 

這封寫給宗臣的信中所指的「政府此人」，正是當權的嚴嵩。由書信的行文

語氣來看，王世貞此時充滿了勇往直前的銳氣，處處追求實現自己的社會價

值的氣概。因此當王忬寫信問他「何狀」時，毫不在乎地說自己並未做有敗

德；對於被問及「作何策免」時，他也說大不了罷官讀書，等年近八十的嚴

嵩不在人間之時，自然免除了所有的禍害。 

這樣的精神在寫給吳國倫的信中也充分體現：「諸貴人目攝我輩已久且

未發，雖然僕樂其魁焉，亦能寧能獨後足下」18
，清楚地暸解詩社中所有人

已為當權派忌，出事只是遲早的事。然而王世貞並未畏懼，而且反而因自己

首當其衝而自覺驕傲。由此可見在初舉為進士，在刑部任職其間的王世貞明

顯的懷有積極的濟世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具體的處世態度上便是好惡分明，

容易因堅持己見而得罪人
19
。 

王世貞在任官時相當注重教育以移風易俗，此乃復古思想在事功上的

表現。在教育上特別反對泰州學派末流，致力於實學，這其實是主張博學的

復古態度之反映。此時在王世貞身上有種類於憤世嫉俗的狂狷性格，這種性

格使得他可以勇往直前，對於王世貞之熱血性格，李贄亦表示欽敬，說他：

「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泫然罷酒」20。 

由以上論述可見王世貞似乎不是一個為了名利而不擇手段的小人。 

二、 

    王世貞拜曇陽子為師並撰寫〈曇陽大師傳〉後，並未在此事獲得利益，

反而引發政辭對他的攻擊。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云： 

      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 

      其友人大理卿 王世貞，築室于城南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 

      世貞為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 牛維垣、禦史孫承南，故嘗客曾 

      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居正也。省吾遂為維垣具草， 與承南先後 

      論錫爵等，語甚危，冀以搖動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 

                                                       
18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書牘．吳明卿>。 
19 如王世貞在刑部任職時，有人持歸有光的文章給他看。王世貞認為「多率略應酬語」。

數年後有歸有光的追隨者陸明謨寫信責怪王世貞不能推轂歸有光。王世貞當時年少氣盛，

便毫不退讓地還以顏色：「余方盛年驕氣，漫爾應之，齒牙之鍔頗及吳下前輩。」由此誤

會加深，以致於歸有光說王世貞反對宋文是「蜉蝣撼樹」。請參閱《讀書後》卷三<書歸熙

甫文集後>。 
20 請參閱李贄：《續藏書》卷二十六<文學名臣．尚書王公>，頁 514。 

111



論文發表－卓福安 

 

 

      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 

      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 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劾之?」 

      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 「此二人者，皆君鄉人。 

      事渺小，且以往，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而南給事中吳 

      之美輩，複吠聲有言，報聞而已。  

自曇陽子化去之後，鄉里間毀譽萬端，有許多怪妄不根之說。王錫爵欲澄清

流言，便托王世貞著<曇陽大師傳>，由王世懋書寫，刊刻行世。萬曆九年(公
元 1581 年)曇陽子事傳至京師之後，給事中牛維垣、孫承南曾為曾省吾客，

而曾省吾又出自張居正門，他們便於上疏參劾王錫爵及王世貞，欲以此取悅

張居正。禮部尚書徐學謨雖為王世貞舊交，然為報張居正拔擢之恩，亦主張

「此妖孽不可長」，其他言官亦上疏論劾，更波及王世懋及錫爵弟王鼎爵、

修撰沈懋學；及同鄉趙用賢、吳中行等人。慈聖太后李氏好佛，聞之不懌，

張居正承太后旨，彈劾之事便不了了之21，然王世懋及王鼎爵亦因此皆辭官

歸里。 
王世貞在官場多年，也應熟知言官對朝廷官員公然宣宣宗教的後果。

而王世貞主盟文壇，其主張復古的形象自然與宗教狂熱的傳教士不符。如王

世貞等意在利用傳教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受到彈劾之後理因為了迎合譽論而

改弦易張，然事實中並未如此。如論者以為王世貞奉道之事是為了挽救自己

江河日下的地位，實有難解之處。 

三、 

王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中，並非只有宣揚神奇靈異之事，其中對曇陽 

子的思想(或教義)也有具體的著墨，傳中記述曇陽子傳授王世貞「八戒」為：

「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孤寡 。四和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

敬愼言語，不談人過。七不蓄䜟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黄白男女之事。」 
另外〈曇陽大師傳〉也記述曇陽子對其他名重當時的文人之訓戒： 

      時薦紳先生慕從者投啓於學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為從㬰師，度不 

      容已，則察其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烏號 

      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上才學道，心欲 

      澹欲，死欲愚。夫道者知學，絶學善用無為以誠，而入以黙。」而守 

      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 

      道。人曽記父母未生前遺下�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覔。」示 

      瞿太學汝稷云：「心死欲生，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古 

      人千篇文字，今人證在何處? 」示屠青浦云：「大美無美，至言無言， 

      君直道多聞，道之所不棄，亦道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之不言， 

      言之不文，此道機也。」示沈脩撰懋學云：「人道脩身，聖道脩神， 

      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以用情不用為脩持。凡好名好事交際往來， 

                                                       
21 請參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張居正》，頁 042-514 至 04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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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縁。」示張貢士厚德云：「欲 

      了生死，先了此心，無欲無為，即心即道。」示張茂才定安云：「太 

      上無生，次逹生，次貴生，次伐生。」而最後貽書家弟憲副世懋最詳， 

      其大要謂：「道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 

      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志凝慮，以待機縁之至， 

      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光混俗而内念凛凛，常如帝師 

      對面，乃真學道者也。」又云：「吾行之後，為官求道，俱不可着一 

      分濃豔氣。」嗚呼!知言哉! 

如果僅是有心宣揚靈異之事，必無法如此精細的論道，且傳中所記言語並人

物皆歷歷可考。 

四、 

    自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王世貞三十六歲，在父親王忬被陷害處死

後，王世貞兄弟被迫歸居里中，這時他深刻地體會到「人間失意事，所歷無

不有」22的慘痛，在這段期間內，王世貞在經歷「人間失意事」上，與白居

易、蘇東坡頗有相似之處，因此在這個時期內與蘇、白的作品產生共鳴。王

世貞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所寫的五言古詩，體現出其胸懷，這首詩

的詩題很長： 
      案頭蘇詩一編，偶展讀之，有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 

      日斜時，還為昔人嘆」。公倅余杭日作，盖取白樂天語感興也。此公 

      尚為搖落語，吾輩寧無窮途之慟？因成一章，兼示舍弟。雖然，公兄 

      弟名位穹顯，晚節各天，而吾以早棄，故相守田畝間，差為優耳，他 

      固不敢較也。」 

按嘉靖四十三年，王世貞也正好三十九歲，其與蘇軾之同病相憐之感明顯可

見。王世貞不止有「勞生強半、歲暮日斜」之嘆，甚至還認為對於世事之乖

舛，蘇軾尚可作「搖落」之態，而自己卻更有「窮途之慟」！在此詩題中，

王世貞認為自己在人生際遇上勝過蘇軾的，只是早年便勢棄名利，得以和弟

弟相守於田畝之間。 
除此之外，而詩中有「流年蠹書卷，殘日漁杯酒。用禪入寂寞，塞充防

穢嘔」，以讀書、閑散的姿態度日，並流露出以修禪充實精神生活的傾向23。

然而是何原因造成這樣的處世態度，原因是「躑躅瘴海間，能無嘆不偶」。

這首詩的末兩句是告訴弟弟王世懋，希望能「去去入吳山，相攜共白首」，

隱居世外，不復出仕為官。如此看來，王世貞與白、蘇共鳴的原因，在於人

生失意上的體驗，因此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也與蘇軾儒道互補、莊禪雙修的

                                                       
22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十五<案頭蘇詩一編，偶展讀……他固不敢較也> 
23 王世貞修築弇山園後，吳國倫在信中說：「王郎中歲欲逃禪」。請參閱吳國倫<聞元美

為園事佛贈>《甔甀洞稿》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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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契合24。在這樣的心境更進一步地脫離銳意於功名進取，更向恬淡虛

靜的境界靠攏，為其晚年追隨曇陽子修道埋下伏筆。 

因此，王世貞的晚年奉道實有多年的因緣，並驟然突兀之事。 

 

伍、結語：信奉道教對王世貞文學思想的影響 

 
    王世貞自鄖陽歸里之後，仕途多不如意，自從修道之後，於仕宦之事便

不積極，平日謝賓客、「屏葷血、斷筆硯，與家庭絕」，以期能「逍遙恬澹，

一俟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行」25。然而朋友之輩有過吳而遊弇山園

者，有以書牘問訊；或以詩文請者，往來不絕，不能如願得以一切閉拒。這

時期與之交遊者有張佳胤、汪道昆、汪道`貫、汪道會兄弟、胡應麟、屠隆、

姜寶、邢侗等人26。萬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正月，科道薦舉王世貞為應天

府尹，二月，推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先後俱以病辭，得準在籍調理。王世

貞便從弇山園遷入村中故居，名為約圃。萬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六月，王

錫爵升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辭別王世貞北上赴任，在知交故人紛紛

離去之後，王世貞便獨自一人在鄉奉道， 

一般研究者多以王世貞晚年傾向出世思想來劃分其前後期的差異27，而

事實上，王世貞的處世態度是多重性的。這種多重性是其一方面受佛、老莊、

及蘇州恬適園林景觀所產生的退隱思想28；而王世貞晚年曇陽子為師的事件，

對其精神與人生觀有重大的影響，研究王世貞文學論者宜以重視。  
 

 

                                                       
24 這裏所論的是人生態度，與其詩論態度是有别的。因為在詩文論的意向上，王世貞始終

堅持「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並不因此而拋棄文章的體格及其藝術要求。 
25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七十三<書牘．上曇陽大師>頁 7887；並請參閱註 66，

「婁江四王」條，頁 594。 
26 請參閱鄭利華：《王世貞年譜》、萬曆九年(公元 1581 年)至萬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

頁 279-295。 
27結合王世貞生平及其詩文論轉變的研究 如陳書錄：《明代前後七子研究》、廖可斌：《復

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徐朔方：《徐朔方集．王世貞年譜引論》、孫學堂：<王世貞隆萬

時期文學思想研究>等，皆認為其晚年詩文論較為持平，是因為生命境界轉變變的結果。 
28 王世貞從萬曆四年(公元 1576 年)至萬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住在弇山園內並作有<弇山

園記>八篇(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九<記>頁 2957-2997。王世貞在園內建藏書樓庋

藏圖書及佛道二經，並在<記七>中云：「朝夕坐爾雅(樓)，隨意抽一編讀之，或展卷冊取

適筆墨，天所以縱我者；滾滾不竭酒，天所以酬筆墨者。數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此

其所謂園林之樂，並自號弇州山人，可見這是一種對隱居避世精神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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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其實是鄉愁，是處處為家的渴望 

——四鄉的浮沉與安頓 

 

 

○○姊：主內平安。 

給你寫信一直是我半年來的一個願望。經驗的世界流轉太快，相應的心靈感

受亦日行千里，一旦提起筆來，但覺千頭萬緒無法董釐。這便是為什麼這一個簡

單的願望，竟然半年後才能付諸實踐的原因。我想吾人蹉跎歲月之百般因由，大

致不出於此。輾轉之間，忽忽賊已渡江，李後主的不堪回首，想來不專屬帝王將

相，也不專指國家社稷；芸芸眾生，似乎也領受了同樣的悲苦。生而無悔，唯聖

人當之；而聖人也者，上起三皇五帝，下迄魯國孔丘，早已成為遠古之典型。我

們這些歪歪斜斜的「剩人」，只能在無止境的悔恨泥淖中祈禱掙扎了…… 

我上面的話似乎說得太過、太滿，必須下一點注腳。去年歲末，收到你寄來

的賀卡，其中提到你我之間生命取向之不同，你說： 

 

「我生性較偏道家，你則偏儒家，所以你有歷史感，有文化意義，有民族情。

我則直探生命，素樸的生命本身，與歷史文化的世界較遠。在我寫作的摸索

中，我也逐漸找出自己的樣式：我喜歡『豪華落盡見真純』的接近大眾。我

由生命探索的經驗寫信仰的諸多內涵，是用不著什麼才學的，只願我是通傳

天主生命的好工具……」（十二月五日） 

 

就是你這幾句「鐵口直斷」，讓我思索良久。說起回信何以來得那麼晚，除了

前面一大段「正大光明」的遁辭外，主要還是對你這一番話有著太深的感觸。如

果時間的長短，多少能反映一個人對某件事思索的慎重及矜持的程度的話；那麼，

我之所以遲遲未覆函，至少無法歸併在「事忙」之類的藉口上。可能的話，我希

望在這封信裡認真地做一些自我省察的工夫，並願意和你再做一次生命對生命的

交談。 

說了不怕你見笑，我的成長過程頗為壯烈。外祖父過世以前（一九六○年），

由於三代天主教家庭氣氛的影響〔我的母親（今年七十二了）直到今天仍保持餐

前、睡前祈禱的習慣；多年來不曾間斷地早上四、五點起床讀聖經，唸玫瑰經〕，

從小我就想當先知，基督為全人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精神，幾乎籠罩了我的童

年。圍繞著這些童年混沌的意識，我有過許多奇想，也做了一些現在想來荒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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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事情（暑假返鄉省親，見到童年的遊伴以及小學時代的校長、老師，談到童

年往事，他們都取笑我現在已是墮落的先知了，並拿當年我的作文及奇行異說引

為笑談，恍如隔世）。姨祖父的死，讓我第一次有卑南族的意識。我突然了解祖父

晚年的鬱悶，是一種民族面臨死亡的鬱悶。所以，從小學一年級起（一九六○年），

除了做先知的幻想外，我開始被文化和歷史的問題困擾（文化和歷史，對我而言，

一開始便不是學術的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民族延續的問題）。不過，基督的普

世救恩，當時仍掩蓋了我對一個小小民族——卑南族——的情懷。小學四、五年

級，我開始點讀牟宗三的理則學和一些社會學、心理學之類的書，當然是不甚了

了（這些書都是我大姊讀師大衛生教育系的教科書，她每次笑我把她當時沒讀的

書都代為點讀完畢了）。小學畢業上初中的志願表上「將來的志向」欄，我填以「為

人類永久的和平而奮鬥」，可見在當時我仍沉浸在基督的普世精神領域裡（那時，

我家隔壁有錢的表舅看了我將來的志願，覺得太虛浮，請我母親轉話，改得具體

些。母親了解她這小兒子的脾氣，只略作徵詢，便以我所言不虛，搪塞表舅去了，

每念及此，便深深感激母親對我若干奇想之迴護）。 

上了初中，藉台東中學圖書之便（我家世代務農，加上多年的戰亂，除了大

姊的幾本教科書，家裡幾無藏書可言），我大量閱讀中國二、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從胡適、朱自清、徐志摩到羅家倫、聞一多、林語堂的著作，並及於羅素、羅曼

羅蘭的譯著。苦難中國的意識，透過這些作品，開始在我心中萌芽。它的強度，

替代了我的卑南族意識，限制了我從基督而來的普世觀點。中國文化的自救圖存，

變成我後來生命的中心關懷。 

高中因為陪伴剛有喪夫之痛的大姊（大姊夫是浙江人，青年軍出身，人格高

潔。因肝硬化，壯年而逝。遺二女、一男。四年後，大姊改嫁，又得一子，以至

於今），我轉到台北念書。高一上受知於導師王龍溪先生（從那以後，未曾再見過

他，完全斷了聯繫，毫無音訊，除了高二下有兩封書信往來），高一下先父辭世（父

親是標準道家型的人，陶淵明式飲酒自適的生活形成他晚年的寫照），享年六十

一。他無為謙退的性情，與母親恰成對比，也形成我性格中出世入世間的鮮明對

照。高二讀唐君毅先生的《孔子與人格世界》及《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中國

文化之意識，益形成為自己生活的基調，自幼失去歷史的經驗（沒有文字記載，

卑南族幾無歷史可言），使我移花接木的想在中國文化中嘗試尋找出路。高二下收

到王龍溪老師的信（我曾在高三寫的一篇題作〈我心靈不滅的太陽〉一文中引述

過。此處，我願意再將它引來，因為他的鼓舞一直陪伴著我到如今），他頭一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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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我們相處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天，但是我始終淡釋不了你在那段

日子散發出來的灼熱感。始終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會燃燒起來的。我寫信給

你，是因為我急於知道我記憶中的孫大川是否仍然存在。明年就是高三了，

這一年或許關係著整個人類的歷史。接到你的信和那三篇短文，我彷彿見到

拂曉裡迸出來的第一道曙光，刺眼、暈眩而令人興奮。你再也不是我印象中

的那顆彗星，你是那冉冉升起的朝陽，儘管地平線上烏雲密布，雲角仍免不

了逐漸鑲上金邊。我知道不應該過分恭維你，但話悶在心裡也不暢快，何況

你一向謙虛自持，不至於會因為我的幾句褒貶之詞，而有所損益……」 

 

你可以想像這樣重的話，對一個高二從鄉下來的山地孩子是怎樣的青天霹

靂，它像引起火山爆發前的強烈地震，使我生命火山的地殼內運動沸騰、激越起

來。就因為它太過強烈、沸騰、激越，所以除了激發我內蘊的生命力之外，很難

說這些鼓勵的話未嘗不灼傷、震痛我的心靈。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常常就在保有

或揚棄這段話所導發的生命力，以及「是我」、「非我」之間，艱苦的爭鬥。聞一

多一九四三年寫給臧克家先生信裡的一段話，很可以表達我後來生命的猶豫及對

自己的困惑：「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

（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現在回想起來，王龍溪

老師之所以被我「震驚」、「迷惑」，主要可能還是因為當時在我言行中散發出來的

人類愛（一個童年宗教經驗的投射）、卑南族情感以及強勁的中國文化意識。初中

時代對五四以後若干知識分子作品的瀏覽，興起我搶救文化的念頭；後來開始讀

唐君毅先生的文章，益發感覺到一種不容自己的歷史壓迫感（高二寄給王老師的

信及那三篇短文中似乎即表達這種心情）。相信這些流露在我少年時代的「煩惱」，

定然感動了我的老師。但是，我對自己當時的想法和言行，實在不覺得有什麼了

不起。小時候的環境逼我那麼去想，我也就這麼去做了。先知的夢、聖賢豪傑的

夢，就像流水一樣，水到了渠也成了，我並不刻意去編織它，一任原始的生命力

自然的去流布。所以，當時儘管有民族情緒、有歷史的急迫感我仍以素樸的「土

著」精神，視其為悠然即可見的山河大地。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王老師才敢

放心地寫信抬舉我；他說我一向謙虛自持，就當時我的心態言，是有他的洞識的

（說了你或許不信，高中畢業以前，我是一個悶葫蘆，拘謹且不苟言笑。雙親、

兄姊及師長，都說我少年老成，連跟我說笑話都得考慮半天。對自己的才能或成

績毫不在乎，可能也沒意識到。所以雖然有一些壯烈的言行怪想，也僅止於在行

為上默默地展現出來，從不掛在嘴裡。你說我是儒家，我想只有高中以前的我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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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之，而且絕不是先秦儒，更不是陸王一系，而是靜穆嚴苛的程朱一派）。 

老師的信，主要的目的固然是在鼓勵我作自我肯定，掙脫鄉里、土著的自卑

意識。但除了上引的第一段之外，信裡後來的幾張，都集中全力攻擊當時在我思

想中在他看來消極的陶淵明意識。這事說來有些曲折，但對我後來生命的辯證歷

程（矛盾歷程？）關係重大，不得不說。 

我的父親是一個飲酒自適的人，悠閒灑脫不問世事，幾代單傳，生命缺乏陪

襯，他也很少提及他的生平往事，從小我就覺得父親內心裡有許多的沉鬱（以致

非用酒來壓抑忘懷之），卻說不上來那是什麼。他對人生有一套淡泊甚至嘲弄的看

法，溫文儒雅又帶著幾分自棄。他和母親的精進、承擔的性情，恰成強烈的對比，

母親有時在這一點上批評他，有時也從他這一點閒適的情懷裡獲得一些鬆弛、安

慰與平衡。卑南族是一個母系的社會，男性入贅，除了政治工作外，許多日常事

務大都由女性作主。換句話說，原始的卑南族社會不是男性中心主義者，男權（特

別在家裡）是受到若干制約的。日本統治台灣時代，我相信日本人表現的強烈男

性中心主義，一定給卑南族舊有的社會結構帶來了一些震撼。從和父親同代的一

些長輩身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改變的痕跡，而父親 後的抉擇，則完全是

屬於卑南族式的，我大致從這些社會變遷的觀點來捕捉父親的沉鬱。 

初三的時候，因為林語堂的影響，我開始讀陶淵明的詩集（陶潛是我第一個

有系統地去接近的中國詩人），在那些詩篇裡，處處浮現父親的影像。讀陶詩在我

當時滿腦子先知、聖賢、文化意識、民族情緒的框框裡，真如一杯清水，讓人一

切放下。高一下父親突然以腦溢血逝世，讀陶詩對我就有如面見先父了。這一番

轉折，大大地給自己澆了一盆冷水。王老師來信的後幾段，大致就衝著拯救我這

方面的冷卻危機而來的。當時我頗有入世用世之心，想念丁組讀法律或政治；冷

卻的效果，還是讓我回到中國文化上去了，並開始走上一段很長時間的辯證的道

路。 

大學時代，乏善可陳，除了性格變得活潑、頑皮些，生命大致是流宕的，讀

書氾濫，實則博而寡聚，心無所主。之後，教書，上研究所，曾想用所謂的「學

術」來貞定自己前後十多年的流放生活，仍不得放其心。後來忙碌於「工作」，想

想人生本來平凡，索性就用「生活」本身來繫住自己吧。現在看來，我仍是不成

功的。 

怎樣來安放我這顆心，的確是我上大學以後，以至於今 深的煎熬。高三前

後自己生命力隨意流竄所造成的溝溝渠渠，紛亂交錯，無法歸宗：有出世入世的

矛盾、有俠儒的矛盾、有儒道的矛盾、有學術與政治的矛盾、有卑南與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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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有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矛盾……我似乎沒有能力，也不知以什麼形式

從什麼地方下手去炸開自己這座「沒有爆發的火山」。老實說，在這段歲月裡我對

自己將來要如何、會如何根本沒有把握，也很少向人談及這些內心的翻騰，因為

我知道除了耐心地等待、聆聽之外，任何的大道理都是不相應的。所以，那時候，

有時顯得很學術，有時又顯得很實際；有時顯得對卑南族一往情深，有時又顯得

充滿中國文化歷史意識。實則，這一切都是流宕，都是虛浮。當時自己內心的虛

無感，可以拿七十三年元月七日我和○○兄在小會的一次共同演講情況為例。我

當日的講題是：如何致力未來中國文化之建設？其實，這當然是我長久以來思考、

反省的問題，拿到題目之後，也曾認真地閱讀抄寫一些資料。無奈到了現場，我

感覺到一種很深的虛無感，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致力未來中國文化之建設，因

為我的生命，還是流宕的（我當時講的內容是很勉強的，也很消極。看你坐在一

角強忍睡蟲勉力傾聽，實在過意不去。就憑這一點，我就絕不會斷你是道家，若

非儒，也當近於苦行、摩頂放踵的墨家者流）。對卑南族的情感也是情緒性的。記

得春令營那次聽景耀山神父講述自己如何從二十多年「窄心症」的禁錮中解放出

來的經歷，我真有說不出的感受。當他說自己在一次清晨的祈禱經驗裡，突然感

覺到「一切都過去了！」那種解放的喜樂，是那麼深刻，那麼扣人心弦。我想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窄心症，都有自己無法擺脫的心獄，那可以來自一種私慾偏情，

也可以來自盲目命運的作弄，更可以來自對民族、文化、歷史或社會的一往情深。

我何時才得以解放呢？哀慟之來，不可抑遏。 

出國前後，自己心緒大類如此。看起來似乎糾糾結結，其實人的生命分解開

來描繪，大致都是這般景象，大可不必驚心。我的生命裡仍有很重的「土氣」、「原

始味」，憑著它，「火山」若不爆發，「我」也不至於被悶死；爆發了，我想，也不

至於被炸得粉碎。 

將近兩年的歐洲生活，我 用力的不是在學術，更不是對歐洲文化的讚嘆（這

種讚嘆是從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編織出來的神話），而是在對自己流宕、

矛盾的生命的收拾。去年初，我在幾位熟識的朋友間暢談「四鄉說」。人生而屬於

一個地方、一個家族，這是第一個家鄉；人生而分享自己民族、文化、歷史的生

命，這是第二個家鄉；人生而共擔全體人類以及所處時代的命運，這是第三個家

鄉；人生而尋求意義以及一切存有的超越根據，這是第四個家鄉。第一個家鄉，

我們面對的是鄉土、家族；第二個家鄉，我們面對的是文化歷史。家族、鄉土的

意識，讓我們活得腳踏實地，讓我們的情感具體而落實；文化歷史的意識，讓我

們活得有嚮往，情感能凌空能參與歷史。第一、第二個家鄉，構成我們生活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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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圓滿。第三個家鄉，我們面對的是全體人類以及我們共處的時代處境；第四

個家鄉，我們面對的是一切存有的奧祕，在「惟恍惟惚」中去體驗「其中有象」。

人類之情以及時代的共融感，使我們的雙腳立定在此岸；而對存有的奧祕感，使

我們的頭（我們的精神），頂著穹蒼，向超越界、隱祕界的彼岸開放。第三、第四

個家鄉，構成我們生活的第二圈圓滿。 

其實，一個真誠的生活，或精或粗，多多少少都沾染了對以上四個家鄉的懷

想，大家按各自的生存條件、際遇、性格，對四個家鄉懷著不同比例的鄉愁。當

我們說「青春作伴好還鄉」的時候，是應當有所指謂的，絕對的「異鄉人」，只能

落到虛無、荒謬之中。一般說來，後一層家鄉是前一層家鄉的解放，第二圈圓滿

是第一圈圓滿的解放。解放，意謂一種寬容、超越而不是揚棄或反對。反過來說，

前一層家鄉，第一圈圓滿，是後一層家鄉，第二圈圓滿的落實、具現。我們懷鄉

的情緒不能只是理想的、抽象的，它必須在時空的限定裡面以及特定的脈絡當中

去成就其血肉。 

這兩年來，我就是用這「四鄉說」安頓了自己的生命。我說安頓，不是指一

種理論的安頓，而是一種成長經驗的安頓。兩年來自己上下來回將四鄉「懷」了

一遍，發現自己流竄、矛盾的生命，原來是四鄉顛倒、誤置以及刻意求全的必然

結果。其實，四鄉各當其位，能上下貫通，四鄉皆得，固然是人生之一大幸福；

然若客觀上滯礙難通，四鄉斷裂，也當退而求主觀上四鄉位置之不亂，而依各自

之限定懷其一鄉，但不否定其他各鄉，以順天命。此雖然是人生之一大缺憾，但

此缺憾不顛倒四鄉，不倒懸生命，將其還諸天地可也。 

這裡有一些經驗上的實踐歷程，不妨和你分享一下。 

剛到魯汶的時候 不習慣一見到中國人就被問：「你從哪兒來？大陸？香港？

台灣？新加坡？……」中國人的第一鄉是分裂的，懷起來也複雜。所以，剛來的

前十個月，我嘗試完全用第二鄉來懷中國。我們有一個包括中、港、台每星期一

次的聊天會，藉大量的閱讀和交談，大家嘗試去繪製中國人的第一鄉。大致的結

論是現狀的中國很難用第一鄉來統一，第二鄉（文化、歷史）的重建和發揚才是

中國統一的長遠支柱。與這同時，自己對第三、第四鄉的感受也是澎湃、激揚的。

歐洲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資訊的發達，不但可以正確、迅速地傳送來自世界

各地的饑餓、仇恨、戰爭，而且還可以讓你有如身歷其境，興起同感同受的情緒。

就因為你那麼接近苦難與罪惡，對於愛、真理與正義的渴望也變得那麼迫切了。

而觸目皆是的歐洲宗教文化，更使我回到童年的夢想裡。朋友們有時嘲諷我是一

個頑固的中國文化歷史主義者、大中國主義者、宗教超越論者……大小帽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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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足。 

暑假從台灣回來之後，短短三個月，從台東家鄉傳來六、七位卑南族老人相

繼去世的消息，卑南族的黃昏意識再一次把我拉回到對第一鄉的反省上。晚霞更

暗了，我能為自己的民族點燃一支蠟燭嗎？想到自己的無能，我便有說不出的怨

恨、焦急……「天將喪斯文也」，我豈可與天相爭？……這種心情，也引發我再去

反省有關中國第一鄉的問題。在台灣的時候，我雖長期留心本地各種政治勢力的

對抗、發展與消長，但基本上，我仍是以文化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待大陸、台灣、

香港的問題。意思是說，中國必須統一，但必須統一在中國文化、歷史的基礎上。

西方民主也好，Marxism 也好，皆必須以中國文化歷史之再消化、再融合為前提。

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之道。本此，當時我雖同情台灣鄉土作

家所提出的「台灣意識」，但總認為它短視、狹窄。不過，經過一年多來的觀察與

反省，逐漸發覺到海峽兩岸和海外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原意識」以及「統

一」的前提下，無形中做了現實政治的幫凶。大家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台灣、大

陸、海外中國社會所面對的困境在若干性質上的微妙差異。簡單地說：大陸的問

題，不在第一鄉而在第二鄉：文革以後，大陸真正的問題將逐漸由經濟變成文化、

歷史的問題。而台灣面對的問題，不在第二鄉，而在第一鄉：如何將中國文化以

及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的中國人，在台灣落地生根？這是台灣長久以來在政治、

文化、社會發展中的根本問題與糾結。至於海外的中國人，或將自己關在第二個

圓滿中成為宇宙公民、世界公民；或將自己連根拔起效顰四方遊唱的吉普賽人；

或叩其兩端對大陸談第二鄉對台灣爭第一鄉……千差萬別，亦各有其不得已的苦

衷。可見，在現實具體的時空脈絡裡，談中國的統一問題，已經不是用籠統的文

化歷史意識或民族情感所能化解的。我們如果不正視不同的中國社會所形成的特

殊困境，我們所擬訂的對治方針，也將流於空泛、不中肯，甚至會造成另一個中

國的苦難。 

大陸及海外中國人的問題，此處可略而不談。我想更仔細地說說台灣問題。

台灣過去的歷史命運是相當戲劇化的，除了土著的原住民外，明鄭也好，滿清也

好，日本人也好，甚至國府來台初期的反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一種「過客」

的態度。台灣似乎永遠不是家鄉，而是避風港、殖民地、跳板、基地……國府雖

在一九七一年以後逐漸有本地化的傾向，但仍以「中原意識」掛帥。 

我們天主教會又如何呢？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三年皈依人數快速成長的十年

裡，信友的結構，按一般學者的分析，除了山地土著外，主要屬外省籍。這和當

時大批從大陸轉入的神父、修士有關。一九六三年以後，資料顯示，信友成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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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停滯；一九七○年以後，甚至大都成了負成長。這個變化的原因當然非常複雜，

但我覺得這和「過客」的心態有關。記得小時候，住在台東鄉下， 令我感動的

莫過於看到一個個外籍神父，深入山地、離島傳教的精神。當時蘭嶼的紀守常神

父（瑞士籍，十多年前因車禍喪生），我們村中的賀石神父（瑞士籍，我大二的時

候他因車禍重傷，已返瑞士休養）、知本村的費神父（八十七歲有趣的瑞士神父，

現在在南王村當本堂，他說他要死在台灣，葬在台東……），他們不顧年齡，學習

台語，各族山地話，嚼檳榔，和我們一起打獵，盡一切力量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

他們的信仰，是從第四鄉一直貫注到第一鄉，他們腳跟立地，頭顱升達天庭。而

我們中國籍的神父、修士呢？直到如今我還未遇到一位會說山地話的中國神父（據

說吳經熊先生當神父的公子會說山地話，佩服）；這種對比，當然可以做種種解釋，

不過本地天主教會落地生根不力，該是不可推諉的因素。和整個國府初期心態平

行，台灣教會無形中也沾染了過客的態度。前幾年我曾在一個私人的場合中批評

台灣教會只有梵蒂崗意識、中原意識而缺乏台灣意識，把台灣教會視為一座「橋

梁」，這和「跳板」、「基地」的「過客」心態有什麼兩樣？當時不忍多說，但，現

在想來愈發覺得這個批評有它現實的意義。 

鑒於大陸近年來的變化、改革，西歐各國爭先恐後趕搭這一趟中國列車，他

們競相以能沾上一點中國的邊而沾沾自喜，抬高身價，政要、商人、知識分子，

甚至教會內人士都深受此一風氣的影響。就整個中國前途而言，這當然是令人振

奮的。不過，讓人擔心的是：他們一般皆不了解中國問題，有意無意間竟忽略了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感受。台灣所謂三百年的歷史，特別是近三十多年來的發展，

早已形成了她自己的特殊感受、特殊的意理結構、特殊的歷史處境；我認為現階

段任何有意忽視這些感受、結構與處境的做法，都是對台灣現有住民不人道的壓

迫，不論這個壓迫是來自政治的、文化的或宗教信仰的…… 

韓德力神父在 Tripod（《鼎》）某期中寫過一篇題作“Jesus Bent down and 

Started to Write on the Ground with His Finger”的文章，他藉基督在《若

望福音》第八章對罪婦的態度，來說明當今教會對整個中國教會的立場。他主張

從福音的立場為整個中國尋求在同一聖神內的合一，而這個合一的基礎，不是來

自現實政治的要求，而是從基督的態度中流出來的沉默的聆聽，學習在基督的沉

默中增進彼此的了解。有趣的是：基督對經師和法利塞人的指控，沉默以對，逼

不得已才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先向她投石罷。」基督的沉默，不只是為聆聽

和等待，祂主要的目的是藉沉默來襯托祂後面那段簡短有力的話。祂的話讓我們

從法律條文和倫理概念中解放出來，回到個別具體的經驗情境裡去自我反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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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審判。福音的精神就是要幫助指控的兩方（也包括梵蒂崗在內），各自回到自己

的處境裡，去分辨自己的信仰品質。除非是這樣，我們很難理解所謂「同一聖神

內的合一」。一種「概念化」的合一前提或要求，會像木馬屠城記的故事一樣，藉

世俗的彌賽亞主義，神不知鬼不覺地滲透到我們信仰的核心裡面，瓦解一切。基

督的死，不正是為拒絕這種誘惑嗎？ 

對台灣未來前途的立場，我現在可以總括地說一句：不再把台灣視為跳板、

基地；研究中國文化或歷史，不是作為將來合一的手段。我們關切的是中國文化

如何在台灣生根、發展？台灣本身就是目的。而台灣的教會也不是什麼「橋梁」，

我們要學習那些外籍教士，讓基督的信仰在我們的周圍開花結果。 

這便是從去年九月以來我思想及情感上的轉折，在行動上，和剛來的頭一年

大的區別是，我投注較大的生命力在台灣同學的活動上，那種奮身忘我的熱情，

將會是我未來 美好的回憶。曾經有人譏諷我是從「中原意識」墮落到狹窄的「台

灣意識」，這是一種政治的說法，我拒絕這種指控。其實，我這一切的轉折，只不

過是一種尋鄉的歷程，以前是從第二、第三、第四個家鄉往下看，總找不到自己

落腳的地方。為了怕別人笑自己不夠寬廣，為了怕自己被拘限在特定的時空範疇

裡，就不分青紅皂白地遊向太虛幻境。現在，是接受自己的限定，循下學上達的

古訓，回到有門有窗的第一鄉裡，並願意歡歡喜喜地邀請大家「青春作伴好還鄉」。

曾在牟宗三一篇〈說懷鄉〉的文章裡讀到這麼一句：「我們這一代在觀念中受痛苦，

讓他們下一代在具體中過生活。」這便是我現在的一點點悲願。 

從這裡，我常想到小會。記得○○兄說過這麼一句蒼涼的話：「其實，作為一

個現在在台灣的外省人比山地人還可憐。」的確，家國荒亂，各式各樣的尷尬逼

使我們擔負一些歷史的罪債。但是，對一個小會的會員來說，只要他不故意逃避

自己的時空，他便可以按自己的具體經驗去尋找自己的家鄉〔要點是每個家鄉必

須有門有窗，而不是萊布尼茲（Leibniz）的「單子無窗戶」〕。根據小會的宗旨與

精神：「促成更公義和諧的社會」，顯然必須立足在第一個家鄉；「參與現代人類對

真理的尋求」，正是第三個家鄉；「繼續基督對中華的使命」、「致力於中華新文化

的建設」，是第二個家鄉；而「基督的精神」、「在教會內團結」，當然是屬於第四

個家鄉了。像○○兄，可以在第二鄉結廬；像○○兄，可以在第一鄉蓋瓦；像○

○兄，可以在第三鄉建塔；像你，「沉醉於上帝的人」（Spinoza），自然可以在第

四鄉落戶了。這樣，在同一個時空裡，大家四鄉交互輝映，何等莊嚴。 

洋洋灑灑寫了一堆，此一注腳顯然已過分膨脹，希望沒讓你不耐煩。信是斷

斷續續費了一個多星期寫的，提筆時心情不同，筆調和理路恐怕也不一致。蕪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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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處，請代為疏通，做一同情的了解，千萬認真不得，若因此引來一場筆仗，

實悖初衷。 

接到雷神父寄來的甲骨文大作，翻看數頁，不禁眼淚盈眶。想到這幾年來為

這本書和他共同工作的點點滴滴，真是苦樂參半。有時在午後，有時在深夜，有

時在大熱天，有時在風雨裡，我實在敬佩神父寫作的毅力、求知的熱情，以及對

中國文化的熱愛。這樣堅強的生命力，實在是現代人少有的。我知道他這兩年曾

面對一些挑戰，只是我身在國外，無能為力，只好在祈禱中為他祈福了。 

自己平常疏於寫信，有一段時期還想守株待免，期盼朋友們來函刺激，無奈

在台諸公，或忙於經國大業，或勤於進德養生，竟如狡免，設計不成。我想，大

家都忙，亦各有苦衷，魚雁鮮通，也暗合莊周相忘江湖之旨。聖人古訓，想來必

有幾分道理。然而情感積壓久了，一旦提筆，便有把筆不能自休，而不知其所當

止之勢。更壞的是，想問候的人一籮筐，有勞你了，好在一年一次，罪不當誅。

即此，順祝 

    活在歷史中。 

                                                     弟 

大川 拜 

（7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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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泰國政治的影響之探討 

Jiranuwat Swaspitchayaskun1 

 

摘要 

 

  從泰國歷史來看，泰國的政治結構與理念從第一王朝，素可泰王朝，一直到曼谷王

朝都建構在佛教思想的基礎之下，且國家、佛教與國王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泰國從

1932 年實行君主立憲制國家并採取西方民主制度取代以泰式佛教與風俗習慣治國的概念，

也經歷了 80 餘年的發展時間，但泰國民主卻沒有很大的發展，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若從

佛教的民主意識分析，佛教思想或道德觀逐漸被西方民主理念有所淡化，部分泰國對佛教

產生質疑甚至忽略佛法與道德觀，泰國大部分人民仍然習慣傳統的政治模式，只有少數人

民與統治者能夠理解真正的西方民主與其運作機制，使得政治的貪污腐敗成為普遍現象，

而都市人受過教育且有修養的中產階級反對腐敗，支持民主價值，但其他地區沒受過教育

的大批民眾則常常易被不道德的政客所左右，即使最終帶來泰國政治動蕩與社會的矛盾。 

 
 
關鍵詞：佛教，泰國政治，民主主義，道德觀 

  

                                                            
1何展傑， 泰國納黎萱大學東盟學院副院長，Email: jiranuwat3738@gmail.com 

127



論文發表－何展傑 

 

 

壹、 前言 

   
  泰國自 1932 年以來實行君主立憲制國家並採取西式民主作為治國的核心理念。雖

然泰國自稱佛教立國且經歷長期的民主化發展，但是近年來的政局動蕩和社會動亂令世人

震驚，並逐漸呈現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發展困境”。使得泰式民主始終難以跳

出文人政權與軍人政變之惡性循環。為何泰國的民主制度及其運作體系難以成熟和穩定？

主要原因為：一、泰國 55.7%的人口從事農業，對於民主與政治活動不大理解；二、政變

頻繁使得民主無法持續的發展；三、泰國佛教道德觀阻礙了政治與民主的發展，例如：自

給自足、中庸之道、因果報應等。若從人民對民主活動的參與之角度來看，可以說其實泰

國的政治權利，只是從君主掌控轉為政治精英集團所掌控，尤其是軍方團體與政治利益團

體。雖然自 90 年代或 2000 年後，泰國嘗試文人政府執政，但其文人政府也得要針對軍事

部隊溝通與協調並建立良好的關係。此外，對一般泰國人民來講，政治是軍人與利益團體

及政治精英的事業，無論哪一派系治國對他們的生活也沒什麼大的改變，反而重視民主的

發展或國家政治發展的走向，只是集中於知識分子或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民而已。雖然在

1992 年泰國人民發起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反抗蘇金達上將政府，但是範圍只是集中在

曼谷地區，其他地區的人民並沒有積極參與或做出任何的反應。此外，在地方選舉活動中，

泰國人民也不太積極的參與，所呈現出的是泰國一般民眾對於民主與政治活動的參與，缺

乏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並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構出來，而是要藉由各國的文化、信仰與風

俗習慣等，經過漫長時間所建構出來的。舉個例子，美國民主的發展成為了當今世界的成

功典範，但美國能擁有這一套的成熟民主制度亦需要經歷了 200 餘年之久。換句話說，美

國政治的發展是建立於美國當地的風俗習慣、文化、地理與信仰等因素之下，才能呈現出

今日的成熟民主制度。但是泰國的社會文化，風土人情以及宗教信仰差別與美國，若只是

套用西方民主概念來視察泰國政治現象，將變成了自己看自己，就像西方人看自己一樣。 

  承上所述，泰國社會文化、風土人情及宗教信仰等與西方國家有所落差，使得泰國

民主與政治的發展無法達成西方社會所預期的目標。若從泰國歷史來看，泰國的政治結構

與理念從第一王朝，素可泰王朝，一直到曼谷王朝都建構在佛教思想的基礎之下。國家、

佛教與國王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泰國國家領導也就是國王必須信奉佛教，一國之君(執

政者)「十王法」(dasa rajadhamma)，即是身為國王至少應該具備的十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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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17-18 世紀的殖民地時期，西方英法殖民帝國所帶來的西方治國理念，直接挑

戰了以佛教理念治國的泰國執政者。其政治理念與泰國的社會文化不同，從古至今，泰國

人民總是適應泰式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治國理念，所謂的統治者就是皇室、皇室家族 

與朝臣，而被統治者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一切國家事務跟一般老百姓無關。此外，百姓將

國王（執政者）神格化，不能侮辱或侵犯皇室，違反者將受法律懲罰與被社會排斥。也有

部分將國王稱為國父，呈現出一切國家大小事，是由爸爸或長輩決定的現象。但是，西方

的治國理念卻強調人民能夠共同參與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以民為主”的無階級之分的社

會。因此，在西方殖民帝國的壓力下，泰國的統治者一直不斷地改革，將以佛教理念與風

俗習慣治國的基礎理念轉為西方國家治國理念的民主化，鼓勵人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同

時採取科學與實際的理念下以法治國，並將佛教理念視為落後與不實用的治國理念。 

然而，泰國自從採取西方民主制度取代以泰式佛教與風俗習慣治國的概念後，也經

歷了 80 餘年的發展時間，但泰國民主卻沒有很大的發展，大部分人民仍然習慣傳統的政

治模式，只有少數人民與統治者能夠理解真正的西方民主與其運作機制。相反地，採取西

方的民主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後果，更讓社會的失衡與分歧更加嚴重，政治家的貪污腐敗

與違反佛教道德觀念之行為日趨嚴重。目前泰國人口 95 % 以上信仰佛教，是一個受佛教

影響極其深刻的國家，這種影響廣及到泰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泰國社會中所有的活動

都無法與佛教分離，佛教也是國家精神與象徵，是個支撐社會發展與穩定的重要骨幹。因

此本文章將試圖解釋對於佛教治國思想與泰國當今的政治理念之間具有何種關係。 

貳、 佛教思想的民主理念 

  在這個世間，人類的基本追求就是能在這個世間或社會中得到讚美，或是追求一切

的聲望讓自己得到驕傲與自豪感。因此為了能受到人們對自己讚美，人類就不斷地努力與

他人競爭，以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或聲望，也有的想要變成世界最偉大的人。其“偉大”一

詞巴利文稱“Adhipati”，此外“Adhipati”亦有主權或統治權之意義。在佛教思想對民主一詞

所提出的概念稱作 “Adhipati 3” (3 Sovereignties) 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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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間民主（Loka Dhipati） 

“Loka”是指“世界”，統治者將以世界或社會大眾為主，也可以說“世間民主”或

“大眾民主”其跟當今世界的民主主義 (Democracy) 一詞相同。所有統治者的治國理念是

由大部分人民來決定國家的事務。但由於人類不是每個人皆是一律聰明或擁有同等的智商

能力，因此會呈現出無自主性的人成為了統治者與統治者博弈之間的籌碼，這群人總是喜

歡作被動者的角度，且無自主性的人民結構大多數出現於發展中國家。而大眾民主的優勢

在於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民的智商能力較高、判斷能力強及對社會或國

家擁有責任感，這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會變得更快。相反的，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處於判

斷能力低，無法判斷是非好壞，這群人總是會成為聰明的統治者或執政者的籌碼。此外，

佛教的世間民主是強調人民的平等對待以及無階級的社會，由於佛教的誕生是處於在印度

的種姓制度階級社會之中，使得佛祖特別強調無階級制度的世間。除了強調平等之外，佛

教更加重視“自由”，在《Kālāma Sutta》一書中有所提出人類應有自主判斷能力，不應

自以為是判斷一切所發生的事件，該思想就等於中國成語的“百聞不如一見”。

《Kālāma Sutta》的主要內容為「十准則」：勿信風說；勿信傳說；勿信臆說；勿信於藏

經之教相合之說；勿信基於尋思者；勿信基於理趣者；勿信熟慮於因相者；勿信審慮忍許

之見相合；說者雖堪能亦勿予信；雖說此沙門是我之師亦勿予信之。意在告訴人們：不要

立即接受或相信任何事情，以免成為他人的知識奴隸。 

二、自我民主 (Atta Dhipati) ； 

  “Atta” 一詞在巴利文，具有自我或唯一、單獨的意義。其“自我民主”自我民主 

(Atta Dhipati) 是指一切的治國權利僅交給一個執行者或獨裁者享有，若將其權利交給皇帝

或國王稱作“君主制”(Monarchy)，若將治國權力交給某個集團或左右派稱為“獨裁主

義”(Monocratic)或“專制主義”（Autocratic）。佛教思想中“自我民主”意在描述人的本性，

就是人性，是自以為是，總以為自己是對的，認為自己的觀點和做法都正確，不接受他人

意見，佛教詞句中叫”貢高我慢”。而人類最容易犯的錯誤，則是將自己腦袋中的觀念去批

判他人眼中的事物。有學者將人際衝突定義為「人與人在互動之中，有著利益上的不同，

或出現相反的意見」，對於想法或意見與別人不同，其容易引起衝突與糾紛。這是因為每

130



佛教對泰國政治的影響之探討 

 

5 
 

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感受、需求、動機跟行為模式，而在獨特與獨特間，就有可能

產生衝突。由於人的天生個性總是認為自己最偉大的、自己是對的，其易侵犯至他人，尤

其是統治者或執行者，若其道德觀念、價值觀念不合正道，可以為了自己而成為暴君，也

就是國家動亂與社會不安的起源。因此，佛教對於自我民主特別強調國君、統治者以及執

行者應該具備「十王法」2：一、佈施(dana)︰施捨財等。二、持戒(sila)︰持五戒，乃至十

戒 。 三 、 大 捨 施 (pariccaga) ︰ 作 正 法 之 施 。 四 、 誠 實 (ajjava) ︰ 正 直 。 五 、 溫 和 

(maddava)︰柔軟。六、熱心 (tapa)︰布薩法。七、無瞋(akkodha)︰慈的前方便。八、無害

(avihimsa)︰悲的前方便。九、忍耐 (khanti)︰堅忍。十、無敵意(avirodhana)︰無敵對。 

三、功績民主或道德民主（Dhamma Dhipati）。  

   Dhamma 或 Dharma 一詞指的是“道德”。“功績民主” (Meritocracy)或“道德民主”

（Moralism）被稱為在佛教民主觀念中最理想的觀念，其思想將“道德”作為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應具備的重要概念，被統治者或一般人民會贊助支持賢能的人治國，或是人民將選

出有道德及善良的人為統治者或國家領導。在佛教歷史中的阿育王屬於一位暴君，但在他

即位第 9 年開始虔誠信仰佛教，以和平方式擴張其勢力範圍。因此後來的人都認為阿育王

強調寬容和非暴力主義，稱讚他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統治了長達 41 年的時間。3阿育王的賢

能典範也就像一般的民主社會中，尤其是諸多亞洲國家領導者的外表通常都是愛國、愛民、

善良的表現，領導者擁有了這些條件才能受到人民的支持，例如：泰國總理或領導者喜歡

四處禮佛、做佈施與捐款等宗教活動，就是為了表現他對佛教的虔誠與重視，這種表現會

受到人民的愛戴。不過，在一個國家的政治中，雖然以道德作為治國的基礎理念是好事，

但執行者或統治者所推動的政策，有時會挑戰傳統的道德觀念，例如：有些國家將墮胎合

法化，通常都會有兩種聲音出現，支持者會認為因為特殊的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

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者，如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做父母親的不想生下身心出問題的

子女反而是傷他們，於是最後選擇了墮胎手段；相反的，對反對墮胎合法化的人會認為墮

胎是一個違反道德的行為就等於殺人罪。因此，墮胎合法化的問題可以說是難以判斷好還

是壞，但只能觀察社會的反應，一個好的措施必須是對自己或對社會是無害的。 
                                                            
2 Pramahahansa Dhammahaso, Dasa Rajadhamma 10 for the Leader (Bangkok: Rongnabanrai, 2013), p.32. 
3 每日頭條，〈古印度第一孔雀國之謎〉，《每日頭條網》，2016 年 3 月 10 日，< https://kknews.cc/zh-
tw/history/l8lkj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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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佛教與泰國政治與社會的關係 

  諸多宗教學學者都認為佛教是個科學的宗教，佛教的思想與理念雖然是 2500 年前

誕生，但其思想一樣能適用於我們現在的生活。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宗

教不但不與科學相違，而且每一次的科學新發現都能夠驗證它的觀點，這就是佛教”。愛

因斯坦相信一種宇宙宗教情感（cosmic religious feeling），但反對一個人格化的神。他認

為：「未來的宗教將是一種宇宙宗教，而佛教思想已包括了對於未來宇宙宗教所期待的特

徵：它超越人格化的神，避免教義和神學，涵蓋自然和精神兩方面，它更是基於對所有自

然界和精神界事物作為一個有意義整體的體驗而引發的宗教意識。佛教正符合了這個描述。

如果有任何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4 

  從泰國歷史上來看，佛教一直以來是泰國的國教。其在泰國政治上具有不可忽視的

作用。眾所周知，泰國國旗由白、紅和藍三色；紅色是血的顏色代表國家英雄，也就是是

泰國人的祖先為了保護國家而流血國流汗家；白色就代表宗教，也就是佛教；藍色代表國

王，對泰國人來講需要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必須由國家、宗教、國王等三者組成而不能分

離。在泰國，每個年滿 20 歲的男生需要出家當和尚。泰國佛教是在早期在公元前 308 年

進入泰國地區（黃金半島），是小乘佛教融合大乘佛教、印度教及當地因素的文化基礎上

形成的。5直到素可泰王朝時期（公元 1238-1438），藍甘享國王就將佛教定位為國教，此

外，在素可泰時期泰國已經出現上座部佛教最高領袖，名義上是全國僧侶的統領。僧王於

泰國民眾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是為宗教精神領袖。直到曼谷王朝拉瑪四世時期，佛教

再度興起，學者稱拉瑪四世治國時期是泰國佛教最盛行的時候，因為拉瑪四世本身出家學

佛長達 27 年之久，還俗後才登基為王，因此，長期學佛的他特別重視佛教的發展，常親

自參與佛教的宣傳與推廣活動，後來到了拉嗎五世朱拉隆功他就成立了泰國第一所和尚大

學。此外，佛教對泰國憲政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泰國國王來發揮的。泰國憲法規定，國王必

須是佛教徒，也是佛教的保護者，才能登基為王。泰國歷代國王對於佛教的傳統責任既是

贊助與保護佛教大長老僧伽會，且泰國國王擁有歷任僧王的權力，僧王將由泰國國王任命，

通過總理副署。從佛教與國王之間的關係看，可以說宗教與王權不能分離，而且唇齒相依。

                                                            
4 許良英，《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新北市：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281。 
5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Thail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and othe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Thailand 
(Bangkok: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Press, 1973),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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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說，國王、宗教和百姓已經成為泰國民眾基本價值觀的核心，任何挑戰這三者的

企圖，都被視為嚴重違背道德標準。 

  綜上所述，泰國與佛教的關係淵源流長，佛教成為了泰國社會的標誌以及泰國人的

特色，雖然泰國憲法沒有將佛教作為國教，但 95 % 泰國人信仰佛教，其可言泰國的國教

即是佛教。佛教對泰國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一、佛教是泰國文化

的根源。由於泰國的佛教信仰深入文化與生活，豐富了泰國的文化底蘊，同時亦深深影響

著泰國人民的生活與風俗習慣。泰國人從出生到進入棺材都與佛教有關，泰國人一出生父

母親會抱著小孩到寺廟請教大僧幫小孩取名，男童年紀到了 6-7 歲父母親將他剃光頭出家

當小和尚，這樣才能有機會讀書，小和尚的老師就是廟裡的大僧們，因此之前泰國的高材

生都來自於在寺廟讀書的人，也就是說寺廟就等於當今泰國的學校。此外，泰國人若要舉

辦任何典禮活動都離不開佛教儀式，例如：結婚，開店，買車，買房子，祈福，生日，喪

禮等。正因如此，佛教的影響滲透至泰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對泰國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佛教是國家與社會的精神凝聚力，國家精神凝聚力是國家理想、信仰、精神、道德等

滿足人民需要，為人民所認同，從而產生的高度思想聚合力。精神凝聚力同國家物質、政

治、文化、安全凝聚力一起，共同構成國家凝聚力。6在這些泰國國家凝聚力之中，佛教

就是最有影響力的，進而產生了泰國人精神與思想的共同點，有了共同點，你我不分，大

家均是一家人，帶來國家與社會的穩定，而且佛教的和平共處理念，使得泰國人易與其他

宗教或其他種族相處；三、國王是佛教最大的支持者同時也是最大的保護著。泰皇拉瑪九

世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將佛教精神勸導民眾，並以之作為其思想和行為的準則。在泰

國每天晚上新聞節目快要結束後，主播將會講述一句佛祖的開導訓示，講完後再播放泰皇

勸導百姓的名言，久而久之佛祖與泰皇所說的名言就成為了泰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具有代

表性的名言則是泰皇拉瑪九世登基典禮當日向人民宣誓“我將以正義為治國理念，為暹羅

人民的利益和幸福”(เราจะคลองแผน่ดินโดยธรรม 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ขุแห่งมหาชนชาวสยาม)。7此外，泰皇雖然是佛教

徒也是佛教最大的支持者，但同時他也是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并對其他宗教也一視同仁，

尊重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仰與習俗。對於泰國人而言，弟 50 條的憲法則規定，泰國公民有

                                                            
6 劉學謙，〈以國家認同增強國家凝聚力〉，《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 年 1 月 16 日， 
< http://sub.cssn.cn/xk/xk_yc/201501/t20150116_1481619.shtml >。 
7 Pravej Vasi, Public Policy Process (Bangkok: Beyond publishing, 200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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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國家、保衛宗教、保衛國王和維護以國王為元首的君主立憲政治體制的義務；四、政

府是佛教的推動者以及守護者。佛教對政府而言也是個政治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宗教信

仰要求民眾效忠國王和愛國，政府支持佛教是希望透過百姓對泰皇的崇拜進而為其自身的

合法性提供穩固基礎，甚至提高政府對百姓的動員能力，為泰國憲政提供支柱。每當泰國

憲政遇到政治動蕩時，導致軍方發起政變，使國家進入困境的局面，只要泰皇出面扮演百

姓與軍方的協調者，一時之間所發生的政治衝突突然平息下來。由此觀之，泰國百姓、文

人政府、軍事部隊與國王之間的政治性的關係。此外，為讓佛教走向正規性以及政府能以

掌控宗教的勢力，曼谷王朝拉瑪一世開始擬定《僧團法》，直到泰國實行君主立憲之後，

政府透過國會在 1941 年和 1962 年通過與頒布的僧團法令，目的在於經由僧團法來落實憲

法的規定，並能夠透過該法律來控制泰國的佛教勢力，將佛教勢力的活動限定於法律的框

架之中。不僅政府甚至官員也不得無視宗教的力量，比如，在黃衫軍在 2005 年進行示威

抗議泰國弟 23 任總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他們以佛教集團善地阿索（Santi -

Asoke）作為示威領導集團，將信徒的退伍軍官盧金河（Chamlong Srimuang）作為黃衫軍

的主要領導，在進行示威活動中示威者穿著具有代表泰皇與宗教的黃色衣服進行示威，最

後泰國軍方就發起了政變。8後來，在民主黨阿披實總理（Aphisit Wetchachiwa）的執政期

間 （ 2009-2011） ， 反對 黨 為 泰 黨的 紅 衫 軍也 是 透 過 宗教 集 團 的 法身 寺（ Wat Phra 

Dhammakaya）援助示威政府的活動，使得最後阿披實總理宣佈解散國會重新大選。選舉

結果為泰黨他信的妹妹，英拉，勝選，成為了泰國的總理。但是在英拉執政時期，反對黨

認為她無法脫離他信的陰影，而成為了他信的傀儡政府，加上英拉政府的貪污腐敗嚴重導

致 百 姓 與 反 對 黨 （ 民 主 黨 ）的 不 滿 ，到 最 後 反對 黨 的 資 深 民 意 代 表 素 貼 （ Suthep 

Thaugsuban）與著名的泰國法師佛陀伊莎拉 （Buddha Isara） 聯手示威抗議英拉政府，此

次是泰國示威活動抗議政府規模最大的一次，最後陸軍總司令巴育（Prayuth Chan-ocha）

為了保護國家安全，發起了軍事政變。由此觀之，泰國目前的政治動蕩情況，其中宗教的

勢力是不可忽視的。 

 

                                                            
8 Asma Wangkulam, POLITICAL ROLES OF THAI MIDDLE CLASSES IN 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 (PAD) UNDER THAKSIN’S REGIME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2010),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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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佛教與泰國政治、社會的發展 

  佛教從古至今一直以來皆是泰國的國教，佛教的生存也是依據泰國信徒的“忠誠”

“虔誠”保護下來的，其信仰成為了泰國社會的基礎理念，也可以說，泰國社會文化的一

切運作都建構在佛教思想的基礎下而形成的，就是社會成員的行為之框架，例如，泰國人

的生活中將以五戒（pañca-śīlāni）為基本的道德觀念，一切行為是受到五戒所制約。五戒

指五種制戒，乃小乘戒法，佛陀為在家男女所制定之戒法，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不妄語、不飲酒。換句話說，佛教會是泰國的國教，是因為九成以上人口信奉佛教，泰國

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基於佛教思想。有關佛教與泰國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以下三個時代：9 

一、 素可泰王朝前期 

  素可泰王朝前期由印度教、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組成而成為民俗信仰的政治制度，

當時社會在印度教「三相神」10概念下認為世界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由梵天或創造神

（Bhram）所創造出來的，所謂的創造神就是我們知道的“四面佛”，而統治者（國王）

既是毗濕奴神降世來統治人世間而形成泰國「帝王神權」治國的觀念。 

二、 素可泰王朝至曼谷王朝拉瑪三世 

  素可泰王朝至曼谷王朝拉瑪三世，統治者將依循印度教與佛教的思想下建構治國的

理念，使其變得更具體化或制度化。此外，素可泰王朝的帕雅立泰（Phrayalitai）所撰寫

的《三界論》(Trai Bhum Pra Ruang) or (Trai Bhumikatha – Sermon on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Three Worlds，其屬於泰國第一本文學書，這一書中的主要內容是依據印度教與佛教的基礎

概念來解釋宇宙觀以及有情眾生存在三個世界或三個領域，既是天堂—人间—地狱，且當

時統治者（國王）被認為是毗濕奴的化身降世統治人世間，其神格化的概念逐漸形成了帝

王神權的政治制度。11在《三界論》的文化與思想呈現於皇家，泰皇出席參加國家典禮時，

                                                            
9 Watcharin Phanyaprasert, Buddhism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ailan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1995), pp. 74-77. 
10三相神（梵文： trimūrti），在梵文中原意為“有三種形式”，是印度教裡的一個概念，“將宇宙的創造、

維持和毀滅的功能分別人性化為創造者梵天，維護者或保護者毗濕奴，以及毀滅者或轉化者濕婆”。 
11 Sirindhorn Princess Foundation, The name list of Thailand Kings (Bangkok, Nanmeebook Publications, 2011),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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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拉瑪四世至今 

  在拉瑪四世至拉瑪七世時期，泰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帶來思想所衝擊，尤其是西方

先進的科學與地理科學挑戰了泰國《三界論》中的地理學，從此泰國社會開始邁進科學時

代的趨勢，古代的思想，帝王神權的政治理念逐漸被西方思想所淡化，使得泰國人開始對

於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輪迴生死，天堂地獄、道德觀等產生質疑。因為西方的科學可以

證明宇宙與世界地理是與《三界論》所描述中有所不同，且《三界論》中的宇宙與世界學

比較抽象化無法採取科學角度進而解釋。而後，泰國社會逐漸進入現代時期，並受到資本

主義的思想所領導，同時也開始對佛教的教導走向儀式化，不如祖先對於佛教的教導那樣

的遵守。所謂的佛教儀式化是指許多泰國人雖稱自為佛教徒，但只懂得去寺廟讀經禮佛，

沒把佛陀的教言放在心中，尤其是泰國佛教信徒對於違背「五戒」之行為已經變得普遍，

有些信徒早上去寺廟禮佛下午回家後開始飲酒、罵人等，這些行為也都違背了五戒。雖然

泰國傳統的佛教已經被西方思想所淡化，但是一些佛教的理念尤其是較科學的道理仍然存

在，例如，「四真」（四聖諦），四種神聖的諦，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和苦滅

道跡聖諦，簡稱為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三相」又稱三辨識，即無常、苦、非我；

大眾團結的條件 4 攝（Sangaha-vatthu），第一是布施；第二是愛語（Peyyavajja），慈愛

的 言 語 和 態 度 ； 第 三 是 利 行 （ Atthacariyq ） ， 為 大 眾 利 益 服 務 ； 第 四 是 同 事

（Samqnattatq），使自己在生活和活動方面同於大眾。12除此之外，尚未被完全淡化部份

則是佛教對泰國人的所建構的價值觀與行為其可分為以下幾個重點；一、泰國人仍然對佛

教很虔誠與忠實。佛教仍然是泰國社會運作的主軸，在泰國幾乎每個大小村莊皆有寺廟，

各寺廟也是政治與宗教活動之中心；二、泰國人喜歡禮佛，做佈施，捐款援助他人，其行

為也是佛教所重視的慈悲心；三、泰國人很客氣且特別重視禮貌及善於溝通與協調；四、

泰國人特別敬老尊賢，愛戴國王，孝順父母，懂得報恩；五、泰國人是個樂天民族，懂得

無常之道，使得容易接受一切生活的變遷。不過，佛教與印度教對泰國社會所留下來的負

面影響也相當多，例如；一、泰國仍然過度相信超越大自然的力量，尤其是巫術或魔法，

仙術、妖術、下降頭等，多為依附在特定信仰體系之下，為信仰者所深信不疑，能夠引發

                                                            
12 Theerapong Boonrugsa and Nawaphan Vawklang,  “Ways to administrates an organization with principles of 
Dharma, ” Business Management,  Economic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Vol. 11, Special Issue, January-
June 2016, p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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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十王法，君子美德 7 （Sappurisa-dhamma 7）等，而被統治者（人民）也要重視社會

和平共處的基本道德，例如，4 攝,社會調節之道 6 （6 virtues for fraternal living）等道理 

。此外，泰國也要在西方的民主概念之下著重以法治國為基礎框架，才能讓雙種思想共同

生存與發揮它各自的優勢。因此，如果泰國想要強調以民主制度指導國家的政治永續發展 

，必須將佛教思想與民主思想合併進行所謂的真正的“泰式民主”那就是將佛教思想之下

建構西方的民主雙重思想合併。不過，雖然佛教思想可以跟民主制度或其他制度共同發展 

，但是如果從佛教的教導看主要內容均著重於統治者必需具備之道，且對於被統治者（民

間）不大重視，總是強調個人的智慧與判斷能力或個人前世今世所積累的功德，也就是說

佛教屬於個人智慧的宗教讓信徒由自己的智慧去判斷是非。因此若是信徒無法具體確定是

非或是道德標準，人民將會呈現出對“對”與“錯”的定義模糊化，沒有一定或具體的定

義，使得佛教徒總是對於國家與社會所發生的一切沒有很大的想法。換句話說，佛教徒沒

有在一定或具體的規則下過生活，舉個例，佛教徒總是依據當時心理狀態所面對之下才能

往寺廟進行修道，也沒有法律的規定，其現象成為了泰國佛教社會的普遍現象，有些佛教

徒長達 10 餘年沒去寺廟聽道或學佛，因此使得個人的道德觀距離佛教思想越來越遠，落

入假意的陷阱，只有口說自己信佛，但一切佛教的道理都不放在心中。 

  總而言之，為了佛教與泰國政治、社會的永續發展，筆者認為泰國需要重視以下幾

個重點： 

  第一、將佛法或佛教的思想將具體化，雖然在國家的五年發展計劃中有提出，將社

會發展與佛教的思想融合，但是並沒有做出一個完善的制度，筆者建議政府必須建立出一

個完善措施以佛教思想領導社會的發展，例如，指定相關的單位去規劃與推動佛教思想，

可以讓泰國民眾將道理扎實地放在心裡不是口說了算； 

  第二、此外，政府必須鼓勵在泰國各地的大小村莊的人民，在依法框架之下設定以

佛法為社會的道德觀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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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学研討会論文 2017 宗教生命関懐国際学術研討会 

 

天母教と三玉宮の史的連続性について～天母と岩国の縁を中心に 

On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ianmu Temple and Sanyu Tenmple：Focusing on the 

Edge of Tianmu and Iwakuni 

 

于蕙清、凌宗魁、楊樺、中治宣光、竹村昌浩、紙矢健治 

 

分類：アジア史（220） 

キーワード：天母教、中治稔郎、岩国、天母三玉宮 

 

１．はじめに 

 正修科技大学「2017 宗教生命関懐国際学術研討会」に寄稿するテーマを探しておったと

ころ、日本統治時代に中治稔郎のよって創設された天母教についての資料を中治稔郎の孫

である本研究共著者である中治宣光氏より諸資料が提供されたので、このさい同氏を含め

た 6 名からなる研究小組をつくり、まず天母教についての論著を発表することにした1。現

在、台湾政府の行政院文化部が進めている文化創意政策のもと過去 400 年間の台湾近現代

史過程における文化的歴史資産を保護し、広く文化資産として社会や海外にひろめること

を目的として、「文創」が推進され、特に日本統治時代の文化資産が古跡に指定されるなど

大きな成果を挙げている2。それにはすべて台湾の歴史過程を直視し、学術的かつ客観的な

復元作業を進め、あるいは史跡に指定された建物（例えば、台南ハヤシ百貨や台湾州知事

官邸）を民間に運営を委託するなど、画期的で具体的な国際的モデルになる成果を挙げ、

日本も大いに学ぶべき政策となっている3。 

天母教と天母三玉宮のつながりについては、既刊の『天母三玉宮史誌』4により明確な連

続性が証明されているので、本稿ではまず、天母教創設者の中治稔郎の台湾への移住や天

母教創設に至るまでの過程に歴史学的考証を加え、天母教設立へのプロセス、現存する天

母という地名との関連性、岩国の縁（えにし）などを明確化することである。 

 

                                                  
1 中治宣光氏は、中治稔郎の孫、菊元百貨（菊元商行）社長をつとめた重田榮治の孫である。

母親の伊根が重田榮治の長女である。 
2 文化部「文創制作」https://www.moc.gov.tw/content_271.html 
3 台南林百貨 http://www.hayashi.com.tw/ 高青開発 http://www.focusquare.com.tw/ 
台南林百貨（旧ハヤシデパート）に関する取材は、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より

よい放送のために」平成２８年度助成対象事業メディアリテラシー『メディア国際交流！

山口と台湾の大学生がテレビ番組制作に挑戦！～テレビの見方は日本と外国でどう違う？

～』民放連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j-ba.or.jp/category/broadcasting/jba101686）を参

照されたい。 
4 三玉宮管理委員会『天母三玉宮史誌』出版時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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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小組について 

 筆者 1（于蕙清）は、正修科技大学通識教育中心専任教授（社会学博士）である。尊父は

書法の大家である于大成教授(元、国立成功大学文学院長)で、夫は国立台湾師範大学理学

院環境教育研究所専任教授で葉欣誠博士である。葉博士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行政

院政務委員を歴任している5。2013 年度と 2016 年度の 2 回、山口県を訪問し、台湾とのゆ

かりのある史跡を視察している。筆者 2（凌宗魁）は、国立台湾博物館に勤務しており、台

北の菊元百貨店の史跡指定などへの研究の蓄積を行う実務家であり、文創政策を担う重要

な旗手である。筆者 3（楊樺）は TVBS 記者であり、国際部所属である。前出の葉欣誠博士

の指導大学院生であり、現在は国立台湾師範大学兼任講師もつとめる。筆者 4（中治宣光）

は天母教創設者の中治稔郎の孫にあたり、また台北菊元社長をつとめた重田榮治の孫（母

親が重田榮治の長女）である。現在、山口県岩国市に在住。山口県台湾親善協会会長をつ

とめている。筆者 5（竹村昌浩）は KRY 山口放送株式会社取締役であり、 近では台湾の日

本統治時代に関する番組を筆者 6（紙矢健治）とともに取材制作している。本研究では筆者

6とともに日本側世話人である。筆者 6（紙矢健治）は徳山大学経済学部教授である6。 

 

３．天母という地名の由来と天母教 

天母の地名についてはいくつか由来があると言われる。民間伝承の代表的なものでは、

アメリカ軍が台湾援軍の途上、この地に立ち寄ったさいに、路傍の人に「ここは何という

土地か」と英語で尋ねたところ、現地人が「thiaⁿ-bô（聽無）」、つまり「（相手が何を言っ

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と答えた。それによって「テンボ」という地名となったとされる。

しかし、それらは一種の笑い話にすぎない。しかし、一方で昭和時代初期にはすでに「天

母」という地名があった7。すでに公刊されている陳柔縉『台湾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

次』によれば中治稔郎の天母教創立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な記述がみられる。 

1925 年春、中治稔郎は永楽町 2 丁目 52 番地に、天母教を創立、西洋式のキリスト

教或いは天主教(カトリック)にも属さず、また台湾或いは日本の伝統教派にも属さず、

中治教主のやり方は真に特別で、福建湄洲に媽祖を迎え、福州に城隍爺を招き、また

台北の寺廟に祀られる関帝爺、さらに日本の天照大神を迎え、これらすべてを拝した。

（教祖は）台湾と日本の融合を促進するべきであると述べた。信徒は徐々に多くなり、

毎日のように拝しにくるようになった。教えがあれば、奇蹟があり、たちまち天母教

は媽祖が顕れ降臨したとの神秘的なことも伝わった8。 

                                                  
5 正修科技大学ホームページ

http://gec.csu.edu.tw/wSite/ct?xItem=72849&ctNode=12099&mp=A03005&idPath=924
8_9252_12099 を参照されたい。 
6 徳山大学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tokuyama-u.ac.jp/about/teacher_info/kamiya.html 
を参照されたい。 
7 天母商圏発展協会ホームページ 
8 陳柔縉『台灣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台北：究竟出版社、2011 年 3 月 29 日版,120。
天母教部分の記載を直訳したものである。（ISBN：97898613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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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治稔郎が徐々に信徒を増やし、台北市区から士林へ教団全体を移転するいきさつについ

ては、「昭和 8（1933）年、『番婆嶺脚』と『三角埔頂』に天母神社を建立、天上聖母湄洲媽

祖を招き、天母教と称した。神社内には温泉も設け、天母温泉と称した。光復後、天母神

社は解体され、神体は三玉宮に移祀られた」9 すなわち 1933 年から終戦を迎える 1945 年

までの間において天母教、天母温泉という名称は使われ、戦後、国民政府の台北撤退後、

天母という地名が引き継がれ、現在に至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4．中治赳夫とその『加都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の評価 

 『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は昭和 62 年 5 月 30 日に自費

出版した10。赳夫は、明治 39 年 8 月 30 日に中治稔郎長男として出生した。中治稔郎は妻カ

ナヲとの間に、3男 2女をもうけた。 

 

（表 1）中治稔郎家 3男 2女について 

続き柄 名前 生年月日 特記事項 

長男 赳夫 明治 30 年 8 月 30 日 寿小学校、台北第一中学校卒業後、台北帝国

大学農林専門部卒業後、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

卒業。主な経歴としては台湾総督府第一師範

学校教諭。 

次男 申吾 明治 42 年 10 月 14 日 台北州参事 菊元社長重田榮治の長女伊根

と結婚 

長女 美枝 大正 2年 2月 18 日 和歌山藩士中村家に嫁す。 

三男 貴左男 大正 4年 8月 21 日 台北町民政部官舎で出生 

「入學許可(高校高等科)」（1933 年 04 月 11

日）「府報第 1781 号」『臺灣總督府府（官）

報』昭和 8年 4月、台湾総督府台北高等学校

高等科入学許可（文科五類）。 

「入學許可(帝大各学部及専門部)」（1937 年

05 月 11 日），「府報第 2976 号」『台湾総督府

府(官)報』 

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学科入学 

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学科「證書授與式」

（1940 年 04 月 10 日），「府報第 3856 號」『臺

灣總督府府（官）報』 

※この部分は台湾総督府府(官)報の記述の

                                                  
9 『台北画刊士林区』（418 期）、民国 91 年 11 月、p24。 
10 発行所（宮崎県都城市）は筆者である。印刷は紀伊国屋書店梅田店である。 

145



論文發表－紙矢健治 

 

 

みを記す。 

次女 詠子 大正 8年 7月 15 日 寿小学校、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卒

業。天母温泉の経営に 大の努力をした。 

(出所)『台湾総督府府(官)報』と『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

の記述から作成。 

 

中治赳夫については、台湾総督府の官報に旧制高等学校以降に詳細な記録があるので、

一覧表にまとめた。まず、中治赳夫は 1926 年 3 月の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3759 号）に台湾

総督府高等農林学校への入学の許可を得ていることが記載されている。 

 

(表 2)中治赳夫の経学歴（台湾総督府報）一覧 

官報（年月） 記載内容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第 3759 号（1926 年 03 月

21 日） 

「入学許可（高農）」 

彙報 学事 入学許可 台湾総督府高等農林学校に於いて来

る 4月より入学を許可す。（ABC 順） 

台湾総督府報第 628 号

（1929 年 03 月 29 日） 

「卒業證書授與(農林專門部)」 

昭和 4年 3月 23 日台北帝国大学附属農林専門部卒業生名単 

 卒業証書授与 昭和 4年 3月 23日台北帝国大学附属農林専

門部に於いて卒業証書授与式を挙行せり当日の総督の訓示並

卒業者氏名左の如し 

台湾総督府報第 638 号

（1929 年 04 月 10 日） 

「入學許可(臺北帝大)」 

彙報 学事 入学許可 台北帝国大学に於いて昭和 4 年 4 月

の氏名入学を許可せる者左の如く 

文政学部（各科 ABC 順） 

 史学科 

鳥取県 波田野丈夫 大分県 古屋次雄 東京府 松本盛長

富山県 森澤 巌 兵庫県 中治赳夫 鹿児島県 大山綱武

富山県 佐渡理三郎 

 

台湾総督府報第 1486 号

（1932 年 03 月 30 日） 

「証書授与式(台北帝大)」 

（総督訓示略） 

学士試験合格者左の如し 

（他略） 

史学科 

波田野丈夫 鳥取県 古屋次男 大分県 松本盛長 東京府

中治赳夫 兵庫県 大山綱武 鹿児島県 鈴木謹一 静岡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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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総督府報第 3850 号

（1940 年 04 月 02 日） 

「後藤清外九十三名」 

 敍任及辞令 昭和15年3月31日 台湾公立中学校教諭 中

治赳夫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任ず。給四級俸。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 中治赳夫 台北第一師範学校教

諭に補す 

台湾総督府報第 4319 号

（1941 年 10 月 21 日） 

「矢野速吉外百九十五名」 

 敍任及辞令 昭和 16 年 10 月 6 日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

教諭 中治赳夫 昭和16年第二回国民学校教員講習会講師を

命ず 

台湾総督府報第 4343 号

（1941 年 11 月 20 日） 

「矢野速吉外百三十一名」 

 敍任及辞令 昭和 16年 11月 17日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

教諭 中治赳夫 昭和16年第三回国民学校教員講習会講師を

命ず 

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128 号

昭和 17 年 9 月 1 日 

昭和 17 年 8 月 30 日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 中治赳夫 台

北第一師範学校舎監に補する 

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43 号

（1942 年 05 月 23 日） 

「下秀雄外四十八名」 

敍任及辞令 昭和 17 年 5 月 22 日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

中治赳夫 台湾国民学校教員検定委員会昭和17年度臨時委員

を命ず 

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74 号

（1942 年 06 月 30 日） 

「安藤幸吉外四百八十名」 

敍任及辞令 昭和 17 年 6 月 30 日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

中治赳夫 給三級俸 

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94 号

（1942 年 07 月 23 日） 

昭和 17 年 7 月 21 日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 中治赳夫

昭和 17 年度第一回国民学校教員講習会講師を命ず。（合計 67

名） 

台湾総督府官報第 324 号

昭和 18 年 5 月 6 日 

官吏転任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 中治赳夫は台北公立実業

学校教諭に……3月 31 日に転任せり。 

（出所）国史館文献館 http://ds3.th.gov.tw/DS3/login1.php 

 

中治赳夫の入学した台湾総督府高等農林学校は、もともと台湾総督府農林専門学校とし

て 1919 年に成立され、農業科と林業科の 2 学科を擁した。中治赳夫は 1926 年 3 月に入学

を許可されたのであるが、すでに 1922 年 4 月に台湾総督府高等農林学校となり、1927 年 5

月に台北高等農林学校、さらに 1928 年 4 月、台北帝国大学附属農林専門部と改編されてい

った。中治赳夫が同校を卒業した時の記載は「台湾総督府報第 628 号」（1929 年 3 月 27）

にあり、その時代は、台北帝国大学附属農林専門部へ改編された後であり、学歴は台北帝

国大学附属農林専門部とな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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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述の通り、台湾総督府逓信部の官吏として地道に勤め上げていた中治稔郎の長男とし

て、中治赳夫は台湾統治を進める台湾総督府のエリートコースを進んだのである。中治赳

夫は、台北帝国大学の農林専門部を卒業したことから、農林分野を専攻していたが、「台湾

総督府報」第 638 号（1929 年 04 月 10 日）によれば、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へ進学し、専攻

を歴史学に変えた。これは農林実業の専攻を通じて、現実の台湾統治の進展を日本の統治

者の子女として見つめ続けてきた赳夫の心理的変化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の後、1932

年 3 月 30 日の「台湾総督府報第」1486 号によれば、その年の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の卒業生

は中治赳夫を含み 6 人であった。農林業分野から史学科へ進み、史学科国史学専攻の学生

として『徳川幕府の検地』（手寫稿）No2、384 頁を表した11。その後、台湾公立中学校教諭、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諭、台北公立実業学校教諭をつとめている。 

 戦後、中治赳夫は日本に戻り、昭和 62（1987）年 5月に『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

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を著した。時に宮崎県都城市に居住していた。後述部で触れる

が、中治稔郎は台湾総督府通信書記補から台湾の逓信事業に貢献し、他方、書法において

も高い素養を垣間見せている通り、その長男である中治赳夫も台北帝国大学を卒業した後、

台湾総督府師範学校教授を主なる経歴とする人物であり、日本にもどって 40年ほどたって、

さまざまな自信の人生の歩みと社会の変遷をしみじみと顧みる時、この論著（記録）を残

そうと決心したものと推察される。ただ、本稿は天母教と天母がテーマであるので 120 ペ

ージから 149 ページが関連する部分であるので、その部分についての考証を加えるものと

する。 

 研究者が論考で、その論拠として も注意するものは、口述史を除くと、第一次資料で

あるかどうか、または口述であれば、その内容を考証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少なく

とも同書は、公刊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いが、本稿では、その 120 ページから 149 ページ部分

の記載が歴史学的に考証でき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力点を置くものとする12。よって、筆

者 4（中治宣光）が居住する岩国と天母、天母教の縁、また将来の別のテーマである菊元（岩

国出身で天母教の経営的支持者、菊元社長であった重田榮治は祖父）について、岩国部分

の資料が相当数収集できる見込みがついたので、「天母教と三玉宮の史的連続性について～

天母と岩国の縁を中心に」というテーマのうち、「天母と岩国の縁を中心に」の部分につい

ては、本稿で考証できうると判断して差し支えはないと考える。 

 

５．官吏としての中治稔郎について 

 さて、これより『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をはじめ、関

連する第一次資料を見ながら中治稔郎についてみてゆきたい。歴史的考証の対象となるの

は同書の 120 ページから 149 ページまでの内容である。 

 中治稔郎は明治 11 年 1 月 13 日に生まれた。兵庫県朝郡竹田尋常小学校准訓導に任ぜら

                                                  
11 国立台湾大学図書館所蔵 http://web.lib.ntu.edu.tw/speccoll/node/144 
12 残念なことにＩＳＢＮ国際図書コードを取得しておらず、個人的な日記に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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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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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治稔郎履歴

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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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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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21 日 月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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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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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申 明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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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湾総督府通信

俸 19 円を給す

政部通信局勤

湾総督府通信

級俸給す 

政部通信局勤

俸 22 円を給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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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906）年

信書記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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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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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電信局官制

在る者は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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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総

仝 

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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総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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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より台湾総督府通信属に任ぜられ俸給

及勤務孰れも従前の通りと心得べし 

明治 40 年 9 月 30 日 月俸 24 円を給す 台湾総督府 

明治 41 年 3 月 31 日 月俸 25 円を給す 仝 

明治 41 年 9 月 30 日 月俸 27 円を給す 仝 

明治 42 年 9 月 30 日 月俸 29 円を給す 仝 

明治 42 年 4 月 1 日 俸給令改正月俸 36 円を給す  

明治 44 年 3 月 31 日 給 7 級俸 台湾総督府 

 

(表 4)大正期の中治稔郎 302 

年月日 記事 官公署名 

大正 2 年 3 月 31 日 給 6級俸 台湾総督府 

大正 6 年 3 月 31 日 給 5 級俸 仝 

大正 8 年 6 月 27 日 官制改正に依り逓信局勤務となる  

大正 8 年 8 月 19 日 仝 上に依り民政部を削る  

大正 9 年 9 月 18 日 俸給令改正に依り月俸 85 円となる  

大正 9 年 9 月 30 日 給月俸 93 圓 台湾総督府 

仝 年 11 月 22 日 台湾総督府属任ず 仝 

給月俸 93 圓 仝 

逓信局勤務を命ず 仝 

大正 9 年 12 月 6 日 

（1920 年） 

任台湾総統府通信属 仝 

給月俸 93 圓 仝 

台南郵便局庶務課長を命ず 仝 

大正 10 年 6 月 30 日 給 4 級俸 台湾総督府 

仝年 8 月 15 日 

 

台湾総督府通信官署官制改正に依り通信

書記となる俸給及勤務方如故 

 

大正 11 年 12 月 5 日 台北郵便局庶務課長を命ず 台湾総督府 

大正 12 年 12 月 25 日 給 3 級俸 仝 

大正 13 年 12 月 12 日 兼任台湾総督府逓信局事務官 内閣 

叙高等官 7 等 仝 

逓信局為替貯金課勤務を命ず 仝 

大正 13 年 12 月 13 日 

（1924 年） 

給 1 級俸 台湾総督府 

依願免兼官 内閣 

依願免本官（疾病） 台湾総督府 

 

（写真 5）中治稔郎の履歴（その 2）    （写真 4）中治稔郎の履歴（そ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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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稔郎の作品が 初に記録 

1920 年 總督田健治郎、總務長官下村宏、馬朝和、林田福松、吳廷芳、周瑞庵、鄭神

寳、杜清潔などの作品を掲載 

1923 年 総督田健治郎、台湾軍司令官福田氏，張知霖、吳如玉、吳廷芳、陳承恩、曾

六端、鄭瞻祺、張晴川、中治稔郎など 

1924 年 李學樵、林丁茂、林金樹、邱天奇、中村不折、音羽墨鷺、中治稔郎、新井笑

石、陳承恩、諏訪素濤、曾六端、澤谷星橋、吳如玉、吳廷芳、杜清潔など 

1928 年 總督上山滿之進、中村不折、李學樵、中治稔郎、鄭永南、朱俊英など 

（出所）黄華源「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書畫藝術學

刊』第十期 

 

日本統治は 1896 年より国語講習所 18 か所、分校 16 か所を設立した後、書房義塾や公学

校などにおいて「読み、書き、そろばん」などの教育を段階的に実施していったが、1919

年の段階において、公学校における就学率は高くなく、1915 年の段階においても児童就学

率は依然として 10 パーセントにおよばず、1919 年になって文官総督の田健治郎は公学校の

増設を進め 25.1 パーセントまで高まった17。 

 書の素養を重視していた中治稔郎は、台湾総督府の官吏としても台湾社会の素養を高め

ることの必要性を感じ、自身も作品を出品し、掲載されている。 初の掲載は退官する 5

年前であり、台湾において普及しつつあった教育に対し、文化を通じ貢献したいとの志を

示したものとして、この点注目に値する。中治稔郎の作品は、この「台湾日日新報新春書

畫展或書、畫、印展」には、1919 年、1923 年、1924 年、1928 年に 4 回掲載されている。

とりわけ 1923 年には田健治郎総督とともに作品が掲載されており、いかに権威の高い紙上

展であったかがわかる。 

 

７．中治赳夫の記述にある天母教と天母温泉 

天母教創設については台湾日日新報に記載がある。これは台北の中心地、大稲堤で借家

を借りて天母教を創設したいきさつである。それによると「天母教媽祖祭 すでに報じた

ように内地人宗教家中治稔郎氏あり。天母教を提唱し、大稲堤元鴨寮街附近に建物を借り、

天照大神と天上聖母を合祀し、その聖母は則、遥々本山支那湄洲よりむかえた。内地人と

台人を一つとすることを望んだ」18。この部分については、『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

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123 ページ部分と符合する。中治赳夫の記載には、「台北市永楽

                                                  
17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 16 卷第 3 期、 
1978 年 9 月、p65-71。 
16 黄秀政、張勝彥、呉文星『台湾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10 月初版 
十刷、212 頁（黄華源「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書畫

藝術學刊』第十期参考文献より） 
18 『台湾日日新報』（大正 14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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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に扶桑教所属天母教として台湾人の教化に着手した」とあり、その内容が一致する。 

 次に、 

大正六年台北州七星郡三角埔の山狹に温泉の湧出しあるを知り、自らこれを探査苦

心の末、泉源をつきとめ、その権利を得、さらに神殿及び附属屋建設用地として三角

埔の大地を選定し、教会を中心に、一大高級住宅地、及び聖地の建設を計画し、重田

榮治氏との共同事業として、用地 26 甲歩、他に施設水道の用地 3甲歩を買収、温泉の

源より三角埔新教会建設用地迄四粁余の湯送管施設用地を確保し、昭和 8 年末より引

湯工事に着手、同 10 年 3 月初引湯工事終了する。すべての用地を合わすと約 9万坪に

なる19。 

この部分については、同じ台湾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1 月 5 日）に関連する記事が掲載

されている。 

天母温泉の浴場開き 台北市郊外士林の三角埔に誘導された天母温泉は既報の通り

……四日から一般に公開した同温泉は内地の草津温泉と殆ど同質で、皮膚病、慢性諸

病に特効ありと称せられている。……自動車も通し、台北よりハイヤー一台 1圓 50 銭

見当で十数分にして運せられる。この温泉は北投や草山の公共浴場と同じ方法で 200

余名を収容する事ができるが、宿泊の便はない。散策の人々にも又草山北投への中継

ぎ所としても歓迎さるる事であらう20。 

この記事を照らして、天母教、天母温泉開発の時期および地点は完全に符合し、よって天

母教と三玉宮の史的連続性のうち、中治赳夫の『1800 年の中治家の歩み 加都郷～埋蔵金

は今何処に～』（p123-124）部分は史実に基づき根拠が明確となったと判断できる。副題の

「天母と岩国の縁を中心に」の部分については、中治稔郎の次男である中治申吾の妻は「台

北州参事菊本社長重田榮治の長女伊根」と明記されており(本文の菊本となっている。正し

くは菊元である)21、中治稔郎家と重田榮治家の縁は深いものであったと判断できる。 

８．天母教と現在の「天母三玉宮」の連続性について 

 宗教法人は行政院内政部の所管である22。台湾の宗教団体は「財団法人」と「寺廟」「社

会団体」の 3 種に分けられ、民法により設立認可される財団法人(宗教)は全国規模のものが

184、地方政府民政局または民政処所管のものは 1,800 ある。「監督寺廟条例」により設立

認可を受けた寺廟は全国に 1 万 2,000 余あり、天母教を引き継いだ天母三玉宮は、この寺

廟に属する。その他、「人民団体法」の規定により認可を受けた「社会団体」は、内閣内政

部所管 1,000 団体や地方政府社会局所管 900 団体があり、社会奉仕活動を行っている。 

台北市政府「99 年度調査寺院宮廟基本資料」によると天母教を引き継いだ天母三玉宮は、

台北市士林区に現存している。その教派別は道教とされ、五穀先帝、天上聖母、福徳正神

を主祀神衹とし、その他、関聖帝君、観音仏祖、文昌帝君を配祀神衹として祀る。 

                                                  
19 同注 13、p123-124。 
20 『台湾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1 月 5 日）「運せられる」（ママ） 
21 同注 13、p146。 
22 台湾行政院内政部「全国宗教資訊網」https://religion.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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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間の祭事については、「冬季禮斗法会」（旧暦 3 月 15 日～19 日）「五穀先帝聖誕」（旧

暦 4 月 26 日）「中元節法会」（旧暦 7 月 15 日）「秋季禮斗法会」（旧暦 9 月 15 日～19 日）

がある23。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は、台湾や福建一帯で見られる民間信仰と同じであり、日本神

道には触れられてはいない。天母三玉宮（三玉宮管理委員会）が発行している『天母三玉

宮史誌』には、天母教から天母三玉宮に至る歴史を日本語、中国語および英語で記された

『天母三玉宮史誌』の記載に大まかな「三玉宮の歩み」が記されている24。 

 それには次のように天母教と天母三玉宮の連続性を記述している。 

……日本統治時代、民国 10（1921）年に、日本人中治稔郎が福建省湄洲の媽祖及び他

の七体の神像を取り寄せ、媽祖の正式名称「天上聖母」から「天母」の 2字を借りて、

天母温泉、天母バスといった事業を興し、更には天母教という宗教を創始して地域住

民を入信させた。それ以降、この地は天母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民国 3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了して台湾は中国に復帰し、日本人は帰国

を命ぜられた。そして管理者が居なくなった天母教の寺院・神像は風雨にさらされ、

荒れるに任されていた。その状況に心を痛めた地元住民が、民国 36(1947)年に福徳正

神祠の側に別の寺院を建立して、湄洲媽祖及び他の七神像（今日では七仙真祖と称さ

れている）を祭った。……民国 65(1976)年、上記二寺院は道路拡張工事による移転の

必要に迫られ、民国 68(1979)年の農暦 12 月に、やや場所を移した現在地に二寺院を統

合した建物が完成した。統治に於いては、長年にわたり三角埔と玉潮坑の二地域で一

つの行政区画が構成されてきたが、戦後の末端行政区画の編制に際して、二地域の名

称から一字ずつ取って「三玉里」という新地名が作られた。よって本寺院も「三玉宮」

と名付けられたのである25。 

天母三玉宮管理委員会によって、中治稔郎の創立した天母教と天母三玉宮の連続性につい

ては、これによって証明されたと考える。 

 

９．おわりにかえて 

 本稿は正修科技大学研討会論文2017宗教生命関懐国際学術研討会で発表する目的で執筆

したものである。中治稔郎の創設した天母教の詳細な記述は、中治赳夫の『1800 年の中治

家の歩み 加都郷～埋蔵金は今何処に～』において、相当制度の高い記録が残されている

が、今後はこれらの内容について、引き続き歴史学的考証を進め、天母教そのものの宗教

性についても研究を進めたいと思う。ただ、現在の天母三玉宮の信仰において教派神道や

扶桑教の宗教的性質についてはすでに存在しなかった。 

 

【著者】 

于蕙清（正修科技大学通識教育中心専任教授） 

                                                  
23 台北市政府「99 年度調査寺院宮廟基本資料」2010 年度 
24 三玉宮管理委員会『天母三玉宮史誌』出版年は不詳。 
25 三玉宮管理委員会『天母三玉宮史誌』出版時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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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村昌浩（KRY 山口放送株式会社取締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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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7 年 12 月 8~9 日  頁 159~180 

 

論老子《道德經》的生死觀念 

 

陳德和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教授  

 

摘 要    

道家思想是傳統的義理學問，對華夏文明的陶冶融鑄有著關鍵性的決定，本 

文以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為詮釋之依據，從實踐智慧學的視域，揭露其解放生

死的智慧。從實然說人是向死之存在，老子形容為「出生入死」，然而老子又主

張「長生久視」、「沒身不殆」，則老子於實然之生死外，更有其應然之道的賦與，

且此應然之道的賦與乃以神聖為訴求，故能見證永恆，是故依老子之見解，人非

僅為向死而已，更當是向道成道者。老子以「無」為道的實踐智慧本在證成神聖

性的人格典範，其工夫境界則偏重解構與消融，若聖人之無為無執致虛守靜對於

生死議題而言，即是解放生之執迷與死之恐懼，讓人立足當下皆能所遇皆適而逍

遙以過，是之謂「知止不殆」，是之謂「知足之足，常足矣」，此同時亦印證身雖

可死其德長存之偉大理想，是之謂「死而不亡者壽」，是之謂「深根柢固，長生

久視之道」，若莊子本與老子慧命相續，所以老子如是之主張和理念莊子皆能克

紹箕裘而有效繼承，凡內七篇中均可歷歷在目而毋庸置疑。老莊哲學，素無三世

輪迴之說，亦無靈魂不滅之論，且無了斷生死之意，更無上帝救贖之見，其乃立

足於當下之生活世界，試圖從有限以證無限，其於神聖之肯定與不朽之實現，雖

非宗教卻充極朗現宗教之意識與虔誠而彌足珍貴。 

 

關鍵字詞：老子  生死  解構  虛靜  無為  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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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道家思想原為華族心靈的在地產物，數千年已然成為炎黃世冑的生活智慧和

精神資糧，其在華夏文明的陶冶融鑄上具有本質性的決定。道家思想在歷史傳承

的洪流中曾經先後出現過種種不同的詮釋，因此乃有諸多的面向呈現與型態展

露，即以先秦時期為例，直接出於商周以前巫覡傳統的方士道人其固為傳統之古

道教或古道家的嫡系繼承，1戰國時代流行於北方並在齊國蔚為大觀的稷下黃老

思想則是宗教人文化後的道家新貌，另外成熟於南方楚地而以生命的玄遠曠達與

逍遙自在為訴求的老莊哲學亦是色彩鮮明的道家流衍。繼先秦之後，道家思想亦

隨著時代的演進發展而姿態益加多變複雜，例如：玄學道家、道教道家、重玄學

道家、仙學道家的陸續登場，還有時至今日雖尚未取得共識但已隱約成形的當代

新道家等等，再再顯示著道家思想其未侷於一端、未限於一隅的多元面貌。 

值得留意的是，除了年代久遠、書缺有間而難以論定的傳統古道家之外，

其餘各種型態的道家無不尊奉老子思想為重要的文本依據，且自從代表著老子思

想的《道德經》問世以後，其亦隨即成為各型各類道家必須閱讀的典籍，若曹魏

時代何宴之貴「無」、王弼之注《老》即為玄學道家演繹老子思想的明顯成就與

例證，而道教道家的理論奠基亦與東漢時代嚴遵《道德旨歸論》、河上公《老子

章句》、張魯《老子想爾注》息息相關，2另外本諸玄學之後繼而以重玄為宗的代

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也都是環繞著老子其人其書其思想而大發議論，這包括東晉

時代孫登《老子注》、3唐玄宗時代道士成玄英《道德經義疏》、唐末五代之間杜

                                                 
1 古道教的存在及其稱謂是民初學人聞一多先生最早提出者，他在《神話與詩．道教的精神》一

文中說到：「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種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

具體點講，一個巫教。這種宗教，在基本性質上恐怕與後來的道教無大差別，雖則在形式上與組

織上儘可截然不同。這個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們可暫稱為古道教，因之自東漢以來道教即可稱

之為新道教。……我們應把宗教和哲學分開，作為兩筆賬來清算。從古道教到新道教是一個系統

的發展，所以應排在一條綫上。哲學中的道家是從古道教中分泌出來的一個質素。」聞一多，《聞

一多全集》第一冊，臺北市，里仁書局，1999 年台印本，頁 143-144。筆者同意聞先生之說而願

將此傳統之古道教或稱古道家，以其為後來之道家與道教之共同淵源故也。事實上綜合此傳統古

道家及傳統古道教兩義，筆者習慣上又稱它為「薩滿道家」，且承認其乃道家歷中第一種出現的

面向與型態。 
2 道教典籍有三洞四輔共七部之分，《老子想爾注》又稱《老君道經想爾訓》列四輔之首的太玄

部中，舊題為「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惟饒宗頤先生考證以為此乃天師道一家之學，當出河上

公之後，其初作於張陵而定本於係師張魯，筆者姑且從之。饒先生之說參見：饒宗頤，《老子想

爾注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重印本，頁 1-4 及頁 79。 
3 大陸學者盧國龍先生根據《晉書》、《隋書》及陸德明《經典釋文》等文獻，對曹魏時代的隱士

孫登及東晉時代曾官拜尚書郎的孫登做了一番考察，最後確認被唐朝道士成玄英形容為「託重玄

以寄宗」的孫登當屬東晉時人，至於唐末五代間杜光庭所云：「魏代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

之中，孫氏為妙矣」，此雖亦肯定孫登重玄學在老子思想詮釋中之重要地位，但在身分年代上卻

誤以為是魏晉時代之隱士孫登；盧先生又指出，東晉之孫登在《隋書．經籍志》中嘗著錄其所著

書包括《老子注》二卷、《老子音》一卷，此當是歷史中以重玄理解《老子》之篙矢。筆者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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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等等，莫不皆然，再者仙學道家之論丹道養生固有綜合

儒道佛三教以成其性命雙修之說者，然而即如北宋時代金丹派南宗張伯端《悟真

篇》、宋金之際全真教王重陽《金關玉鎮訣》、元朝內丹中派李伯純《道德會元》

等等領袖人物及其著述，亦皆不敢或離於太上老君致虛守靜之開示，至若本文既

受限於篇幅，乃僅就道家老莊之立場並以通行本之老子《道德經》為依據，4論

述其對生死議題的關懷及義理。 
老莊思想若依筆者之見乃是「以莊解老」的思想，更具體的說就是莊子之

以老子其人其書為文本，經過閱覽研讀之後所釋放出來的意涵與心得，因莊子特

別是以心靈的解放、精神的開拓和生命的豁達為訴求並據之而詮釋演繹老子的德

慧教誨，所以筆者亦稱此為境界化或精神化的老學，並以之區隔大約相同時期盛

倡於北方齊地所建構的政治化或事功化的老學。又筆者之論老子《道德經》中所

具存之生死解放的智慧其實已曾數度公開表示過，新近所發表的〈論老子《道德

經》的典範人生〉一文中即曾以「寧靜豁達的生死體悟」為標題，說明其對「死

亡的挑戰回應」和「生命的永續存在」兩方面之義蘊，5在基本見解上筆者現今

依然維持既有之見解而尚無較新的調整或改變，是以本文之基本論調和前作乃相

一致，惟對比於前作，觀點則益為凝聚而翔實，故當有其可觀焉。 
筆者在本文中誠然特別針對此生死議題做更集中而深入之論述，並且在文

獻的使用及解讀上更加予以必要之擴充與補苴；除此之外，在本文中另將以格義

的方式補充說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潛存與實

現之不同、以及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現象與物

自身之超越的區分，其乃能與老子《道德經》中兩種生死觀之分別說與非分別說

及其圓融之道做相互之理解；再者，對於近代學人當中如傅偉勳先生之以為老子

之《道德經》乃鮮少關注生死議題，如錢穆先生之以莊子為道家之始祖其既言「盡

年」和「終其天年」是以無在乎長生、久生等等之主張，筆者以為此就老子《道

德經》之生死智慧而言乃悠關重大而不得不認真回應與釐清者，所以在本文中對

於兩位前輩先生之主張都將予以審慎的省察和檢討，最後並抉擇其得失。 
 

貳、生死的分別說 

 
一、實然義的生死與應然義的生死 

                                                                                                                                            
盧先生之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以從之。關於盧先生之考察比對及其分析結果，參見：盧國龍，

《道教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頁 194-197。 
4 歷來對老子《道德經》的研究大都是以王弼刊訂的通行本為依據，但自 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

堆帛書《老子》及 1993 年湖北荊門郭店竹簡《老子》相繼出土後，王弼刊訂的通行本即備受質

疑和調整，惟筆者以為通行本既傳承一千多年且相關論述已成一大傳統，今若欲於此傳統氛圍中

論述其思想，仍當以通行本為訴求。又，本文中凡對老子《道德經》原文之引述，大致是依樓宇

烈先生《王弼集校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92 年臺印本）為參考。 
5 陳德和，〈論老子《道德經》的典範人生〉，《鵝湖月刊》第 500 期，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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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到死是生命從出現到結束的自然行程，如果以分解的方式觀看此一生

命由始至終、從生到死的時間經歷，則首先可以區隔為「實然的生死」與「應然

的生死」兩義。實然義的生死依佛教的說法即是生住異滅或成住壞空的階段發

展，它嚴格來說是中性無記的生命存在現象，且若就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存

在而言，此實然義的生死已然承認凡一切有生者莫不都是「走向死亡」之有限存

在物。 
實然義的生死在老子的《道德經》中自然有之，像〈第五十章〉一開始說

的「出生入死」即是最明白者。何謂「出生入死」？若了解此乃以同義複詞當衍

文，便可知道它是指「生死」而已；「出」即是「生」而「入」即是「死」，是以

王弼在其《老子注》曰：「出生地，入死地。」奚侗《老子集解》演繹其義而細

說之曰：「生死對立，出生則入死矣。」 

王弼、奚侗的解讀其實有據，他們當是依莊子之說而來，蓋《莊子．大宗

師》中有云：「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莊子

如是之表示，其在手法上本為對舉以成文，顯然「不知說生」即是「其出不訢」，

「不知惡死」猶為「其入不距」，「生」是對舉於「死」而「出」是對舉於「入」，

因此可知「出入」就是「生死」、「生死」就是「出入」，若交錯互用而謂之「出

生入死」亦無妨。
6
再者，莊子此說之重點固然是以不做分別計較、不起好惡執

著的寧靜豁達形容真人面對生死情境之器度與智慧，但由此之說亦顯然可見縱使

做為莊子理想人格之典範的真人，其既已生而為人，則依然不能免於實然義出生

入死之命遇，亦即不能免於「向死」之存在也。 

相較之下應然義的生死則是明顯帶有價值性的意味，換句話說生命在此應

然的實踐中已經不再只是生老病死的自然現象而已，它更有著意義的呈現或加

入，當然此意義的呈現或加入會依價值觀的不同而可以有多端的選擇，舉凡希聖

希賢、成道成佛的發願與實踐固然皆屬之，其它如：求財貨、求功名、求利祿、

求富貴、求幸福、求吉利等等的付出與收穫等等，也莫不表現出該有的努力而最

終證明意義的人生。 
應然義的生死固為儒道佛生命的學問所念茲在茲者，其價值觀則分別建立

在仁德、虛心和空慧上，凡希聖希賢、成道成佛的發願與實踐亦緣於是，7以老

子《道德經》思想為例，其於〈第四十四章〉曾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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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東漢河上公《老子章句》解讀「出生入死」為：「出生入情，欲出無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

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河上公此言乃養生家之說，非筆者本文所據之境界化老學

詮釋立場，故暫時存而不論。又，宋朝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對「出生入死」的解釋是：「出

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泪没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

筆者以為林希逸所稱由迷轉悟、超然脫離生死之限云云自不違老子立教之本義，但若純就「出生

入死」在文章脈絡中之語義言，其對證之於莊子〈大宗師〉之文，則林希逸之解恐未必然。 
7 對比於實然義中的「向死」筆者稱此應然的覺醒和努力為「向道」，惟「向道」之同時誠不能

免於「向死」的事實，筆者乃稱此生命之即有限以證無限為一部生死大書的書寫，亦是一曲生命

永恆之歌的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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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以知足和知止的智慧而在實然的生死上體現出應然的成就；知足、知足自與

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致虛守靜的道理相通，因兩章皆對「長久」和「不殆」

表示相同之關切，而致虛守靜猶無為無執，蓋老子《道德經》稱人格最高成就之

典範為聖人，並於〈第二十九章〉有云：「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敗無失即是長久不殆，則聖人之無為無執即聖人之致虛守靜也。 
老子致虛守靜、無為無執的實踐智慧莊子自有其體會和呼應，他在〈養生

主〉一開始就在實然的生死上承認「吾生也有涯」，這與老子「出生入死」的觀

察是一致的，繼之莊子更驚覺到生命難免面臨「殆」的危機，於是在如何「不殆」

的思考上，〈養生主〉主張：「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莊子認

為唯有如此之功夫實踐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莊子

所表示的「緣督以為經」，其實就是在實然的生死上進行應然的努力與修為，實

踐的重點就在於「督」，而「督」就是虛，「緣督以為經」意即以「虛」為應然實

踐的常道與通則，可見「緣督以為經」只是老子致虛守靜、無為無執的一種比喻

或另一種說法而已，其意義、內容及實踐之道則是和老子的智慧和見解如出一

轍；再者，莊子〈大宗師〉中之真人其雖然仍舊避免不了「生也有涯」或「出生

入死」之遭遇，但真人畢竟能在出生入死的命定中，對於生、對於死兩不偏執而

無得無失，如是之德行境界無疑就是即實然義生死以呈現應然之意義，此乃與老

子之所為者若合符節外，至乎其不悅不惡、不欣不拒的修為和努力，當然亦得自

太上老君無執道心或沖虛玄德之教誨也。 
實然義的生死和應然義的生死兩者的區隔及其關連，似乎可以用古希臘哲

學家亞里斯多德在其關於一般形上學（general meta-physics）或存有論（ontology）

論述中所提出之物質和形式、潛存和實現等觀念做格義式的模擬。亞里斯多德在

論存在的所以然時乃是以物質和形式做為解釋的基礎。亞里斯多德認為天地萬物

莫非兼具物質和形式的存在，以人而言，亞里斯多德之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

物」，動物是就物質說，理性則從形式以立言；亞里斯多德認為當人之理性未予

彰顯時此理性即只是潛存，人之真實存在亦因此理性之潛存而無以見得，既無以

見得則此時之人只是像動物一般而已，若欲證明人之真實存在唯有依賴此理性之

能實現，蓋值此之際人已然在虛無中被賦予了意義而由物質轉為形式，成為有別

於一般動物之存在。 
亞里斯多德之論物質和形式、潛存和實現其用意本在說明存在（being）而

已，其誠然從未涉及價值問題，今筆者藉之而比擬為將實然義的生死轉為應然義

的生死，此則顯然已是轉入價值領域的敘述，人或譏為穿鑿附會恐不能免，但筆

者還是相信其在格義上依然尚有可用者。蓋實然義的生死若就其乃是中性的現象

而不具有任何意義的可能而言，它誠然有如亞氏對物質所定義的虛無，至於應然

義的生死雖不離於實然義的生死卻又在實然的生死上表現及證成其價值，此則可

類比於形式之不同於物質的虛無，其已然是由潛存化為實現。 
今且再據老子之說以言上義。老子《道德經．第五十章》曾曰：「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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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

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

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此章首句所謂之「出生入

死」如前所言乃是指涉實然義的生死，若「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若依王弼之意則全是從應然立場發議論者，蓋王

弼《老子注》於此章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

有三耳，取其死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地焉，

善攝生者，無以生為，故無恐地也。」王弼之如此之三分說筆者以為的當，蓋十

有三而三三為九這只是泛泛取其平均之數約略說之而已，重點理當在於是將應然

義的生死分成上中下三級，如果執意膠著於文字以致斤斤計較尚有十分之一云

云，並且附會穿鑿引申他義反而多餘，亦難免智者之失。8 
王弼的上中下三分之說其實有據，如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即說：「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

道。」蓋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其能致虛守靜無為無執，因之可以長生久視而沒

身不殆，是為「全生之極」；至於下士聞道而大笑，乃意味著其對於應然的生死

另有所陳，且又不以上士之致虛守靜無為無執為然，因而笑其不可，惟依老子觀

之，下士之能被稱之為士，或許是因為他也能發心發願要在實然的生死上賦予應

然的意義和價值，但他卻不能了悟知足常足、知止不殆的道理，以致昭昭察察汲

汲營營，貪多務得甚愛厚藏，孰不知此乃與長生久視之道相悖離而將至於死，老

子《道德經》〈第三十章〉、〈第五十五章〉重複說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

道早已」，〈第七十三章〉也說：「勇於敢則殺」，其此之謂也，王弼乃以「全死之

極」名其狀，此亦宜矣。 
「人之生，動之死地」當是指「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老子於此最為在意

而願諄諄教誨之，蓋人之所以能夠長生久視，唯有依靠道的護持，亦即是能夠致

虛守靜無為無執的面對當下而證成德慧境界，然而中等之士對於老子此番開示雖

願奉以行之，卻又或存或亡，如是之上下擺盪結果使之終究未能善竟其生，9且

                                                 
8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在《老子衍》中據此章說：「有地者三，無地以為地者三，鶩於地不地而究

以得地者三。此自九而外，一之妙所難言與！」此可怪之論當是引申過甚，筆者所難聞也。又清

末民初復興佛家唯識學之楊仁山居士其於《道德經發微》中說：「一切釋典皆論三世，獨華嚴論

十世：於過去世中說三世，所謂過去過去，過去現在，過去未來；於現在世中說三世，所謂現在

過去，現在現在，現在未來；於未來世中說三世，所謂未來過去，未來現在，未來未來；共成九

世；攝歸一念，則為十世。此之一念，非現前剎那不停之念，乃是無念之念，不生不滅，元清靜

體，所以能攝九世而為十也。此中生之徒十有三，即是三世未來；死之徒十有三，即是三世過去；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三，即是三世現在。……舊註雖用攝生一語足成十數，而三個三字反覺

浮泛，故不能謂之確解也。……九世相仍，流轉無極，其害可勝言哉！善攝生者，於生起之元，

制其妄動也；心不妄起，則生相全無，所以謂之善攝生也。」楊居士此說之將九世攝於一念而為

十之整數，並歸之於佛家以證無生法忍之說，從詮釋學主張之文本的開放閱讀以及意義的不斷釋

放而言，固然有其正當性，惟詮釋學中仍有所謂詮釋距離之提出，姑不論此詮釋距離之討論是否

達成共識，筆者仍認為楊居士此說實亦不無引申過度之嫌。 
9 宋朝呂惠卿《道德真經傳》說：「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其內，非不以生為事，而動之死地者也。」又，王邦雄先生說：「在『生之徒』、『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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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未能善竟其生者亦必未能善竟其死，不能善生善死就是應其然而未然之，此即

〈第十六章〉所言之：「不知常，妄作」，妄作的後果既是「凶」，是以無法避免

「動之死地」的後果。相對以言，若是中士果真能夠如如的遵道之然而然之，則

其實踐及目的即為：「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身不殆。」此「知常」即體會證悟真常之大道，究其實就是經由無的工夫實現無

的境界，對出生入死而言亦即無執於生、無執於死，也就是善其生、善其死，10

是之謂「無死地」也。 
人誠然都是出生入死，但此實然的生死乃是世上一切生物的命定現象，就

此而言人與動物無異，且人若只是動物之一般，則人的真實性、人的存在性即隱

而不彰，此能彰而不彰就是潛存，其不具意義就是物質，反之，能彰而彰就是實

現，實現就有意義，有意義就是形式而非物質，而其中的轉變，若比之於老子的

談生論死，無非就是能夠不圖閃避實然的生死，甚且以為生死事大而起慈悲心發

大智慧植入其應然的價值也。 
二、世俗義的生死與神聖義的生死 

生死行程的分別說中，除了上文所述之以意義價值的或有或無而區隔出實

然義的生死和應然義的生死兩者之不同外，它還可以再有「世俗義的生死」與「神

聖義的生死」兩者的對比，如是之區分的標準和依據顯然就不只是意義的有無罷

了，其乃更進一步而標示著意義高低的抉擇。世俗義的生死通常又被形容為終其

一生只執迷於某種有限的追求與滿足，如：財貨、利祿、富貴、榮寵、功名、權

勢等等的貪多務得及沾沾自喜，其渾不能覺悟人生其實更有可大可久之理想與嚮

往者在。相對以言，凡所謂神聖義的生死其或不必割捨有限的追求，包括一切的

財貨、利祿、富貴、榮寵、功名、權勢之取得等等，然終究不以此為已足，其更

能了悟人身之難得而願意精思力踐冥修篤行以求最大功德之圓滿實現，若儒道佛

三教之做為生命的學問，它所特別關心的毫無疑問即是就此而言。 
儒道佛三教的訓誨乃莫不關心著人之如何窮其一生之修行實踐以超拔乎平

庸流俗並最終證成永恒而普遍的典範人格。以老子《道德經》思想為例，凡聖人

之為典範人格及其無為無執、長久不殆之境界固如前文所述，而〈第九章〉說：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第五十三章〉又曰：「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

夸盜。非道也哉！」據此可知老子並不以權勢名位的高高在上及富貴利祿的多多

益善為人生的最大成就，他反而對此世俗的價值觀及其在生死之中的努力表示不

                                                                                                                                            
的現象自然之外，老子省思的重心，實落在『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的這一區塊。人為

了求生，心一起執著，反而掉落死地，此『動』可不是自然生動，而是人為造的適得其反，痛失

了老天爺給出的天年。」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10 年，

頁 226。 
10 莊子〈大宗師〉中因之有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而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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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並提出忠告，老子點出意義人生的關鍵是在「道」。 
老子思想中的「道」依牟先生對《道德經》的理解即是「無」，亦即是蕩相

遣執、融通淘汰的工夫及其證成之境界，11若老子〈第四十六章〉有云：「禍莫

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此即言執迷而貪多務得洵

非理想之人生，唯純化心靈、去奢去泰，亦即能無為無執致虛守靜的自我解放才

足以保證神聖的成就，故〈第四十五章〉曰：「清靜為天下正。」惟此一神聖之

證成實不必完全切割世俗之價值而孤芳自賞，它是「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第

二十六章〉），亦即雖追求富貴幸福但不執著於富貴幸福，雖處乎權勢名位但不執

著於權勢名位，換句話說就是無為而無不為者，以此之故〈第七十五章〉乃云：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顯然老子所提醒的是一種精神修養下的生活

態度，因此凡生活世界中所面對或遭遇的一切吾人皆不能躲閃亦無法逃避，要之

是以合乎道的態度面對之、處理之可也，此合乎道的態度當然就是合乎「無」的

態度，亦即是以虛以靜、無為無執的態度。 
老子如是之合乎道、合乎無的人生智慧乃代表著心靈的解放、精神的開拓

與心胸的豁達，莊子實亦能克紹箕裘之，他在〈人間世〉中曾假孔子之口說：「若

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和老子《道德經．第十

章》所言之：「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國治民，能無知

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無論是文意和道理均非常神

似，尤其是「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這純然就是「心齋」之所本，「心齋」即

是心靈之純化淨化，亦即去奢去泰而無執無為無瑕無疵，以此致虛守靜之心以應

萬物，因其心靈之解放、精神之開拓與心胸之豁達，莊子認為足以無違無逆於所

遇而無時無處莫不逍遙。 

莊子在〈德充符〉中另外又同樣假孔子之口而言之曰：「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

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才全」意即德行

                                                 
11 牟先生固明言：「沖虛玄德即體也。」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8
年修訂四版（台再版），頁 162。惟牟先生更詳細明其分際曰：「道只是一沖虛之德。沖虛無為，

不塞其源，則物即自定自化矣。此自定自化之無不為由乎道而來，由乎道而然，則反過來，即是

『道生之』矣。……『道生之』者，只是開其源，暢其流，讓物自生也。此是消極意義的生，故

亦曰『無生之生』也。……總之，它不是一能生能造之實體。它只是不塞不禁，暢開萬物『自生

自濟』之源之沖虛玄德。而沖虛玄德只是一種境界。故道之實現性只是境界形態之實現性，其為

實現原理亦只是境界形態之實現原理。非實有形態之實體之為『實現原理』也。」牟宗三，前揭

書，頁 161-162。此外在《現象與物自身》一書中，牟先生同樣做類似的表達，如曰：「『無』者，

先作動詞看，就是無掉這種為與執。……『無為』即是無那執著造作之為。『無不為』即是以『無

為』之無成就一切也。」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434。

此外，牟先生又說：「道家的這個境界形態的形上學就是表示：道要通過無來了解，以無來做本，

做本體，……作用所顯的境界（無）就是天地萬物的本體。」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

市，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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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圓滿，乃聖人境界之證成，其實聖人一生當中種種之命遇亦如你我一般並無太

大之差別，惟聖人特能以虛以靜、無為無執，凡一切榮辱得失窮達禍福皆以平常

心看待之而絲亳不起計較分別，故能所遇皆然、所遇皆適而隨順喜樂，是即「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如此之心靈修養及態度表

現正如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三章》所言之：「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

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所以能夠維持心境的平和而擺脫一

切之撓動和糾葛，並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一切但不受限於一切的保持愉悅。 
世俗義生死和神聖義生死兩者的不同也可以藉助於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

德所提出之「現象」與「物自身」的超越區分來理解，當然這也是一種格義的方

式。簡單的講，世俗義的生死雖亦有其意義的追求與表現在，但此意義表現實乃

出自有執的識心，故其表現的結果亦必只是有限的意義而已，此猶如現象之為現

象乃是時空中之有限者罷了，若神聖義的生死則絕不如是，它實出自無執道心之

所為，此無執之道心或可名之曰自由無限心，蓋此心乃兀然獨立、敻然絕待是謂

自由，且其德量之至大無外而不沾滯於一方一隅故為無限，此無執之道心或自由

無限心所表現的結果自然是意義的無窮無盡，此猶如物自身之為物自身乃無時間

相與空間相而為無限者。12  
老子《道德經》中對於有執與無執的超越區分及其反省批判處處皆見，例

如〈第二十二章〉與〈第二十四章〉的對比就是明顯的例子。且先看〈第二十二

章〉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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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

人乃人格之典範，其為天下蒼生之範式，是謂「天下式」，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的關鍵當在於「抱一」；抱一的「一」就是「道」，也就是「無」，聖人抱一猶聖

人體無，聖人體無即是體現無執之道心或沖虛之玄德，換句話說，聖人是以無執

無為致虛守靜的修養與態度面對生活世界中所經驗的一切，也就由於如是的工夫

與境界，所以聖人能夠「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總之就是

謙沖為懷、謙卑以對。 
老子之所以如此一連串的說個「不」，當然有其道理與教誨在，原來老子說

的這些「不」雖然在文法上屬於否定性的副詞，但它的真正意思是「不執著」而

並非意在命題上形成否定或棄絕的主張，所以「不自見」、「不自是」等等的「不

                                                 
12 筆者如是之格義與模擬並非原創，其意實本諸於當代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先生之慧解，如牟先

生曾說：「對自由無限心而言，我們有『無執的存有論』。對識心之執而言，我們有『執的存有論』。

此後者以康德為主。前者以中國的傳統哲學為主。」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序〉頁 8。牟

先生又說：「對無限心（智心）而言，為物自身；對認知心（識心，有限心）而言，為現象。由

前者，成無執的（本體界的）存有論。由後者，成執的（現象界的）存有論。此兩層存有論是在

成聖、成佛、成真人底實踐中帶出來的。就宗極言，是成聖、成佛、成真人：人雖有限而可無限。

就哲學言，是兩層存有論，亦曰實踐的形上學。此是哲學之基型（或原型）。於無執的存有論處，

說經用（體用之用是經用）。於執的存有論處，說權用，此是有而能無，無而能有的。」牟宗三，

前揭書，〈序〉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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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乃猶如「無我」、「無身」、「無己」或「吾喪我」，通通是指不偏執於自我

的意思，若是將「不自」、「無我」、「無身」、「無已」及「吾喪我」解讀成為取消

自我、放棄自己、去掉自身、排除自家等等意思，那就成了天大的誤會，蓋老子

的道、老子的無從存有論的立場說本是屬於實現原理，它慷慨承諾並完全尊重天

地萬物的自生自成自長自濟，所以儘管不是創造性的生化天地萬物，卻能普遍的

護持天地萬物而不會棄絕或否定任何的存在，這當然也包括自我在內。 
老子強調「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等等的結果，當然

就是「處下不處上」，當然就是「守柔」，當然就是「不爭」；不爭即能讓一切存

在自由的彰顯以成就它們自己、實現它們自己。「不爭」之能如此的退開一步而

使萬物自生自成自長自濟，最後當然反而印證了「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崇高與無

限，像如此這般的藉由胸襟氣度之無限開放以包容成全天地萬物的自生自成自長

自濟，顯然就是「無之以為用」、「不生之生」的玄思妙慧，它以其能證物自身之

永恆而在價值上具有神聖義，若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此即具有存有論的性格，而

且是屬於兩層存有論中之「物自身界的存有論」或「無執的存有論」，亦即是最

根本、最究竟的存有論。 
對比於〈第二十二章〉之從「無執的存有論」以立言，〈第二十四章〉則是

側重於「執的存有論」，其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文中所提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當然都是出自於有執之識

心，它因為「恆持自我」所以偏頗而傲慢，對於天地萬物則急於介入與宰制，是

以無一不是有執有私的人為造作，若聖人之為聖人乃在於其能體現無為無執致虛

守靜的工夫與境界，所以畢竟不致於陷落於此迷惘中，是謂「有道者不處」；又

對較於聖人之「無之以為用」與「不生之生」而言，凡一切的人為造作其實都是

平地起土堆、都是畫蛇添足，總之就是妨害萬物之自然的「餘食贅行」。當然如

此之人為造作、餘食贅行在乍看之下似乎也有其成就或收穫，但都全屬於一時之

精采，最終還是難逃有時而盡之命運，據此可知有執的識心畢竟只能執守有限之

現象而無以證成無盡的物自身，其所以能有存有論之意義者，亦當只是「現象界

之存有論」或「執的存有論」罷了。 
有執即有限，有限即為現象；無執即無限，無限即為物自身。有執與無執

的超越區分在老子《道德經》中，又常以「柔弱」與「剛強」之對舉說明其中的

道理，例如〈第七十六章〉即為一例，其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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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兵強則

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此所謂之柔弱並非一般以為的懦弱無

能或優柔寡斷，依老子之意，它是對道的真實體現下所豁顯之廣大含弘的生命氣

象，乃具有充分的價值意涵，蓋〈第四十章〉曾說：「弱者道之用。」老子以為

聖人對道的身體力行即是完全體現了致虛守靜無為無執的德行境界，在此沖虛之

玄德或無執道心的觀照下，聖人既尊重萬物而不主使萬物，又謙讓萬物而不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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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更肯定萬物而不傲倪於萬物，如此之「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第四章〉），如此之處下不爭，故老子以柔弱形容其修養。 
相對之下所謂的剛強全然不如是，它猶如「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的「壯」；「壯」則悖離於道的境界、悖離於無的智慧。剛強者它一心只想凌

駕萬物、號令天下，因而一味刻意的突顯自我、睥睨一切；其如此之頑固如此之

堅持，雖百死而不悔，是以老子說是「死之徒」。「死之徒」指是的它必定有時而

盡，因其有為有執故難逃現象之有限也，反之唯有柔弱才是「生之徒」，生是長

生，它肯定是無時而終，因無為無執故得以證物自身之無窮也。 
從以上柔弱與剛強之無執與有執、無限與有限的兩兩對比，明顯可以發現

身體力行於謙沖寬和、處下不爭的柔弱修養，其在生命的意義上絕對優於、高於

恃才傲物、逞強自大的霸道心理，是以〈第三十六章〉曰：「柔弱勝剛強」，〈第

七十八章〉亦云：「弱之勝強，柔之剛勝」，凡此等之所謂「勝」皆指優於、高於

之意，若以為是戰勝或打敗，則將與〈第六十章〉之言「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焉」相悖逆矣。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章》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

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儡儡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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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兮其若海，

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凡有執無

執、俗人聖人之對舉在此章中一目了然。老子關鍵的指出，聖人之所以異於俗人

者乃在於「貴食母」，此「貴食母」意即「以食母為貴」，食母猶抱一，指體貼著

道、持守著道、奉行著道的意思，道又是無，聖人唯能致虛守靜無為無執故能為

天下貴，此貴是真貴、常貴，因其具有無限義所以也是物自身義的貴；聖人之致

虛守靜無為無執，乃能隨順一切、因應一切而無可無不可，聖人既不起分別心當

然也沒有得失的計較，如此之豁達乃如海納百川之無所不容，亦如風過平野之無

所不順，反觀俗人之工於算計，其於得失之間不厭其煩的昭昭察察，自以為有所

得而沾沾自喜，並視貴食母者為愚鈍，殊不知享太牢只是一時之榮耀，春登台只

是一時之風光，其於快意人生又能幾何？凡世俗義之生死與神聖義之生死，其迷

悟之別、高下之判，於此乃昭然若彰矣。 
 

参、生死的非分別說 

 
一、言說而不言說 

生死行程的分別說是以解析的方式，對比呈現出實然與應然、世俗與神聖

等等不同的生命情境，然而分別說是理論性的、概念式的定義與表達，若從儒道

佛之生命的學問而論，凡一切的分別說終須歸諸非分別說而後然，此誠如牟宗三

先生之所說：「夫立言詮教有是分解以立綱維，有是圓融以歸具體。……焉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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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生命而不圓融以歸具體乎？分解以立綱有異，而圓融以歸具體則無異也。此

其所以為共法也。」13牟先生所謂之「分解以立綱維」即是分別說，但分別說是

智及而非仁守，若是智及之而仁亦守之則不能只停頓在理論性的陳述做概念式的

表達而已，它務必身體而力行之，14並能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者，

是即為「圓融以歸具體」的非分別說也。 
聖者之圓融以歸具體的非分別說中，凡一切有定、有限、有立、有對的言

說相實可因德慧之實踐與修行盡歸於平平而辨證的統一之，是以中國禪宗六祖惠

能和尚嘗曰：「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

應語隨答。」（《六祖壇經．頓漸品第八》）的確值此圓而神之際，無論是實然與

應然、世俗與神聖實皆可分而不可分，換句話說，在此非分別說中，實然的生死

實乃具足應然的意義，應然的意義亦不離實然的生死，同樣的，世俗的有限亦不

只是有限，它能於平凡中寄寓神聖、彰顯神聖而成為無限，至於神聖的無限亦無

以超絕世俗的有限而成孤高之無限，反而是遍一切之有限以成為其無限，15此所

以佛家素有「煩惱即菩提」、「佛法在人間」之說也，16亦所以儒者會有「人人有

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之論也，17且凡此等圓滿無盡、圓融無礙、圓通無礙

的不可思議境界，實亦為儒道佛三教共證共修之究竟，18當代學者方東美先生則

曾形容此為相待而有、彼是相因、交攝互融、旁通統貫的整體，19並且首倡「機

體主義」一名以闡釋其中道理。20今且根據老子《道德經》經文，先從言說而不

                                                 
13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三版自序〉頁 2。 
14 筆者因而有生死學與生死慧的區分，若簡單的說，生死學是理論知識，生死慧則是徳行境界。

參見：王邦雄、陳德和，《老莊與人生》，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229-230。 
15 王邦雄先生於此有一生動之描述，他說：「道不會為了證明自己的高貴，永遠站在最高的地方

讓你看，他就是下來，在最低的地方跟你在一起。天道的可貴就是，它永遠站在最卑下的地方，

跟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走在一起。」王邦雄，《生死道》，新北市，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1 年，

頁 92-93。 
16 《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曰：「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

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又曰：「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護法品第九〉又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分別。若以智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

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1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四》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曰：「太

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

極致，故名曰太極。」 
18 此等不捨世俗以言神聖的境界，乃是雖神聖而無神聖相的終極境界，因而孟子在《孟子．盡

心下》說：「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若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三章》中則出

現「大道甚夷」之話語，此外，老子在《道德經》之〈第三十五章〉更直接說：「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在〈第四十一章〉中也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在〈第六十七章〉中亦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

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在〈第七十章〉中又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據

此看來，凡一切真正神聖高明的道理，由於不捨眾生並願渡化眾生之緣故，通常都會是、也應該

是以簡易平常的方式呈現在世人眼前的。 
19 方東美先生說：「中國哲學各派的哲學家……建立一套『體用一如』、『變常不二』、『即現象即

本體』、『即剎那即永恒』之形上學體系，藉以了悟一切事理均相待而有，交攝互融，終乃成為旁

通統貫的整體。」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1979 年，頁 284。 
20 方東美先生說：「中國哲學上一切思想觀念，無不以此類通貫的整體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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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以顯示非分別說之圓融。 
老子《道德經．第一章》開宗明義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然而真常大道果然是不可言說、無以名狀的話，那麼太上老君之著書五千

言遺留《道德真經》一書，其中內容卻不乏對此真常大道的敘述與形容，前輩學

人如：方東美、唐君毅、嚴靈峰、勞思光和傅偉勳等幾位先生還根據經文的記載

而有道之六義、道之四義及道之二義等等的歸納，21這對老子而言豈不成了自相

矛盾和自我否定嗎？事實上對於老子此舉的質疑歷來即不斷出現過，像唐朝大詩

人白居易有詩題曰〈讀老子〉，即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

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面對諸如此類的不斷詰問，當然亦有為之釋疑

者在，其通常的辨白是：真常大道誠然不可道、不可名，然而世人畢竟可以對此

不可道之道、不可名之名多方探討考究進而強為之道、強為之名，換句話說，道

的本身雖然難以理解或確認，但是它並不拒絕或禁止世人對它的感受感悟並做出

心得的表達及形容，若老子《道德經》中對於真常大道的諸多敘述與形容乃出於

他對此真常大道的主觀體會，至於道的本身終究還是難以理解或確認，由此說來

縱然五千言曾滔滔如是說，惟並不相礙於道本身之不可道、不可名也。22 
關於老子既主張道之不可說自己卻又言之鑿鑿此所引起的質疑和辨解，筆

                                                                                                                                            
體主義之觀點而闡釋之。機體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模式而論，約有兩種特色。自其消極方面而言

之，（1）否認可將人物對峙，視為絕對孤立系統；（2）否認可將宇宙大千世界化為意蘊貧乏之機

械秩序，視為純由諸種基本元素所輻輳拼列而成者；（3）否認可將變動不居之宇宙本身壓縮成為

一套緊密之封閉系統，視為毫無再可發展之餘地，亦無創進不息、生生不息之可能。自其積極方

面而言之，機體主義旨在：統攝萬有，包舉萬象，而一以貫之；當其觀照萬物也，無不自其豐富

性與充實性著眼，故能『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而不落於抽象與空疏。宇宙萬象，賾然紛呈，

然剋就吾人體驗所得，發現處處皆有機體統一之跡象可尋，諸如本體之統一，存在之統一，生命

之統一，乃至價值之統一……等等。進而言之，此類披紛雜陳之統一體系，抑又感應交織，重重

無盡，如光之相網，如水之浸潤，相與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質上彼是相因，交攝互融，旁通統

貫之廣大和諧系統。」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1979 年，頁 284。方先生

關於中國哲學旁通統貫之通性及其所謂機體主義之意涵在其著作中自是所見多有，惟以上之所引

述者乃最為集中而具體之表明，是以筆者特將此等重要之全文一一照錄以呈現其完整面貌，又旁

通統貫之通性及機體主義之形容自經方先生批露後，儼然成為他對中國哲學之詮釋、尤其是儒道

佛三家的義理，最具有原創性及代表性的見解和結論。 
21 方東美先生將老子的道概念分成道體、道用、道相、道徵四義（參見：方東美，《生生之德》，

頁 296-298。）唐君毅先生則細分成虛理之道、形上道體、道相之道、同德之道、修德之道及其

他生活之道、事物及心境人格狀態之道六義（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香港，人生出版

社，1966 年，頁 350、頁 352、頁 354、頁 358、頁 360、頁 361），嚴靈峰先生一樣分成四義但

與方先生有別，這四義是：道體、道理、道用和道術（參見：嚴靈峰，《老莊研究》，臺北市，中

華書局，1966 年，頁 378。）勞思光先生則比較簡單，他僅僅分成形上之實體與萬有之規律二義

而已（參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 年，頁 179、頁

193。）傅偉勳先生依據唐君毅先生之說，先以「道體」和「道相」二分，進而指出「道體」乃

不可知，可知者為「道相」，其又可析為道原、道理、道用、道德、道術五義（參見：傅偉勳，《從

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頁 24-25。） 
22 唐君毅先生將老子《道德經》中的道概念細分成六義，筆者以為其中之「形上實體之道」乃

屬於不可道、不可名的絕對存有，至於「道相之道」則是人在對形上道體做出探討考究後所強為

之道、所強為之名者。又，傅偉動先生依唐先生之說乃將道體視為「分辨之前」的終極真實而屬

超形上學者，至於道相中的道原、道理與道用則為「分辨之後」的成果而明顯屬形上學範圍。參

見：傅偉動，《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頁 4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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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存之於心，然在本文中則試圖另進一解、另呈一義。筆者以為聖人之圓融以

歸具體中，自亦包括面對種種言說的態度，當然聖人對於此等種種之言說他是絕

對不起任何執著的，是以在聖人眼中或耳裡雖然看遍或聴遍一切說，其實並不限

制於所見所聞之說，因而即使多有所說實可一切歸乎平平而皆無所可說，反過來

講，聖人亦不執著於無所可說，是以儘管無所可說也依然無礙於遍一切處而見廣

長舌者，總之，可說亦然，不可說亦然，有所說亦非，無所說亦非，要之，不偏

執於兩端而在言語相中無可無不可也。 
今見老子《道德經》之〈第八章〉主張「言善信」，〈第四十一章〉出現「建

言有之」，〈第七十章〉亦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據此以觀，老子誠不能

無言也，然而在〈第二章〉中卻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

五章〉提醒：「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十六章〉則云：「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第八十一章〉更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由是觀之，老子又不喜多言也。然而老子畢竟不在言與不言間產生錯亂，他是雖

有言而不執著於其所言，雖無言而不禁錮於其所不言。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三

章》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凡無與無為、事與無事、味與無味皆是

聖境圓融中之具體事，亦皆是修行處，唯聖人能兩不相執而左右逢源，以此推之

則老子之對言說之態度當可稱之為「言無言」者。 
老子之能雖有言而可無言，則其對真常大道諸多之敘述實亦皆無所說，此

則與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自不相違背，然而道雖不可說、不

可名，聖人終不能拘泥於此無所說、無所名而必將有所示、有所言，此太上老君

藉五千言以明其志也。老子如是之心跡與智慧若莊子乃頗能知之，因為他在〈齊

物論〉中說過：「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天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自是聖人圓滿無盡、圓融無對、圓通無礙的不可

思議境界，而「無適焉」則為無可而無不可的洒脫自在，此唯有據無執之道心以

因應之才得以如此，故曰「因是已」。〈齊物論〉又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

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

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天倪」是莊子對「道」別

出新裁的稱呼，老子既以無為道，則「天倪」即是無，亦即是沖虛之玄德或無執

之道心，唯此沖虛或無執乃能不偏於兩端而一起成全之，故可以「無辯」，亦得

以「無竟」也。 
老子使用語言文字但又不執著於語言文字之「言無言」的非分別說，其特

色就是它不似合邏輯性的正常語句，像出現在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七章〉和

〈四十八章〉而為人所熟悉的「無為而無不為」以及〈第三十八章〉的「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即是當中明顯可見的例子，其它又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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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章〉中說：「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

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第四十五章〉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五十八章〉說：「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

而不肆，光而不燿。」亦皆有類於是者。此外，老子《道德經》中更常出現「正

言若反」的弔詭語句，例如〈第七章〉說：「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二十二章〉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第三十四章〉說：「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說：「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六章〉說：「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第八十一章〉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諸如此類，

不一而足，通通屬於不合邏輯之弔詭命題。 
老子如是的詭辭為用，莊子書中亦不乏其例，〈大宗師〉中一段對真人的描

述即見一斑，其言曰：「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

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滀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廣乎其似世也，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

也。」真人氣象之惚兮恍兮而似模稜兩可，其實乃是真人德慧境界之不執兩端而

自在圓融也，此清通自然而明白四達之生命氣象，一切定性定義定相之語詞概念

皆無法真切形容之，其僅唯賴詭辭為用以得其萬一也。至於一篇〈齊物論〉其平

齊儒墨之彼是相因、是非對決而歸於兩行，進而由然與不然、可與不可的纏繞糾

葛中脫身而出，將一切原本諍議不容的存有，一體渾化之為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的整全與和諧，如此之復通為一的圓滿無盡、圓融無對而圓通無礙，更是非邏輯

或超邏輯之非分別說的表現與實踐了。  
二、生死而不生死 

出生入死說明了人乃有限之存在，不生不死則是不被出生入死之所限而得

以無限，換句話說不生不死是超越了生死，若就道家而言此生死之超越乃是對生

死之解放。然而以莊解老之境界化老學其所謂生死的超脫或解放並非如佛家所言

之了斷生死、擺脫輪迴而渡達彼岸的如來的淨土；以莊解老的境界化老學沒有此

岸彼岸的觀念，亦沒有前生來世的想法，更沒有輪迴解脫的主張。以莊解老之境

界化老學其所謂生死的超脫或解放亦非基督宗教之以上帝的審判救贖而進天堂

得永生；以莊解老的境界化老學沒有天國人國的觀念，亦沒有上帝信仰的想法，

更沒有靈魂不滅的主張。以莊解老的境界化老學對於生死的超越或解放，其實並

沒有取消實然的生死，它是在實然的生死中付予了應然的意義，此所謂應然的生

死當然是以神聖義為準，然而即使已然證成神聖義的人格典範，卻對出生入死的

事實沒有絲毫的動搖，聖人畢竟還是會老會死，但一生安穩沒有瓜葛，他是終其

天年而死，聖人雖有死卻又長留典範在人間，所以聖人死而不死。 
以莊解老的境界化老學之即生死而言不生不死，其雖無法改變出生入死的

事實卻在應然的神聖上彰顯意義與典範的不朽，是之謂死而不死。原來以莊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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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化老學乃是一種實踐的智慧，亦是一種德行境界，是以其所重者是德而不

是形，蓋若能去執去礙證得沖虛之玄德，即是永恒即是不朽，至於身體魂魄之成

住壞空、生住異滅反在其次矣。23 
關於老子《道德經》中解放生死的智慧，大約可以從〈第七章〉、〈第十六

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章〉、〈第五十五章〉、〈第五十九章〉、〈第七十五章〉

和〈第七十六章〉等篇文中詮釋其意義，這些篇章的觀念都集中而一貫，筆者既

曾依此而做探論並已公開陳述過一己之見，限於篇幅就不做太多重複，本文只再

補充幾點意見如下： 
1.〈第十六章〉所謂「歸根」是重回生命之自然、復歸生命之素樸、再顯生命之

真實，此乃具有德行義和價值義，若世俗一般所謂「落葉歸根」往往只是實然

的現象描述，這時候說的「歸根」並無德行義及價值義，至於另有以「落葉歸

根」為意義的象徵，並將它解為：告老終還鄉或臨終之際終於願意幡然來悟云

云，此縱然別有所指而具其德行義及價值義，然而相較於境界化老學之言至虚

守靜、無為無執，二者之間畢竟理趣不同且深淺有別；又本章所謂「沒身不殆」

可以有二解：一是指終其天年而無有禍害，一是指身雖可殁但常德永存，凡此

二解當需兼存而並見之。 
2.〈第三十三章〉所言「不失其所者久」固與自知、自勝、知足相關聯，惟自知

是自知其蔽而願復歸其明，筆者嘗稱境界化老學為生命治療學，並以「知病而

治病，治病而去病，去病而無病」統括其意，此即「自知者明」也，凡自勝、

知足等智慧亦莫不如此，由此可知「不失其所」即保住生命之自然、保住生命

之素樸、保住生命之真實，此與〈第十六章〉「歸根復命」之說義同理同，其

能長久亦如〈第十六章〉之「沒身不殆」也；又此章復云「死而不亡者壽」，

此乃對於「壽」另做定義，通常「壽」是指壽考，即長命百歲、延年益壽，本

章則不取此義，而是說身體雖死但德行智慧卻能典範永存。 
3.〈第五十五章〉所謂「含厚之德」的「德」，固當即是無執的道心或沖虛之玄

德，以其能謙讓不爭、含容一切是以謂之「含厚」，又因其澈底無掉任何人為

造作而回歸天真自然故曰「比之於赤子」，此「比之於赤子」是倒裝向，還原

之即為「赤子可予比之」，蓋赤子就成人而言乃是生命的起始或原初，境界化

老學的教誨與實踐全在去弊去礙去奢去甚去偏去私以重回生命之自然、復歸生

命之素樸、再顯生命之真實，此生命之自然素樸真實既乃原初本有，是以可以

用成人之先的赤子做為象徵，〈第十章〉有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

亦如赤子一樣，同樣都是用以象徵而啟迪世人應當復歸其明、復歸其樸、復歸

其德而復歸其無極也。 
4.〈第五十九章〉所謂「早服」，河上公《老子章句》曰：「早，先也；服，得也。」

                                                 
23 筆者之所以再三提及「境界化老學」一語，意在表明只限於此學以發議論，且並不以為此乃

所有不同道家型態間之通義，事實上在宗教化老莊學亦即道教道家中，其所謂超越生死即有羽化

登仙、飛昇入道等等的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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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老子注》曰：「早復常。」兩者比較以王弼之說為佳；若依王弼解釋，「早

服」自當讀為「早復」，但服、復兩字同音，依文字使用之慣例二者可以通假

使用，所以原文自當依舊而毋須多此一舉再予訂正；「早復」是「復其早」的

倒裝語句，「復其早」即「復其先」，亦即「復其本」，也就是說恢復自我原來

所本有之素樸天真、清通自然的意思，據此以論，接下文所謂之「重積德」即

不可能是「為學日益」式的增進累積其所修所行，反之當為「為道日損」式的

去障去礙以復歸於常德，「重」讀為平聲，指工夫的不斷，像「損之又損」便

是工夫的不斷、便是「重」，總之「重積德」就是致虛守靜、無為無執的功夫

實踐。至於「長生久視」當然以德慧長存為意，但兼有終其天年之意。 
老子解放生死、超越生死的智慧莊子固能心領而神會之，並在內七篇中暢

所欲言，例如他在〈逍遙遊〉說：「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惡乎待哉」即言「無待」，意即無執於所待，凡致虛守靜

者必如此，若致虛守靜可以沒身不殆，則無待能遊於無窮亦宜也，而所謂遊於無

窮實喻生命之洒脫及其德行智慧之永存也。 
莊子〈養生主〉又說：「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既

明於生於死皆不起執著，所以能夠得其所安而無不順遂，而「指窮於為薪，火傳

也，不知其盡也」則是更進一步指出，向死之生命猶如點燃之蠟蠋，其終有燒盡

的時候，但它一生德慧修行所彰顯的生命意義則如蠟蠋燃燒時的火熖般，並不會

隨著蠟蠋的燒盡就完全消失在人間。 
莊子〈德充符〉復說：「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此言死亡乃是生命的終

結，對任何人而言如此重大之命遇亦如天翻地覆一般，勢必引起悚動而難予忽視

者，然而有德之人卻不因死亡的到來或天翻地覆的影響而被取消其存在，其所以

如此就在於能夠「審乎無假」、能夠「守其宗也」。何謂「審乎無假」？「審」者

察也；「無假」是「假於無」的倒裝句，「假於無」是以無為用，此猶老子《道德

經．第十一章》所說的：「無之以為用。」「審乎無假」就是仔細體察致虛守靜無

為無執的道理並將之落實印證在生活世界中，最後終於證成沖虛玄德之至高無上

境界，凡至人神人聖人真人即以此德慧境界留下典範而長存人間也。何謂「守其

宗」？宗者，本也；本者，道也；道者，無也；守其宗就是守其道、亦即守其無

執之道心、守其沖虛之玄德，惟如此境界乃可以「命物之化」，「命物之化」是不

禁其性、不塞其源而使天地萬物自濟自生自助自成，也就是以不生之生的方式來

實現天地萬物。 
莊子〈大宗師〉更曰：「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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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

者也。」莊子此處說的「外」乃承自老子《道德經．第七章》中「是以聖人後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所以它即是「無」，以無為工夫則必當是在步步實

踐中「損之又損，以至於無」（《道德經．第四十八章》），其中關於生死的情境亦

包括在內，且此生死議題的頓悟與解放必賴於最高境界的證成，故云：「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此「不死」

是不離於死卻又不限於死，此「不生」是不離於生卻又不執於生，是之謂「殺生

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人生若到此境界已然釋懷無可而無不可，唯所遇皆然隨

順而安，亦即是「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總之莊子所言

者，就是教誨世人當在實然的生死中證成其應然之神聖境界，他並以為有此神聖

之德之境界則得以不朽而長生也。 
老子《道德經》中涉及生死解放的篇章至少有如上文所列舉及詮釋者，其

篇章字數相較於全經五千言亦占一定之比重，且其意義集中而一貫，莊子乃能繼

承此等精妙的義理而高談闊論之，然而素有現代生死學大師之稱的傅偉勳先生對

此卻有不同的看法；傅先生認為：老子比較關心的是政治社會中的人道問題，對

於生死議題除了提出「落葉歸根」的主張之外，其餘並無特別值得稱道者，反而

是後來承繼於老子思想的莊子，比較能夠將解脫觀和生死觀當成重要的課題來探

討，並且在他的著作中做大量的陳述，事實上這方面的成果也成了莊子哲學最大

的內容。24傅先生如此的見解筆者不盡能夠同意，尤其將生死問題的探討與結果

當成莊子專屬的精采，更是明顯的誤會。莊子之所思所言實皆出於老子，凡智慧

內容及義理骨幹實無二致，只是表現的手法上老子乃是重點的說明以及綱要式的

呈現，所以道理多沉潛而堅實，其雖多精妙卻往往隱而不發，至於莊子則不類於

是，他縱橫於文字、馳騁於篇章，所以明白顯豁而引人注目，25然而無論是從合

於道、合乎無的工夫境界看，或是從重於德、重於虛的修行目的看，其實莊子所

依據的文本還是老子其人其書其思想，他的閱讀心得及詮釋成果還是承繼於老子

而持之有故，還是紹述於老子而言之成理。 
從傅偉勳先生已經公開發表過的著作來看，他對老子《道德經》的著墨其

實並不算太多，似乎從無專篇專章的討論過老子《道德經》的哲學思想，凡既有

的相關說明與探究，全部都是在大範圍的論述中依其義理表達之脈絡而順道帶出

罷了，而且絕大部分集中在形上學或存有論的意見討論，關於老子《道德經》中

的生死觀念傅先生所曾提過的也就僅僅此等「落葉歸根」一義而已。其實老子《道

德經》中的生死觀念是非常豐富而深邃的，並且十足具有啟迪人心的教化作用，

可惜傅先生失之交臂。至於傅先生對於老子《道德經》中的生死觀念只提及落根

歸根一義，此亦十分簡略而粗疏，蓋傅先生認為：老子主張生命的走向死亡即是

                                                 
24 參見：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臺北市，正中書局，1993 年，頁 166-173。 
25 關於老莊之異同牟宗三先生曾有專文討論，他是從人性風格、表達方法及義理型態做三方面

的比較，最後認為老子莊子在形式上確實存在著明顯差異，但是義理內容則並無二致。參見：牟

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17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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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天道本根的自然行程，因此刻意抵制不可避免的死亡非但是自私的行為，而

且只會增加死亡的恐懼與自我的痛苦而已。26傅先生確實見到老子無為無執的生

死智慧，可是筆者看來他似乎將此智慧過度窄化成超克死亡的恐懼，沒有充分意

識到老子《道德經》中做為人格典範的聖人，其能歸根復命此除了證見天道之永

恆而得以不朽之外，其實即同時具體展現為人處世的種種德行也。 
傅先生之將老子所謂的歸根解為回歸天道本根筆者於此可以理解，但回歸

天道本根又是如何境地且其價值意義又當何在，傅先生似乎沒有進一步的討論說

明，且若依傅先生此意，筆者不禁要問：生命的自然死亡即是落葉歸根、即是回

到天道本根的話，那麼世人只要能夠不懼怕死亡，縱使做惡多端為害人間，其最

終是否也同樣是回到天道本根呢？相似之質疑如從另一角度亦可再問：若生命的

自然死亡通通算是回歸天道本根的話，那麼世人是否只要學會不怕死亡即已完全

合乎太上老君關於生死之教誨？其它的責任和德行因而就可以棄若敝履或相應

不理嗎？筆者以為傅先生之說的最大問題是忽略了天道本根其原來是具有德行

義的，由此忽略之故傅先生更進而遺忘了另一非常重要之義理，是即：人唯有修

德立德以圓滿實現自己，如至人神人聖人真人之所為，必如此才足以體道證道見

道明道而真正回歸本根之無極。 
除了對於傅先生之說的董理澄清之外，筆者願意再對錢穆先生的意見進行

必要的辯解。錢穆先生不似傅先生之疏於老子《道德經》的詳細講論，反而是做

了甚多的考察和研究，無論是老子其人其書其思想，莫不戮力以求並責成創發性

的自己意見。錢先生向來主張老子的存在年代及其真實身分凡歷來之史傳論說皆

不可信，如老聃、如李耳、如老萊子、如太史儋等等諸人的相關記述，全都由於

種種的附會與偽傳而失其真相，於是錢先生花了甚多心思做了多番考證、寫了諸

多文字試圖釐清此歷史一大公案，最後的結論是這些人物雖然都不是虛構或杜撰

而確實存在於人間過，但後世對他們姓名稱謂除了太史儋外，無乃都是出於傳說

和想像而諸多誤解，包括連太史儋都莫名其妙的被糾纏成一團，至於將他們與《道

德經》牽扯在一起更是穿鑿附會，因為他們的身世年代比起出現於戰國晚期的《道

德經》都早出甚久，其不可能為《道德經》的作者是毋庸置疑者。27 
錢先生最早是基於典籍文獻的蒐羅考察並進行比對歸納，以試圖釐清歷史

之真相，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即為此等動機與目的下之代表作，其中〈老

子雜辨〉之所言學界向來固有見仁見智之批評，但對錢先生極其豐富的國學素養

則無人敢於懷疑。錢先生除了既已篤定的基於文獻學的功夫而考證出老子其人其

                                                 
26 參見：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臺北市，正中書局，1993 年，頁 164-165。 
27 錢穆先生說：「戰國言老子，大略可指陳者凡得三人：一曰老萊子，即《論語》荷篠丈人，為

孔子南遊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時，為周室史官，西入秦，見秦獻公；三曰詹何，為

楚人，與環淵、公子侔、宋玉等並世。……孔子所見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莊周。

出官遊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屬秦人。著書談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

事者，則為晚周之小書俗說。其混而為一人，則始《史記》。」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市，

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東大版，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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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結果，他更以為若欲論斷一書的出現時代，當需擇取書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心

思想與名相概念，將其置放在思想史的脈絡中，以之和年代相對確定的其它著述

做出對比，以為有效判斷之依據，居於此意，錢先生又在所著的《莊老通辨》一

書中，分別抉取道、帝、名、天、地、有、無、常、同、妙、和、中、明等等概

念而進行解讀，並據之以對比莊子書與《道德經》的思想差異，進而證明《道德

經》乃較莊子書為晚出，若其作者仍當如《先秦諸子繫年．老子雜辨》考證之結

果，以約當生於公元前 350 年、約卒於 270 年的詹何最為可能，若詹何主要的活

動年代是在莊子之後、荀子之前，亦即為楚頃襄王之時，是以《道德經》一書自

屬戰國晚期的作品。28基於上述的考證與認知，錢先生向來之立場乃尊莊多於尊

老、重莊過於重老，並且強力主張莊前老後之說，29錢先生如是云云的結果，當

然會認為只有莊子才配稱為道家的始祖而在道家中具有主流和正宗的地位，至於

作《道德經》的老子則不與焉，甚至批評此老子僅僅屬於道家之小技末流而其《道

德經》亦難列大雅之堂。 
錢先生如是別出新裁的立場，自然不會承認和發現老子和莊子之間慧命相

續的關係，影響所及亦將侷限了他對於莊子思想的理解，例如錢先生認為莊子所

謂的神人、至人、真人者皆不能無死生，所以長生的觀念洵非莊子所有，凡《莊

子》書中之言長生者，皆不見於內七篇而可能是後起的弟子或追隨者所主張的。
30錢先生如是之見地，筆者卻不以為然。 

關於長生之說在老子《道德經》中已然被曾提出，只是錢先生基於莊前老

後及尊莊多於尊老的立場，自將以為此乃不能據以證明莊子固有長生之義，是以

完全擱置不論。然而 1993 年湖北荊州荊門郭店殘簡《老子》出土，經被證實其

乃約於公元前 300 年左右被置入墓中陪葬者，此即直接顯示當莊子、詹何仍然在

世之際，南北兩地已有老子《道德經》的傳誦和講習，如此一來《道德經》最早

出於何年雖仍然難予定論，唯定非戰國晚年之作品，更不可能是詹何所著書，此

則自不待論，至於傳統所認為莊子承繼老子之學說並蔚為大宗，則因此一殘簡《老

子》的出土，再次得到有力之證明而可以屹立不搖。 
錢先生受限於自己之立場而從不承認《道德經》對莊子思想之影響，智者

千慮竟有此一失，誠屬可惜。反之，現今既已得到出土文獻之證明而知「老前莊

後」乃不可疑者，莊子長生之說當然可以合情合理的追溯至老子《道德經》之所

敘，至於老子所謂長生久視之義則有如筆者前文之所述，乃是就德行之長存永存

以立言，若錢先生認為莊子的神人、至人、真人等皆不能無死生，此說固宜也，

                                                 
28 錢穆先生認定《道德經》之作者為戰國晚期楚人詹何，參見：《先秦諸子繫年》，臺北市，東

大圖書公司，1986 年東大版，頁 223-224。又錢先生依思想觀念之解讀與比對而斷定《道德經》

乃較莊子書為晚出則集中見於所著《莊老通辨》一書中的〈上卷〉及〈中卷之下〉（臺北市，東

大圖書公司，1991 年新印本，頁 1-112 和頁 263-343），因其散見於通篇各處，基於篇幅之限制

筆者實不便於此逐一標示所有出處之頁碼，是故有勞方家學者自行查索並參閱之。 
29 錢穆先生所主張的「莊前老後」是特就莊子早於《道德經》作者詹何、或莊子書早於《道德

經》而言，若以為先生之「莊前老後」是主張莊子早於老聃、李耳、老萊子及太史儋則謬矣。 
30 參見：錢穆，《莊老通辨》，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新印本，頁 25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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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從實然層次以觀之，無論聖人或俗人皆是有時而盡之面向死亡的存在；惟錢先

生之必以為莊子思想中全無長生之觀念，此則恐未必是，蓋另從應然層次以觀

之，凡向道而修道成道的聖人（包括神人、至人、真人）則已然是在有限的一生

當中，藉由具體的修行實踐，充分證明人不僅僅為現象之有限而實能見物自身之

無窮，是以莊子雖然沒有從長命百歲壽耋綿綿來思考或定義神人、至人、真人的

生命，但莊子內七篇中確實存在著無古無今、不生不死的無限觀念，例如〈逍遙

遊〉之言「遊於無窮」，又如〈齊物論〉之言「振於無竟」，復如〈養生主〉之言

「不知其盡也」，再如〈德充符〉之言「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更如〈應帝

王〉之言「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諸如此例不勝枚舉，其盡是信而有徵者自可毌

庸再疑，當然此無限此無窮莫非特就意義價值及其德行智慧的永恆以立論，如是

而已矣。 
 

肆、結論 

 
道家思想是傳統的義理學問，對華夏文明的陶冶融鑄有著關鍵性的決定，

它在歷史的發展中曾經出現了各種的樣貌和型態，當中以實踐的智慧為內容的老

子莊子學說無疑是影響時間最久、層面也最廣大，這套實踐的智慧素來被稱之為

老莊思想，嚴格來說它應該是以莊解老的境界化老學。若本文則以老子《道德經》

為對象，特從實踐智慧學的視域，揭露其解放生死的智慧。 
出生入死、由生到死是任何生命所必經的行程，此生住異滅的自然發展經

過乃是實然義的生死，它也說明了人是「向死」的存在，然而對人而言一生的經

歷其實也是進德修業的場域，可見人的一生非但只是向死而且又是向道，向死與

向道乃構成生命的二重奏。再者，人之向道的努力已然是在實然的生死上，植入

了德行價值的成就，換句話說原本中性無記的出生入死、由生到死，從此成為應

然義的生死。 
儒道佛之做為生命的學問，都是不離於實然的生死以言應然的意義，且其

所謂意義洵非世俗一般之限於名利權位富貴的追求，而是可大可久的德行涵養及

其證成之人格典範與境界理想。此一德行涵養就老子《道德經》以言即是致虛守

靜、去甚去泰之消融解構的工夫，其人格典範是無執無失的聖人，其境界理想則

為沖虛的玄德或無執的道心，老子並以此為本、以此為道，說明天地萬物所以存

在的理由，是之謂無執的存有論。無執的存有論者，乃是以不黏不滯之沖虛玄德

來保住一切存在，此保住一切洵非創生一切，而是包容萬物、使萬物自濟自長的

不生之生。 
老子以無為道的實踐智慧乃重在解構與消融，故有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之形容，此對於生死議題而言，就是解放了生之執迷與死之恐懼，讓人的

一生能在沒有負擔與壓力下，自在逍遙的過完一輩子，是之謂「知止不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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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知足之足，常足矣」，這同時也印證了身雖可死其德則可以長存永存的偉

大理想，是之謂「死而不亡者壽」，是之謂「深根柢固，長生久視之道」，若莊子

本與老子慧命相續，所以老子如是的主張和理念莊子皆能克紹箕裘並有效闡述以

繼承之，凡內七篇之文均已歷歷在目而毋庸置疑。至於像傅偉勳先生之以為老子

思想中除了落葉歸根之說外，實無太多之生死關懷與討論云云，又如錢穆先生之

以為莊子的年代先於《道德經》作者的老子，且莊子並無長生之觀念，凡道家之

言長生者實皆出於後生之說云云，然而證之於本文探討的結果，兩位先生之高見

其實都未必然。 
境界化的老學即是以莊解老之學，通稱為老莊思想或老莊哲學，它沒有三

世輪迴的觀念，沒有靈魂不滅的觀念，沒有了斷生死的觀念，沒有上帝救贖的觀

念，它是立足於當下的生活世界，試圖從有限以證無限，它對神聖的肯定與不朽

的實現，使其雖非宗教卻具足了宗教的意識與虔誠而彌足珍貴。 

180



2017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7 年 12 月 8~9 日  頁 181~192 

 

「黃河逆流」兩種 
Two kinds of Huanghe regurgitation 

 

山田 俊＊ 

熊本縣立大學教授 

 

摘 要 

     

道教文獻之中見的「黃河逆流」之句，通常認為男女交媾之際，男方

閉精不泄而還精補腦的技法。就是因為將男女交媾為前提，所以數它為房

中術之一，而鍾呂系煉丹派算它為與自派不同的「傍門小法」而指責。但

不少道教文獻卻積極地使用「黃河逆流」之句也真實的；即「黃河逆流」

具有褒貶兩義。而且，鍾呂系煉丹派也並不完全否定「黃河逆流」而保留

些其意義。本論對於相關兩種「黃河逆流」的如此複雜的情況，從「概念

史」的角度來加以基礎性的檢討。 

 

關鍵詞：黃河逆流  鍾呂系煉丹派  男女交媾  《道樞》 《悟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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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不少道教文獻之中見「黃河逆流」之句。通常認為「黃河逆流」即男女交媾

之際，男方閉精不泄而還精補腦的技法。
1
如前人研究早已提到，就是因為將男女

交媾為前提，所以數它為房中術之一，而鍾呂系煉丹派算它為與自派不同的「傍

門小法」而指責。加之，有些學者將「清修派」、「（陰陽）雙修派」等「派」與它

關聯起來。
2
鍾呂系煉丹派確實指責「黃河逆流」，但不少道教文獻卻積極地使用

「黃河逆流」之句也真實的；即「黃河逆流」具有褒貶兩義。而且，關於鍾呂系

煉丹派與「黃河逆流」的關係，前人研究的見解並不一致的。
3
還有些學者早已提

到鍾呂系煉丹派並不完全否定「黃河逆流」而保留些其意義。鍾呂系煉丹派不管

對於「傍門小法」加以批評而為何保留其意義，仍不無商榷處。本論對於相關「黃

河逆流」的如此複雜的情況，從「概念史」的角度來加以基礎性的檢討。請諸位

高賢指正。
4
 

                                                  
1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就「黃河逆流」曰：「指交合時閉精不泄，還精益腦。又稱“牽

轉白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313；中國道教協會、蘇州道教協會，《道

教大辭典》關於「房中術」曰：「清修派修煉方術。一名御女術或三峰黃谷子，黃河逆流法」（北

京，華夏出版社，1994 年）頁 694。蘇鴻啓，〈忍精不射自取其禍〉，《祝您健康》，1994 年第 6 期，

頁 13；任潤楨，〈“動而不施”不可取〉，《實用中醫內科雜誌》，1994 年第 8 卷第 1 期，頁 44-45

等，從現代医學的觀點來提醒「黃河逆流」的虛妄性以及健康上的問題。 
2 相關此些「派」的研究不少，參閱王沐，〈附錄二 悟真篇丹法源流〉，道教典籍選刊《悟真篇

淺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362；郝勤，《龍虎丹道―道教內丹術》（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1994 年）；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 第三卷》〈第八章 第七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6 年）；朱越利，〈《悟真篇》的文本及丹法〉，《國學研究》，第二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8 年）頁 157-194 等。 
3 王沐，〈道教丹功宗派漫談〉（《中國道教》，1987 年第 2 期）曰：「欲漏不漏時緊守丹田，不動耳

目口鼻，三島手印即“兩支慧劍插真土，引得黃河水逆流”之口訣，這都是鍾呂系統的功法」，即

將「黃河水逆流」算為「鍾呂系統的功法」。與此相反，朱越利，〈宋元南宗陰陽雙修的代表人物

和經訣〉（《宗教學硏究》，2010 年第 2 期）認為「施肩吾一系的丹派」將「黃河逆流」稱為「養

命之下法」而加以批評。 
4 作為身體技法的「黃河逆流」往往會與冥想法連接起來而引入於道教科儀之中，其具體例見於

明代《道法會元》等。本論只將論到身體技法本身的文獻為考察對象。尚且，對於同一文獻之中

的「清修派」、「雙修派」等「派」的解釋，學者之間仍存在著不同的見解，而關於「派」之下位

分類，學者之間的理解並不一致；而且蓋建民著，《・道教南宗研究系列 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

道派、歷史、文獻與思想綜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曰：「這種清修與雙

修道脈的區隔只是在一定範圍和意義上講的 」（頁 811）般的，有些學者採用「融通 」的看法；

還有，松下道信，〈內丹とカニバリズム―食人・嬰兒・房中術〉（《アジア遊學》，No.110〈特集 

アジアの心と身體〉，東京：勉誠社，2008 年，頁 102）、同氏，〈孤陰考〉（發表於「日本道教學

會第六十六回大會」，東京：日本道教學會，2015 年，11 月 14 日，頁 16-17）指出般的，有些日

本學者對於宋至元的道教煉丹史上是否存在如此「派」採取慎重的態度。因如此原因，本論不將

「派」為前提而從「概念史」的角度來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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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貳 

 

   積極使用「黃河逆流」的最早例即見於南宋・曾慥《道樞》〈眾妙篇〉。〈眾妙

篇〉從自「導養之方，治性保形。行之不怠，進于長生」
5
之句講起而插入「至游

子（＝曾慥）」自身之句，匯集相關「導養之方」的諸人言論。其中，〈眾妙篇〉

引用高象先之句： 

      高子［名象先］曰：瞑目蟠足，以左手抱臍之下，右手附腎之左右，復想 

      丹田，使其炎如火，是爲玉女抱臍者也。6 
按《道藏目錄詳註》，高象先撰寫《金丹歌》，不少道教文獻引用其「歌」。

7
《道

藏》收錄《真人高象先金丹歌》，按其〈序〉：「高先，字象先，朐陽人也。余素昧

平生。祥符六年，因四明傳神僧禹昌，始得識公面於京師」，
8
得知他即出自「朐

陽」（今江蘇省連雲港市）的北宋人。他「歌」：「天地氤氳男女姤，四象五行憑輻

輳」，
9
得知他對於「男女姤（精）」確實感興趣，

10
但有些學者指出他卻譴責所謂

的「採陰術」。
11
《道樞》所引的高象先之句講到著座實踐的煉丹技法，他稱其為

「玉女抱臍」。就「玉女抱臍」，《西山群仙會真記》：「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貎賺

心炁，下入黃庭，而腎炁不能上升，乃以龍盤虎遶，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

孤坐歛身，雙手抱臍，使炁結爲胎。一則升身偃脊歛身，少時使肘後飛入泥丸，

以填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
12
是數為「房中術」之一。《西山群

                                                  
5 《道樞》〈眾妙篇〉，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版《道藏》，第 20 冊-頁 792 下段，

2015 年。本論引用的《道藏》文獻皆依藝文印書館版《正統道藏》，臺北：藝文印書館，1977 年。

惟《道樞》〈眾妙篇〉，因為其包括遺文，依據三社版《道藏》。 
6 《道樞》〈眾妙篇〉，三社版《道藏》，第 20 册-頁 795 下段。 
7 「金丹歌［與玉室經同卷。真人高象先述］」，白雲霽撰，國學基本叢書《道藏目録詳註》卷四，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館，1968 年，頁 35。就本文獻，參閱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826；Kristofer Schipper & Franciscus Verellen：“道藏通考 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4（下面簡稱《道藏通考》），頁 782-783。參閱張守廣，《唐宋內丹道教》〈第九章 二，張伯

端的《悟真篇》及其對傳統內丹道的批評〉（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281。 
8 《真人高象先金丹歌》，《道藏》，第 40 册-頁 32176 上段。 
9 《真人高象先金丹歌》，第 40 册-頁 32177 下段。 
10 與此「歌」幾乎同文見於《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所錄翁葆光注，《道藏》，第 4 册-頁 2755 下

段。 
11 參閱朱越利，〈宋元社會與陰丹術的流行〉，《宗教學硏究》，2008 年第 1 期，頁 9。 
12 《西山群仙會真記》，《道藏》，第 7 册-頁 5148 上段。關於《西山群仙會真記》以及《鍾呂傳道

集》的撰寫時期，坂内榮夫，〈《鍾呂傳道集》と內丹思想〉（《中國思想史研究》，第 7 號，1984

年）推為：《西山群仙會真記》遲晚也北宋後半之前撰成（頁 42），《鍾呂傳道集》早一點，遲晚

也 11 世紀後半之前撰成的（頁 43）。朱越利，〈鍾呂金丹派的形成年代考〉（《天問》，丙戌卷，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後錄於《道教考信集》，濟南：齊呂書社，2014 年，頁 601-632

頁）認為：《西山群仙會真記》蓋撰、編於北宋・徽宗至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01〜1155）間，《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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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會真記》對此加以批評；但高象先似乎作為身體技法之一，積極提到的。「子游

子」本人亦積極曰：「摩吾之手至於熱，則以左手抱臍之下，用右手以助之。於是

蟠膝而坐，瞑目以想心之液下于腎，腎之氣上于心，往來上下。行之久，則臍之

下炎如火，是爲丹田之基也」，
13
此「丹田之基」與「玉女抱臍」幾乎同樣的。 

  「至游子」是否直接繼承高象先的看法，並不明顯，但接著高象先之句如此

曰： 

至游子曰：抱元守一，乃養生之至要也。其名有九。一曰一字氣，二曰

黃河逆流，三曰肘後飛金晶，四曰河車般運，五曰返本還元，六曰回光

混合，七曰五氣朝元，八曰一撞三關，九曰三田往復。14 

「抱元守一」即「養生之至要」，其稱謂有九種，其第二即「黃河逆流」。此九

種即同一事之異稱或九種不同事，並不瞭然；但從「至要」之說法得知給予很

高的評價。在此只列舉九種名稱，未提其內容；但注重與高象先之句的一貫性

的話，「至游子」似乎積極股價「黃河逆流」，想要劃分它們與男女交媾的所謂

「採陰術」。 

    就九種技法的第三「肘後飛金晶」，《西山群仙會真記》曰： 

      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 

      車者，取意於人身之內，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其胞絡上 

      生元炁，自腎炁傳肝炁，肝炁傳心炁，心炁傳肺炁，肺炁傳腎炁，而曰 

      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閭穴起，從下關過中關，中關過上關，自 

      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而曰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 

      上昇，真火自起。一昇一沉，相見于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 

      道則曰紫河車也。故車行于河，如炁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 

      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15
 

身體内陰氣較多，運導其中的僅僅「元陽（氣）」的技法即「河車」。「河車」有

「小、大、紫」三種，「肘後飛金晶」相當於「大河車」，即順著身体的途徑「尾

閭穴→下關→中關→上關→上田→中田→下田」來運導內氣。「大河車」之前階

段即「小河車」，將「元（陽）氣」循環於腎、肝、心、肺之間的技法；後階段

即「紫河車」，將「大河車」所導到丹田中的內氣煉成「丹」的技法。從此得知，

全有三種階段的「河車」的第二階段即「肘後飛金晶」。
16
所以《道樞》〈眾妙篇〉

                                                                                                                                                  
呂傳道集》蓋撰於徽宗至高宗紹興十三年（1101〜1143）間（頁 628-629 頁）。 
13 《道樞》〈眾妙篇〉，第 20 册-頁 798 下段。 
14 《道樞》〈眾妙篇〉，第 20 册-頁 795 下段。 
15 《西山群仙會真記》〈識物〉，第 7 册-頁 5140 上段。 
16 《修真十書》所錄《鍾呂傳道集》亦曰：「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後飛金晶，又曰起河車而走

龍虎，又曰還精補腦而長生不死」（《鍾呂傳道集》〈論抽添〉，《道藏》，第 7 册-頁 5506 上段），將

內氣導到丹田的技法稱為「肘後飛金晶、河車、還精補腦」。丁培仁，〈《靈寶畢法》四題〉（《中國

道教》，2003 年第 5 期，後錄於《求實集―丁培仁道教學術硏究論文集》，成都：巴蜀書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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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河車般運」假如相當於「大河車」的話，其第三「肘後飛金晶」與第四

「河車般運」是同一事的。 

  第七「五氣朝元」見於《鍾呂傳道集》〈論真仙〉。〈論真仙〉曰：「神仙」有

「地仙、神仙、天仙」三階段。其中，就從「地仙」到「神仙」的過程如此曰： 

      鍾曰：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 

      鍊頂，玉液還丹，鍊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 

      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 

      乃曰神仙。17 

留在地上的「地仙」還繼續煉功，完成「玉液還丹」，而煉形為氣，達到「五氣朝

元，三陽聚頂」。而修道再充滿的話，捨棄形骸，成就「胎仙」，克服陰氣，獲得

純陽「神仙」。「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即達到最終目標「神仙」之直前的階段；

得知其與「肘後飛金晶、河車般運」一致的。
18
《道樞》也引「純陽子（即呂洞賓）」

之話來具體講到「五氣朝元，三陽聚頂」： 

      故朝元者，雖不離乎五行生克之理，而隨時起火，以煉其真氣，使陰全盡 

      焉。若夫春之月，肝盛之時也，起火以煉肝而救脾。……然肝之盛也，於 

      其月其日其辰，是爲三合之辰，其名曰三花。……於是三花聚頂，五氣朝 

      元，合就陽神，而為純陽之體，斯乃身外有身，棄殻而升仙也。19 

「朝元」即據「五行生克」理論，適應時節而起「火」，煉「真氣」，滅卻「陰」，

成就「純陽」存在。比如，春季肝盛，用「火」煉肝而補助脾之活動。此種「日、

月、辰」的時宜稱為「三花」。其餘五臓的情況也如此。此種技法即「三花聚頂，

五氣朝元」，據此才能獲得「純陽」存在而捨棄肉體，達到「升仙」。 

  第八「一撞三關」，即經過督脈上的三種關口「尾閭關、夾脊關、玉枕關」而

將內氣拽到頭頂的「泥丸」。
20
元朝・金月巖編、黃公望傳《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

                                                                                                                                                  
年）說「肘後飛金晶在《靈寶畢法》內丹功法體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玉液還丹煉形、金液

還丹煉形乃至五氣朝元、三陽聚頂的前提條件」（《求實集》，頁 335）；章偉文，〈《秘傳正陽真人

靈寶畢法》丹法內容淺述〉（《中國道教》，2011 年第 3 期）指到「中乘長生不死法」之第一「肘

後飛金晶」（頁 46）。兩論雖是據《靈寶畢法》的，但「肘後飛金晶」的位置即與《西山群仙會真

記》幾乎同樣的。尚且，關於「河車」的基礎理解，參閱張守廣，《唐宋內丹道教》〈第一章 四，

内丹道與道教傳統的內修術〉，頁 41。關於鍾呂系煉丹派的內丹思想，參閱石田秀實，《氣・流れ

る身體》〈第四章 3.內丹のプロセス〉（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 年），頁 221-241。但提到「黃河

逆流」的道教文獻的多半並不具有如石田所梳理般的精緻的內丹理論。 
17 《鍾呂傳道集》〈論真仙〉，第 7 册-頁 5487 下段。 
18 《鍾呂傳道集》還曰：「如厭居塵世，用功不已，當取日月之交會，以陽鍊陰，使陰不生，以

氣養神，使神不散，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謝絶俗流以歸三島」（《鍾呂傳道集》〈論日月〉，第 7

册-頁 5492 下段），「地仙」達到不老長生之後，接著修道，才達到「五氣朝元、三花聚頂」。 
19 《道樞》〈肘後〉，《道藏》，第 35 册-頁 27694 下段。 
20 《道樞》曰：「於是氣過於尾閭下關，次過于夾脊雙關，次過于玉京上關，以至升偃，一撞三

關，入于泥丸」（《道樞》〈修真指玄篇〉，《道藏》，第 34 册-頁 27652 下段），即經過「尾閭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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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此曰： 

      修道之士，窮通造化之根源，知陰陽升降之路徑，能於下丹田內，安心定 

      意，一念不生，湛然無欲。從半夜子時，一陽生時，自然下丹田內元陽金 

      精變成五彩之氣，行如烈火，狀如炎風，穿過尾閭穴，一撞三關，直至頂 

      門泥丸宮。下降，復至下丹田，自下丹田復還過尾閭穴，冲和氣透，醍醐 

      灌頂，黃河倒捲，神氣精血四物混成一氣，上下顛倒循環，週而復始，自 

      然暗合周天火候，鍛鍊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22 

從「安心定意」達到「無欲」，將「下丹田」的「元陽金精」煉為「五彩之氣」，

而將它經過「尾閭穴」來「一撞三關」，拽到「泥丸宮」；然後將它拽下來，再經

過「尾閭穴」。如此反覆流動，完成「金丹大藥」。此技法也稱作「黃河倒捲」。此

與《西山群仙會真記》所提的幾乎一樣的。《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將「真性命出

陽神」視為「天仙大成之法」，而「天仙大成之法」與「假性命出陰神」的「鬼仙

小成之法」完全兩樣的。而且，將與「天仙大成之法」互不相容的「不關修性命

之事」視為「傍門小法」而加以批評。
23
其批評類似於下面看的《鍾呂傳道集》之

立場，《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作為應該依據的道法，提到「呂真人、鍾離真人」

之言論，此有一貫性。總之，作為與「傍門小法」不同的技法，《抱一子三峰老人

丹訣》提到「一撞三關、黃河倒捲」。 

   從以上的諸例來看，《道樞》〈眾妙篇〉所提的九種技法即同一事的異稱，即

將體內的陽氣經過「尾閭穴」，順著脊骨，拽到頭頂部而煉成的技法。因為其技法

好似大河水之逆流，所以稱為「黃河逆流」。而且其並不意味煉丹的完成，而意味

在達到完成的過程之中所實踐的技法。如此看來，《道樞》〈眾妙篇〉列舉九種異

稱的意圖在於，對於過去冠種種異稱來實踐的技法要加以梳理。 

    如「黃河逆流」又稱為「黃河倒捲」般的，其名稱多種多樣。比如，「引黃河

水，自下引上，澆灌一身」
24
即意味將「黃河水」拽上來潤全身；「陰陽顛倒是真

修，一泒黃河水逆流」，
25
把要下降的陰氣拽上來，把要上昇的陽氣拽下來，兩氣

                                                                                                                                                  
夾脊雙關、 玉京上關」而將內氣拽導「泥丸」，稱為「一撞三關」。 
21 《道藏提要》將「抱一子三峰老人」視為「殆金末全真道士」（頁 209）。《道藏通考》認為：《抱

一子三峰老人丹訣》所說的三百日達到全真的說法，不見於普通全真道文獻（頁 1172-1173）。尚

且，參閱王巧玲：〈論黃公望的全真修煉及著述貢獻〉，《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2 年第 3 期。松下道信：〈《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と《抱一函三秘訣》について―內丹諸流派

と全真教融合の一樣相―〉（《集刊東洋學》，第 110 號，2014 年）認為，《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

將鍾呂派內丹法為基礎，撰於全真道與張伯端系內丹道的融合時期（頁 33）。 
22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真性命出陽神是天仙大成之法〉，《道藏》，第 8 册-頁 5966 下段。 
23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第 8 册-頁 5960 下段。 
24 南宋・鄧有功《上清天心正法》〈錬化大變神法〉，《道藏》，第 17 册-頁 13756 上段。 
25 金・侯善淵《上清太玄集》，《道藏》，第 39 册-頁 31700 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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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即「陰陽顛倒」之技法；「龍虎相交，倒把黃河捲」，
26
即將「龍、虎（即

陰、陽）」一體化而將「黃河」揚起來；「黃河浪滚泥丸轉」
27
即意味「黃河」充滿

於「泥丸」。還有， 如「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黃金室也」
28
般地只提到

「逆流」也相當於同樣技法。此種例皆積極使用「黃河逆流」之句。而我們得知，

此些「黃河逆流」與通常理解的「男女交媾之際閉精不泄的技法」完全不同的。 

 

参 

     

在文獻上，最早的「黃河逆流」之句似見於比《道樞》早一點的《鍾呂傳道

集》〈論大道〉之中。〈論大道〉將「大道」算為「難知難行」，
29
而如此曰： 

      鍾曰：以傍門小法易為見功，而俗流多得互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 

      而敗壞大道。有齋戒者、有休粮者、有採氣者、……有不動者、有授持者。 

      傍門小法，不可備陳。至如採日月之華、奪天地之氣、心思意想、望結丹  

      砂、屈體勞形、欲求超脫、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為真胎息、絕念忘言， 

      養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氣、金槍不倒、黃河逆流，養命之下法。形如槁 

      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術。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掛意。 

      30 

見於鍾離權的言論之中的「傍門小法」即意味非正宗的「小法」。分類為「攻病可、

養性可、養命之下法、神之小術」等的「傍門小法」數不勝數，「黃河逆流」屬於

「養命之下法」。對於「傍門小法」的哪側面鍾離權想要譴責，其具體情況並不明

顯，但，實踐如此「傍門小法」的人，鍾離權把他們視為「俗流」而加以批評。
31
 

  元末明初・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亦有類似的「黃河逆流」批評：
32
 

  人以奇期聖者，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唯務異端傍門小法奇怪之術， 

    以惑後人，如巫炎等尚泥水丹法，擇美女為爐鼎，以三峰為採戰，金鎗不 

    倒為固濟，提吸女精，作黃河逆流為丹頭，以多入少出為行火，如此謬術， 

                                                  
26 元・彭致中《鳴鶴余音》，《道藏》，第 40 册-頁 32383 下段。 
27 金〜元・無名氏《自然集》〈駐馬聽〉，《道藏》，第 42 册-頁 34100 上段。 
28 元・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採取妙用章〉，《道藏》，第 40 册-頁 31981 下段。 
29 《鍾呂傳道集》〈論大道〉，第 7 册-頁 5488 上段。 
30 《鍾呂傳道集》〈論大道〉，第 7 册-頁 5488 上段。 
31 鍾呂系鍊丹派將與自派不同的技法一律視為「旁門小法」。此種批評的在道教史上的意義，張

廣保著，《唐宋內丹道教》說：他們具有據「新興的內丹道」才能證得「終極大道」的明確意識（頁

185 以下）。 
32 關於本文獻，《道藏提要》說：多引證魏伯陽、張伯端、施肩吾以及丹經，反覆講述修煉內丹

之理論與方術（頁 94-95）。《道藏通考》說：是繼承張紫陽的理論以及西山派的實踐（頁 699-700）。

尚且，張曉粉，〈論王道淵的南宗道教思想〉（《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2

期）將王道淵視為元末明初的全真南宗道士，將「性命雙修、三教合一」視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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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亂正宗。33 

作為「異端傍門小法奇怪之術」之一，與「泥水丹法、擇美女為爐鼎、三峰、金

鎗不倒、提吸女精、多入少出」等總括起來地譴責「黃河逆流」。
34
如此「傍門小

法」很會「敗壞大道」、「大亂正宗」，不管如此，就是因為其「易爲見功」，有很

多人想要實踐。《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所提的「擇美女為爐鼎、三峰、提吸女精」

等即所謂的男女交媾之技法，「黃河逆流」與它們同時地被加以批評。關於此種批

評，附於張伯端《悟真篇》「房中空閉尾閭穴」之句的元・戴起宗疏值得參閱： 

      疏曰：賓反為主，疏反為親，皆顛倒顛之妙。閉尾閭者，亦以為黃河逆流 

      顛倒之術，喪生者多矣。35 

據《悟真篇》的對於「閉尾閭穴」的批判，戴起宗將它算為「黃河逆流」，而提醒

說：有不少人實踐關閉「尾閭」的「黃河逆流顛倒之術」會喪命的。對於《悟真

篇》同一正文，南宋・翁葆光註早就說：「不達此理，却行房中御女之術，强閉精

氣，謂之錬陰丹，將欲延年，反爾促壽，是猶抱薪以投火者也」，
36
是對於男女交

媾之際男性閉精不泄的技法加以的批評，戴起宗疏似是據翁葆光註的。從此得知，

對於作為男女交媾之際不要漏精的技法的「黃河逆流」加以批評的。
37
 

 

肆 

 

   本論先對於「黃河逆流」的積極用法加以檢討，在文獻上能確認的事例來說，

批判用法卻早一點，不過實際上可以說在幾乎同時並存著賛否兩論。其情況較複

雜。積極用法將內氣經過「尾閭穴→下關→中關→上關→……」拽上來而煉「陽

氣」的技法本身稱做「黃河逆流」；批判用法卻將男女交媾之際關閉「尾閭」的技

法稱作「黃河逆流」。即不同兩種技法皆稱為「黃河逆流」。就是因為如此，《鍾呂

傳道集》一方支持與積極用法的「黃河逆流」同樣內容的技法，一方對於「黃河

逆流」本身加以批評。 

 《鍾呂傳道集》與「黃河逆流」總括地批評的諸技法之中，就「金槍不到」，上

面提的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也數為男女交媾的「異端傍門小法奇怪之

術」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太一含真氣」。就「太一含真氣」，《悟真篇》翁葆光註

如此曰： 

                                                  
33 元至明・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道藏》，第 4 册-頁 2628 上段。 
34 元・李道純《中和集》曰：「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下

邪道也」（《中和集》〈傍門九品・下三品〉，《道藏》，第 7 册-頁 5237 上段），總稱「下品之下邪道」

為「泥水丹法三百餘條」。 
35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道藏》，第 4 册-頁 2777 下段。 
36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第 4 册-頁 2777 下段。 
37 關於見於翁保光注中以及下面看的衞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之中的「陰丹」，參閱

張守廣，《唐宋内丹道教》〈第一章 二，陰丹與陽丹〉，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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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地未分之前，混元真一之氣，……內結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金丹， 

      又曰真鉛……又曰太一含真氣。人得一粒餌之，立躋聖地。38 

煉「天地未分」的「混元真一之氣」為丹，此丹即「金丹、真鉛」，其異稱即「太

一含真氣」。元・兪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也同樣地將「一氣未分」
39
的階段稱為

「太一含真氣」。
40
還有，《道樞》〈眾妙篇〉曰： 

      至游子曰：多出不如少出，少出不如不出。一呼一吸，不能留，即天地之 

      氣，返為所盜。或者以嚥氣為胎息，或以數息，或以閉息，或以忍息，或 

      以減息，未為究竟必也。內氣不出，外氣不入，神能馭氣，鼻不失息，上 

      至泥丸，下至丹田，二氣上下升降無窮。佛家謂之胎息，道家謂之太一含 

      真氣，儒者謂之養浩然之氣，殊途而同歸也。41 

如「胎息、數息……」等各種呼吸法都並不是究竟道法；究竟道法即不要漏掉「內

氣」、不要取「外氣」進來，即將「內氣」上下循環於「泥丸」與「丹田」之間的。

佛家把它稱為 「胎息」、道家稱為「太一含真氣」、儒家稱為「養浩然之氣」。 

  得知「太一含真氣」又意味「混元一氣」、又意味煉成的「金丹」、又意味不

要漏掉「内氣」的技法等等；不管有各種理解，但「太一含真氣」本身並不是被

否定的。因此，酌量《鍾呂傳道集》所提的寓意，對於不管實踐「傍門小法」而

將它卻算為「太一含真氣」的修道者要加以批評。 

  姑且，元・衞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就男女交媾之技法如此曰： 

及男女交媾，神炁聚於下元，精乘炁驟亦會於下元，人得秘固之術，則將 

聚於六合房，與神炁合成一團，復自腎間夾脊雙關入泥丸，謂之還精補 

腦。……世多有之，謂之御女術，或云三峰黃谷子，一云房中術，一云黃 

河逆流法，今世往往有之，初不離海底尾閭也。42 

「人之精」乘上「炁」來循環於「四肢骨髓之間」，「神炁」與「精」便聚集於「下

元（即下丹田）」之中。而「神炁」與「精」即一體化，從「腎間夾脊雙關」導到

「泥丸」。此即「還精補腦」，亦稱為「御女術、三峰黃谷子、房中術、黃河逆流

法」等等。其中，就「三峰黃谷子」，南宋・夏元鼎按鍾離權雲房之批評「雲房曰：

堪嘆三峰黃谷子，誤殺南閻多少人」
43
來如此曰： 

蓋三峰者，乃陰丹之術，固形住世之方，非神仙之道也。是世人氣血未定， 

對境不能忘情，心雖慕道，嗜慾難遏。44 

                                                  
38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第 4 册-頁 2744 上段。 
39 兪琰《周易參同契發揮》，《道藏》，第 34 册-頁 26936 下段。 
40 兪琰《周易參同契發揮》，第 34 册-頁 26936 下段。 
41 《道樞》〈眾妙篇〉， 第 20 册-頁 801 上段。 
42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入精六合房」注，《道藏》，第 3 册-頁 2359 下段。 
43 《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道藏》，第 4 册-頁 2991 下段。 
44 《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第 4 册-頁 2991 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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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氣血未定」之「世人」的暫定便法即留在此世的「陰丹之術」，「三峰」只

不過是其一種，並不是「神仙之道」。《修真十書》所引的葉士表注：「及有流入於

三峰御女之術，傳習不絕，往往至死而不悟邪正，烏可不辨邪。鍾離先生曰：修

真不識祖來根錯用，身心向外尋。堪歎，三峰黃谷子浮生，悞殺幾多人」
45
，也是

從同樣的觀點來加以批評的。從衞琪的「世往往有之」等繞遠兒的說法來得知，

不管此種道法應該加以批評的，但實踐它們的人卻多，即與《鍾呂傳道集》的批

評同樣的觀點，衞琪也確實對於如此技法加以批評的。從「腎間夾脊雙關」到「泥

丸」循環氣的此種技法，即其實體與積極的「黃河逆流」一樣的，不管如此，它

被視為與「御女術、三峰、房中術」等男女交媾的技法同樣的，而視為個重大問

題；可以說衞琪將兩種「黃河逆流」混在一起，一概而加以批評。 

 

伍、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來可以說，稱為「黃河逆流」的道教技法有兩種，即被支持的

與被批判的，其內容完全兩樣的；但因為它們皆稱為「黃河逆流」，造成呈現混

亂的情況。如此混亂之背景有內丹技法與所謂「房中術」很會混亂的事情。比如，

翁葆光強調自道與「房中術」之間的差異而曰：「迷塗之人，不達此理，卻行房

中御女之術，強閉精氣，謂之鍊陰丹，將欲延年，反爾促壽，是猶抱薪以投火者

也」。
46
翁葆光所說的「鍊陰丹」是相當於本論提到的被批評的「黃河逆流」。「黃

河逆流」一詞的兩種評價即反映著如此混亂的情況。
47

 

     有批判者，應該早點兒有實踐者。假如先有人實踐男女交媾技法的「黃河逆

流」而他們早就被批評的話，後來會有些人實踐運氣技法而想要以「黃河逆流」

之名冠上自己的技法，此不可能的。臆斷來說，也許是先有人實踐積極的「黃河

逆流」；後來有實踐男女交媾之法的，為了躲開批評，以「黃河逆流」之名冠上

自己的技法；然後，兩種「黃河逆流」混在一起都視為「旁門邪道」而被批評了。 

    本論認為，兩種「黃河逆流」最後混在一起而呈現較複雜的情況。明・屠垠

《金剛經註解鐵鋑錎》如此曰： 

今時有等邪人，在皮囊上做工夫。昇降陰陽氣，上下前後顛倒做轉。在皮 

脊上運轉，上至性門，下至尾閭穴，中至背脊雙關。尾閭穴發火，直透頂 

門，叫名三關九節，又叫曹溪路，又名黃河水逆流，又名上天梯。異名多， 

不錄。背脊中，三條路中間，直透頂門，攻撃破樓頭皷，進入泥丸宮，降 

                                                  
45 《修真十書》〈絕句下〉，《道藏》，第 7 册-頁 5603 下段。 
46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道藏》，第 4 册-頁 2777 下段。 
47 參閱秋岡英行，〈翁葆光の内丹思想〉，《中國學志》，大有號，1999 年，頁 94；松下道信，〈內

丹とカニバリズム―食人・嬰兒・房中術〉，頁 99；朱越利，〈宋元南宗陰陽雙修的代表人物和經

訣〉，頁 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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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明堂，雀橋重樓，送入丹田。與嬰兒姹女，懷胎結聖。運得轉者，却病 

益壽。運不轉者，成腦漏蠱脹。久後見境成邪，或是半夜三更由如白日， 

或見圓光，或見陰神，或見陽神，或見如來。但有見相，並是邪相。48 

對於當時「邪人」實踐的「在皮囊上做工夫」，屠垠加以批評。「在皮脊上運轉，

上至性門，下至尾閭穴，中至背脊雙關……」等運氣技法稱為「黃河逆流」；加之，

他提到「與嬰兒姹女，懷胎結聖」等男女交媾的技法。之所以對如此技法他想要

加以批評，就因為屠垠站在「直下悟空，諸相皆無，人法雙忘，現出實相」
49
般的

「諸相皆無」即「實相」的諸法皆空的立場。從如此立場來看，實踐身體上技法

的人往往會所算為技法完成的徵向，即「白日、圓光、陰神、陽神、如來」等現

象，對屠垠來說只不過是執著而已。此種執著即「見境成邪、邪相」，它們會使修

道者墮落於不正宗的境界。可以說，在道教史上惹起混亂的相關「黃河逆流」的

所有的技法，屠垠皆視為「邪相」，即留在現象水平、肉體水平的技法而已；而屠

垠本人追求超過於現象的諸法實相。惹起貶褒兩論的道教的兩種「黃河逆流」，追

求禪宗得悟的屠垠來看，皆只不過是水平低的技法而已。 

（2017.08.30 脫稿） 

                                                  
48 屠垠《金剛經註解鐵鋑錎》「離相寂滅本來人，陰陽相合聖賢宗。打成一片方成道，那知身外

脫微塵」之注。《卍續藏經》，第 92 册-頁 475 下段，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年。 
49 《金剛經註解鐵鋑錎》，頁 475 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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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道教宮觀之經韻音樂的比較觀察與分析——來自嶗山

太清宮和陝北白雲觀的田野報告 

 
劉紅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悅 

上海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 

文章以道教經韻為研究物件，通過對嶗山太清宮與陝北白雲山的早壇功課經

韻進行表觀察，意欲就不同宮觀於經韻唱誦上的差異、形態特徵中的異同，以及

經韻與科儀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探討。全文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道教經

韻概述；第二部分，嶗山太清宮與陝北白雲山早壇功課的觀察與記錄；第三部分，

通過對嶗山太清宮和陝北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的對比發現其個性與獨立性，並對

形成這種特性的原因進行探析。 

關鍵字：道教；經韻；嶗山太清宮；陝北白雲山；道教儀式；宗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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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壹、道教經韻概述 

 

道教經韻是道教齋醮科儀和道人們日常修行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它是由

道教徒依道教的教理教義而創作的一種用於修身養性、抒發祈願的特殊音樂。眾

所周知，道教總體上又可分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兩個派別，全真派主內丹煉養，兼

修符籙，多內齋，在音樂方面，正一派又稱火居道士，以齋醮法事、畫符念咒為

主，多外齋。由於兩派教義之不同，故在道教經韻的取捨上兩派也各有選擇。 

全真派的道樂以聲樂形式為主體，另有打擊樂器（即法器）為主的器樂形式。

「據全真派一些老道長介紹，全真派的經韻音樂以往是不用樂器伴奏，而只用法

器伴奏的。」1全真派的經韻曲譜，歷代少有記錄，可見的文字記載甚少，唯有

清代後期由四川成都二仙庵雕版印刷的《重刊道藏輯要·全真正韻》，為目前所能

見到的保留 為完整的一部全真派經韻譜輯。由於王重陽創立全真十方叢林制度

非常嚴格，教徒們虔誠專一，在音樂的傳承上也嚴謹、規範，故全國十方叢林在

音樂形態上有著高度統一的特性。由於受到清規戒律的規制，全真派教徒對於所

誦經韻都充滿敬畏，因此，在道內有「死全真」之說法，即全真派道教經韻不可

隨意改動。此外，全真派中還存在地域性的經韻，因其流傳範圍不廣，故稱為「地

方韻」，如嶗山韻、廣成韻、武當韻等。 

與注重內修的全真派相比，正一派的經韻則顯示出豐富、多變的個性特徵。

體裁上正一派分聲樂和器樂兩大類，器樂又可分為鼓樂、吹打樂以及合奏等多種

方式。演奏音樂時可根據行法需要、動作變化靈活地在伴奏中加以旋律加花、變

奏等。另外，正一派道樂來源也十分廣泛，根據各地風土人情的不同，會將當地

民間音樂曲調吸收到道教經韻中。 

由於本文所涉及的兩個道教宮觀在宗派上均屬全真派，故下文僅圍繞全真派

所使用的經韻作簡要概述。 

「全真正韻」又稱「十方韻」。從其名「全真正韻」四字中不難看出此經韻

曲譜為全真派所使用，是全真派 正統、正規、正宗的經韻。而「十方韻」一名

恰好說明了其流傳地域之廣博。「十方」指的是東、南、西、北、東南、東北、

西南、西北以及天上、地下的道教十方叢林。從其冠名便能看出，「全真正韻」

系全真十方叢林中使用範圍 廣、 正統、正規的經韻。 

「《全真正韻》則是《明·正統道藏》之外的一部附有譜式的經韻樂章，全稱

                                            
1 刘红主编，《中国道教音乐史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年），页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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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藏輯要·全真正韻》，系清康熙年間道士彭定求編修的《道藏輯要》中的一卷。

時下一些道觀和道人收藏的多是版存于四川成都二仙庵的《重刊道藏輯要·全真

正韻》。該範本共輯錄全真正韻 56 首，採用『當請』記譜法，即在經文旁側注有

『當』、『請』、『魚』字樣，實際是誦唱時敲擊法器的記號。由於該譜式並沒有標

出『曲』譜，所以一般為學過經韻的人無法拿來誦唱。」2目前通用於全國十方

叢林的《全真正韻》是由當代高道，玉溪道人閔智亭依據《重刊道藏輯要·全真

正韻》以及自身淵博的學識及音樂才能傳承下來的，除了傳承了原有的五十多首

「全真正韻」外，還補充、整理、校訂了全真派宮觀通用的「全真正韻」十五首。

「其中據閔智亭道長囑：《九條龍》韻不再用，《供養贊》和《拉旱船仙家樂》兩

韻記憶不會，故未傳唱，《全真正韻》實錄 53 首。 

《全真正韻譜輯》中共收錄的經韻按其屬性，這些經韻概括起來講大致可分

為三類，一類是運用于「陽事道場」中的「陽韻」；一類是運用于「陰事道場」

中的「陰韻」；還有一類是運用於通用法事中的「通用韻」。所謂「陽事道場」指

的是為紀念道教祖師聖誕以及為民祈福消災所舉辦的道教科儀。反之，「陰事道

場」為超陰度亡所舉行的道教科儀。筆者根據《全真正韻譜輯》一書所載，將其

按照通常所用科儀屬性進行分類，其中陽韻共 29 首，分別是「澄清韻」、「舉天

尊」、「吊掛韻」（雙吊掛）、「大啟請」、「小啟請」、「天尊板」、「中堂贊」、「小贊

韻」、「大贊韻」、「步虛韻」、「早皈依」、「午皈依」、「晚皈依」、「仙家樂」、「白鶴

飛」、「三寶香」、「三寶詞」、「送化贊」、「三尊贊」、「單吊掛」、「倒捲簾」、「雲樂

歌」、「七寶贊」、「天花引」、「混元贊」、「開天符」、「灑淨韻」和「圓滿贊」。從

功能上來講，上述這些經韻讚頌神靈功德、禮拜、啟請為主，陰韻共 39 首，分

別是「清華引」、「大救苦引」、「幽冥韻」、「三炷香」、「慈尊贊」、「黃籙齋」、「仰

啟咒」、「三信禮」、「三拿鵝」、「五召請」、「陰小贊」、「五供養」、「悲歎韻」、「小

救苦引」、「召請尾」、「返魂香」、「十傷符」、「金骷髏」、「銀骷髏」、「咽喉咒」、「梅

花引」、「反五供」、「出生咒」、「寶籙符」、「跑馬韻」、「下水船」、「幹倒拐」、「反

八天」、「光明滿月」、「三奠茶」、「兩頭一樣贊」、「破酆都板」、「歌鬥章」、「五廚

經」、「河南三上香」、「柳枝雨」、「達摩引」、「快澄清板」、「風交雪」。 

 

貳、嶗山太清宮與陝北白雲山早壇功課的觀察與記錄 

 

                                            
2 刘红，《乐于仙俗——刘红音乐论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年），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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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課前準備 

道人們于淩晨4時30分左右起床，整裝洗漱後，紛紛從住所前往三清殿。5

時，道人們身穿藏藍色三寶衣莊嚴、肅穆的集合於三清殿。進到三清殿后，殿主

準備了六杯白水分別供奉於三清神像前，接著又將三清神像前的蠟燭點明。與此

同時，道人們互相為彼此佩戴偃月冠，並著經衣，整裝後手持朝簡立於大殿兩側

的長桌旁等待，長桌上擺放的是上述法器與經書。經書被一塊黃色繡花錦緞蓋

著。 

（二）開壇 

5時13分，殿內鼓聲響起，伴隨鼓聲，殿主為三清神像前的香爐裡敬上了三

炷新香。表白法鼓三通後早課正式開始，道人們肅穆的立於長桌兩側等待八大執

事、監院及兩位侍者到來。5時26分，經師手持朝簡伴隨笙與管子的演奏聲走到

長桌前，隨後，表白便加入到笙與管子中擊節，八大執事與監院連同兩名侍者身

著法衣頭戴偃月冠同樣手持朝簡兩兩一對走進大殿先向三清作揖後再相互作揖

後交叉走到自己的位置站定， 後，監院在兩位侍者的陪同下緩緩走進大殿，先

與八大執事一同向三清行禮後，再走到香案前敬上三柱香，並行禮後緩緩走回自

己的位置作揖後叩首三次再作揖行禮後站定。期間，每當監院同八大執事作揖行

禮和跪拜叩首時，副經師和負責鐺子的經師連同侍者便會敲擊一下他們手中的法

器（磬、鐺子和罋）。接著在一段鼓與木魚的合奏下，監院分別向其左前方與右

前方行禮，之後由主經師跟隨笙的伴奏領誦「澄清韻」首句「琳琅振響」的「琳

琅」二字，隨即眾人在樂師的伴奏下齊聲應和，唱誦早壇功課第一首經韻「澄清

韻」全篇。 

隨後繼續由主經師伴隨大鼓與三清鈴領誦「舉天尊」：「大羅三寶天尊」後，

眾人伴隨全部法器稱呼三次。 

接著由主經師、副經師及負責小鈸和鐺子的經師與負責三清鈴的經師配合，

先後念誦「提綱」。分別為主經師念誦：「靈音到處。滅罪消愆；」副經師念誦：

「寶號宣時，扶危救難。」負責小鈸的經師念誦：「將當有開壇演教之偈，」負

責鐺子的經師念誦：「養勞道眾。隨聲應和。」 

緊隨其後的是「吊掛韻」，此韻依然是由主經師領誦「吊掛韻」的首字，之

後眾經師伴隨法器和樂師們的伴奏齊聲念誦「吊掛韻」，其伴奏形式為每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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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字以鼓、大木魚、大鈸、鑔和三清鈴五件法器加之管子與笙擊節伴奏，

第二、三、四、五字只用木魚和大鈸兩件法器加之管子與笙伴奏念誦。 
「據教內傳說，此韻為全真戒壇天字型大小戒子以 『上祝當今皇帝萬歲 』

所作的冠頂律詩。其原文為： 
『上壇齊舉步虛聲， 

祝國迎祥竭寸誠。 
當日陳情金闕內， 

今朝香靄玉爐焚。 
皇圖鞏固山河壯， 

帝道遐昌日月明。 
萬民瞻仰堯舜日， 

 歲稔豐登了太平。』 
其意為通過焚香誦經，以祈求國泰民安，歲稔豐登。」 

而後，八位經師在鼓、大鈸、木魚、鑔和三清鈴以及管子與笙的伴奏下齊聲

念誦「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當念誦至「常清常靜天尊」幾個字時，副經師輕

輕敲了一下磬。 
接著，由主經師和副經師分別再次念誦「提綱」，此處「提綱」經文為密旨。 

隨後，眾經師在鼓、小鈸、大鈸、木魚、鐺子、鑔和三清鈴七件法器加之笙

與管子的伴奏下齊誦了「大啟請韻」和「小啟請韻」，當經師們念誦至「小啟請

韻」的第三句「恭對道前」時副經師再次輕輕敲磬一次。至此，開壇的經前諸韻

贊結束，隨後經師連同八大執事、監院和兩名侍者以及大殿外的眾戒子紛紛跪於

壇前，等待念誦「八大神咒」。 
（三） 念誦八大神咒 

由主經師手敲木魚，副經師擊磬相和，主經師呼「大羅三寶天尊」聖號，「三

寶天尊」四字以木魚與磬交替擊節伴奏，一字一音。隨後眾人齊聲念誦八大神咒。

每念誦一段新咒的首句，副經師便敲擊一下磬示意，木魚則始終保持兩字一次的

規律進行擊節，首先念誦的是「靜心神咒」其次念誦的是「淨口神咒」，念誦此

咒「意在使人口部諸神歸位，消除口業，滌除濁氣，以清潔之口誦念經文。同時，

念誦此咒還有助於修煉者做入靜功夫。」再次念誦的是「淨身神咒」，「念誦此

咒能使人身部諸神歸位，身體潔淨，以感召神靈。」接著念誦的是「安土地神咒」，

「此咒意在使當境嶽瀆土地之神各安方位，備守壇場，保衛誦經。」隨後念誦的

是「淨天地神咒」，「此咒意在掃除穢氣，常存道炁。」在此之後接送「祝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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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接著念誦「金光神咒」。 後眾經師齊誦「玄蘊咒」，「此咒又稱 『開

經玄蘊咒 』，即準備翻開道經奉誦時所念。」在此念誦此咒預示著儀式進入經

師們即將念誦「諸品真經」。 

（四）念誦四經 

在念誦了八大神咒後，道人們認為自己身心、壇場都已得到蕩滌後，伴隨著

木魚和罄的擊節又齊聲念誦了「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

災護命妙經」、「太上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無上玉皇心印妙經」諸品

真經。若不從經文內容方面進行區分諸品真經與八大神咒在節奏、經韻形態等方

面與八大神咒並無區別，諸品真經同樣是以木魚和磬兩件法器擊節，木魚仍為二

字一擊，磬則是在念誦時出現神仙的聖號時敲擊一下。如「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中，當經師們念誦篇名時，副經師擊磬一下；第一段首句「老君曰：大道無形……」

時，副經師擊磬一下；第二段首句「老君曰：上士無爭，……」時，副經師擊磬

一下；第三段「仙人葛翁曰：吾得真道，……」時，擊磬一下；念誦至「吾昔受

之于東華帝君」一句，在「東華帝君」處擊磬一下；念誦至「東華帝君受之余金

闕帝君」一句，在「金闕帝君」處擊磬一下；念誦至「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

一句，在「西王母」處擊磬一下；念誦至第四段首句「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

時擊磬一下；第五段首句「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時擊磬一下， 後，再

次念誦篇名時，擊磬一下。其後的三部經文皆按此程式念誦，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五）念誦十二寶誥 

念誦完上述諸品真經後，道人們依舊跪於三清神位前，伴著木魚、三清鈴兩

件法器以一字一音的伴奏方式念誦了「玉清寶誥」、「上清寶誥」、「太清寶誥」

等十二寶誥，其中當念誦至每一篇寶誥的 後一句（即神仙聖號）時，便會加入

鼓、鐘、小鈸、磬、鐺子五件法器配合念誦。引起筆者注意的是，通常玄門日誦

早壇功課中會將十二寶誥按順序誦讀，而此次筆者在嶗山太清宮所參與的早壇功

課中，當經師們念誦完「太清寶誥」中沒有接續其後的「彌羅寶誥」，而是念誦

了近15分鐘的「三皈依」。此段「三皈依」中是以鼓、鐘、小木魚、磬、三清

鈴五件法器擊節加之笙與管子伴奏，道人們站立念誦的，按照音樂共可劃分為15
段同韻不同詞的經韻，其中每段的前半部分由表白一人領誦，當念誦到神仙寶號

時道人作揖向三清行禮副經師擊磬示意，隨後八位經師齊誦後半部分，同樣是念

誦到神仙寶號時向三清跪拜叩首，副經師再次擊罄示意。此時當筆者問及此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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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要添加一段「三皈依」以及此段「三皈依」的經文時，道人們回答此段為密旨。

而在念誦完此段密旨後，經師們又繼續跪於三清前念誦了《彌羅寶誥》在內的剩

餘九段寶誥。 

（六）誦經懺悔，皈依道、經、師三寶 

逐一呼喚諸神寶誥後，經師們轉入早壇功課的 後一個環節——誦韻懺悔，

皈依道經師三寶。道人們依舊跪於堂前，首先念誦了「知表吟偈」，伴隨著笙與

管子聲加之手中的法器擊節念誦了「中堂贊」，「邱祖懺文」的前四句依然是與

「中堂贊」的伴奏相同，但從「懺悔我等，自從曩劫」開始，道人們改為用念誦

八大神咒和諸品真經的方式進行念誦，此時法器也精簡到只有木魚和三清鈴兩件

法器以兩字一音的方式擊節，當念誦到「尚願國安民豐時和歲稔」等祈願時，副

經師便擊磬示意。接著道人們起身以同樣的念誦方式繼續念誦了「端望」，但念

誦速度逐漸加快。當經師開始念誦「小贊」時，監院手持朝簡恭敬肅穆的走向香

案右手持朝見，左手拈香後從朝簡內側向上滑動，又舉香至與額頭齊高處稍作停

留後敬於香爐內，而後手持朝簡退回其原來的位子作揖後繼續誦經，接著經師們

僅以木魚擊節快速地念誦了「靈官咒」、「土地咒」、和「結經偈」，在此之後

由主經師一人念誦了一段「提綱」，此段「提綱」經文同樣為密旨、密用。 
後八位經師念誦了「三皈依」，至此早壇功課結束。在此要說明的是，此

段「三皈依」同樣只是運用了「三皈依」的韻子，經文非取自《玄門日誦早晚課

經》原文。 

現將太清宮早壇功課儀式過程與音樂樣態以表格形式呈現如下： 

 

 
表一：太清宮早壇功課經韻程式表 

時間 儀節 經韻名稱 唱誦

方式 

法器 參與人員 

0：00-04：

00 

開壇 淨壇 「三通鼓」 無 鼓 表白 

04：47- 

11：17 

蕩穢除邪 「澄清韻」 音誦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11：18- 呼喊聖號 「舉天尊」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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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 

 

11：50- 

13：18 

提綱過渡 

提示全文 

 

「提綱」 

三清鈴、鐺、小鈸 主經師、副

經師以及

兩位經師 

13：

19-18：35 

讚頌 

祝國迎祥 

「吊掛韻」 鼓、大木魚、大

鈸、鑔 

全體道人 

18：

36-19：01 

向神靈敬香 「香供養常清常

靜天尊」 

鼓、大鈸、木魚、

磬、鑔、三清鈴、

管子、笙 

全體道人 

19：

02-20：23 

提綱過渡 

提示全文 

 

「提綱」 

三清鈴 主經師、副

經師 

20：24- 

24：01 

性命雙修  

「大啟請韻」 

鼓、小鈸、大鈸、

木魚、鐺子、磬、

鑔、三清鈴、笙、

管子 

全體道人 

24：

02-24：44 

 

恭敬神明 

隨願禱祝 

「小啟請韻」 鼓、小鈸、大鈸、

木魚、鐺子、磬、

鑔、三清鈴、笙、

管子 

全體道人 

24：

45-24：57 

八大

神咒 

排除雜念 

安寧心神 

「淨心神咒」 念誦 木魚、磬 全體道人 

24：

58-25：08 

消除口業 

滌除濁氣 

「淨口神咒」 

25：

09-25：15 

身體潔淨 

感召神靈 

「淨身神咒」 

25：16- 

25：29 

土地之神 

備守壇場 

「安土地神咒」

25：

30-25：48 

掃除濁氣 

常存道炁 

「淨天地神咒」

25：49- 

25：54 

供養神靈 

焚香傳訊 

「祝香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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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5-26：18 

祈禱 

策役神將 

「金光神咒」 

26：

19-26：32 

開經 「玄蘊咒」 

26：

32-28：39 

諸品

真經 

修行功 「太上老君說常

清靜經」 

念誦 木魚、磬 全體道人 

28：

40-29：59 

修命功 「太上洞玄靈寶

升玄消災護命妙

經」 

29：

30-30：54 

性命雙修 「太上靈寶天尊

說禳災度厄真

經」 

30：

55-31：43 

感悟心經 「無上玉皇心印

妙經」 

31：

44-32：36 

十二

寶誥 

仙真教誡告示

之真言 

「玉清寶誥」 念誦 木魚、三清鈴、

鼓、鐘、小鈸、磬、

鐺子 

全體道人 

32：

37-33：19 

「上清寶誥」 

33：

20-34：10 

「太清寶誥」 

34：

11-34：35 

「提綱」 

34：

35-51：59 

「三皈依」 

52：

00-52：49 

「彌羅誥」 

52：

50-54：24 

「天皇寶誥」 

54：

25-55：01 

「星主寶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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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02-55：37 

「後土寶誥」 

55：

38-56：16 

「南極寶誥」 

56：

17-57：18 

「北五祖寶誥」

57：

19-58：21 

「南五祖寶誥」

58：

22-59：46 

「七真寶誥」 

59：46- 

60：36 

「雷祖寶誥」 

60：

37-61：46 

結壇 題科表白 「知表吟偈」 音誦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61：

47-64：02 

祝願諸神 「中堂贊」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64：

03-66：16 

戒言 「邱祖懺文」 木魚、三清鈴 全體道人 

66：

17-66：32 

聞經悟道 「端望」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66：

33-69：05 

讚頌功德 「小贊」 全部法器 全體道人 

69：

06-69：36 

啟請神靈 「靈官咒」 念誦 木魚 全體道人 

69：

37-69：43 

感恩神靈 「土地咒」 木魚 全體道人 

69：

44-70：11 

讚頌神靈 「結經偈」 木魚 全體道人 

70：

12-71：12 

提綱過渡 

提示全文 

「提綱」 音誦 無 主經師 

71： 皈依道經師三 「三皈依」 音誦 鼓、鐘、小木魚、 全體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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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13 寶 磬、三清鈴笙、管

子 

 

二、陝北白雲山早壇功課 

·時間：2009 年 7 月 22 日上午 7 時 01 分。（己醜年六月初一，辰時。） 

·地點：陝北佳縣白雲山 

·參與人員：經師 17 人，高功 1 人，信眾若干。 

·司職及法器、樂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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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司職

14

職及法器樂

 

 

 

樂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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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課前準備 

洗漱過後，上午7時道人們於大殿集合，進入大殿后經師們各自穿好經師服，

分兩列站於擺放著樂器與法器以及經書的桌子旁，等待早課的開始。 

（二）開壇 

7 時 03 分，隨著高功點燃第一炷香，在手執大鈸和小鼓的兩位經師領奏，

下，立於神像右邊的九位經師演奏了一段打擊樂合奏後，立於神像左邊的經師們

便接著與之配合演奏了一段吹打合奏，伴隨著吹打合奏的曲調，高功手捧朝簡，

左手拇指與食指同時拈著一炷香在堂前跨著禹步繞行敬香，如此重複三次後，高

功將朝簡豎持像神像作揖行禮三次後，將朝簡輕輕放於香案左側，雙手分別拿起

磬槌和木錘，左手敲磬，右手敲木魚參與到吹打合奏中。整段吹打合奏持續演奏

了 6 分鐘。隨後早壇功課正式開始。 

由高功敲擊木魚，隨後領唱「琳琅」二字後，眾經師隨聲附和伴隨著法器擊

節念誦了「澄清韻」。在此之後，道長們沒有按照《玄門日誦早課》中的順序念

誦「舉大羅三寶天尊」，不僅如此，道人們還省略了「提綱」、「吊掛韻」兩段經

韻，直接接誦「大啟請韻」，在念誦「大啟請韻」時，道人們還省略了第四句的

後三字「太虛空」，以及末尾句的後三個字「日日生」，取而代之的是法器的合奏。

在此之後，有高功一人連續念誦了「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和「小啟請韻」兩段

經韻。至此，開壇的經韻念誦完畢。 

（三）念誦八大神咒 

隨著開壇諸經韻念誦完畢，早壇功課進入念誦八大神咒的儀節。由高功領誦，

隨後道人們在高功一字一音的木魚擊節中先後念誦了「淨心神咒」—「淨口神

咒」—「淨身神咒」—「安土地神咒」—「淨天地神咒」—「祝香神咒」—「金

光神咒」—「玄蘊咒」。 

（四）念誦四經 

在念誦了八大神咒後，高功與經師們繼續以同樣的速度，同樣的語氣念誦了

「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天

尊說禳災度厄真經」以及「高上玉皇心印妙經」四經。與念誦八大神咒時稍有變

化的是，念誦上述四經時，除了以木魚一字一音擊節外，還加入了大鐃擊節伴腔。

念誦至 後，高功輕輕敲了一下磬，以示結束。 

（五）念誦十二寶誥 

隨後，道人們有一同念誦了「玉清寶誥」、「上清寶誥」、「太清寶誥」、「彌羅

寶誥」、「天皇寶誥」、「星主寶誥」、「後土寶誥」、「南極寶誥」、「北五祖寶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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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寶誥」、「七真寶誥」、「普化寶誥」十二段寶誥。依然僅用一木魚擊節念誦。 

（六）繞壇 

十二寶誥念誦完畢後，高功敲擊著木魚，口中重複著同一句經文，緩緩走出

大殿，各位經師也各自擊打的法器緊隨其後一同繞行至三官殿，再由三官殿繞行

至大殿後方，再繞行至大殿外的空地，在大殿外的空地上有序的繞行 3 圈後返回

至大殿內。 

（七）誦經懺悔，皈依道、經、師三寶 

回到大殿內，高功帶領眾經師繼續誦經，他們念誦了「中堂贊」、「邱祖懺文」、

「端望」、當念誦至「小贊」首句「念誦功德不可思議」時，突然插入一段由磬、

大鈸、大鐃、小鼓四件法器的合奏段落。在此之後又念誦了「靈官咒」、「土地咒」、

「結經偈」、「三皈依」七段經韻。至此早壇功課結束。 

 

三、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觀早壇功課之異同 
從上述對嶗山太清宮和佳縣白雲山兩所宮觀早壇功課的觀察記錄，引發筆者

不禁思索這樣一個問題：以往的觀念中，我們通常預設在宗派屬性上相同的道教

宮觀，其日常生活、經韻唱誦等方面都基本相同。以早課基本程式為例，各宮觀

幾乎一樣，基本上按照叢林範式來看是有程式性的。有趣的是，上文中筆者觀察

到的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山這兩個同屬全真派的道教宮觀，在同樣的經韻展示

的形態、持誦的方式等方面卻呈現出不盡相同情況。下文將就嶗山太清宮與佳縣

白雲山早壇功課之諸方面的異與同進行羅列比較。 

（一）佇列位置、司職及人數 

通過上文對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的分別記錄和描述， 直觀的

是兩所宮觀在早壇功課中經師站立的佇列位置、司職以及參與人數的差異。 

首先，在參與人數上，傳戒期間參與嶗山太清宮早壇功課的道人共有 80 余

人4，參與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的道人共有 17 人，與嶗山太清宮不同的是除了上

述 17 位道人外，還有部分道外的信眾一同參與了早壇功課的誦經。 

其次，在經師的司職方面，傳戒期間嶗山太清宮早壇功課有監院、侍者、執

事、經師、表白、殿主、戒子七類司職，其中經師又有主經師、副經師和經師之

分，而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僅有高功與經師兩類司職，且經師無主副之分。 

後，在佇列位置上，嶗山太清宮遵循全真道派早壇功課的一般程式，眾經

                                            
4 由于笔者采录太清宫早坛功课恰逢宫观内举行传戒仪式，故参与早坛功课的道人多达 80 余人。

平日太清宫早坛功课上殿者也不过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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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嶗山太清宮、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儀節對比表 

儀節     宮觀 嶗山太清宮 佳縣白雲山 

早課前準備 卯時 辰時 

開壇 三通鼓 吹打合奏 

澄清韻 澄清韻 

舉天尊  

提綱  

吊掛韻  

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 大啟請韻 

提綱  

大啟請韻 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 

小啟請韻 小啟請韻 

念誦八大神咒 淨心神咒 淨心神咒 

淨口神咒 淨口神咒 

淨身神咒 淨身神咒 

安土地神咒 安土地神咒 

淨天地神咒 淨天地神咒 

祝香神咒 祝香神咒 

金光神咒 金光神咒 

玄蘊咒 玄蘊咒 

念誦四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 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念誦十二寶誥 玉清寶誥 玉清寶誥 

上清寶誥 上清寶誥 

太清寶誥 太清寶誥 

三皈依  

彌羅寶誥 彌羅寶誥 

天皇寶誥 天皇寶誥 

後土寶誥 後土寶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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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主寶誥 星主寶誥 

南極寶誥 南極寶誥 

北五祖寶誥 北五祖寶誥 

南五祖寶誥 南五祖寶誥 

七真寶誥 七真寶誥 

普化寶誥 普化寶誥 

繞壇  繞三官殿、三清殿 

誦經懺悔 

皈依道、經、師

三寶 

知表吟偈 中堂贊 

邱祖懺文 邱祖懺文 

中堂贊 端望 

端望 小贊首句：「誦經功德不可思議」 

小贊 磬、大鐃、大鈸、小鼓四件法器合奏

靈官咒 靈官咒 

土地咒 土地咒 

結經偈 結經偈 

三皈依 三皈依 

 

 

從時間上來講，嶗山太清宮的早壇功課于卯時（淩晨 5 時）進行，而佳縣白

雲山的早壇功課則是在辰時（早晨 7 時）進行。 

從儀節上來講，嶗山太清宮的早壇功課完全是按照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的程式

由「早課前準備」、「開壇」、「念誦八大神咒」、「念誦四經」、「念誦十二寶誥」、「誦

經懺悔，皈依道、經、師三寶」六個儀節構成，而佳縣白雲山的早壇功課則在玄

門日誦早壇功課的程式中，具體是在「念誦十二寶誥」儀節後加入「繞壇」環節，

因此白雲山的早壇功課是由七個儀節構成。 

從經韻數量與順序來講，嶗山太清宮的早壇功課經韻無論是從數量還是經韻

的念誦順序都完全遵循全真派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經韻順序，而佳縣白雲山在這一

儀節中就呈現出多種不同之處。首先，以「吹打合奏」代替了玄門日誦早壇功課

中的「三通鼓」；其次，佳縣白雲山在「開壇」這一儀節僅念誦了「澄清韻」、「大

啟請韻」、「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小啟請韻」四段經韻；此外，白雲山的道人

們還改變了經韻的念誦順序，將「大啟請韻」提前至「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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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僅如此，在念誦經韻人員的司職上，佳縣白雲觀也作出了調整，比如，他

們將原本應由參與早壇功課的道人們齊聲念誦的「香供養常清常靜天尊」和「小

啟請韻」改為由高功一人念誦。 

通過上表可以看到，在「念誦八大神咒」和「念誦四經」兩個儀節中嶗山太

清宮和佳縣白雲觀均遵循全真道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的程式無特殊變化，故在此便

不再贅述。 

接下來，在「念誦十二寶誥」這一儀節中，佳縣白雲山完全參照玄門日誦早

壇功課的經韻進行念誦，而嶗山太清宮在念誦至「太清寶誥」後添加了一段「三

皈依」，且此段「三皈依」的經文為道內密旨。然而這一變化並非嶗山太清宮一

所宮觀所為，在西安市周至縣的樓觀台筆者也曾看到此念誦程式。 

至於「繞壇」這一儀節，在筆者所參訪過的其他宮觀的早壇功課中未曾見過，

確實僅佳縣白雲山一所宮觀所為，是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之一大特點。 

後，在「誦經懺悔，皈依道、經、師三寶」這一儀節的經韻選擇上，除省

略了「知表吟偈」這一經韻外，佳縣白雲山基本遵循了玄門日誦早壇功課中所使

用的經韻，不同的是其將經韻的念誦順序稍作調整，將「中堂贊」與「邱祖懺文」

兩段經文的順序相互交換。其次是僅念誦了「小贊」的首句「誦經功課不可思議」，

隨後接入一段有磬、大鈸、大鐃、小鼓四件法器組成的合奏代替了其後的經文。

此後，接誦「靈官咒」，依照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的程式念誦至早壇功課結束。 

（四）經韻形態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的不同外，佳縣白雲山呈現出的早壇功課經韻形態比嶗山

太清宮要複雜。由於文章篇幅所限，下面以玄門早壇功課經韻之首的《澄清韻》

為例，對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山兩所宮觀中採錄的經韻進行分析。（見下譜例5） 

  

                                            
5 《澄清韵》经文：琳琅振响，十方肃清。河海静默，山岳吞咽。万灵镇伏，招集群仙。天无氛

秽，地无妖尘。河海静默，大量玄玄也。由于《澄清韵》中「十方肃清，······地无妖尘。”旋律形态

完全相同，受文章篇幅所限，将相同旋律形态的经文内容省略，特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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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與全真正韻多數是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的。而且白雲山所念誦的「澄清韻」呈

現出的形態特徵比嶗山要複雜。具體來說，從腔詞關係的角度來看，嶗山太清宮

每個經詞所對應的旋律為兩小節；佳縣白雲山的每一經詞對應的旋律為一小節，

這對於道人們在念誦時所煉養氣息的要求是不同的。另外，嶗山太清宮的「澄清

韻」基本是以「mi-fa-mi-re-mi」的固定音型貫穿全曲的，而白雲山所念誦的「澄

清韻」以上下行級進連續運用的旋法為其特徵，其中尤以「re-mi」兩音之間的

上下行級進 多。不僅如此，白雲山所念誦的「澄清韻」在節奏方面也更為複雜，

其中的大切分節奏和延音線的使用為道人們自身的音樂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五）法器與樂器 

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山的早壇功課，除了在經韻旋律存在不同外，在器樂

的種類、數量以及功能方面也存在諸多差異。 

在對這一問題進行闡釋前，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太清宮早壇功課使用樂器的

情況其實並不多見，只是由於筆者所採錄早課時正逢太清宮舉行傳戒儀式期間，

故使用了諸如笙、管子這些樂器。劉紅也曾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一書中提到：

「據全真派一些老道長介紹，全真派的經韻音樂以往是不用樂器伴奏，而只用法

器伴奏的。」6 

為進一步闡述，筆者將此次田野中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觀早壇功課使用的

樂器、法器作簡表表三。 

表三羅列了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樂器和法器的種類與數量，通

過對比不難發現，在樂器方面，兩所宮觀均使用了笙、管子，佳縣白雲山還使用

了海笛（形似嗩呐）。在法器上，兩所宮觀都使用了朝簡、大鐃、大鈸、小鑔、

磬、大木魚、小木魚、鼓、鐺這些法器，不同的是嶗山太清宮使用的是大鼓，而

佳縣白雲觀使用的是可以手持敲擊的小鼓。兩地所使用的鐺子也有所不同，太清

宮使用的是如我們日常所見的鐺子，而白雲山使用的鐺子有兩面，當地稱之為「鐺

鐺」。除此之外，佳縣白雲山還是用了二餅子，而太清宮單獨使用了三清鈴、引

磬和罋三件法器。 

 

  

                                            
6 刘红主编，《中国道教音乐史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年），页 206。 

216



兩個道教宮觀之經韻音樂的比較觀察與分析 

——來自嶗山太清宮和陝北白雲觀的田野報告 

 

 

25

表三：嶗山太清宮、佳縣白雲山法器、樂器的種類、數量對比表 

法器、樂器           宮觀 嶗山太清宮 佳縣白雲山 

笙 1 3 

管子 1 1 

海笛 0 1 

大鈸 1 1 

大鐃 1 1 

大鼓 1 0 

小鼓 0 1 

鐘 1 0 

小鑔 1 1 

二餅子 0 1 

磬 1 1 

朝簡 17 1 

大木魚 1 1 

小木魚 1 1 

三清鈴 2 0 

引磬 1 0 

罋 1 0 

 

此外， 為不同的是白雲山的樂器與法器在運用於儀式中的功能與嶗山太清

宮存在差異。由於白雲山向來以笙管音樂而得名，是白雲山道教音樂中十分重要

的部分。因此，在白雲山早壇功課中，笙管音樂除了作為演唱經韻曲調外，還單

獨演奏笙管曲牌，比如，白雲山在開壇儀式中就已笙管音樂取代了「三通鼓」。 

此外，通過上文中對太清宮與白雲山兩所宮觀早壇功課儀式環節的對比，我

們發現，在太清宮的早壇功課中，沒有出現笙管樂獨立呈章的情況，而法器也主

要是作為經韻與經韻之間的過板而使用。但是在白雲山中出開壇儀節中吹打樂則

是作為儀節獨立存在的，除了開壇儀節中以吹打樂代替「三通鼓」外，在「大啟

請」和「小贊」兩段經韻中，吹打樂都不同程度的取代了經文的念誦。由此看來，

雖然嶗山太清宮與佳縣白雲觀在早壇功課中都使用了樂器和法器，但是它們在儀

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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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嶗山太清宮基本遵從了全真派早壇功課樂器、法器使用的基本程

式，而佳縣白雲山無論從樂器和法器的種類、數量演奏形式、演奏技法等方面都

呈現出高超的水準。 

 

小結 

綜上不難看出，嶗山太清宮早壇功課儀式基本遵從了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的基

本程式，經韻也都以《全真正韻》為範本進行念誦。而通過對比可見佳縣白雲山

則在早壇功課中呈現出諸多個性與獨立性特徵。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佳縣白雲

山的早壇功課與全真派玄門日誦早壇功課如此多的差異呢？下文筆者將對造成

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探究。 

 

參、原因探析 

 

面對上述問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二：一是在經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

存在差異，二是宮觀日常生活與修道方式之不同。 

宮觀是道教音樂的載體，想要弄清造成同為全真道派的佳縣白雲山的早壇功

課與玄門日誦早壇功課諸多差異的原因，就有必要對其道教音樂形成與發展基本

概況作一瞭解。 

關於佳縣白雲山的創建時間，目前尚存爭議，共有三種說法7，一為「宋元

說」，二為「明萬曆十九年說」，三為「明萬曆三十三年說」。由於文章研究目的

不在於此，故暫不對上述三種說法做出判斷。但是，可以明確的是，萬曆三十六

年，全真派龍門派第六代傳人王真壽持陝西布政司帖來白雲山作主持，將北京白

雲觀的道教音樂帶到了白雲山。他與同來的張真義、景真雲、李守鳳、趙常青廣

招弟子，詮釋全真，講習經文，傳授經韻曲調，教練笙管吹奏和法器打擊，組建

笙管樂隊，開展道教音樂活動，由此白雲山有了自己的道教音樂。明代，齋醮祭

祀音樂空前發展，道教齋醮活動盛行，那時宮廷『不齋則醮，月無虛日』。北京

白雲觀地處京畿，觀內道士常為宮廷做齋醮道場，解釋還派道童充任『樂舞生』。

受宮廷禮儀音樂的影響，從北京白雲觀傳到佳縣白雲山的音樂自然具有皇家音樂

的風格特點。清康熙年間，白雲山道士苗太稔雲遊大江南北，廣集名山道樂，充

實了白雲山道教音樂。此外，白雲山道樂還與位於佳縣中的多處佛教寺院進行交

                                            
7 参见张明贵、康至恭讲说，申飞雪收集整理，《白云山道教音乐》，（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9 年），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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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互相吸收與借鑒。 

由此可見，白雲山道教音樂自形成之初就以笙管吹奏和打擊法器見長，加之

受到南北兩地道教音樂的影響，後又與宮廷音樂與佛曲相融合，還受到陝北民間

音樂的影響，而形成了不同于全真派風格特徵的道教音樂。 

除了在形成之初白雲山的道教音樂就與全真派道教音樂存在差異外，在日常

生活及修行方式上，白雲山也呈現出與全真派不同的樣態。 

眾所周知，全真派道士需出家住觀，嚴守戒律，苦己利人。煉養主修內丹，

兼修外丹符籙，主張性命雙修。認為修真養性是道士修煉的唯一正道。而念誦道

教經韻是煉養內丹的途徑之一，故全真道在道教音樂方面更注重經韻的唱誦。而

佳縣白雲山在道派上雖屬全真道，但在民國初年，受時代潮流的影響，白雲山住

持張永禎請求有關部門允許道士結婚，經佳縣烏鎮劉建漢、峪口魏越等一些地方

士紳和名流做工作，省有關部門批准了道教請求。故，一些有錢的道士結婚成家，

群眾稱其為火居道，部分貧寒道士未能成婚。由於結婚生子加重了道士們的經濟

負擔和生活壓力。於是素來以笙管吹奏見長的白雲山道士開始外出打醮，依靠做

法事維持生計。 道士們分別組成道樂班奔走於鄉間，由於道樂班之間競爭激烈，

迫使道人們不斷豐富他們的演奏曲目，提高演奏水準，以適應群眾的欣賞喜好，

滿足群眾的不同文化需求。在外出打醮的同時，他們也不斷的在與民間藝人、地

方民歌、戲曲中吸收一些曲調，充實了白雲山道教音樂。使得白雲山雖屬全真派，

但在道教音樂上卻存在如此多的差異。 

 

結語 

 

在過往在對宗派屬性上相同的道教宮觀進行研究時，當我們忽略了對於音樂

形態、表現特徵等諸多構成儀式要素的研究，僅就儀式本身來看似乎並無差別。

當我們關注到作為儀式中的一部分——音樂時，便會發現其中的諸多差異與不同。

然而，將兩者綜合來看，似乎會發現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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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經》的神仙思想與養生哲學探微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莊子》一書即《南華經》。 

《史記‧封禪書》載戰國齊威、宣王及燕昭王之時，均曾派人入海求仙，神

仙思想已盛行。先秦古籍以《莊子》論述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最多。《莊子》的

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奠基於其宇宙論及生命觀。而《莊子》宇宙論的核心思想是

道，道的氣化論影響後世道家、道教對神仙與養生思想哲學的發展至鉅。 

本文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莊子時代的神仙思想背景說明，散見於《莊子》、

《楚辭》、《列子》等先秦古籍。第二部分是莊子的生命觀及宇宙觀，與莊子神仙

思想與養生哲學的聯結。第三部分對莊子的神仙思想探微。第四部分為莊子的養

生哲學探微。第五部分是《莊子》神仙與養生思想對後世及道家、道教的影響。

第六部分是結語。 

 

關鍵字：《莊子》宇宙論、生命觀、神仙思想、養生哲學、《南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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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南華經》一書中各篇各章的內容及作者，歷來各代學者爭議頗多，除了莊

子外，由莊子弟子、研究老莊的後學、道家後學、漢儒等完成。本文用《南華經》

為標題，其意為從《莊子》一書中，即就文本中不分內篇、外篇、雜篇所有神仙

思想與養生哲學的探討。錢穆在（中國道家思想之開山大宗師莊周）一文中的結

語說：「莊子的文章……真像一卮水，總是汨汨地在流……，幾千年來人喝著，

太淡了，又像太洌了，總解不了渴。反而覺得這一卮水，千變萬化地，好像有種

種的怪味。盡喝著會愈愛喝，但仍解不了人的渴。究不知，這兩千年來，幾個是

真解味的，喝了他那巵水，真能解渴呀！」
1
 筆者自不量力，但也想嘗一口。 

《莊子》的神仙思想、養生哲學，是以跳躍式、片斷的散見於各篇，鮮少通篇做

專論，但量卻不少，為先秦古籍中談論最多者。蕭登福教授說：「春秋以前有神

無仙，戰國之世始有仙人之說。」
2
 筆者撰寫本文之前，重新翻閱一遍文本，試

著尋出《莊子》神仙與養生的一點仙味。 

本文重點以探討神仙為主，本文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莊子時代的神仙思想

背景說明，散見於《莊子》、《楚辭》、《列子》等先秦古籍。第二部分是莊子的生

命觀及宇宙觀，與莊子神仙思想與養生哲學的聯結。第三部分對莊子的神仙思想

探微。第四部分為莊子的養生哲學探微。第五部分是《莊子》神仙與養生思想對

後世及道家、道教的影響。第六部分是結語。 

 

貳、莊子時代的神仙思想 

 

     神與仙有所區別，神領有正職任務，而仙偏向於逍遙自在。神、仙之稱雖

不同，但在華人的認知上，皆有超自然或超異常人的能力，神與仙亦常混而一之。

《莊子‧大宗師》眾多得道成仙者中，「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

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官；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3
  (〈大宗師〉頁 247 ) 其中雜有天神、地祇、人鬼及

                                                       
1 錢穆，《莊老通辨》（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11-12。 
2 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頁 166。 
3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台北：群玉堂出版社，1991），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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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但莊子所要描述的不是神，而是仙，本文亦以探討仙為主。在先秦古籍中，

敘述神仙事蹟較多者為《列子》、《楚辭》、《韓非子》、《莊子》等書，尤以《莊子》

特別多。《山海經》神話資料最多，雖有不死山、不死國、西王母、顓頊使重、

黎「絕地天通」、大禹治水、黃帝戰蚩尤、女媧補天……等神話，但還未進入神

仙的階段，只是神仙的神話原型而已。 

 

茲將《列子》、《楚辭》、《韓非子》、《莊子》四書中，出現神仙的記載臚列

於次： 

一、 《列子》 

  《 列子》與諸子書，文句相合者有多處，宋人高似孫曾說列子同於莊子者有

十七章〈見子略〉，近世學者更以為列子書乃摘錄自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

子、說苑、新序等書而成的。
4
 筆者核對《莊子》與《列子‧黃帝篇》，有五段

引自《莊子‧達生》，一段引自《莊子‧應帝王》，一段引自《莊子‧齊物論》，

一段引自《莊子‧列禦寇》，一段引自《莊子‧田子方》，幾乎佔一半的篇幅。

《列子》雖列為偽書，但《戰國策‧韓策》
5
 載有關於列子的情況：「史疾為韓

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

曰：「貴正。」」《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
6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 ，關尹貴清，列子貴虛，……」，而《莊子》一書提到列子更多達十餘

次，散見於〈逍遙遊〉、〈應帝王〉、〈讓王〉、〈達生〉、〈至樂〉、〈田子

方〉…等篇。故有其參考之價值。 

 

(一)《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 

  不食五谷；心如淵泉，形 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願 

  愨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年谷常丰；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 

  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7 本段是描述列姑射山
8
 的神仙生活。 

 

(二) 同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又引列子 

  自述得道之過程云：「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 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 

  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 

                                                       
4 蕭登福，〈列子與佛經〉，《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篇第 17 篇)》，頁 27。 
5 劉向集錄，《戰國策》（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992。 
6 呂不韋，《呂氏春秋》（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3。 
7 王強模譯注，《列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頁 41-42。 
8 按「列姑射山」見於《山海經》之〈海內北經〉有列姑射國，〈海內北經〉有姑射山、北姑射       

  山、南姑射山。《莊子．逍遙遊》亦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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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  

  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 

  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 

  乎？」而《莊子‧逍遙遊》云：「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 

  反。」(〈逍遙遊〉頁 17) 以上皆為《列子》對神仙描述的資材。 

    

(三) 黃帝 

  《列子‧黃帝篇》：黃帝夢遊華胥國，其國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  

  傷痛，指擿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 

  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9
  而《莊子》中〈大宗師〉、 

  〈在宥〉、〈天地〉等篇皆有黃帝仙跡之載。 

 

(四) 西王母 

  《列子‧周穆王篇》：載周穆王遊登昆侖山瑤池會西王母，「遂賓于西王母， 

  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10
 《莊子‧大宗師》 

  及《山海經》中〈西次經〉、〈海內北經〉、〈大荒西經〉亦皆有西王母的記 

  載。 

 

(五) 《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 

  又且易人之慮。」
11
  

以上皆為《列子》中記載神仙事蹟之史料。 

 

二、 《楚辭》 

(一) 《楚辭‧遠遊》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 

  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 

  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 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 

  鬼怪。」12 
 
(二) 同上章：「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 

  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13 

                                                       
9  王強模，頁 40。 
10 王強模，頁 98 
11 王強模，頁 92 
12 金開誠等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674。 
13 金開誠，頁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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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辭‧九章涉江》云： 「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  

   同光。」14 

以上皆為《楚辭》中仙人事蹟之史料。 

 

三、《韓非子》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

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
15
 韓非集法家之大成者，極少言神仙，只是

為說明晉平公喜好音樂荒於治國甚而差點亡國，請師曠說明黃帝大合鬼神而做

「清角」之樂的描述。 

 

四、《莊子》 

    莊子談及神仙最多，為免重複篇幅之贅敘，留待「肆、莊子神仙思想探微」

再詳述。 

 

參、《南華經》中宇宙觀、生命觀哲學思想與神仙思想、養生哲學之

聯結 

 

一、   《莊子》的宇宙觀 ─ 道 

    莊子把他的生命鎔鑄在無窮的宇宙之中，成為宇宙中的任何一部分了。而其

宇宙論的中心思想即為道。 

(一)  宇宙論：從「非物」→「物之初」→「道」→「道的作用」 
1. 非物 
  莊子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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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篇云：「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 

  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16 非物及無形皆在「物之初」之 
  前。 

    2. 物之初 
    莊子藉孔子問老聃而解釋「物之初」， 

                                                       
14 金開誠，頁 467。 
15 邵增樺註譯，《韓非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頁 790。 
16 郭慶藩，《莊子集釋（下）》（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3），頁 76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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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子方〉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 

    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田子方〉頁 712) 
   3. 道 
      道是超乎時空存在的實體，它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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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大宗師〉頁 246 ~ 247 )                       
      更具體的描述是「道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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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  

      何其下邪？ 曰：在屎溺。」 (〈知北遊〉頁 749 ~750 )    
   4. 道的作用 ─ 萬物自生自化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孰主張是？ 孰維 

      綱是？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 

      問何故？」17 (〈天運〉頁 493 )   莊子質問：天地萬物的創造與生成變

化是由誰主宰？得到的答案就是「道」，因此其〈知北遊〉云：「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又云：「今彼神明

至精，與彼百化。物己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已固存。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知北遊〉頁 735 )  言宇宙自然生成之

理，是超乎時空，亦是一切事物之根本，萬物各如其理而生，各如其理而

變化毀滅，皆道之運行作用。 
(二)  萬物一體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頁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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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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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皆一也。」 
  (〈德充符〉頁 189 ~190 )   
  〈大宗師〉云：「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臂

                                                       
17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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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大宗師〉頁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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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之《老子》演進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 
二、   《莊子》的生命觀 

(一) 宿命論 
  莊子的思想源自於顏淵 18 ，儒家盡人事聽天命，其意即在人生界可以把握， 
  但是已經盡力而猶未可掌握者則歸諸於天，就是命也。莊子亦言知天知命，實 
  乃 承繼儒家之處。〈德充符〉云：「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德充符〉頁 212 )  此即《論語》所 
  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孔子又常云：「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堯曰篇〉莊子對於人與物及大自然皆 
  持萬物一體及宿命論，認為宇宙間之一切，皆為造物主之安排。對於人，例如 
  〈養生主〉提到「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 「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  (〈養生主〉頁 124 )   
  莊子認為人天生兩隻腳是造物主的安排，後天人為而成一隻腳 ( 如意外傷 
  害或刑行) 也認為是天也，即命也。在大自然方面，「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齊物論〉頁 50  ) 意即風吹千萬種不 
  同之竅孔， 但使其止者為造物者。 〈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 

  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大宗師〉頁 241 )  
  又云：「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而非人也 ，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庚桑楚〉頁 792 ~793 )  
  更足以說明莊子的宿命觀。 
(二)  生死如一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至樂〉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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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云:「 亡。予何惡？生者，假 

  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又云:「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至樂〉頁 614 ~ 616、 
  623 )  這些都是死生如一的觀點。 

                                                       
18 錢穆，《莊老通辨》（北京：三聯，2002），頁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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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命之源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 

   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 

  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 聖人故貴一。」(〈知北遊〉頁 733 )  又云：「自  

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知北遊〉頁 744 ) 莊子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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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樂〉頁 623 )  
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至今人死仍曰斷氣。 

三、《南華經》中宇宙觀、生命觀哲學思想與神仙思想、養生哲學之聯結 
   唐君毅云：「先秦道家，如莊子、列子之徒，其人格之精神，皆在遊心自然之

萬化，而超越人間世之政治上、禮教上、道德上種種觀念之執著，然又未嘗不與

人為徒。」對於《莊子‧逍遙遊》曰：「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不食五榖，吸風飲露……是其塵垢粃糠，將猶淘鑄堯舜者也。」本段

之評述，唐氏認為：「由此以觀，莊子心中之境界實至高。此境界即為超越出一

切善惡、美醜之計較，貴賤、賢不肖之位分差別之人生境界。並忘「其人格在人

上之高自位置感」，所達之一種境界。並云：「莊子之此種精神，蓋即中國後世之

高士、隱逸、及仙道之徒所表現之精神。19 不論高士、隱逸或仙道皆帶有神祕

飄逸之氣，令人崇拜及心嚮往之。   
   莊子認為宇宙萬物，皆一氣之化，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生命之源萬物為一，

皆通天下一 氣而成。 《莊子》的宇宙觀道論，宇宙萬物的形成過程，從「非物」

→「物之初」→「道」，而道的作用是自生自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對於生命的看法，是死生如一，死生命也，就如同日夜循環，春夏秋冬四時

的自然運轉。且把生命及萬物之源皆氣化後，被其後學及道家、道教轉化為神仙

思想。於下一段論述。解決生命死生問題，莊子用全性保真，安時處順，哀樂不

能入於胸次，作為養生哲學的核心思想。《莊子》的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奠基於

其宇宙論及生命觀。 

 

肆、《南華經》神仙思想探微 

 

    《莊子》的神仙思想，是從其宇宙道論氣化而成。錢穆謂《莊子》特謂宇 
宙萬物，皆一氣之化，此一氣之化，莊子書中特名之曰道。莊子之宇宙論未始有 
物之先，已有道，天地鬼神，亦皆屬一氣之化，皆由道生。」20 〈大宗師〉論 
「化」最多， 〈大宗師〉云：「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可 

                                                       
19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 412-413。 
20 錢穆，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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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謂造物者，即指天地之一氣也。〈大宗師〉云：「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 

之所待乎 ！」是指萬物之有，皆係於道，天地之化，皆待於道。 又云：「方將 

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乃言道之化依循何律不可知， 因 
此又云：「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大宗師〉頁 268、274、285 )  因 
化不可知，故曰無常。 錢穆認為在此無常而不可知之大化中，莊子理想中之人 
生則為「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大宗師〉頁 274)  而「若化」 
即順化，又稱「乘化」，即〈逍遙遊〉所謂：「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逍遙遊〉頁 28) 錢氏認為神凝就是由氣化而成的真人、神人、至 

人，是莊子理想人生中之一種終極境界，後人不瞭解莊子此神凝保真的境界，因 

此演化出神仙思想。
21
               

       《莊子》成書於戰國末期，此時《楚辭》、《列子》、《韓非子》等書所載 

    之神仙事蹟已多，故《莊子》的氣化已帶有濃厚的神秘神仙思想的色彩，其為後  

    學及道家、道教方術，尤為道教所發揚光大，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莊子》書中 

    成為後世神仙思想源頭的稱謂有神人、至人、真人、聖人。《莊子》內篇一般學 

    者大都認為係《莊子》之作，內篇即已頗多得道成仙之論述，何況後學所作之外 

    雜篇更有得道成仙之論述。如〈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 

    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王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 

    箕尾，而比於列星。」(〈大宗師〉頁 246 ~247)  得道而成仙者，其中雜有天神、 

    地祇、人鬼及仙人，已見於前述。 

茲將《莊子》書中有關神仙真人、神人、至人、聖人之境界的部分臚列於次： 

一、  真人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

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

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眾人之息以喉。」又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瀟然而往，瀟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

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大宗師〉頁 226 ~ 229 ) 
   又〈田子方〉云:「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 ，盜人不得劫，伏 

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田子方〉頁 727) 
可見莊子對於所謂真人之論述，與今人對神仙之認知已有過之而無不及。  

                                                       
21 唐君毅，頁 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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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人 

   〈逍遙遊〉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 

  榖，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遊〉頁 28 )   
莊子之神人，實即不用心於人事者，係用志不分而得心知凝聚，故曰其神凝，故

外物莫之能傷。大浸不溺，大旱不熱，餐風飲露，乘雲御龍，實為後世神仙思想

之源。 
三、  至人 

   「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達生〉頁 633) 
又謂：「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 〈齊物論〉頁 96 ) 
又〈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田子方〉頁 725)《 莊子》書中至人、真人、神人皆有超自然或超異常人的

能力。 

四、  聖人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

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

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

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大宗師〉頁 251 ~ 252) 莊

子之所謂聖人與儒家之聖人不同，此聖人與上述至人、真人、神人為同一系列，

修真得道之人也。〈刻意〉云：「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見平易矣，平易見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刻

意〉頁 535 ~ 538  )  此處聖人亦同於至人、真人、神人。  

 

伍、《南華經》養生哲學探微 

 

    本段論述《莊子》養生哲學之發展順序及養生哲學之探討。 

一、  《莊子》養生哲學之發展順序 

莊子本無言長生，因其至人、真人、神人、聖人皆有死生問題，只講長 

壽死生，不講長生。從《莊子》一書可窺出神仙養生之循序漸近發展，由「長壽

死生」→「外生死」→「長生」；但長生部分，是由後學發展出來的，這也符合

戰國時代到漢代神仙長生思想發展之趨勢。 

(一) 長壽死生 

1. 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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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伯子葵問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大宗

師〉頁 251 ) 此言女偊長壽年長卻養生有術、猶有童顏之色。 
又：「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

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刻意〉頁 535  )  
此言以呼吸、吐納、導引等術增長壽命。又「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懮

患不能處，年壽常矣。」(〈天道〉頁 457 ) 

2. 死生問題 
       莊子所謂的「至人、真人、神人」雖神通廣大，如「至人神矣！大澤焚 

       而不能熱，……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 已如上述見〈齊物論〉頁 96 )，仍有死的問題。 又真人亦有死生問 

       題，如「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大宗師〉頁 229 )  
       可見莊子所謂神人、至人、真人、聖人者，皆不能免於死生。      

(二) 外生死 

「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 

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无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大宗師〉頁 252) 此《莊子》之所謂至人、真人、 

神人、聖人，皆達外生而入于不死不生，並未達長生不死。 

(三) 長生 

  黃帝問廣成子：「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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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勞女形，無搖女精，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 

  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 

  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在宥〉頁 381)   
   此言至道長生。此應為莊後道家後學所撰。 

二、  《莊子》養生哲學探討 

    莊子的養生哲學綱領是「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精』，可以盡年。」(〈養生主〉頁 115)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庖丁善於避開牛之 
筋骨的障礙，在牛隻盤根錯節的骨骼、筋脈系統中能夠找到容刀的隙縫，而刀若 
新發於硎，這譬喻為人在繁雜的社會生活中要善於躲避各種難關而保住生命。 
〈至樂〉：「莊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鼓盆而歌。」 
〈養生主〉：「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大宗師〉：「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相和而歌。」又「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22  

                                                       
22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至樂〉頁 614，〈養生主〉頁 127，註 3〈大宗師〉頁 266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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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個案例，人死或不悲不哭，或而歌，似有違常情，然莊子所欲表達的為何？ 
一為對死生的觀點，一為矯情傷身。 

莊子對生命的看法，其妻死，他認為生命的開始與結束，皆歸於自然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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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樂〉頁 614) 老聃死，秦失不哭，係因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

謂是帝之懸解。」(〈養生主〉頁 128 ) 意即人死若傷心而哭是違反天理，好像受

了刑戮一般，是傷身的行為，「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才是養生之道。子桑戶

死，其友孟子友、子琴張，不但不哭，還編曲鼓琴，相和而歌。莊子認為子桑戶

死了，是與造物者同遊「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把生看作贅瘤，把死看作癰疽潰

破，把形體看作是精神寄託的物體，寄託於何種形體都一樣。(〈大宗師〉頁 268) 
因此，死了又何須哭？孟孫才，其母死，不哭，莊子認為「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又認

為「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大宗師〉頁 269) 其意為人死生問題，安

於造物者(道)的安排而順應變化，就能進入虛無境界和天(大自然或道)成為一

體。在〈德充符〉中惠子問莊子說：「人故無情乎？」莊子的回答是：「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23 這一觀點亦可成為上述四個「人死不哭」

案例之解，人死，哭是傷身，有失養生之道。解決生命死生問題，莊子用全性保

真，安時處順，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作為養生哲學的核心思想。養生之法，依

乎天理(道)，因其固然。 

茲依《莊子》書中修身、養生、養心、養神、養氣、達道成仙，略舉於次： 

(一) 修身 ─ 重生輕物 

1. 〈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

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

趣捨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天地〉頁 453 ) 言耳

目口鼻等生理慾望之傷生。   

2. 〈天道〉：「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

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天道〉頁 457 )言
虛靜養身。 

3. 〈至樂〉：「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

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

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

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23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頁 22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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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至樂〉頁 609 )

言為富貴、貧賤、財物、名利所伇使，皆傷神。 

(二) 養生 ─ 養無生之生 

  〈達生〉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 

  奈何。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達生〉頁 630 ~ 632)  

  此謂不可養有生之生，因為有生必有死，無生始可無死，故必須養無生之生。 

(三) 養心 ─ 攖寧也者 
  〈大宗師〉云：「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大 
  宗師〉頁 251 ~ 252)   莊子之所謂聖人與儒家之聖人不同，此聖人與上述至 
  人、真人、神人為同一系列，修真得道之人也。又云：「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 

  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 (〈大宗師〉頁 252 ~ 253) 
  此言養心工夫，凡歷七境界，先曰外天下，次外物，次外生。又次乃朝徹，見 
  獨，無古今，而入於不生不死。所謂外天下外物外生者，此皆所謂其知未始有 
  物也。循此而入於不死不生，斯是非兩忘，死生一貫，故謂「物莫之傷。」24  

  此神人煉養之工也。 
(四) 養形與養神 ─ 德全神不虧 
  〈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莊子之時，即有導引、吐納之術。又曰：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 

  見平易矣，平易見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頁 535 ~ 538  )  
  此處聖人亦同於至人、真人、神人。養神，除了以氣修煉內丹養形外，更須以 
  恬淡寡欲，寂寞虛無，虛物以待來養神。 
(五) 養氣 ─ 心齋，虛而待物。坐忘，喪我。 
  〈人間世〉云：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24 錢穆，頁 246 

235



論文發表－金清海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人間世〉頁 146 ~ 147  )  莊子之論修養， 
  求養心達至於養氣。莊子養氣則曰：「虛而待物」，心齋即「無己」也，無己才 
  能虛而待物。〈大宗師〉云：「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頁 284 ~ 285 ) 
  坐忘就是「喪我」、「忘我」，即離形去智。墮枝體是離形，黜聰明是去智，離 
  形去智，才能達到喪我，與上述之無己，有異曲同功之妙。才能「與造物者為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六) 達道成仙  
  〈在宥〉云：「黃帝問廣成子(老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 

  曰：『善哉，問乎？至道之精，窈窕冥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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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無所 

  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 

  敗。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 

  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在宥〉頁 381 )   
  《莊子》長生不死之說，始於此，本於清靜無知，閉絕視聽，以廣成子來表達    
  如何修煉長視久生之法。前述此應為莊後道家後學所撰。 

 

陸、《南華經》神仙與養生思想對後世及道家、道教的影響  

 

    神仙信仰由神仙、仙境和成仙方術三方面組成，神仙信仰是道教的基本信仰

和特色，而神仙信仰所欲達成的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長生不死。
25
  

《南華經》的神仙及養生思想對其後之道家及道教的影響至鉅。 

茲從仙境和成仙方術略加論述： 

一、  仙境  

    《莊子》書中的仙境，尚未成熟，只於至人、真人、神人的描述略為提到「餐

風飲露，乘雲御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

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天地〉頁 421 ) 到了漢代，尤以

道書中的記載，如《雲笈七籤》已有山岳、海島、天上之仙境，有崑崙山、五神

山、三島十洲、洞天福地、三十六天等，仙境的描述是泉水似酒、澗水似蜜、遍

地黃金美玉、漫天仙草靈藥，神仙們生活在這裡，乘雲駕霧、呼風喚雨、神通廣

大、采天地靈氣，集日月之精華，吸宇宙之甘露，漠然虛靜，淡泊無為，自由自

在，快樂逍遙。
26
   已把《莊子》「逍遙」之概念發揮的淋漓盡致。 

二、 成仙方術 

    成仙方術部分包含修煉長生、得道成仙，對於後世及道家、道教的影響。 

                                                       
25 張志堅《道教神仙與內丹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 2-3。 
26 張志堅，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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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世的影響 

  《莊子》神仙與養生思想，到了秦始皇、漢武帝稱霸驍雄、戰功彪炳，享盡人 

  間最大權利及榮華富貴，卻擔心無法長壽或亟盼長生不老，故多次派人到海上 

  尋找仙山、長生不老藥，及重視成仙方術之士。 

  《史記‧封禪書》載：「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 

  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上反居水下。 ……還至沙丘崩。」27 

  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 

  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僊人。 」28 

  又《史記．孝武本紀》載：「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 

  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 

  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 

  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29 

  神仙方士除了勢力滲透到王侯統治者，並進一步把神仙方術系統化和理論  

 化，並且和當時流行的黃老道學相結合。信奉黃帝和老子，逐步把作為治國方 

 略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改造成養生神仙說。
30
 即便大學者劉向亦編撰了《列仙 

 傳》 記載仙人身份遍及社會上不同民族、多種行業的各色人們，從乞丐至帝王 

 皆有，給芸芸眾生帶來莫大的成仙希望。 

(二) 對道家的影響 

  道家修煉長生、得道成仙，欲追溯其源頭，必須先了解道教第一部經典《太平

經》，以此為基準，依出書的先後往上推道家系列的原典為王充的《論衡》→

《春秋繁露》→《白虎通》→《淮南子》→《呂氏春秋》→《管子‧內業》，

再往上推，就到了源頭《莊子》，為最早的文獻。 
   錢穆的《莊老通辨‧釋道家精神義》從《莊子》中之精、氣、形、心、神及

成仙之可能源頭往下推傳，經《管子‧內業》→《呂氏春秋》→《淮南子》

→司馬談、劉向《列先傳》→《春秋繁露》→《白虎通》到王充的《論衡》

皆有脈絡可尋。31 由於道教創立於東漢末年，因此魏晉道家的神仙養生著作

理論指導著道教的發展。 

(三) 對道教的影響 

  道教修煉長生，最早的源頭是《莊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 

  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刻意〉 

                                                       
27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中新書局，1976），頁 487- 488。 
28 瀧川龜太郎，頁 114。 
29 瀧川龜太郎，頁 205。 
30 張志堅，頁 12。 
31 錢穆，頁 1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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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535  ) 得道成仙，最早的源頭是《莊子‧在宥》：「黃帝問廣成子(老子)，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至道之精，窈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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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在宥〉頁 381 )     

漢魏以後的道教受《太平經》、《老子想爾注》、《周易参同契》、《抱朴子》、《養

性延命錄》等道書的指導，對於修煉長生、證道成仙的思想，相信神仙實有，重

人貴生，我命在我，神仙可學。道教自東漢末開始建立，發展到晉代時，已融合

卜筮、占星、陰陽五行、讖緯預言、服食、導引、辟穀、行氣、房中術、燒煉金

丹等追求肉身不死，長壽成仙的神仙方術。既超脫於塵世俗務，又不放棄享樂生

活，正好迎合貴族士大夫的精神需要，此時的道教開始由民間進入統治階層。為

求長生，道教煉製金丹不死之藥，以求服後不死成仙。魏晉南北朝流行的服丹是

「五石散」，因為煉丹使用的材料是礦石及重金屬等化學物質，長期服用則會嚴

重中毒，甚至死亡。魏晉一代名流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稽康等都是服散的倡

導者，是服用五石散當時的貴族，因此在士大夫階層風行起來，以致中毒而死的

人不計其數。唐代是道教外丹術最為興盛的時期，從高祖李淵開始崇奉太上老

君，太宗把道教定為國教，大唐天子們皆熱衷於服食金丹，並支持道士們的煉丹

活動。由於唐王室的尊崇、支持，金丹服餌一時竟成全國性風氣，從上層的達官

顯貴、文人學士皆以服丹為流行時興。其後由於中毒或身亡的多了，引起韓愈等

人的社會批判，道教內部亦有人強烈批判，道教的丹道由外丹向性命雙修的內丹

轉化。
32
 

 

柒、 結語 

 

《南華經》的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奠基於其宇宙論及生命觀，而莊子宇宙論

的核心思想是道，道的氣化論影響後世及道家、道教對神仙與養生思想哲學的發

展至鉅。《南華經》一書有莊子的自作，有其後學的著作，但不管內、外、雜篇

都充滿著神仙與養生的思想哲學，雖未完全成熟，但愈晚出的作品，愈符合道教

神仙養生的思想。先秦古籍中，即便被尊奉為道教教祖的老子其《老子》五千言

道德經，找不出具體描述修煉長生、證道成仙之說。即使有，那也只是解注的後

學，刻意去穿鑿附會而已。《山海經》神話資料最多，但只是神仙的神話原型而

已。《楚辭》亦有仙人事蹟之史料，但鮮少談養生修仙。列子其人可能早於莊子，

但《列子》一書爭議頗多，與諸子書，文句相合者有多處，同於莊子者有十七章，

並摘錄自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等書雜合而成。雖有記載神

                                                       
32 干春松，《神仙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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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事蹟之史料，但亦鮮少談養生修仙。足見《南華經》的神仙及養生思想對其後

之道家、道教的影響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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