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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出巡：道教圖畫與文人藝術的藏品與展覽
李豐楙
(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

這次在故宮博物院的「國寶重現」中，館藏的〈三官出巡〉在相隔三十年
後得以重現，即可借重道經與道壇畫的對照再發現其秘奧。道教藝術以往倍受
注目的僅為壁畫，而江西永樂宮與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的朝元圖，同樣出於民
間畫師如馬君祥等，其受到關注的原因在繪藝精彩、歷史又久；相較之下，博
物館的道教畫乃名家、畫院所繪，而道壇畫則出民間藝師之手，若將三者相互
比較、對照，即可彰顯道敎藝術各有珍異處，可以再發現其藝術特性。就像故
宮博物院所藏的《三清圖》，比較三清壇的莊嚴肅穆，反而可以發現其閒雅的
文人之趣。以此觀點觀看《三官出巡》，既可比較美國波士頓 Fine Arts 博物館
所藏的相近畫作，也可對照壇場的三官聖像。在藝術史上畫院畫的品價已被確
定，而壇場畫則仍然定位模糊！乃因這種儀式用物的使用頻繁特高，其材質也
相對簡陋，即紙、布(絹)之類的質地，故折舊率也高；尤其處理方式遵循古
例：用舊即焚化，導致公私入藏既少、數量不多，造成研究的困難度。唯此一
情況在近代發生變化，就是中國在文革期間破四舊，致使道教儀式變少或中
斷；壇場用物未被焚化，卻在改革開放後流出，公私才有機會收藏、展覽。這
些藏品既異於以往博物館的文物展覽，也與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異趣，唯這種壇
場的儀式性質，其中的三官像則可用於比對《三官出巡》，借以理解畫院、文
人與民間畫師的關係：諸如技藝傳承、展示情境等；特別是壇場畫根據粉本而
規格化，其變動既少、時間雖近，郤可比較、對照元明時期畫院的道教畫。在
此即根據不同時期的道經解讀這些名蹟，借以發現其母題中蘊含的象徵性，在
佛教藝術之外另開一新領域，從認識道敎的教義、儀式切入詮釋壇場畫，確定
其與博物館藏品中的名畫有何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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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豐楙

（一)
《三官出巡》作為畫院畫、文人畫，其創作與道經、壇場畫有何關係？宋
元明時期的這類名畫既有故宮博物院的遺珍，既可比較其他博物館的同類藏
品，也可對照道教的經典與壇場畫，反而可以對照其藝術特色。由於壇場畫的
時間較近，距離元明較遠，唯其繪製有粉本相襲，故可作為比較之用。假設畫
院中人有機會看到三官聖像，也曾注意演法的儀式空間，在這種假設下理解彼
此之間的關係，進而可以推知畫院、文人如何超越！道教內部對製作聖像的規
制，唐初既有《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其〈造像品〉既規範「存真者
係想聖容」，故所繪的真容、服飾特別著重莊嚴感。只要比較故宮所藏的〈三
清圖〉，三位天尊閒坐松樹下，元始天尊仍然居中、位置稍高，左右稍低的靈
寶、道德二天尊對坐作閒談狀；如此殊異於三清端坐金闕的聖像。同樣可以比
較《三官出巡》與三官聖像，在進行考校時卻形成兩種不同的趣味。關鍵在畫
院、文人是否參考過道經、壇場畫？由此始可理解其間的改造及文化趣味。
三官大帝在道教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主要在職司首過、考校之任，這種天
地水三界的神格化，具象化道教的空間觀與倫理觀。故「三官出巡」的表現方
式關聯道教制度史的變化：其一從道經文本轉變為道觀壁畫，又從直線式朝元
圖式轉變為結壇的壇制，從這種變化趨勢才能理解出巡圖的構圖變化。其次則
關聯三清殿的變化，從朝元圖的諸天朝謁元始天尊等三清至尊，始終維持莊嚴
的坐姿；而兩邊壁畫上的朝謁者則發生變化，在永樂宮內壁畫中朝元的四/六
御，在宋元壇制上被挪到三清兩側，所挪出的空間勢需填補，三官統領的三界
眾神才被定型化為四府：天京、地府；水國、陽間。這種壇制變化導致朝元結
構的改造，三官眾神乃取代四/六御的位置，並因應壇場空間的對稱加入陽間一
幅，既收編祀典神也滿足信眾的信仰需求。故從明清迄今道教壇制的掛軸式四
府眾神，取代了道觀壁畫的朝元圖式，其時間較晚使用地域較廣，使三官在朝
元行列中的地位大為提升，甚而成為獨立的三清壇，這樣的改變也影響了畫院
畫的構圖。
《三官出巡》出現於唐宋變革期，宋代帝王多有崇道者，畫院畫有這類題
材並不意外，反映皇家的信仰需求與品賞趣味。在博物館藏品中傳為宋元明的
名家畫蹟，一為故宮藏傳宋馬麟〈三官出巡圖〉(下稱故宮版)，構圖為「上中
下一幅」。(圖 1)另一組則藏於美國波士頓 Fine Arts 博物館(下稱波士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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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考校與出巡圖：一個道教的「謝罪與功德」觀

天、地、水三官分三幅合為一組，亦無名款。（圖 2、3、4)黃士珊推測為南宋
之作（1127-1279）。宋真宗在大中祥符(1008-1016）建玉清昭應宮，曾召天下名
家繪作壁畫，武宗元（？-1050）為左部長，在洛陽三清宮繪作〈朝元仙仗
圖〉。故宮版被視為大壁面畫法（174.2X122.9 公分)，其頭、面及儀駕朝右，象
示朝元的左班；上、中二層隔以雲彩，中、下二層兼用水氣相隔。此一幅近似
行進/動中的三官大帝，其實已脫離朝元仙仗畫風，而是三官考校出巡，故有盛
大的儀駕作為儀衛：天官坐車輿，地官騎坐白麟（？)，身後俱有華蓋護衛；而
水官則御龍，同樣也有華蓋。在御駕前後俱有曹官、侍衛環侍，華蓋旌幡隨風
飄動，故被稱為「出巡」圖。三官分在三層而連作一幅，如何構成一體感？元
明畫家取諸山水畫，在地官背後安排崖壁，崖上有松樹，高聳直入雲霄天官儀
衛的身後；山崖下則以波濤銜接，洶湧向前銜接水官，其後其下俱為水族、龍
王。
故宮版畫院畫既題作「出巡圖」，在經典上必有依據，當時畫家曾否參考
道經？此謎難解，可能間接挪用朝元畫蹟。假設其有經典敎義的支持，就是六
朝後期與三官有關的三元品戒系，這些晚出的道經對草創期的首過儀式，形成
一大變革，就是三官的性格模糊也缺少形象，直到三部重要的經典出現：即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配合《太上大道三元品誡謝罪上法》、
《太上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妙經》。《功德輕重經》依據氣化説神格化三
官：天官三宮結青黃白之氣，地官北酆宮為混黃之氣，水官清泠宮為風澤金剛
之氣；《女青拔罪妙經》也有類似的説法：天官即始陽之氣結成至真，神仙官
僚皆稟自然之氣而為體，地官皆洞空清虛混元之炁，水官乃洞元風澤之炁，故
三官大帝俱為自然之炁所化生。三官信仰官僚化後，各有府署統轄曹佐：天官
三宮三府統三十六曹，各有考官、考吏、考兵、考士，以考校大千世界：諸如
神仙升降、星宿興亡，國主賢臣太子及一切眾生考限之期，以至魚龍、飛走的
改形(卷上)；地官府署則統四十二曹，同樣有考官、考吏、考士及考兵；水官
府署亦統四十二曹，總暘谷神王、水府河伯及水中蛟龍鯨魚、積夜死鬼萬靈。
總而言之：「三元之夕三官集聖之日、考覈之宵，上考神人變化之限，中考大
千世界之內一切學道之人得失之名、進退錄籍之簿；下考三界之內一切鬼神變
易之形、役使之限。」（卷中）在考校架構下詳列一百八十條的三元品戒罪
目，使得考校的罪目明確化。從個人的倫理道德遍及鄉村共同體制的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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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這些公約瑣細而實用：如刺射野獸飛鳥、燒山捕獵、張筌捕魚、以飲食投
水中、毒藥投水傷生等，均屬於公眾道德的條目。
三官考校時間定於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皆為
地上五帝五嶽、三界神官及諸水府，均需沐浴身形上詣三天玄都三元宮中。六
朝末唐初《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也說一切眾生的生死命籍、善
惡簿錄，皆由天地水三官考校功過，表示一切眾生盡歸統攝。在謝罪方式及效
應上，《謝罪上法》沿用古例的叩頭自搏法，各有次數及功德。《女青拔罪妙
經》則強調寫經轉經、香花供養的功德：「每至三元之夕，並書青黑二簿録奏
上宮，皆隨所作罪福深淺開度，隨業輕重顯報人天。」又規範三官府署，「當
以三元之日下詣清虛洞陽北都之宮，集較地上九土之中一切眾生生死功過罪惡
之簿，考對録籍禍福之名，一一當書青黑二簡生死之籍。」其效應即「諸災自
滅，眾惡自消」。在六朝後期又有建醮禳星法，《功德輕重經》明載於北門或
清淨地、古壇淨室，「建立道場，懸諸幡像，大醮星宿及三元仙官」，祈求
「風雨順時，兵災寧靜，天下太平，人民豐樂。」此一傳統後來持續擴大，在
三官大帝像前存思己罪以求謝罪，故考校日被具像化：「諸天迴駕，眾聖同
集，推校生死、功過錄籍，道法普慈，愛民育物。」(《謝罪大法》)這一種敘
述即可啓發故宮版的出巡景象。
考校被具體化的過程均出現於道經，敘述其景象為神靈上詣三元宮之景：
「皆地上及五帝五嶽靈山三界神官及水府三官司罰，無窮無深、無遠無近、無
大無小，一切神靈，皆同上詣三天玄都三元宮中。」即將宿根簿錄、功過輕重
列言上天，此一日：「無極天尊、十方大聖眾三十二天帝等，同時俱到三元宮
中，眾聖既集，諸天飛仙、神仙真人，一切眾神莫不森然俱至。」（《功德輕
重經》）。這種聚集考校都可啓發畫家的想像力；功過錄籍的說法到宋元明又
有變化，即新出一部《三元保命妙經》，由於時代較近，敘述也愈圖像化，如
說：「三元、天尊即駕五色祥雲，行九炁清風，至都會府雲臺山上，放大毫
光，廣大惠力，無邊法顯，濟民救苦，福應萬靈，諸天升降，除無妄之災，解
有讎之愆，賜千祥之福，脫九厄之難。」此處所述的三元、天尊駕雲御氣即出
巡過程，至雲臺山上放大毫光即完成考校的勝景，這部經典出現的時間已接近
宋人畫院畫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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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規範對畫家有何啓發？除有前代畫蹟的技法襲用，重要的還需有經
典的依據，這種佐證可舉二項為例：服飾與曹屬。服飾之色因三官的來源各
異：天官乃總「青元始陽之氣」，神仙官僚「皆結自然青元之氣」，其「衣則
青羽飛衣」，故天官服色應為青衣。地官總「元洞混靈之氣」、靈官為「混黃
之氣」，則服色為混黃之色；下元水官則為「洞元風澤之氣」，水神官僚亦
然；服色當為灰黃。現存兩種雖因時日久而褪色，仍能髣髴見之，可見確有依
循。其次眾多的儀衛為官僚曹屬：天官有千百「神仙官僚」，在圖畫上僅以少
數代表「一萬二千考兵/士」，輿駕旁則有二捧印者，後有戴冠者手捧簿録，象
示一百二十考官、一千二百考吏。地官也有考官考吏、考兵考士，又有五帝五
嶽神仙真人、土府四司土帝及八極靈官地祇、三界官屬一切威靈等；在圖上白
麟旁，被簡省為持簿錄者三、華蓋後有考吏二，後面又有神仙、地祇等。水官
僚屬的變化較大，其中龍王水族可以對照兩小段：「水中萬精、蛟龍鯨魚，水
災大會，水母龍門」、「水府萬靈、魚龍鯨鯢精物」，表明此一時期已有龍
王，唯形象愈加明確化；這些累增的新母題乃襲用流行畫題，如前景所見的鍾
馗畫即是，表示管理九幽府的生死之罪。（黃士珊、蔡君彝)

(二)
道經文本對照兩組圖像，即可發現故宮版三官一組具有統一性，即同一方向
的出巡行列；可以比較 Fine Arts 博物館的三幅一組，其中天官為坐姿，異於同
一組出巡的地官、水官；天官為何在高座上憑案高坐，目的就是象示其職司：
考校，即以一概括其二，代表共同的考校之職，並在座下安排一端簡上告者，
乃出巡圖無法表現的。此一宮殿的構想為經典文本的重點，可視為上元三宮第
一宮：「太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也是舉一以概其二，在三幅各有背景的畫
法中，以此象徵考校乃三官之職。天官服色因褪色無法確定是否「青衣」？唯
在寶座左右兩旁出現多位儀衛，仍然遵循文本所述：總共兩、三位跪坐，應是
考官、考吏，左右新增二位侍女，為後來習見的畫法；眾多的儀衞被簡省後，
總數仍然多於故宮版本：左有五位、右有四位；寶座後又有五位，分別各持旌
旛、儀仗，代表考兵、考士；前景另有一位功曹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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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三官各一幅」的空間大為擴增，其中地官圖的構圖可以比諸故宮
版，有助於思索一個關鍵問題：到底「三官一幅」較早？抑或「三官各一幅合
為一組」較早？即關聯相仿的難題。故宮版雖題馬麟作，唯從高崖巨松的山水
畫法，是否真為馬麟之作仍難以確認。而波士頓版的地官圖，由於是獨立的一
幅，就不需顧慮天上、水上之景，而擁有獨立發揮的空間：地官在山石老樹
前，理應契合其地界職司，服色也呈現混黃之色。其坐騎為白馬而非白麟，馬
旁有兩位侍女手捧簿錄；其他曹屬也是簡省的筆法：前有四位考兵、考士，後
有三位考官、考吏；前景仍是鍾馗母題，契合其掌管九幽府的生死之罪。兩組
可以比較的關鍵，就是同樣出現巨石老松：單一幅出現此景契合其地界，故可
視為獨立的地官圖。唯這個問題也非如此簡單，有時創意就在不可思議，故宮
版借此創造其一體感，巨崖老樹貫通三界，使天地水同在一個畫面，象徵執行
同一考校之職，故可標為「三官出巡圖」；而波士頓版三幅一組，則可易稱
「三官考校圖」，即以天官坐案考校概括地官、水官，後二者同樣既出巡也考
校。
有趣的是水官始終以水景聯繫，水官本身及其曹屬則轉變面向，不再遵循
朝元圖的左右班式。空間擴增後方便安排較多曹屬：前驅有四位考兵、考士，
後面有兩組考官、考吏，總共四位，御龍之下則畫分水界：有兩位騎坐於玄龜
上，而前景出現的宮殿按照《功德輕重經》，從數種中選擇其一：總主水帝、
暘谷神王即稱「晹谷洞源宮(青華方諸宮)」、總主水中萬精、蛟龍鯨魚即為
「清泠宮(南水會宮)」、而總主水中積夜死鬼則是「北酆都宮(羅酆宮)」。解讀
崢嶸之象則近於清泠宮，就與故宮版相同，二者在水官的冠飾、服色上也存在
相仿之跡。
波士頓版出現的變化，就是天官坐案考校，在座下有一端簡上告者，到底
所指為何？根據圖像學的基本定律，出場的都有象徵意義，何況道經有其教義
的考量。此一構想未曾見於六朝道經，故需考慮另一部後出的《三元保命妙
經》，文本中敘述「上告三元天官」者為「救苦大仙」，天官所在的天宮按古
式為第一宮：太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在道藏本有寫本與刋本，現存遺跡保存
於波士頓 Fine Arts 博物館，乃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寫本：《太上三元賜福
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由數部分組成：一為同名的道經(《道藏》隷
二)；其二插入的「三官經序」不見於經藏，乃採取民間說法合理化三官大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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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最後為《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經》(《道藏》宿八)。又增加許多記靈驗事
蹟，多集中於四川及長江流域，時間早則宋元晚至明初。寫本前有圖版，也是
天官坐案圖，前面也有持笏長跪者。(圖 5）如何解釋其身分？此一文本既未見
於六朝三元品戒系，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宋元明新出的道經，才能與波士頓版的
三官考校相呼應。開經即敘寫救苦大仙在大羅天上九炁紫微天宮上白道君：
「集會三元天地水官、三界四府眾聖、曹官、者(考)較司，同諸仙眾，講說經
法，救拔眾生，放大光明」；此光照見天下萬國九州之地的受苦眾生，因造惡
非善，廣結冤讎而「惡難臨身，無處解釋」。另外與圖像相關的還有下一段：
救苦大仙端簡上告三元後，天官先表明「此等眾生遭刑苦難」，後由道君指
示：「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接下告下三元後就敘寫了一段景
象：「天尊即駕五色祥雲，行九炁清風，至都會府雲臺山上，放大毫光。」接
下既有地官、水官又有天尊、道君登場，最後才由天尊説偈後結言。
此經乃宋元靈寶派仿作的，其中駕雲行炁者即天尊/道君，三官(三元)則是
執行職司者；另一部《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經》則由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八景
宮內，與諸天神王、日月星宿、上聖高真、無極聖眾說法，此時也有赤腳大仙
長跪上白天尊：下界人民「有水火刀兵之厄」。天尊強調得道仙官「皆從三官
保舉」，而後宣說寶號；最後赤腳大仙即與諸天神王、真仙大眾聞說寶號，作
禮稽首而退。唯相較之下，不可能是赤腳大仙。除了寫本，還遺存了康熙五十
年（1711）北京刋本《太上三官經本》，在經本前表明：「福建福州府長樂人
氏奉佛弟子高龍光，仝室中潘氏在京告許，刋刻三官大帝寶經三千卷，果蒙有
應，今刋刻答謝。」雖說是奉佛弟子，也在告狀得應後，刋刻道經答謝，可見
從元明到清代一直廣泛流行。(圖 6)
經前圖版在寫本或刋本各有異趣，亟需配合經文才能解讀。波士頓版畫三位
仙尊坐在樹下，正中戴冠端坐者為天官，地官坐在左側，水官相對而坐；三官
背後各有曹官拱立，近樹根還有二仙人。在三官前也有一端簡上告者，應是
「救苦大仙」。相較之下，康熙刋本的時間較晚，卻非仿襲寫本而是根據文本
所刻：中央端坐者為道君/天尊，三官一排持笏立於右側，左側一排另有兩位；
座前持笏長跪者同樣是救苦大仙，跪對道君上白。三官的位階較低，道君即靈
寶天尊，故應斷作：「告下三元，天尊即駕雲」，圖版即可與經文互證。宋元
時期強調轉經悔過的功德，此經反映瘟毒流行，眾生染著；故在端陽、中元日
修齋，即由「三元追回行瘟等眾，考較輕重等罪，俱一赦除。」在長江流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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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除水上災難，值得注意的改變，就是借民間傳說改造三官出身：「受真仙
之骨受化更生」，其父姓陳；因為人聰俊美貌，龍王將三女許配為家室，所生
三子俱威容赫赫，神通廣大，天尊封為「天地水三官大帝，管轄考較善惡眾
生、三界鬼神等眾。」乃明代民間寫經者改造的變相。

（三)
從宋元到明初的道教轉型理解圖、文關係，假設波士頓版為拼合式，回應
新出道經或民間寫本，而有天官坐案考校，關鍵的轉變在仿壇制。故宮版採取
天地水在上中下的三界圖式，有意捨棄壇制的三官平行排列式，而波士頓版則
回復三幅平列，而牽涉壇制的定制與變化。其一即朝元圖式，在通俗神傳類書
中，《搜神廣記》與《搜神大全》仍然沿用此一圖式；富春堂本則改用天官考
校圖版。(圖 7）二者都未使用壇制的三官平列式。其二則是壇制的傳承與變
化，黃籙大齋的分位，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有三百六十位，三官位排於中
間偏前，即五方帝後、天師前。（卷 39）寧全真授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
書》，在左右班三百六十位中，三官排在左班偏後。(卷 4）而在六幕壇制中的
排序，金、寧/林及寧全真撰林全真纂《上清靈寶大法》，六幕中的三官位在左
右班的變動不大，在三清、四/六御的兩邊兩兩相對，分別懸著「聖像」，如三
官/四聖、三官/六師、三官/天師，宋元明之像罕有存留，推測其壇圖即仿朝元
制，搜神類書的圖版即是(圖 8)。唯壇制與時俱變，在地方道壇即被簡化，清至
民國期的衍變就是三官地位愈形重要，根據閩、臺等地的壇式例凡有兩類：一
將四或六御改到三清位左右，致使朝元的左右班發生變動，乃以天地水三官統
領三府，另外增加「陽間」一府，取代朝元的繁複圖式。二為三界壇與三清位
相對，將天師、北帝二幕列於左右兩旁，稱為師、聖壇，使三官幕高於天師
幕。(圖 9）儀式開始先在三界壇前啓請三界眾神，而後三官又在四府朝元中出
現，使三官的重要性大為提升。
此一壇制改變後有兩種情況關聯波士頓版，即三界壇所掛的三官聖像：天
官居中或略高，而地官、水官在左右平列或稍低平列。(圖 10）這種情況在什麼
時代出現？目前文獻、文物仍不足徵，假設元明既有三官並列像，即可推測波
士頓版較晚出，有可能仿故宮版，其三幅形制即仿並列的三官聖像制，才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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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三幅一組，以此立異於故宮版的上中下層疊式。其次就是改變故宮版三官面
向朝右，將三幅的面向全部朝左，如是轉向既擬似朝元的右班，卻又三幅平行
並列。其處理方式也異於四府(天京、地府；水國、陽間）左右班的兩兩相對，
不可能有陽間一幅，推測為仿作者採取的變通方式。此一情況顯示三官被定位
後，地方道壇的排壇均依新壇制，所懸之像即三官聖像。值得關注的是首過、
謝罪的本義猶存，如「解冤釋結」科按古例在三界壇前舉行，仍遺留三官考校
的遺意。三官信仰既普遍存在於明清社會，民眾迄今習知的「三界公」，雖不
一定知悉其源出道教，唯三元節與年中行事結為一體，使三官信仰成為節俗活
動。天官賜福也出現在福祿壽/財子壽中，被供奉於廳堂中堂，每年年底就會換
新，天官仍然居於三位之首，由此顯示民眾的祈福心理，三官信仰在道教可視
為文化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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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ly in the field of Daoist studies 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Quanzhen
Daoism as the form of Daoism that in China seemingly enjoys the support or at
least toleration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in western countries
Quanzhen Daoism is known especially through tourists who love to see Chinese
cloisters and temples. Quanzhen Daoism originally is a monastic, celibate form
of life that emerged in the Jin period 金代 and came to great fame and impact
during the Yuan-period. We remember the struggle of Quanzhen Daoists and
Buddhists at the court of the Mongol dynasty. The Daoists had spread at the
Mongol court the book Eighty-one Charts and Reports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aishang Laojun 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圖說 which the Buddhist felt was a great
insult, degrading Buddhism to a position inferior to Daoism.1 In the ensuing law
suit the Buddhists blamed the Daoists to use magic crafts to cheat people and set
up deluding shows, implying that Daoists cheat for money. This chapter in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Daoism illustr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ist exorcism 道教法術,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天師道, and
thirdly Quanzhen Daoism 全真道 is a widely disputed theme.
A primary aspect is the fact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is a householder living a secular life with family 火居道士, whereas the original
Quanzhen Daoist was a celibate Daoist 出家道士 living in seclusion – and it is a
modern phenomenon that some people call themselves Quanzhen Daoists and
yet claim that they also can marry – which we think is a falsification of
Quanzhen ideas and principles. The question of life style, be it a secular or a
celibate life is a minor ques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question of Daoist
1

For an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book see Florian C. Reiter, Leben und Wirken Lao-Tzu´s in
Schrift und Bild, Lao-chün pa-shih-i-hua t´u-shuo. Würzburg 1990. Königshausen & Neumann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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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rcism 道教法術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and
Quanzhen Daoism. We must keep in mind that traditional rituals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comprise exorcism, for example in the jintan 禁壇 exorcism,
and therefore Daoist exorcism is not existent only in Five Thunder Magic rituals
五雷法 or Shenxiao Daoism 神霄道, which are names that originated in the
Song-period.2
We want to study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Quanzhen Daoism and
Daoist exorcism and so we have a short look at basic principles of Quanzhen
Daoism. We follow its founder-patriarch Wang Chongyang 王重陽 (1113-1170)
who originally lived in Shenxi province 陝西 under the Jin-dynasty and is said
to have authored the book: Chongyang Sets Forth His Teachings in Fifteen
Discourses 重陽立教十五論.3 The fifteen discourses have the following titles:
1) Living in a Retreat Zhu´an 住庵; 2) Travelling Yunyou 雲遊; 3) Learning
from Books Xueshu 學書; 4) The Proper Blending of Medicines Lun
heyao 論合藥; 5) Constructing Activities Lun gaizao 論蓋造; 6) Joining a
Spiritual Companion Lun he daoban 論合道伴; 7) Active Meditation Lun
dazuo 論打坐; 8) Disciplining the Mind Lun jiangxin 論降心; 9) To
Mould Being Lun lianxing 論鍊性; 10) Matching the Five Vital Energies
Lun sipei wuqi 論匹配五氣; 11) Mixing Being and Existence Lun hun
xingming 論混性命; 12) The Way of the Saints Lun shengdao 論聖道; 13)
Escaping the Three Realms Lun chao sanjie 論超三界; 14) The Method
of Rearing the Body Lun yang shen zhi fa 論養身之法; 15)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Lun li fanshi 論離凡世.
The titles are revealing and tell us that the concern is the way of life but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hint at any religious ambition or connotation. We chose a few
paragraphs to document the intellectual tendency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Paragraph 1) Living in a Retreat Zhu´an 住庵:
Everyone who leaves the family 出家 has first to surrender himself to a retreat.
A retreat is a shelter, a resort for one´s whole life. If the physical existence 身
2

Lin Zhenyuan, “Consecrating Water and Barring the Altar: The Daoist Exorcist Ritual in Chiao-Liturgies in
Northern Taiwan,” pp. 171-193 in Florian C. Reiter ed., Exorcism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36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Wiesbaden 2011. Harrassowitz Comp. See Florian C.
Reiter, Basic Conditions of Taoist Thunder Magic. In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ol. 61.
Wiesbaden 2007. Harrassowitz Comp.
3
See DZ 1233. See Florian C. Reiter, “Ch´ung-yang sets forth his teachings in fifteen Discourses”,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the Taoist Way of Life of Wang Che,” in Monumenta Serica 36 (1984-1985), pp.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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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have such a resort, then the mind 心 will gradually achieve quietness 安.
The vital energies 氣 and the spiritual agents 神 will accordingly be harmonious
and plentiful. This way the person enters into the real Tao 真道. Whenever there
is physical action, it must not be exceedingly toilsome because otherwise it is
detrimental to the vital energies. One must be active 動 because otherwise the
vital energies and the blood 血 coagulate and will be obstructed. It is mandatory
that activity and tranquility 靜 be well balanced. Subsequently one can maintain
constant quietness of the mind. The proper disposition of activity and tranquility
constitutes the method of resting in quietness.
住庵﹕凡出家者先須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漸得安氣神和暘入
真道矣凡有動作不可過勞過勞則損氣不可不動不動則氣血凝滯須要動靜得
其中然後可以守常安分此是住安之法.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text equates the two words an 庵/安 that document the
desired state of mind and body that preserve the desired harmony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Vital energies 氣, spiritual agents 神, and blood 血. The first point
is made by speaking of “leaving the family,” and the question arises with whom
or how is life going on?
Paragraph 6) Joining a Spiritual Companion Lun he daoban 論合道伴 says
clearly: If a Daoist 道人 associates himself with a companion he basically
wishes to provide for mutual help in case of illness. “If you die I´ll bury you,
and if I die you´ll bury me.” So, the Taoist first selects someone and afterwards
associates himself with that person as a companion. He cannot first agree on
companionship and afterwards select the person. There must not be mutual
affection. Mutual affection ties up the mind. But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have
affection because otherwise the feelings depart from each other. If affection and
the intention not to have affection achieve the right balance, it is just righ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ople who are suitable for companionship and three
who are not suitable: The enlightened mind, the bright intellec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will: These three signify a suitable companion. Being
unenlightened and setting store on the external world, being without knowledge
or intelligence and being stupid by nature, without determination of will and
being inclined to quarrel all the time: These three signify an unsuitable
companion.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one´s own personality is the absolute reliance on the
mind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will, if one lives in a monastery. One mus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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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y with the feelings of someone else and one must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outer appearance of others. Only the selection of those who are really bright 高
明 is the superior method.
道人合伴本欲疾病相扶你死我埋我死你埋然先擇人而後合伴不可先合伴而
後擇人不可相戀相戀則繫其心不可不戀不戀則情相離戀欲不戀得其中道可
矣有三合三不合明心有慧有志此三合也不明著外境無智慧性愚濁無志氣乾
打開此三不合也立身之本在叢林全憑心志不可順人情不可取相貌唯擇高明
者是上法也.
Wang Chongyang did not advocate life in monasteries but preferred very small
communities that only serve the mutual, practical needs. It is a very sober,
restrained behavior advocated that does not allow an emotional engagement. He
actually addresses the situation that Quanzhen Daoists come to live in or join
cloisters. Here we see how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Quanzhen Daoism became
known as advocating the dual cultivation 雙修 of xing 性 being and ming 命
existence,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notion in a sophisticated way.
Paragraph 11) Mixing Being and Existence Lun hun xingming 論混性命 says:
Being - this is the spiritual agent. Existence - this is the vital energy. If xing
meets with ming, this resembles a bird which, feeling the wind, rises gracefully
and easily. It succeeds without any effort of strength. The Yinfujing says: “The
determining law of a bird is constituted by the breath.” This is the point. The
person who cultivates the true self cannot but refer to this phrase. One must not
leak this secret to inferior people as one has to be afraid that some gods would
inflict punishment for this [behavior]. Xing and ming are the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lf. They must be diligently and strictly refined.
性者神也命者氣也性若見命如禽得風飄飄輕舉省力易成陰符經云禽之制在
氣是也修真之士不可不參不可泄漏於下士恐有神明降責性命是修行之根本
謹繁鍛煉矣.
Xing and ming and the ensuing dual cultivation were the decisive themes of
early Quanzhen Daoism, the focus of the whole school being directed towards
the individual self-cultivation which was separated from any social or
commercial engagements and interests. Perhaps the last paragraph is most
conclusive –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xing or being accords with the
traditional ideal of turning immortal, becoming an immortal 仙. Paragraph 15)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論離凡世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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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meant by “leaving the ordinary world” is not a bodily departure from
this world. This text speaks about a mental condition 心地. The physical body is
like the root of the lotus flower 藕根, the mind resembles the lotus-flower 蓮花.
The roots are below in the mud, but the flower is high above in the void. As to
the person who achieves Tao, his physical body rests here in this world, but his
mind is in the world of the saints. The people of today desire eternal immortality,
and so their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is a great folly. They have not reached
the principles of Tao. The instructor who has put forward these Fifteen
Discourses exhorts those amongst his followers who are well determined on
achieving self-cultivation to examine them carefully and remember them.
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蓮花根在泥而花在虛空矣得道之
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言十五
論者警門中有志之人深可詳察知之.
We find that the ambition of the Quanzhen ideals as set forth in the Fifteen
Discourses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 life and personal integrity. Paragraphs that
seem to deal with technical detains such as Nr.4 The Proper Blending of
Medicines 論 合 藥 speaks about a natural harmony, “medicines” being the
“consummate influences of mountains and water-courses et a. - 藥者乃山川之
秀氣草木之精華…there is no word about actual recipes – it is all an abstract,
meditative cultivation that is very kernel of Quanzhen Daoism, and we do not
see that in any way the purposes, the tasks or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ligious
cultivation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could be compared to the reasoning of
Quanzhen Daoism.
Qiu Chuji/Changchun (1148-1227) 丘處機/長春 being 19 years old meets in
1167 Wang Chongyang in Shandong 山東 and becomes his follower. Only three
years later in 1170 Wang Chongyang died and Qiu Changchun managed to
become head of the Quanzhen school. Most likely in 1219 the Chinese physician
Liu Zhonglu 劉 仲 祿 informed the Mongol ruler Chenggis-Khan that Qiu
Changchun would be about 300 years old, which induced the Khan to invite the
Daoist, hoping to learn about the medicine of immortality.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encounter of the Khan with the Daoist is the Report on the hilarious
encounter with Daoism 玄風慶會錄 by Yelü Chucai 耶律處材, dated 1232.4
The Daoist reached the winter camp of the Khan in 1222 and introduced the
reasoning of Quanzhen Daoism to the Khan, emphasizing that he would not
4

This canonical title is nr. DZ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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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uch a medicine of immortality at hand – but could only recommend a
certain way of life to preserve the energetic and spiritual forces of life, all of
which was very much in accord with the Fifteen Discourses of Wang
Chongyang.
The Report describes the Quanzhen way of life on the basis of cosmological
theories and features the cycle of creation due to the workings of Yin and Yang
which embraces all the creatures. The Report also contains a sketchy history of
the Quanzhen school 5 and features the conditions of life of a Quanzhen Daoist,
which especially means leaving the family 出家 and having no sex 性生活. The
Daoist recommends to the Khan some modesty in this respect as a life
preserving measure. The Report also presents key dates of the older Daoist
history, which means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of Great Peace 太平經, the
installation of Zhang Daoling 張道陵 as the Heavenly Master and the revelation
of 24 grades of ritual-registers 二十四階法籙, and furthermore the revelation of
other Daoist scriptures through Lord Lao 太上老君 e.g. to Kou Qianzhi 寇謙之.
The Daoists could use the scriptures and manuals to control the mind and
cultivate Tao, and the texts also contained the crafts to pray for good luck, to
sweep off disaster, expel demoniac forces and save from illness 治心修道祈福
禳災掃除魑魅拯疾疫之術.6 This range of competence constitutes the Daoist
exorcism as formulated and represented in the Song-period through Shenxiao
Daoism 神霄道 and Five Thunder Magic Rituals 五雷法.
We skip the explanations of Qiu Changchun how the Khan could possibly
reform his behavior in a positive way and treat China properly. The Khan learnt
of course that the Daoists in history all worked for well-being of state and
society.
The decisive point is that the Report by Yelü Chucai combines the history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天師道 with the much younger Quanzhen Daoism.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the Yuan-period 元代 Daoist exorcism 道教法術 is
explicitly sai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Han-period 漢代.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keep this in mind.
If we look at the story of Qiu Changchun we learn that travelling to visit the
Khan he staged jiao-offering festivities 醮 wherever he made a stopover. In the
year 1188 he was invited as a high priest 高功法師 to stage at the court the

5
6

DZ 176.3b.
DZ 176.4a-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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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festivity 萬春節醮 for the birthday of the emperor Shizong 世宗.7 The
ritual was performed in the Tianchang guan 天長觀, today´s Baiyun guan 白雲
觀 in Peking.8 In other words, Qiu Changchun was an ordained priest 道士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who also passed on his liturgical profession for
which his literary collection Panxi ji provides evidence.9
The fascinating point is that the canonical sources do not reveal where and when
Qiu Changchun was ordained, not to speak about the identity of his teacher
master. His installment as a priest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must have
happened before meeting Wang Chongyang, who originally was a landlord, a
scholar and a frustrated candidate for an official career, who definitely did not
perform as a Daoist priest. 10 We understand that Qui Changchun due to his
Quanzhen self-cultivation had established an additional support for his ability to
perform rituals. We can perhaps say that he must have amassed a spiritual
potential that he variously used for his priestly vocation.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utmost ego-centric training that Quanzhen ascetic
meditation implies still allows Qiu Changchun to perform as a priest – who
necessarily must have had visions and performed ritual activities that, we may
feel, contradict the Quanzhen ideas of concentrating exclusively on the internal
energetic spheres of the body.
We will look at the lives of some other Quanzhen patriarchs to find more about
it.
First of all, we notice that the very first patriarchs called the Seven
Perfected Qizhen 七真 shared only very few common features – except that they
all belonged to the literate elite.
For example: Hao Datong (1140-1212) 郝大通 whose life shar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with Wang Chongyang:11
1) Life as a well-established, well-to-do person who abandoned the security of
his social background. 2) A Daoist – Wang Chongyang – causes sudden
enlightenment dunwu 頓悟 through enigmatic words that cause a reformation of
his way of life and give Hao Datong a new motivation. 3) Subsequent
encounters with spirit messengers shenren 神 人 who pass on texts or
instructions, and the adoption of a new Daoist name. 4) Fakir-like meditation
7

DZ 1159 Panxi ji 3.6a-7b.
DZ 973 Ganshui xianyuan lu 1.8b. DZ 173 Jinlian zhengzong ji 4.8a.
9
DZ 1159 Panxi ji 1.8b-9a, the event is dated 1194, 福山縣黃籙醮感應.
10
DZ 173 Jinlian zhengzong ji 4.7a, concerning Qiu Changchun as a Daoist priest.
11
Florian C. Reiter, “The Soothsayer Hao Ta-t´ung (1140-1212) and his Encounter with Ch´üan-chen Taoism,”
pp.198-205 in Oriens Extremus vol. 28/2. 19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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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during an extensive period of time to achieve an internal sublimation. 5)
Missionary activities when approaching the end of life.
Hao Datong lived as a soothsayer 占卜者 and was a specialist for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Changes Yijing 易經. He had a considerable literary output of which
the Taigu ji 太古集 i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Canon. We tend to doubt that his
love for the high antiquity 太古 and his literary production would be in accord
with Wang Chongyang´s paragraph 3) Learning from Books Xueshu 學書, out of
his Fifteen Discourses. In fact, it is not only this point which proves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wards Quanzhen Daoism was thought to be a way of life
and an internal, meditative endeavor to retrieve the own original being but all of
this did not change the original profession, be it a soothsayer or a priest.
It is amazing that we do not find reports on the Daoist ritual activities of Hao
Datong, but we do have a remark by his companion Wang Chuyi (1142-1217)
who was another Quanzhen patriarch, that Hao Datong owned a Daoist robe 道
袍 which means he was an active priest.
We learn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Lord Hao Taigu his disciples delivered his
Daoist robe [to Wang Chuyi 王處一] but he refused to accept and returned it:
This thing may be taken back since there is no more any exchange of scripts.
The whole divine and perfected being is present in the escape from the circle of
death and life. 太古郝公昇霞門人送道袍不受以此贈之﹔彼物迴將去分文沒
往還一靈真性在脫盡死生關.12
Neither predicting the future 占卜者 as a profession nor performing the Daoist
liturgical profession 道士/法師 have any basis in Quanzhen theory and practice.
Such vocations are the basis to make a living, and nobody can do without that
sort of support.
The early Quanzhen Daoists joined the school when they were adults and
brought along a profession that they did not ponder to give up, and they were not
asked to do so.
Wang Chuyi is a brilliant example. His mother conceived him in a magic dream,
and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especially gifted at birth with plentiful yang-energies.
Wang Chuyi reports that at the age of seven he happened to be see the Godemperor of the Eastern Flowery Palaces Donghua dijun 東華帝君 who initiated

12

DZ 1152 Yunguang ji 3.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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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as a Daoist.13 When he was fourteen years old he happened to see the Lord
of the Heavenly Palaces Xuantinggong zhu 玄廳宮主, who again should be
Donghua dijun who predicted that he would gain fame at the imperial court –
Anyway, we find it revealing that he had magic encounters at an age when
young boys start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 Daoist priest. He also had received,
in another magic encounter, instructions to cultivate Long Life.14 Another source
reports that at the age of seven he died and then came back to life and so, he
would know all about life and death.15
If we ignore hagiography, we still can understand that Wang Chuyi from a very
young age onwards was set on a Daoist professional career. He had received
instructions for an internal self-cultivation before meeting Wang Chongyang,
and he behaved in a way similar to Wang Chongyang. Wang Chuyi did not
conform with general rules, and his forced marriage did not work out. However,
he is applauded for caring for his mother, after the early death of the father, and
he observe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xiao 孝. In 1168 Wang Chongyang reached
Ninghai 寧海 in Shandong 山東 and accepted Wang Chuyi together with his
mother as disciples. His mother had left the family 出家. Wang Chuyi lived in
the Yunguang cave 雲光洞 where he practiced ascetic meditation, travelled
around begging and at night he stood outside his cave on one leg, which earned
him the nickname Iron-foot 鐵腳,16 which says much about the strength of the
ascetic cultivation that he had forced upon himself.
In this period of time Wang Chuyi also performed many wondrous effects,
expelled demons and cured illness. Such activities are evidence for his internal
perfection. The canonical book Report on the Wondrous Evidence of the
Perfected who Embodies the Mysteries Tixuan zhenren xianyi lu 體玄真人顯異
錄 recounts his exorcist successes.17 The first two examples in the report show
how Wang Chuyi cured illness by destroying substitute objects which locally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18 Furthermore, Wang Chuyi combined this form of
exorcist activity with reliable predictions.
We may find it more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year 1201 emperor Zhangzong 章宗
invited him twice to stage offerings jiao 醮 in the Belvedere Taiqing 太清宮 at
the birthplace of Laozi in Bozhou 亳州, where he ordained more than one13

DZ 1152: 4.1a.
DZ 173 Jinlian zhengzong ji 5.1a-1b.
15
DZ 174 Jinlian zhengzong xianyuan xiangzhuan 36b.
16
DZ 174 Jinlian zhengzong xianyuan xiangzhuan 37a.
17
This is: DZ 594.
18
DZ 594 Tixuan zhenren xianyi lu 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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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 Daoist priests 度道士千餘人.19 In the year 1207 the empress sent one
set of the Daoist Canon Daode jing yizang 道德經一藏 to the Belvedere JadeVacuity Yuxu guan 玉虛觀 in Shengshui 聖水 where Wang Chuyi lived.
The example of Wang Chuyi shows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Quanzhen way of
life is a decision that at any time in life may be met, and the previous, original
profession to serve as a Daoist priest and exorcist does not change at all. We
remember that the term and the qualification called Quanzhen 全真 was not an
invention by Wang Chongyang.
The Tang Daoist Shi Chongxuan 史崇玄 explains that there are seven ranks of
Daoists. He says that the heavenly perfected tianzhen 天真, the divine immortals
shenxian 神仙, the hermits youyi 幽逸, the mountain recluses shanju 山居 and
the celibate Daoist priests chujia 出家 keep aloof from the bustle of the world
and leave behind ordinary life. They guard Tao and complete their integrity
quanzhen 全真. Their ways are embedded in the world but they do not adhere to
the affairs of this life.
其天真神仙幽逸山居出家等去塵離俗守道全真蹤寄寰中不拘世務.20
Wang Chongyang who lived centuries later could have made this statement, see
his Fifteen Discourses, nr. 15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Li fanshi 離凡世.
The celibate Daoist holds the 5th rank in this text and he is set to complete his
internal perfection which of course says nothing about the actual range of his
a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However, we w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oncept of a secluded life 出家 aloof from society and family can be seen as an
old ideal in Daoism.
Another revealing example is the Quanzhen patriarch Tan Chuduan (1123-1185)
譚處端, again a member of the Seven Perfected.21 Tan Chuduan from Ninghai
in Shandong with the Daoist name Changzhen zi 長 真 子 was born under
19

DZ 174 Jinlian zhengzong xianyuan xiangzhuan 38a. Concerning this establishment in the Yuan-period, see
Florian C. Reiter, “A Chinese Patriot´s Concern with Taoism: The Case of Wang O (1190-1273),” pp.95-131, in
Oriens Extremus vol.33/2. 1990.
20
DZ 1123 Yiqie daojing yinyi miaomen youqi xu 3a., see Florian C. Rei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Subtle School of
Taoism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An Official Perception of Taoism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in AKM 94,
pp.1718.
21
Florian C. Reiter, “The Ch´üan-chen Patriarch T´an Ch´u-tuan (1123-1185) and the Chinese Talismanic
tradition,”
pp.139-155,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146/1. 1996. See p.142 for a
photo of the Tortoise-Snake Amulet by Tan Chud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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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Taizong 太宗 of the Jin empire. Tan Chuduan was keen on studying
and became a well-educated person who wrote poems and lived up to the literati
standard of the time. He suffered from a rheumatic illness 風痺之疾 since
somewhen being drunken he slept in the snow along the roadside. Nobody could
cure his ailment and he realized that help had to come from other spheres. At
night he started reciting the Beidou jing 北斗 in the hope to find help. Suddenly
he saw in a dream a sitting map in the empty space, and when he wanted to sit
on it he saw that the divinity Beidou xingjun 北斗星君 was already sitting on
the mat. He kowtowed and showed his veneration. Tan Chuduan began then to
think about a Daoist career.22
In 1167 Ma Danyang 馬丹陽 joined Wang Chongyang, and Tan Chuduan
learned about it. He abandoned his wife, visited Wang Chongyang in the lodge
Quanzhen an 全真庵 and joined him as disciple after Wang Chongyang had
healed his disease with the water that was left over from his morning toilet. Tan
Chuduan is said to have perfectly realized the Quanzhen wa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roamed through Shandong 一直漫遊, variously helping people through
dream-healing.
In order to highlight his individual perfection, we read the following lines that
document his ascetic effor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 In 1281 he had
traveled to the West and lodged in the temple Chunyang Cave 純陽洞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Mount Hua 華陰, where four years before his death in 1185 he
explained to the people around him:23
Having spent six years to extinguish the fire of Non-enlightenment; Having
spent ten years to work out the refinement in the bones; Pure sparkling fills
empty halls, and there´s no hindrance at all; I already know that I have escaped
the gate of death and birth.
六年滅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障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We understand that leading a celibate life Tan Chuduan felt that his internal
cultivation in the sense of Quanzhen ideals was complete – and again, it is
convenient to remember Paragraph 15 of the Fifteen Discourses: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論離凡世 where we read that it is not about physically leaving the
world of man.

22
23

DZ 973 Ganshui xianyuan lu 1.28b.
DZ 174 Jinlian zhengzong xianyuan xiangzhuan 28b, and compare DZ 1160 Shuiyuan ji 1.17a.

21

常志靜

The successful Quanzhen Daoist leads an exemplary life, free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commercial ambitions, only dedicated to the restoration of his original being
性 命 . This internal perfe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duction 減 少 or
abandonment 開除 of the yin-forces 陰 in the human body. We remember the
Daoist names: Chongyang 重陽 (Wang 王重陽), Yüyang 玉陽/Sanyang 傘陽
(Wang Chuyi), Danyang 丹陽 (Ma Yü 馬鈺) that all indicate the effort to delete
yin-forces 陰氣 and replace them with yang-potentials 陽氣. Tan Chuduan
practiced in a very specific way the expulsion of his yin-forces by writing out
two really huge characters: tortoise and snake 龜蛇 that proved to have the
miraculous power of an amulet. Wherever he had written them on the wall of
houses, the two characters had the force of an amulet that prevented any blaze of
fire that could burn down houses.
He must have loved to write the two characters tortoise-snake, practicing them
without end and in a subtle way instilling divine force into them. We learn that
they had a form like changing from flying and rising. Persons who had accepted
Daoism and lay believers collected and treasured them.24
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為珍寶。
We know that Daoist amulets ideally are products of a ritual. Generally, the
priest induces some divine force to enter the amulet, and he had created that
divine force out of himself. He addresses the graphic components of the amulet
while writing it. The procedure is still more demanding but here it may suffice
to learn that it is an inner force that the priest invests in an amulet.
Tan Chuduan of course invested his own water-quenching yin-energies in the
Tortoise-Snake amulet and still more, he exteriorized his inner yin-and-yang
forces. The tortoise-snake design indicated that the Daoist controlled the north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lement “water.” A eulogy zan 贊 on Tan Chuduan
reports that he controlled all monstrosities baiguai 百怪 through the hidden
forms of turtle and snake, the two characters that have a grip on Yin and Yang.
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25
We observe that Daoist amulets to prevent fire are written on black paper
(water/North/black) with a white ink (metal/West). The popular amulet-rubbings
of Tan´s tortoise-snake amulet on a stele in Shandong also showed the same
colours: a black plate with two white characters. Anyway, Tan Chuduan must
24
25

DZ 173 Jinlian zhengzong ji 4.2a-2b.
DZ 173 Jinlian zhengzong ji 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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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that pair of characters which seemed to mirror his
internal perfec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y were also seen as predicting his death
in a si-year 巳 (1185), a si-month 巳 (4th month) and a si-time 巳 (9 am-11 am).
The snake she 蛇 is one of the twelve zodiacal animals 星宿 that indicates a siyear, among other symbolic contents.
昔嘗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26
If we consider this inform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an exorcist capacity derives
from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of self-cultivation. Tan Chuduan exorcised and
expelled in a protective manner the element fire and controlled weird
phenomena such as goblins and demons 百怪. Unfortunately, we do not have
the information how that exorcism was actually done – possibly in the way of
the familiar small rituals 小法.
Anyway, such actions and effects cannot be connected with any of the
Quanzhen principles that the teacher-master of Tang Chuduan, namely Wang
Chongyang had set forth. Tan Chuduan found a way to express his inner
qualities and capacities through a specific exorc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Tortoise-Snake amulet. Of course, the Tortoise-Snake amulet was also an
expression of his literary and calligraphic skills that he acquired long before
getting in touch with Wang Chongyang – and we see that his personal ability
and standing was supported by his Daoist way of life that complied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Quanzhen group.
The original individual quality and even professional way of life paralleled the
new status of Quanzhen Daoist which also our last example, the patriarch Liu
Chuxuan 劉處玄 (1147-1203) shows. He met Wang Chongyang in the 9th month
of 1169 and became his disciple, one year before the death of the founding
patriarch.27
The initiation to the Quanzhen order followed the usual pattern of first invoking
sudden enlightenment 頓悟. Liu Chuxuan one day took notice of two mysterious
odes written in fresh ink high up on a wall. The encounter with Wang
Chongyang shortly afterwards brought him to understand the odes and so he
joined the Quanzhen group which finally earned him the Daoist name
Changsheng zi 長生子. He authored commentaries concerning the Huangdi
yinfu jing 皇帝陰符經, the Huangting jing 黃庭經, and he also wrote a lot or
poetry that was assembled in the Collection Joy of the Immortal Xianle ji 仙樂
26
27

DZ 973 Ganshui xianyuan lu 1.30b.
DZ 297 Lishi zhenxian tidao tongjian xubian 2.5a-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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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A Record of Conversations yulu 語錄 exists in the Canon.28 Liu Chuxuan
often spoke about the Three Teachings 三 教 , D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at combine to support state and society and comprise all the
necessary notions referring to internal self-cultiva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also
characterize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Wang Chongyang who in Shandong
established several teaching-congregations hui 會 that all used the term sanjiao
三教 for the title, such as the Sanjiao qibao hui 三教七寶會 in Wendeng 文登
or the Sanjiao jinlian hui 三教金蓮會.29 We now want to consider some speci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Liu Chuxun:30
As a young man he loved to spend time in a place called Valley of the Daoist
Daoshi gu 道士谷 near to his home in Donglai 東萊 (Shandong). That Valley of
the Daoist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magistrate Zheng Daozhao 鄭道昭 from
Guangzhou 光州 “completed Dao” 成道之所– which is an opaque phrase. We
understand that most likely in that period of life Liu Chuxuan was ordained as a
Daoist priest and was able then to perform rituals. In 1184 someone suggested to
him to head a jiao-festivity 醮 in Changyang 昌 陽 . In the same year the
magistrate of Dengzhou 登郡守 asked the Daoist in the 5th month to dispel a
drought, and the master prayed successfully for rain 祈雨 and a fata morgana 海
市 also appeared afterwards, even the magic appearance of Ma Danyang who
had died earlier was noted.31 In the winter of the year 1197 he was summoned to
visit the court where he received the order to stay at the Tianchang guan 天長觀
(Baiyun guan 白 雲 觀 ). Emperor Jin Zhangzong 金 章 宗 asked him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Daoist teachings, and his answers pleased the emperor
greatly. In 1202 he staged a jiao-festivity 醮 in Binzhou 濱州 and wondrous
sings in nature appeared as a reaction to the ritual.32
We have a report dated 15.10.1201 that reveals his understanding of Daoist
ritual, and once he acted as master of ordination 度師.33 We learn that there are
24 grades for the amulets and registers 符籙 of Taishang Laojun, the essential
mysteries of the Daoist Canon. When the altars are regularly installed, the
Heavenly Primes 天元 transmit to act, to ignite the potential of the immortals
28

DZ 122 Huangdi yinfu jing zhu; DZ 401 Huangting neijing yujing zhu; DZ 1058 Wuwei qingjing Changsheng
zhenren zhizhen yulu.
29
DZ 973 Ganshui xianyuan lu 1.6b-7a, et al.
30
Florian C. Reiter, “The blending of religious convictions and scholarly notions in the life of the Taoist Patriarch
Liu Ch´u-hsüan,” pp.425-460,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147/2. 1997.
31
DZ 297 Lishi zhenxian tidao tongjian xubian 2.8a.
32
DZ 297: 2.9a.
33
DZ 1141 Xianle ji 3.9b-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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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cultivate perfectly being and existence 性命… Let the hun-soul 魂 be
clear and purify the po-soul 魄, embrace and guard the immortal embryo 仙胎,
comprehend thoroughly the infinite wisdom…It is the Correct Method of the
Heart of Heaven Tianxin zhengfa 天心正法 not to love the properties of man,
and not to make all those faults. The Correct Method of the Heart of Heaven is
able to abolish the disasters of old ...
太上符籙二十四階道藏要妙壇常開天元傳授點化仙材真修性命… 清魂淨魄
抱守仙胎理明萬慧 …天心正法不愛人財弗造諸愆[天心正法]能消舊災.34
Of course, the mentioning of the Correct Method of the Heart of Heaven
insinuates that Liu Chuxuan was familiar with an important exorcist branch of
Song-Daoism, and it is hard to prove that impression to be wrong. We can
summarize and say that Liu Chuxuan was a highly cultured man who wrote
poetry and commentaries on Daoist scriptures. In his early youth he must have
been ordained as a Daoist priest and set to use this ritual capacity wherever it
was needed.
As a teacher-master he attracted lots of people, performed jiao-sacrifices and
prayed for rain, successfully evoking magic apparitions such as the fata morgana
海 市 or the magic appearance of Ma Danyang after he had successfully
performed rituals.
The education of a Daoist priest implies standard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Liu
Chuxuan topped that self-cultivation with an acceptance of Quanzhen ideals that
again were based on his celibate life. He seems to combine the professional
Daoist life as a priest with the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de to his life that
was called Quanzhen. Quanzhen theory and rhetoric again brought in a specific
rhetoric handling neidan 內丹 terminologies as to describe the results or gains
from ascetic and meditative life.
If we assess what we have seen so far, we can say that the term Quanzhen
signals a very personal culture and way of life, and especially it signals a change
of the way of life: it is the celibate way of life that is not bound to a certain
location and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obligations. Adults who join the Quanzhen
order focus on ascetic and meditative methods to break the secular personality
and put the cultivation of being and existence 性命 into the foreground.
The reality of the Seven Perfected shows that many of them had a training and
ordination as Daoist priests and accordingly could do rituals such as jiao and
34

DZ 1141 Xianle ji 3.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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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i 醮/齋 which usually implies skills that belong to the wide facets that the
term Daoist exorcism 道教法術 comprises. Praying for rain and any sorts of
exorcist healing can be documented for the patriarchs that we described.
Our canonical documentation naturally displays efforts and effects of an internal
cultivation that constitutes Quanzhen. Early Quanzhen theory does not have any
ritual content. This means that some of the early patriarchs had a way of making
a living through ritual activities that were not part of the teachings of Quanzhen
Daoism. Such ritual and exorcist activities mostly belonged to the small rituals
小法事 but often enough we learn about jiao-festivities that Quanzhen Daoists
headed. Jiao-festivals can be seen as foremost expression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This explains that Quanzhen “Complete Integrity” was an adopted way of life
and therefore, a Daoist had not to abandon his ritual or exorcist capability once
he or she joined the order. Quanzhen theory and rhetoric target the inner
cultivation of the respective person. It is all a most private, intimate matter.
The early Quanzhen Daoists lived in mini-communities, often in temples, and
they supported each other in times of need. This early stage in fact continued to
exist at least until the Ming-period bu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huge
monasteries in the Buddhist style evolved – and even that development had no
bearing on the individual Daoist concerning his ways and means to support
himself or his monastic community. In case that he had learnt the ritual
profession, he would continue to practice it, the same time proclaiming that he
was a Quanzhen Daoist.
We conclude that the liaison of Quanzhen Daoism and Daoist exorcis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wards was a natural condition of life, matter of fact that
continued – it was certainly not a process or new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Quanzhen order that would have changed or influenced the theory of Quanzhen
Daoism.
As to Daoist exorcism, we do distinguish between healing efforts due to the
spiritual and energetic potency of a Quanzhen Daoist such as Wang Chuyi
showed who gave his sweatshirt away as a tool for curing illness, and on the
other side prayers for rain were performed that were set to expel droughtdemons. Other Daoist rituals contained exorcist components such as the jintan
禁壇 ritual of cleansing or barring the altar in jiao-offerings 醮 that Wang Chuyi
and Qiu Changchun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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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nse exorcism was part of Heavenly Masters Daoism, and the Quanzhen
patriarch who staged traditional Daoist rituals of course included that exorcism.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Quanzhen and Daoist exorcism always was a
matter of fact.

Summary:
If we generally consider Chinese religious life, we can say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and are free to join, adopt or reject any conviction they deemed
unsuitable to them – it was and is altogether a free option for the individual
person – which Wang Chongyang exemplifies – he never advised his disciples
to give up or change any religious vocation.
Things may be totally different today since on the mainland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olerates for the sake of tourism and income huge cloisters that
officially belong to the Quanzhen order. Basically speaking, the Quanzhen order
is convenient to lead from the outside. Quanzhen it is not a liturgical branch of
Daoism and therefore these establishments can easily be staffed with people
who do not know very much about Daoism, not to speak about rituals. They
have to administer the temples and present them to the public. Small wonder that
some of these Quanzhen Daoists tell us that they are married, and they come to
the temple in the morning, don Daoist clothes and do the job.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go home to their family when the temple will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Of course, there are proper Quanzhen Daoists who concentrate on selfcultivation and lead a celibate life, but Daoist ritual activities will not be studied
or learnt in these official temples that are supervised by the 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The question remains why and how today a person comes to join
the Quanzhen order, but this question leads us to the state of society which is not
our theme. I suspect that today the miraculous meeting with a teacher- master
and the ensuing sudden enlightenment are rare events. There may be other
modern incentives that lead to the desire and decision to escape common life
and responsibilities – and the Quanzhen order very much like Buddhism offers
that escape rou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Quanzhen way of life with the Daoist
exorcist profession, which the patriarchs from the Jin-period onwards showed,
prove to us the unlimited freedom of choice which characterizes Chinese
religious life in China if we ignore the modern administrative restrictions in
some parts of the Chines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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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ion:
DZ Zhengtong daozang, Taipei 1977, 61 vols. Yiwen yinshu guan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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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真篇》來源考
――《周易參同契》理論的再次構築
加藤千惠
(日本立教大學)

摘要
北宋張伯端撰著《悟真篇》後，許多人物注釋《悟真篇》
，許多内丹書引用《悟
真篇》
，幾箇不同的門派把張伯端加上自己的傳道譜系。為什麽那麽多人支持《悟
真篇》？不因為《悟真篇》寫得通俗易懂，也不因為《悟真篇》發表了什麽劃時
代的方法，而因為《悟真篇》吸收了《老子道德經》、《周易參同契》、《陰符經》、
《入藥鏡》等當時被重視的古典，作為自己的主張表示。因此，
《悟真篇》綜合繼
承了這些古典已經具有的權威。特別以《周易參同契》中的詞作為内丹用語解釋，
一定令人感覺到很大的權威。
《悟真篇》繼承的好幾箇《周易參同契》裡的詞和思
想，作為煉丹術的關鍵詞或重要概念被傳于後世。那些詞本來不一定都和煉丹術
有關係，可是，
《悟真篇》看作煉丹用語。因而宋代以後《周易參同契》被推向「萬
古丹經之祖」
、
「萬古丹中之王」
。我認為《悟真篇》的出現作為解釋《周易參同契》
的歴史的轉折點値得注目。

29

加藤千惠

壹、
《悟真篇》與《周易參同契》
現在能看到十種左右《悟真篇》注釋書，據元張士弘「紫陽真人悟真篇筌蹄」
（《悟真篇三註》）
，三十餘家注釋了《悟真篇》
。據張伯端煕寧八年（1075）寫的序
文，他煕寧二年（1069）入成都時遇到真人受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張伯端把它編為
「七言四韻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
象太一之奇，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歳律」
，叫做《悟真篇》
。十六、六十四、
十二等詩詞的首數都有重要意義，可是，據垣内智之説，現在能看到的大部分的
注釋書都收錄六十九首絕句、十三首西江月，和序文所述的結構不符合，而且各
注釋書所收錄的詩詞的順序不同，没法確定哪一篇是原來的版本。
《周易參同契》有更多不明確的要素。據説，後漢魏伯陽撰作，但後漢以及
六朝時代的文獻上幾乎都没有《周易參同契》的詞以及思想。結束魏伯陽的時代
後過了幾百年，到了唐代才能看到顯著的影響。福井康順等有些學者懷疑成書年
代以及撰者，指出另外成書年代和撰者的可能性。那麽，為什麽到了唐代《周易
參同契》突然被注目？一般認為外丹由于藥害中毒事件遭到了人間的譴責後，唐
末左右内丹出現。我推測，那時外丹也準備脱胎換骨，内丹外丹都在《周易參同
契》中找自己理論的根據，重新作煉丹理論。特別在宋代以後成書的很多煉丹書，
不管内丹外丹都具有《周易參同契》的要素。
《悟真篇》很早把《周易參同契》看
作内丹書，利用《周易參同契》的詞與思想重新確立理論。同時或者比《悟真篇》
的成書早一點，外丹方面也發生同樣的現象（參見《諸家神品丹法》巻二所收《参
同録》）。
因為後世許多煉丹家加注釋，所以一般認為《周易參同契》是一篇光論述煉
丹的書，有的説是外丹書，有的説是内丹書，可是，其内容不只是煉丹術。如序
文説，「大易」、「黄老」、「爐火」（煉丹術）的三道本來由一那樣，《周易參同契》
包含用易卦、五行、十干、十二支的議論，還有根據《老子道德經》的説法以及
有關煉丹術的記述。雖然全書内容一言難盡，但可以説，是解釋天地萬物的道理
的書。

貳、引用《道德經》、《陰符經》
、《入藥經》的方法
下面討論《悟真篇》怎樣吸收丹道的古典。首先看引用《道德經》的例子。
最後附上的出典一覽表《悟真篇》４及７所主張的《悟真篇》的内容，和《道德
經》的「知足」、「歸根」的思想大概一致。特別《悟真篇》７和《道德經》共有
許多文字，把《道德經》的文字重新排序而作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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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
（《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
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存。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衆所聞。
（《悟真篇》，經文據《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以下同之。表７）
《道德經》説，復歸根本是萬物生成的道理，知其道理就是「知常」。《悟真篇》
認為，這道理也可以適用煉丹術，但很難領悟，大部分的人亂作而招凶。
《悟真篇》
５、６的詩句認為，
《道德經》第六章所述的「玄牝之門」和第三章所説的「虛其
心，實其腹」都是含有煉丹意義的重要詞。
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為。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兔兒。
（《悟真篇》，表５）
《悟真篇》認為「玄牝之門」是修行「吐納」的身體部位，没有指示在哪裡。世
間很少知道「玄牝之門」
，可是，不知玄牝之門，没法將「金烏」和「兔兒」象徴
的陰陽要素結合起來。
關于引用《陰符經》的方法，都把《陰符經》裡的名句凝縮編入《悟真篇》。
下面引用的《陰符經》論述「盜」的思想，是《陰符經》思想的核心。由于天地、
萬物、人的三者互相偷盜，因此「百骸理」，「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陰符經》）
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為。
（《悟真篇》，表 12）
《悟真篇》認為，三者相盜當中，特別「食其時」卽人們攝取適合時候的食物，
就能得到「神仙道德」的機。
關于引用《入藥鏡》的方法，如《悟真篇》13、15、16 所述，直接編入《入
藥鏡》的詞。
識浮沉，明主客，要聚會，莫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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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藥鏡》）
自知顛倒由坎離，誰識浮沉定主賓。
（《悟真篇》，表 13）
如《悟真篇》18、19、20 所説，也有具體解釋《入藥鏡》裡的詞的部分。
辨朔望，知昏曉。
（《入藥鏡》）
冬至初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始)[姤]兆。
日又別為寒暑，陽生復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鍊藥須知昏曉。
（《悟真篇》，表 20）
《悟真篇》用《入藥鏡》所述的一箇月的「朔望」與一天的「昏曉」説明凝縮煉
丹時間的道理。一年的一陽出現的時期相當冬至，把一年的時間圧縮到一箇月的
話，冬至相當朔日，把一箇月圧縮到一天，朔日相當曉時。由于這些時間都可以
用復卦表示，以曉時充冬至，本來要費一年的火候，一天能結束。

參、引用《周易參同契》的方法 ― 歸戊己説、二八説、同類説、屯
蒙説
（一）歸戊己説
下面看引用《周易參同契》的例子。
《悟真篇》的内丹理論的核心部分都引用
《周易參同契》來結構，
《悟真篇》的最重要的來源就是《周易參同契》
。
《悟真篇》
引用《道德經》、《陰符經》、《入藥經》的方法，是直接引用或者詳述來解釋引用
詞的煉丹意義，可是，引用《周易參同契》的方法，是有時裝承襲《周易參同契》
具有的思想，《悟真篇》按照自己的想法改變《周易參同契》本來的意思。
土是所有的生命出現的地方，也是萬物最後回歸的地方（《莊子･在宥篇》）。
産生丹藥的地方也在所有的東西歸而結合的土。《悟真篇》25、27、28、34、35 都
主張五行或坎離等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要素在中央的土（戊己）合一。
震龍汞出自離郷，兊虎金生在北方。二物總因兒産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悟真篇》，表 28）
「震、龍、汞」相當木，
「離郷」相當火，
「兌、虎、金」相當金，
「北方」相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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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第一、二句用五行表示的話，「木出自火，金生在水」。按照五行相生説，
木與火的關係是木當母、火當子，金與水的關係是金當母、水當子，但是《悟真
篇》中的木與火、金與水的各關係，如第三句所説「兒産母」，逆行本來的順序。
所有的東西都屬陰或陽，可是，他們認為，如隋《五行大義･辨體性》曰，「水雖
陰物，陽在其内。故水體内明。火雖陽物，陰在其内。故火體内暗」那樣，大部
分的東西并非是純陰或純陽，像水火、日月、男女等一樣都是一對陽中包含陰和
陰中包含陽的東西，而且，將從外面看不到的藏在裡面的東西看作精華，使两箇
裡面的精華交合，最重要。自陽中包含陰的火（離郷）出生的木（震龍汞）與自
陰中包含陽的水（北方）出生的金（兌虎金），這「二物」在「中央」就是土的
位置會合。陰陽分為四象（火、水、木、金）後再合一，這也是一種陰陽交合的
方法。不屬于陰陽的土的作用是作為媒介提供陰陽交合的地方。
《周易參同契》裡也能看到用五行及坎離論述陰陽交合的例子。我想《悟真
篇》承襲《周易參同契》的思想。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
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周易參同契》上篇。經文據《周易參同契發揮》本，以下同之。）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是作為陰陽二藥經常被後來出世的煉丹書引用。據《易･
説卦伝》，坎卦象徴月，離卦象徴日。十干中的戊與己是屬于土的一對陽與陰。
從而第一句表示屬于陰的「坎」中有屬于陽的「戊」，這相當月，第二句表示屬
于陽的「離」中有屬于陰的「己」，這相當日。日月交合用「易」字來説明，也
暗示坎與離（陰與陽）、戊與己（陰中陽與陽中陰）二對陰陽交合。土位于五方
的中央（中宮），有把木、火、金、水（四季、青赤白黒）接起來的作用。戊己
相當土，所以坎離内含的戊己，具有使陰陽（坎離＋戊己、四季、青赤白黒）集
合在土（中宮戊己）而準備煉丹地方的作用。

（二）二八説
關于二八説、同類説、屯蒙説，和前述的引用法不同。《悟真篇》表 23、24、
26 都含有「二八」
。這箇詞在後來出世的煉丹書上經常能看到，意味着金丹藥材的
重量（例如鉛八两與水銀八两），《悟真篇》也不是例外。
要知産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郷。鉛見癸生急須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配當。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
（《悟真篇》，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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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真篇》説，在西南的川源之處採取鉛，把它密封在土釜裡，然後和流珠調配。
鉛與流珠的重量一共一斤，各有八两，這就是「二八」
。二八本來是《周易參同契》
裡的詞，《周易參同契》的文脈上不能斷定是煉丹術的用語。因為《周易參同契》
的文章充滿隱喩，可作多種解釋，所以現在被認為源自《周易參同契》的煉丹用
語或理論當中，有很多不能判斷本來的意義的。
在《周易參同契》中能看到用八卦消長表示月的盈虧，用十干表示月出方向
的説法。這是在西漢易學者京房創作的納甲説上補充月的盈虧來發展的思想，稱
為「月體納甲説」。八卦當中除了坎離以外的六卦跟着月的盈虧表示陰陽消長。
三日月相當震卦，在庚西方出現，八日上弦月相當兌卦，在丁南方出現，十五日
圓月相當乾卦，在甲東方出現，十六日月相當巽卦，在辛西方出現，二十三日下
弦月相當艮卦，在丙南方出現，三十日喪明月相當坤卦，在乙東方出現(《周易參
同契》上篇「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縄。十五乾體就、
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無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
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
東方喪其明」)。其中，成為半月形的八日兌卦上弦月和二十三日艮卦下弦月，通
過合一能形成圓月。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
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
（《周易參同契》上篇）
將上弦月和下弦月合起來能形成圓月，將二陽一陰的兌卦和二陰一陽的艮卦
合起來能形成純陽乾卦和純陰坤卦。「八」就是月亮從出現新月到成為上弦月以
及從滿月到下弦月的各日數。因為八的兩倍數十六正好相當一斤的重量（十六
兩），和形成圓月的日數一致，所以提到「二八應一斤」而已。可是，如上面所
説，包含《悟真篇》的後來出世的内丹書把《周易參同契》所説的八看作藥材的
重量，二八的意思改變為象徴合一陰陽两種藥材的煉丹用語。

（三）同類説
由 《 周 易 參 同 契 》 説 ， 「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
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上篇），《周易參同契》認為「還丹」就是
「金」，但不是自然界的金。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氷雪得温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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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当以黍，覆鷄
用其卵。
（《周易參同契》上篇）
《周易參同契》説，如果你願意服用仙藥而成仙，應該用同類作仙藥。燒鉛能作
白胡粉，把它投進火裡，又回到黒鉛。水凝結而變成氷雪，在氷雪上放熱水就溶
化，又回到水。同類的意思卽跟胡粉和鉛、氷雪和水一樣，能還原的東西。就是
説，水銀、丹砂和金是同類。《周易參同契》認為用丹砂和水銀可以作金。
上面引用的《周易參同契》中的一句「覆鷄用其卵」，在《悟真篇》經文中
能看到。
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當以卵為之。萬般非類徒為巧，爭似真鉛合聖機。
（《悟真篇》，表 30）
竹破壞，用竹補充，孵成鷄，應該用鷄卵。用這樣的同類，真鉛才能「合
聖 機 」。但還不清楚聖機指什麽。宋末元初兪琰對《周易參同契》的注釋中引
用《悟真篇》，把真汞與真鉛看作一對陰陽「氣類相感」的同類。就是説，兪琰
認為《悟真篇》所説的「真鉛合聖機」意味着真鉛和真汞的合一。
《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鷄當用卵為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
似真鉛合聖機」。蓋謂真汞得真鉛，則一陰一陽，氣類相感，是為同類。
（《周易參同契發揮》1310 年）
因為《悟真篇》中還有幾首有關一對鉛汞二藥的詩，從而可知，《悟真篇》
比兪琰等《周易參同契》的注釋者早一點把《周易參同契》裡的鉛與汞作為一對
陰陽藥材結合起來。可以看出《悟真篇》吸收《周易參同契》的説法來主張自己
的内丹理論。
在《周易參同契》經文中把互相能還元的東西稱為同類，就是説，將水銀、
丹砂和金，鉛和胡粉當做同類，在《悟真篇》以及《周易參同契》兪琰注中，把
一對陰陽二物看作同類，汞的對象以鉛充丹砂和金。後來出世的許多煉丹書以為
《周易參同契》提出一對鉛汞陰陽藥材，主張必要和合鉛汞。

（四）屯蒙説
《悟真篇》以前成書的内丹書不多，現在確實能看到的有唐末到宋初成書的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
（以下略稱《靈寶畢法》）與《入藥鏡》
。雖然這两篇中

35

加藤千惠

也能看到《周易參同契》的影響，可是，没有加上煉丹的含意來改變本來的意義。
在《靈寶畢法》中能看到只有一箇源自《周易參同契》的詞，可是，引用的目的
和《悟真篇》不一樣。
在《靈寶畢法》第二階段中論述早上艮卦時（約一點半到四點半）和晩上乾
卦時（約十九點半到二十二點半）的修養法。據《靈寶畢法》説，艮卦時人氣變
微弱，所以「養元氣」，乾卦時人氣容易散開，所以「聚元氣」，這箇想法和古人
（卽魏伯陽）所説的「朝屯暮蒙，日用二卦」的想法符合。
故古人朝屯暮蒙，日用二卦，乃得長生在世。朝屯者，蓋取一陽在下，屈而未
伸之義。其在我者，養而伸之，勿以耗散。暮蒙者，蓋取「童蒙求我」
（《易・
蒙卦》），以就明棄暗，乃陰間求陽之義。其在我者，昧而明之，勿以走失。
（《靈寶畢法・聚散水火第二・真訣》，本文據《道藏輯要》本）
人的早上的状態相當「一陽在下，屈而未伸」的屯卦，因而要「養而伸之，勿以
耗散」
，晩上的状態相當「陰間求陽」的蒙卦，因而要「昧而明之，勿以走失」
。
《靈
寶畢法》認為《易》屯卦與蒙卦的状態相當于艮卦時與乾卦時的人的状態，從而
引用《周易參同契》開頭部分所述的修養法。
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
軌轍，……兼并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
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
（《周易參同契》上篇）
據《周易參同契》説，六十四卦當中把乾、坤、坎、離四卦當做橐籥，使其
他從屯、蒙到既濟、未濟六十卦「直事」「當受」，可以説是用六十四卦説明宇宙
運行的原理，却不是説明煉丹術的。從而可以推測，《靈寶畢法》出世時，《周易
參同契》的權威已經確立，所以《靈寶畢法》引用《周易參同契》
。至于《悟真篇》
出世，用和《靈寶畢法》不同的方法引用《周易參同契》。《悟真篇》作為煉丹過
程引用《周易參同契》的屯蒙説。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輪來凑轂水朝東，妙在抽添運用。
（《悟真篇》，表 36）
在《悟真篇》中把乾坤當做鼎器，坎離當做藥材（「先把乾坤為鼎器，後搏烏兔藥
來烹。既驅二物歸黄道，爭得金丹不解生。」「烏兔」象徴日月以及坎離）。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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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詩提到其他六十卦的作用。從屯蒙開始經由否泰的六十卦，好像水車不斷
地轉動，象徴煉丹火候運用過程。採用這樣的引用法，看起來，好像《周易參同
契》的屯蒙本來具有煉丹的意義。
《悟真篇》還借用許多《周易參同契》裡本來不一定有關煉丹術的詞與概念，
例如「龍虎，姹女，流珠，黄芽，浮沈，主客，顚倒，情性，刀圭，文武」等《周
易參同契》的詞透過被《悟真篇》引用，後來都作為煉丹用語被重視了。因而可
以説，《悟真篇》是作為内丹之祖推廣《周易參同契》的最早的注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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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垣内智之：
〈《悟真篇》―聖典視された内丹書〉
，
（《煉丹術の世界―不老不死
への道》大修館書店，2018 年）。

6.

吾妻重二：
《宋代思想の研究―儒教、道教、仏教をめぐる考察》
，
（關西大學
出版部，2009 年）
，Ⅱ道教の研究，第一章《易經》の理論と道教，二 煉丹
術と《易經》―《周易參同契》について。

7.

森由利亜：
〈
《陰符經》―相剋する宇宙の理法を盜む〉
，
（《道教の經典を讀む》
大修館書店，2001 年）。

8.

陳國符：〈説周易參同契與内丹外丹〉，（《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 年。

9.

福井康順：〈周易參同契考〉，（《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 東方學論集》
東方學會，1972 年）。

10. 鈴木由次郎：
《漢易研究》明德出版社，1963 年，第四部 周易參同契の研究，
第一章 周易參同契の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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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悟真篇》出典一覽表
【悟真篇】

用語以及思想的典故或有關部分
【老子道德經】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第二十章）

1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縁我獨異於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第三十二章）
人。（七律⑦）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2 甘露降時天地合、黄芽生處坎離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黒、為天下式。常德不
交。（七律⑧）

忒、復歸於無極。（第二十八章）

3 黑中有白曰丹母、雄裏藏雌是聖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胎。（七絕⑰）

止不殆。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罪莫大於
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於欲得。故知

4 未鍊還丹須急鍊、鍊了還須知止 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持而盈之、
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 不如其已。（第九章）
遭禍辱。（七絕㉜）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
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

5 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 其骨。（第三章）
為。
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兔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兒。（七絕㊷）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

6 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為虛心要識 十六章）
心。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不若鍊鉛先實腹、且教守取滿堂 無為而無不為。（第四十八章）
金。（七絕㊿）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7 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存。

其刃。（第五十章）

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衆所
56）
聞。（七絕○
8 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
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
弄。（西江月⑨）
9 虎兕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
（西江月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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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
10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 之者昌。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
安民。

萬化生乎身。

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52）
人。（七絕○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生者死之根、死者

11 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 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53）
恩。（七絕○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
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

12 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 其機、萬化安。
德機。
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
55）
為。（七絕○
【入藥鏡】
識浮沉、明主客、要聚會、莫間隔。
13 自知顛倒由坎離、誰識浮沉定 盜天地、奪造化、攅五行、會八卦。
主賓。（七律⑦）

産在坤、種在乾、但至誠、法自然。

14 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 鉛龍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離壬。（七律⑩）
15 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在乾家交 差毫髮、不成丹。
感宮。（七律⑮）

托黄婆、媒姹女、輕輕地、黙黙擧。

16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
可當。

採藥時、調火功、受氣吉、防成凶。

兩手捉來令死闘、化成一片紫金
霜。（七絕⑬）

辨朔望、知昏曉。

17 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
作丹。（七絕⑳）
18 姹女遊從各有方、前行須短後
須長。
歸來却入黄婆舍、嫁箇金翁作老
郎。（七絕㊴）
19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鼎温温照
幌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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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氣之初容易識、抽添運火却防
危。（七絕㊶）
20 冬至初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
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
(始)[姤]兆。
日又別為寒暑、陽生復起中宵、
午時姤象一陰朝、鍊藥須知昏
曉。（西江月⑩）
【周易參同契】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21 甘露降時天地合、黄芽生處坎 鬼隠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離交。（七律⑧）

（中篇）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濟會、務令

22 虎躍龍騰風浪麤、中央正位産 致完堅。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始文使可
玄珠。（七律⑨）

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温。
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死
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服之以一
丸、刀圭最為神。（上篇）

23 陰陽得類方交感、二八相當自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
合親。（七律⑫）

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
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上篇）

24 要知産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 偃月作鼎爐、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
本鄉。

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篇）

鉛見癸生急須採、金逢望遠不堪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
嘗。

化為白液、凝而至堅。華先倡有、頃之間、解

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配 化為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
（中
當。

篇）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

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 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
陽。（七律⑭）

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上篇）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
四者渾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耦。

25 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 肝青為父、肺白為母、心赤為女、脾黄為祖、
然稀。

腎黒為子、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 （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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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

戊己自歸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 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
兒。（七律⑯）

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上篇）升熬於甑山

26 月纔天際半輪明、早有龍吟虎 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蒼龍和於後。
嘯聲。

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

便好用工修二八、一時辰内管丹 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顚
成。（七絕③）

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下篇）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
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
皆稟中宮戊己之功。（上篇）

27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
成丹。

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

只縁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往 皆稟中宮戊己之功。（上篇）
還。（七絕⑤）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

28 震龍汞出自離郷、兊虎金生在 蒼龍和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
北方。

遇羅網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

二物總因兒産母、五行全要入中 兒之慕母。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下
央。（七絕⑦）

篇）

29 華嶽巖前雄虎嘯、扶桑海底牝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氷雪得温湯、解釋
龍吟。

成太玄。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変化由其

黄婆日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 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
心。（七絕⑨）

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
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

30 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當以卵 從、事乖不成寶。（上篇）
為之。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濟會、務令

萬般非類徒為巧、争似真鉛合聖 致完堅。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始文使可
機。（七絕⑪）

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温。
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死
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服之以一

31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 丸、刀圭最為神。（上篇）偃月作鼎爐、白虎
可當。

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

兩手捉來令死闘、化成一片紫金 西、魂魄自相拘。（上篇）丹砂木精、得金乃
霜。（七絕⑬）

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渾沌、列為龍
虎、龍陽數奇、虎陰數耦。（中篇）升熬於甑
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蒼龍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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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
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
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下篇）
知白守黒、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黒者水基。
水者道樞、其数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黄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黒、内懷金華。
32 黑中有白曰丹母、雄裏藏雌是 被褐懷玉、外為狂夫。（上篇）
聖胎。（七絕⑰）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鬼隠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中篇）

33 偃月爐中玉藥生、朱砂鼎内水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
銀平。

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

只因火力調和候、種得黄芽漸長 皆稟中宮戊己之功。（上篇）
成。（七絕⑱）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

34 赤龍黒虎合西東、四象交加戊 四者渾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耦。
肝青為父、肺白為母、心赤為女、脾黄為祖、

己中。（七絕㊽）

腎黒為子、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35 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 （中篇）
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方成三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
性。（西江月④）

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上篇）

36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
輪來凑轂水朝東、妙在抽添運
用。（西江月⑨）
※《悟真篇》經文以及（

）内詩句順序根據翁葆光注《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陰符經》經文根據李筌等注《黄帝陰符經集註》。《入藥鏡》經文根據王道淵注
《崔公入藥鏡註解》。《周易參同契》經文根據兪琰注《周易參同契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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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眞篇》出典一覽表
【悟眞篇】

用語以及思想的典故或有關部分
【老子道德經】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第二十章）

１此法眞中妙更眞、都縁我獨異於人。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第三十二章）
（七律⑦）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２甘露降時天地合、黄芽生處坎離交。 知其白、守其黒、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七律⑧）

（第二十八章）

３黑中有白曰丹母、雄裏藏雌是聖胎。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七絶⑰）

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
不知足、咎莫●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

４未鍊還丹須急鍊、鍊了還須知止足。 四十六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九章）
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禍辱。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
（七絶㉜）

緜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
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第三章）

５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爲。
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兔兒。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
（七絶㊷）

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第十六章）

６虚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虚心要識心。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
不若鍊鉛先實腹、且教守取滿堂金。 而無不爲。（第四十八章）
（七絶㊿）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

７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存。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第五
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衆所聞。 十章）
56 ）
（七絶○

８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
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
（西
江月⑨）
９虎兕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西
江月⑫）

【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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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
52 ）
（七絶○

發、萬變定基。……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

11 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 於害、害生於恩。
53 ）
（七絶○

天地萬物之盗、萬物人之盗、人萬物之盗、三盗既宜、
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12 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
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爲。
55 ）
（七絶○

【入藥鏡】
識浮沉、明主客、要聚會、莫間隔。
13 自知顛倒由坎離、誰識浮沉定主賓。 盗天地、奪造化、攅五行、會八卦。
（七律⑦）

産在坤、種在乾、但至誠、法自然。

14 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 鉛龍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七律⑩）
15 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在乾家交感宮。 差毫髮、不成丹。
（七律⑮）

托黄婆、媒姹女、輕輕地、黙黙擧。

16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
兩手捉來令死闘、化成一片紫金霜。 採藥時、調火功、受氣吉、防成凶。
（七絶⑬）
17 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 辨朔望、知昏曉。
（七絶⑳）
18 姹女遊從各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
歸來却入黄婆舍、嫁箇金翁作老郎。
（七絶㊴）
19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鼎温温照幌帷。
受氣之初容易識、抽添運火却防危。
（七絶㊶）
20 冬至初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
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始)[姤]
兆。
日又別爲寒暑、陽生復起中宵、
午時姤象一陰朝、鍊藥須知昏曉。
（西
江月⑩）

44

《悟真篇》來源考――《周易參同契》理論的再次構築

【周易參同契】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隠龍
21 甘露降時天地合、黄芽生處坎離交。 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中篇）
（七律⑧）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濟會、務令致完堅。
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

22 虎躍龍騰風浪麤、中央正位産玄珠。 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
（七律⑨）

氣索命將絶、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
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爲神。（上篇）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
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

23 陰陽得類方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 爻之數。（上篇）
（七律⑫）

偃月作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
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篇）太陽流珠、常欲

24 要知産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 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
鉛見癸生急須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
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配當。 情性自然。（中篇）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
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 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
（七律⑭）

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上篇）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渾
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耦。肝青爲父、肺

25 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 白爲母、心赤爲女、脾黄爲祖、腎黒爲子、子五行始。
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 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中篇）
戊己自歸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
（七律⑯）

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

26 月纔天際半輪明、早有龍吟虎嘯聲。 爻之數。（上篇）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
便好用工修二八、一時辰内管丹成。 唱導前兮、蒼龍和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七絶③）

遭遇羅網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
慕母。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下篇）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土旺四
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

27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 之功。（上篇）
只縁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往還。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土旺四
（七絶⑤）

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

28 震龍汞出自離郷、兊虎金生在北方。 之功。（上篇）
二物總因兒産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兮、蒼龍和

45

加藤千惠

（七絶⑦）

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

29 華嶽巖前雄虎嘯、扶桑海底牝龍吟。 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顚倒就湯
黄婆日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 鑊兮、摧折傷毛羽。（下篇）
（七絶⑨）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氷雪得温湯、解釋成太玄。
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変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

30 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當以卵爲之。 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
萬般非類徒爲巧、争似眞鉛合聖機。 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
（七絶⑪）

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上篇）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濟會、務令致完堅。
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

31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 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
兩手捉來令死闘、化成一片紫金霜。 氣索命將絶、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
（七絶⑬）

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爲神。（上篇）偃月作鼎爐、白
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
魂魄自相拘。（上篇）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
處、木火爲侶、四者渾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
陰數耦。（中篇）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
唱導前兮、蒼龍和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遭遇羅網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
慕母。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下篇）
知白守黒、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黒者水基。水者道

32 黑中有白曰丹母、雄裏藏雌是聖胎。 樞、其数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黄芽。五金之主、北
（七絶⑰）

方河車。故鉛外黒、内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上篇）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隠龍

33 偃月爐中玉藥生、朱砂鼎内水銀平。 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中篇）
只因火力調和候、種得黄芽漸長成。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当、土旺四
（七絶⑱）

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黒、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

34 赤龍黒虎合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 之功。（上篇）
（七絶㊽）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渾
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耦。肝青爲父、肺

35 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

白爲母、心赤爲女、脾黄爲祖、腎黒爲子、子五行始。

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方成三性。
（西

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中篇）

江月④）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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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
輪來凑轂水朝東、妙在抽添運用。
（西
江月⑨）
※《悟眞篇》經文以及（

）内詩句順序根據翁葆光注《紫陽眞人悟眞篇註疏》。《陰符經》經文根據李筌等

注《黄帝陰符經集註》。
《入藥鏡》經文根據王道淵注《崔公入藥鏡註解》。
《周易參同契》經文根據兪琰注《周
易參同契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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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理念兼論佛教實踐
譚偉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壹、前言
《論語‧學而》篇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在對本文主題〈新時代的
現代化佛教教育理念〉進行思考以前，必須弄清楚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目標是甚麼？
這是問題之本。教育可以有多種，目標也不一樣。本文所關心的是博雅（Liberal arts）
教育又或稱作人文教育，這與職業導向（Career oriented）的教育目標大有不同。博
雅的教育目標不是給予學生知識、資訊或資料，特別活在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
，
不同信息都可以在網上搜尋得到。博雅教育的目的並非是職前在技術上提供訓練。
博雅教育認為真正的教育是教育「人」，是人的培育。這正是孔子所說的：「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1之含意。教育目標是人的成長，人格培育，人的提昇和圓滿發
展。圓人的發展有別於職業培訓和裝備。
再來，我們要定義甚麼是新時代。是那裡的新時代？佛教雖是一普世的宗教，
佛教的教育工作卻須從具體的處境出發。我們處於一個相依相待、相互依存的世界，
地區差異逐漸縮小。全球化時代需要全球的教育。但全球的教育也需要在地轉化
（Local transformation）。如同美國當代著名教育哲學女學者葛林（Greene）所說：
「知識的意義是源自於學習者的經驗，必須被學習者自已建構起來，不能把個體與
其所屬的環境區隔開，學習者才能夠對自已生活的世界賦予意義」2。所以全球的教
育也需要如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說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我們要以全球為架構思考，以在地為關懷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我們
說的新時代是華人的新時代。所置身其中（being situated in）的是華人的處境。思
考的背景是筆者十八年來在香港行政特區公立大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任教經驗的
反思。

貳、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
如是，我們要進一步定義甚麼是華人的新時代。在思考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教
育之前，當然要對新世紀的時代有所洞識和掌握。由於筆者身處的香港行政特區背

《論語》衛靈公十五：29
M. Greene, “Cognition, Consciousness, and Curriculum” in W. Pinar ed. 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rriculum Theory (Berkeley, C.A.: McCutchan, 1974), pp.69-8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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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所謂華人，離不開背靠的中國。對筆者經驗而言，華人的新時代，或可以從 2008
年第 29 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又或稱作北京奧運算起。其炫麗的開幕禮，給世人
眼前一亮。時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 (Kevin Michael Rudd, r.2007-2010; 2013 ) 的評價
是：（奧運會開幕式）滿分——10 分！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 r.
2007—2012) 則以為：相信所有人都贊同把（奧運組織籌備）「金牌」發給中國。
這些恭維的說話，也並非豪無事實根據。北京奧運兩年後，即 2010 年，以「城市，
讓生活更美好」 為主題的上海世博會，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
的形象與氣魄及其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同年，中國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與
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在瑞典哥德堡正式簽署以 18 億美元收購沃爾沃汽車公司 （港台
譯名：富豪汽車，瑞典文：Volvo Personvagnar）的協議。中國商人獨資擁有歐洲高
級名牌汽車公司，這不單使中國擁有首間跨國的汽車企業，而且也是中國人踏上世
界舞台的另一項標緻性的里程碑，意義非凡。 2013 年 2 月 8 日，美國商務部公佈的
資料顯示，美國 2012 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 3.82 萬億美元。此前，中國海關公佈的
資料顯示，中國 2012 年的進出口總額為 3.87 億美元。中國自 2009 年成為世界第一
出口大國後，在短短 3 年內超越美國，首次成為貨物進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2009
到 2017 中國經濟增長數字一直在 10.64%到 6.9%之間3。2018 的經濟增長數字雖為
28 年來最低，也有 6.6%。2013 年 6 月，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的「天河二號」
在第 41 屆世界超級計算機 500 強排名中，成為全球最快超級電腦。「天河」也與「天
宮」（中國太空實驗室）、「神舟」（中國太空船）成為中國國家競爭力的一個象
徵和一個「中國夢」4！。進一步促進中國夢的完成可能是 1994 年起全面啟動的北
斗導航系統研製。2012 年底，14 顆衛星已覆蓋亞太地區。2020 年將建成 30 多顆衛
星，並覆蓋全球。北斗導航系（BDS；BeiDou (Compass)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統將繼美國的 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 衛星定位系統和俄羅斯的格羅納斯
（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系統之後成為第三個獨立運行的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與此同時，另一個在實現中的中國夢由搭載著探月器和月球車
玉兔的嫦娥三號火箭來承擔。玉兔的使命將包括提取和檢驗月球表面的土壤標本。
由著陸器和探測器組成的嫦娥三號將在半個月後在月球實施軟著陸，並開展為期三
個月的巡視探測。自美國宇航員 1972 年登月以來，人類至今尚未再次踏足月球表面。

3

2009： 9.4%、2010：10.64%、2011：9.54%、2012：7.86%、2013：7.76%、2014：7.3%、2015：
6.9%、2016：6.7%、2017：6.9%、2018：6.6%。2019 預測為 6-6.5%，為三十年來最低目標。資料
來源：國家統計局、政府工作報告。
4
中國夢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構想，也是中共十八大召開以後
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就是十二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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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號探月任務一旦成功，中國將成為繼前俄國和美國之後第三個掌握月面軟著
陸技術的國家。
所以說中國的新時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的新時代是不足為過！5 惟財富與權力
的背後是頗有隱憂，這可從 2013 年發生的幾件民間小事看出端倪。位於法國巴黎市
中心的塞納河邊羅浮宮（法語：Musée du Louvre）博物館始建於十二世紀，是世界
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也是法國文化的一個象徵標緻。1981 年羅浮宮大規模整修
時由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1983 年普利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的華裔美籍設計師貝聿銘 (I. M. Pei；1917- ) 於羅浮宮中央廣場上加建
了透明金字塔建築。當時法國人民頗有微言，認為設計是歷史文化短淺的美國人所
為，忽略了貝聿銘是來自文化源遠流長的中國蘇州。36 年後的今天，法國人已接納
了貝聿銘的
「前衛」設計，注意力卻轉移到 2013 年在羅浮宮前水池泡腳的中國遊客。
中國人再一次被誤認作是來自歷史文化短淺的國度。無獨有偶，同年暑假，始建於
公元前 14 世紀，有三千年歷史的埃及樂蜀（Luxor）神殿浮雕上，發現有來自南京
的中學生遊客在塗雅刻字：「到此一遊」，引起軒然大波。此事不久後，又有人發
現，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北京歷史名勝頤和園十七孔橋附近，竟有十多中國本土遊客當
眾小解，頤和園管理處回應稱，頤和園內共有 150 餘處公廁，佈局合理，如此多遊客當眾
小便，屬不文明行為。

畢竟三件民間小事可能是個別事件，絕不能代表當代整個中國。中國出境遊客
近年高速增長，成為世界旅遊市場的最愛。中國遊客持有「中華思想」6，儘管「爆
買」對旅遊當地的生意是好事，但是卻給當地社會和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部分中
國遊客的「禮節問題」，比如要排隊、保持安靜、不要扔垃圾和違反拍照規定等是
輿論關注的話題。接二連三的事件可能給我們一個警號，在中國日漸走向富強的背
後，仍有待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人文文化質素的必要。
新時代是一個科技時代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科技在中國突飛猛進，並不
是中國內地的獨特情況。比如台灣的星雲大師便曾經有如此的觀察。他說：『依目
前科技發展的速度看來，製造出和人類一樣具有分辨色、聞聲、嗅香、嚐味、觸物、
思考的電腦既非飄渺神話，亦非遙遠的事情。屆時，世界將進到「心業經濟」，佛

參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中譯：本傑明・史華茲著《尋求富強 : 嚴複與西方》（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6）。
6
中華思想即「」把世界視為以自我為中心，認為地球是圍繞自己轉來轉去的。詳見加藤嘉一 (Kato
Yoshikazu)〈日本百姓如何看待中國遊客？〉《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 年 3 月 8 日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60308/cc08kato/zh-ha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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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敘述極樂淨土眾生「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的遙控境界就要在人間實現了！』7
大師一語中的地盡示在新世紀中科技對人類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們嘗試用兩對
新穎的術語來加以擴充：一是「後資訊時代」，一是「後人類境況」。

參、後資訊時代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兼媒體實驗室創辦人和主持人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早已在他的 1996 年暢銷書《數位革命》（Being Digital）中提出了後
資訊時代的來臨。所謂後資訊時代是指當一切資訊數碼化後所帶來的革命。1972 年，
全球只有十五萬部電腦。到 2000 年，單美國英代爾（Intel）一家積體電路製造商便
預期每年會賣掉一億個積體電路。尼葛洛還以為這是一個低估了的數字8，可見電腦
之普遍。此外 1994 年 10 日單是在美國的網際網路，已有 4 萬 5 千個網路和 400 多
萬個主處理機，而且以每季 20%的速度增長9。這個數字還未包括中國、印度等增長
速度更快的國家。隸屬於聯合國的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公布了 2013 年全球資訊社會年度評測報告，全球將有 27 億人口可連
結至網路10，佔全球人口數的 38%，相較 2000 年，網路在十年內成長 5 倍之多。到
2012 年底，在中國，每 100 個家庭中有 39 個擁有固定寬頻連線。在美國，這個數
目是 76，而在英國是 77。11 2014 年中國 3G 用戶總數達到 4.8 億12，同年中國移動
公司在廣州宣佈將建成全球最大 4G 綱絡。2019 年中國政府在 6 月 6 日，正式發放
了四張 5G 商用執照，自此正式跨進「5G 時代」。
2009 年，「新浪微博」誕生，它是中國版「Twitter」，是一種短小的圖文發佈
工具。2011 年 1 月，「微信」（WeChat）問世，成為華人群體使用率最高的即時
通訊軟件，其後開發的「朋友圈」功能也是及時圖文發佈平台。這些應用軟件均有
電腦版本和移動應用軟件。至 2015 年初，中國移動應用下載量超過美國，佔到全球

星雲大師《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世界》發表於「文化與人文千禧展望：人文價值的未來國際會議」
（香港：2000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聯合主
辦，頁 3。
8
Nicholas Negroponte 著‧齋若蘭譯《數位革命》台北：天下文化出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4。
9
同上，頁 232
10
報告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_without_Annex_4.pdf
11
〈中國人上網、英美看電視〉《新浪傳媒頻道：觀察者》
http://www.guancha.cn/Media/2012_12_20_115533.shtml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National Data 國家數據網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G0T&sj=2014
7

52

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理念兼論佛教實踐

總下載量的 1/313，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媒體、自媒體 (we media)14平台「新浪微博」
2016 年的月活躍人數達 2.97 億15，而騰訊 QQ 的和微信的月活躍賬戶分別達 8.68 億
和 8.89 億。16
尼葛洛以為由於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流行，使各類資訊加速數碼化，只有數
碼化的資訊方可在網際網路上快速傳遞，如是便會進入尼氏謂「隨選資訊的天下」。
這個意思是當廣播者傳送了一串串的數碼化了的資訊──位元（bits）後，接收者便
可以不同的方式轉換位元。比如說一場足球比賽的位元，接受者透過電腦可以選擇
以形象觀賞、以播音員旁述講解的方式轉播，甚或以比賽圖形呈現雙方攻防策略。
因此同一樣資訊來源，在數碼世界中可有五花八門的資訊處理和表現方式。可以從
一種媒介轉換另一種媒介，可以不同的方式述說同一件事，觸動不同的人類感官經
驗。如是尼葛洛便推翻了前人所謂「媒介即訊息」
（Media is the message）17之說法。
在數位世界中，媒介不再代表訊息，媒介只是訊息的具體形體。相同的資料中可自
然產生好幾種訊息的表現形式，重新組合資訊，又或過程中進行「第二次創作」
（Derivative work）。更重要的資訊接受者通過過濾、分類、排序等管理資訊的手
法來擷取資訊中想要的部份。通過我們在電腦下的指令，至少在理論上，我們可改
變電視節目中性及暴力的程度，甚至政治傾向和立場，量身裁製我們想要的節目。
當資訊以位元的形式各樣的電腦程式離開傳輸端，接受者便可藉各式各樣的電腦程
式使資訊變得個人化。不只是表達的方式可任君選擇，如以心愛的卡通人物動畫取
代天氣女郎作天氣報導，節目的內容也可以通過以代理人為基礎的系統到網際網路
去瀏覽擷取個人口味的節目。一切資訊接受者不用照單全收，而不同時代扮演檢查
員的角色，裁剪出合符個人標準的訊息。所以在數碼世界中「大眾傳播」可以變為
「窄播」（Narrow-casting）。18人從大眾變成小眾，從小眾又變成更小的群體，最

13

<邁入轉折期的移動互聯網 >，《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報告（20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6
年。
14
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於 2003 年 7 月發佈了由謝因波曼與克裡斯威理兩位聯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體）」研究 報告，裡面對 「We Media」下了一個定義：「We Media 是普通大眾經由
數位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自身的事實、
新聞途徑。 」We media 也稱 Self-media 、草根媒體、個人媒體、或公民媒體。
15
<2016 微博用戶發展報告 >，「新浪微盤 」發佈， 2017 年 1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vdisk.weibo.com/s/tOSyrHCQJUo/1484797235
16
<2016 騰訊年報：微信月活躍用戶為 騰訊年報：微信月活躍用戶為 8.89 億，正式超越 億，正
式超越 QQ >，中商情報網， 2017 年 3 月 23 日，網址：
http://www.askci.com/news/dxf/20170323/11004594038_2.shtml
17
Marshall McLuhan 赫伯特·馬素·麥克魯漢 (1911-1980),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4)
18
「窄播」或「小眾傳媒」乃由里克萊德（J.C.R Licklider）於 1960 年首先提出，見《數位革命》
頁 120 及頁 313。窄播相對於廣播，是以特定地區、階層或興趣的閱聰人為對象，針對不同的收視
或閱聽需求，提供專屬的節目或資訊禸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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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於變是成極端的個人。在極端個人化的數碼世界中。資訊處理成為創意表達的
工具，尼葛洛為未來將是個終身創作、製造與表現的年代。所謂「已經完成、不可
更改的藝術作品」將成為過去式，通過各式各樣的數位化操控譜，讓我們得以傳達
藝術形式的過程，而不只是展現最後的成品，這是人人可參與的新電子表現主義。19
所謂「已經完成、不可更改的藝術作品」將成為過去式。通過各式各樣的數位化操
控讓我們得以傳達藝術形式的過程，而不只是展現最後的成品，這是人人可參與的
新電子表現主義。20以數碼科技成就個人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誠實道德的。網際網
路的連線給我們帶來數位的革命的同時給我們帶來知識產權的被濫用，私隱權受到
侵犯、軟體盜用和資料竊取等弊病。這可統稱為黑客（hacker）的現象。由於我們
現時所用的軟件只有有限的法例監管其安全標準，當我們以網際網路連線時便出現
安全問題，結果有被黑客入侵電腦的危險，後果可以是使電腦受襲而癱瘓，如二千
年的「我愛你」電腦病毒事件，又或個人檔案資料被竊取更改，如信用咭號碼被盜
用，銀行存款被非法提走。九四年的萬國寶通銀行被黑客盜一億美元便是透過網際
網路的數位犯罪的好例子。212013 年 11 月，網絡黑客「匿名者」成員哈蒙德（Jeremy
Hammond, 1985- ）被曼哈頓聯邦法官判定有罪，並入獄 10 年。哈蒙德因為攻擊闖
入 FBI 及私人賬戶盜取資料而在去年三月份被捕。哈蒙德夥同其他黑客通過網絡攻
擊，盜取了 6 萬張信用卡號和 86 萬人的個人資料，並且使用這些資料盜用了 70 萬
美元。此外他們還駭取 500 萬封電子郵件，電郵內容自此在「維基解密」網站上流
傳至今。
20 世紀 90 年代以電子郵件、網絡媒體、聊天室、論壇等為代表的是互聯網第
一代媒介，即新媒體最初的形態，之後隨著博客、微博、臉書、微信等平台的出現，
大眾得以廣泛參與信息傳播，新媒體更加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自媒體應運而
生，其意指「普羅大眾通過私人化的現代化傳播平台自由地傳遞和分享信息。」22 新
媒體和自媒體的出現，使得信息傳播與交流更具參與性、方便性和廣泛性，亦富有
個人色彩。這與尼葛洛所提出數碼文化的「窄播」有共通性。

《數位革命》頁 285
《數位革命》頁 288-289
21
關於黑客資料，參 Hacker’s Hall of fame in www.discovery.com/area/techology/hackers/hackers.html。
此網站紀錄了美國過去有名的黑客犯罪資料。
22
<自媒體時代下傳統新聞生產的嬗變與發展 自媒體時代下傳統新聞生產的嬗變與發展 >，任昌輝、
鄭智斌， 《新聞採編》， 任昌輝、鄭智斌《新聞採編》， 任昌輝、鄭智斌《新聞採編》2014 年
第 5期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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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文化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廣泛，23尼葛洛所描繪的只為其中一部份。他提出
的「後資訊時代」中數碼科技賦予人的極端個人化的境況又似乎與羅拔帕巴理所言
的後人類境況有不符合之處。

肆、後人類境況
羅拔帕巴理（Robert Pepperell）在他的 The Post-Human Condition（後人類的境
況）中詳細地討論了「後人類境況」的理念。所謂後人類境況總括來說有兩點特色。
首先是人本主義 Humanism 的結束。過去人類自以為是宇宙的中心，力量無限，高
高在上，獨一無異的年代已成過去。最主要促成此情況的原因是人與機器的界線隨
著科技的進步而顯得模糊。電腦的發展己使機器可以具備適應、學習與創造的能力。
機械人 Robots 由於電腦的進步已可成為有半智慧的機械人 Knowbot24。麻省理工的
Rodney Brooks 發現只要製造百萬計的簡單設計的機器人重覆地成簡單的指令，比如
在星球上清除不平的石地以供大空船降落，即可達到機器人製造平宜快捷且「不受
人控制」的後果。整隊機器人彷彿獨立自主，後果不可預測，情況一如一大群螞蟻，
每單位只知完成自己的任務，小小的碼頭因而可建造巨大的結構物。所謂不可預測
情況如大群飛鳥的動向，個別的飛鳥均在避開障礙物，數以百計的飛鳥群一起飛時
會一起避開障礙物，惟整隊的移動情況是變幻莫測的25。機器不只是愈來愈可以比
美人類或甚取代人類還可以與人類結合。義肢、人造心臟等已不是新聞。透過電腦
晶片的植入體內，還可以改正式增進大腦的運作26，令有機與無機的界線進一步模
糊的應是由電腦所製造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通過電腦可以製造出三度空
間，不但便利了飛機師、軍隊、紀律部隊的訓練，還使人存在的境況改造了，給人
類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電腦中的虛擬世界。這個電話中的世界：Cyberspace 和
物質中的世界：Material world，同樣是如幻如化，很難說誰是真，誰是假。虛擬真
實到頭來可能使我們更認識物質世界的本質──萬法唯心，如幻如化。
2017 年 7 月，中國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稱人工智能是「國際
競爭的新焦點」。該規劃描述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確定了至 2030 年使中國成為人
工智能世界主要創新中心的目標。先進的人臉識別系統，移動支付，使中國成為全
球第二 AI 大國。1992 年，全人類每天平均傳輸 100GB 資料，但到 2020 年，我們
將每秒傳輸 61,000GB 資料。系統中的數據越多，人工智慧就越聰明。AI 重點是機

關於數碼文化參 David Trend ed. Reading Digital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1), Introduction
p.1-7.
24
Robert Pepperell,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Oxford: Intellect 1995, p. vi &關於機器的製造力，見同
書頁 126-143
25
同上書頁 vi
26
同上書頁 vi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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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處理數據、進行學習，最終作出推薦及預測。例如某人過去看過的所有電影的資
訊，通過對輸入的資訊進行權衡做出有用的預測，此人未來觀看其他種類電影的可
能性。2016 年 3 月 12 日，谷歌旗下公司深度思維的人工智能產品 AlphaGo 在中國
戰略游戲圍棋上一舉擊敗世界冠軍韓國的李世乭（1983- ）。很多製造業以至服務
業都已引入機械人，它們在做刻板重覆的工作能較人類快速準確，實為無可置疑。
但普遍人類都認為創意工作，例如創作、學術研究，一直堅信是人類的最後堡壘，
不過專家就另有看法。據 Business Insider 報道，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學者 Katja
Grace 領導的研究團隊發表研究，2024 年 AI 將能較人類提供更為準確的翻譯，2026
年可以「寫」出一篇高中歷史論文，能夠獲得不錯的評分並且通過抄襲檢測27。人
臉識別技術 3 分鐘內，可判斷貸款人的貸款額度和還款能力，大大減少人工審批時
間和用戶等待時間。以 AI 技術全權或協助基金經理選股，過程中將透過 AI 技術去
模仿華爾街分析師，優化選股模式28。2018 年 7 月 11 日，搜狗使用中央電視台主播
姚雪松的 1.5 小時語音視頻數據，結合語音、圖像等多模態信息進行聯合建模訓練，
即席輸入一段大會文字稿，便快速生成與真人無異的播報效果29。世界經濟論壇發
表報告指，2020 年各職業將逐漸被人工智能 AI 取代，當中包括文書及行政工作，
建造及生產工作、文字寫作及娛樂以致法律相關工作，未來就連律師、會計師、人
力資源部門人員都是高危30。
後人類境況除了人本主義的結束外，另一大特色點就是複雜性、不穩定性的發
現。帕氏以為從愛恩斯坦的相對論提出以後，便開始了此趨勢。愛恩斯坦以為空間
與時間是不能絕對地抽空量度，比如火車上乘客的手錶就比月台上乘客的手錶的速
度更快。量子論又告訴我們粒子的位置與速度基本上是含糊的。原因是我們量度粒
子，例如電子，的位置和速度時，需要借助光粒子去衝擊電子再反彈回來。原理就
如雷達波射出去衝擊飛機再反彈回來量度飛機的位置。問題是當光粒子衝擊電子的
同時，會改變電子的移動方向和速度，情況就如桌球桌上的球衝擊一樣，這使到粒
子的位置與速度無法絕對地量度，也無法可預知其行。我們只能大概述說子的可能

〈 牛 津 研 究 ： 44 年 後 人 類 所 有 工 作 輸 給 人 工 智 能 〉 Topick 職 場 , 2017/06/21 ，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40648/牛津研究：44 年後人類所有工作輸給人工智能
28
《 環 球 趨 勢 － 黃 耀 宗 》 人 工 智 能 （ AI ） 相 關 投 資 機 遇 ， 《 經 濟 通 etnet 》 17/11/2017
http://www.etnet.com.hk/www/tc/funds/news_detail.php?newsid=ETN271117656
29
〈王小川攜虛擬主播亮相 RISE 大會 開視覺化語音合成先河〉Geekpark 極客公園快訊 2018/07/18；
https://www.geekpark.net/news/231088
30
〈 人 工 智 能 「 搶 飯 碗 」 2020 年 會 計 師 將 被 AI 取 代 〉 Topick 職 場 2017/10/03 ；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916960/人工智能「搶飯碗」%E3%80%802020 年會計師將被 AI 取代。
有趣的是北京龍泉寺發展了「賢二機器僧」，能與信眾互動，根據古聖先賢的智慧，回答問題，還
將進入 3.0 優化版。〈機器僧將「再進化」 龍泉寺迎「賢二 3.0」〉《文匯報》2018/05/12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5/12/WY1805120001.htm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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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31科技因而使我們認識到世間上的時間、空間甚至微少的物質均不能絕對地
量度，不可確定和預測。帕氏總括說，科技使人認識到人控制宇宙之能力是有限。
宇宙無可避免包含著混亂（disorder）、含糊（uncertainty）和無序（discontinuing）。

伍、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理念：悲智雙運
面對後資訊、後人類的境況，教育如何定位？我們應以甚麼來教育學生？特別
是面對非宗教背景的公立大學中的大學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
2018年發表了《教育2030：我們想要的未來》。2018年出生的小孩到了2030年便是
12歲的少年，我們要教育他們甚麼來面對急速的科技發展和全球化所帶來複雜和不
確定的未來？報告提出全人發展的目標，並在2016年提出的培育青年三種關鍵能力
的基礎上32再提出多三種前後共六種的改革性關鍵能力：：
1. 善用工具
2. 善與不同群體交往
3. 獨立自理能力
4. 創造新價值
5. 從矛盾與漲力中修和
6. 能承擔責任
對應於此，我們從如海的佛法中能提煉出甚麼來教育他們而使之成為一種對機
的教育？談到對機，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至21世紀初，香港特別行政區還出現了「港
孩」的現象。這是指物質富裕，少子化社會下的中產家庭產物。因為自小受家人 (父
親、母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溺愛和家傭 (外籍家庭傭工) 全天候照顧，習
慣接受小王子、小公主般的呵護和伺候，造成自理能力、情緒智商和抗逆力三者均
低的「三低」港孩。這種孩子相信不只在香港找到，在今天不一樣的中國中，相信
也不難找到。對應於此，佛教教育如何應對之？
這裡或許從座落在海南島三亞南山的南海海上觀音找到一些啟示。該觀音佛像
建築在距離海邊280公尺的海上金剛洲 (觀音島)上，高有108公尺，是世界最大最高
的海上三面白衣觀音佛像，於2006年舉行開光大典，是一體三尊的三面造型設計，
三面觀音像持蓮、持珠和持篋分別對應代表「和平」、「慈悲」與「智慧」。

同上書頁 171-173。參海森貝格（Heisenberg）1927 年 3 月 23 日在物理學刊上發表量子理論中的
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他認為任何的發現都裡不開測量，測量會形成干擾，對電子的測
量，若要位置精準，則其速度量測便不準。戈德爾(Kurt Gödel) 於 1931 年發表了他的「不完備定理」
(Incompleteness Theorem) 認為任何公理化形式維的基礎上，都有不能肯定與不能否定的問題。
32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 pp.5 downloaded from
https://www.oecd.org/pisa/35070367.pdf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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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建議以慈悲和智慧作為我們今天教育的主元素。在後資訊時代中數碼科
技賦予人的極端個人化，「低頭一族」隨處可見，無時無刻，包括在街道步行之中，
仍忙於凝望著聯網的「手機」。對此，慈悲代表甚麼？慈悲是要「低頭一族」抬起
頭來，認識虛擬世界以外的現實世界。世上不只有自已，還有他人。佛法在眾生中
求。慈悲是「行一切方便，結諸般善緣」。慈悲是「未成佛道，先結人緣」33。有
一次星雲大師到中文大學演說，與中大校長和師生對談。座上有學生向星雲大師發
問，說他佛教事業如此成功，「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有甚麼同學
可以學習的成功之道？星雲大師即答道：是處眾之道。因為任憑您如何有本領，特
別在初出茅廬，未成氣候之時，必須要先令老闆賞識你、喜歡你。在你上位之後，
不論你有多少鴻圖偉略，必要有人擁戴你、支持你，方能眾志成城，成就大事。否
則獨木不成林。《韓非子·功名》有言：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所以做大事的人首要懂
得處眾，因為孤掌難鳴。學生時代，廣結善緣是成功的開始。將來從學校走到社會，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能廣結善緣的，朋友自然多，助緣自然也比別人優勝，
成功的機會自然更大。人總愛當領導，所謂「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大學生要立
大志，做大事。做大事便要領眾。星雲大師說：要領眾須從處眾、和眾、愛眾、敬
眾、助眾、利眾、容眾做起。也就是從行一切方便，結諸般善緣做起。教育工作者
應幫助學生反省，學生時代結了多少善緣？為日後的成功種下了多少助緣？這是佛
教對學生重要的啟迪。善緣如何結？最簡便是由口造起。正如文殊之侍者均提童子
著名偈語：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裡無嗔吐妙香。這也是星雲大師的三好運動之一：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說好話就是俗話所說：良語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
寒。多說喜悅人心的話語，與人結下善緣。佛教「身、口、意」三業中，口業是重
要部分。人世間的悲劇，很多都是由於口業所致，小至夫妻反目，家庭不和，大至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星雲大師說：世界上最好的善舉是布施，最好的供
養，就是以微笑來布施他人34。這是結善緣的方便法門，也是學生將來成就之本。
慈悲以外，在後人類境況的不確定、失序和混亂，我們還需智慧。在新時代的
境況中，智慧是甚麼？依昱法師《與心對話》35一書中引用了一個解縉（1369－1415）
巧改春聯的故事，頗有啟發。解縉天生聰穎，六歲能詩，有神童之譽。洪武二十一
年（1388 年），解縉中戊辰科進士三甲第十名，授中書庶吉士。朱元璋非常器重他，
命其常在身邊。傳說未中舉前，解縉寫了一對春聯：「門外千竿竹、屋內萬卷書」，
隔壁的財主很看不順眼，晚上趁人不覺派人把竹林砍掉。解縉不動聲色，就在聯尾

淨土宗第十二祖徹悟禪師語，見《徹悟禪師語錄》‧卷上，卍續藏‧1182‧62 冊
《人間褔報》星雲說偈——無瞋之利，2012/6/19；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65238
35
依昱法師《與心對話》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年，1- 236 頁。
33
34

58

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理念兼論佛教實踐

各加一字，變成「門外千竿竹短、屋內萬卷書長」，財主愈益生氣，咄咄逼人，索
性派人漏夜把竹林連根拔起，誰知解縉亦不生氣，只在聯尾再加一字，即成「門外
千竿竹短命、屋內萬卷書長存」，仍然自在自樂。解縉在未成名以前，能以「心殺
境」，去除煩惱，專注學問，正是俗語所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
心轉。」外境不轉，心念一轉，便豁然開朗，問題迎刃而解。為甚麼要跟無識見的
人糾纏？據理力爭是否會把自已也變成第二位無識見的人？既然無辦法改變對方，
人不轉心轉。再想深一層，外境會轉嗎？能轉嗎？要投資多少心力、人力、物力去
轉？也不一定真的能轉得動！心轉容易得多，成本效益高。這是智慧應用於人生。
英文諺語比喻那些出生在富人之家的是「口含銀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mouth）。現實上的人是口含銀匙出生的非常少，咬著牙根出生的人更多！
這是佛陀諸行皆苦第一聖諦的道理。諸行皆苦，要離苦得樂，能拿掉苦嗎？天堂純
樂無苦，地獄唯苦無樂，人道苦樂參半，苦是人生常態，有樂必有苦，要拿掉人生
的痛苦，恐怕非常困難，只能靠智慧的超越、轉化、昇華，不讓苦境殺心而得自主、
自在、自樂。這是「荊棘林中觀自在」，這才真是學習觀世音菩薩的觀自在。佛教
是解脫門、安心門。如何解脫？心念轉、知見變，換一個角度來看看。杜耒（？—
1225）名詩《寒夜》有句云：「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這裡的「梅
花」便是人知見的改變。尋常一般窗前月，同是諸行皆苦的人生，加上一點梅花，
心態上調整一下，不要看輕小小心態上的改變，卻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效果；才有梅
花便不同。佛教的智慧是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這與大學的教育目標不謀而
合。解決的方法是通過知見的改變，心念的轉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能夠換一
個角度來看，海闊天空。懂得從不同角度(alternative view)看問題，也是大學教育的
一個重點。
在建立了新時代的佛教教育理念後，還要談到如何實踐的問題。正如鳥窠禪師
所言：「三歲兒童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生死是人生大事，如何道得，也行
得，難行能行？《圓覺經》中有鑽木取火的道理。

陸、新時代的現代化佛教實踐：《圓覺經》中的鑽木取火
後人類境況的不確定、失序和混亂為活在新時代的人提出了警示。後資訊的極
端個人化含意更深。科技在未來將會帶給我們更多的方便，一切以用者為依歸
（user-friendly），這個指標同時助長個人的自我膨脹，一切「我為依歸，一如尼葛
洛所說的「隨選資訊時代」，庶幾可以如星雲大師所說「思衣得衣，思食得食」，
至少在虛擬真實中可以辦到。我們還可具足「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天眼通。」
在互聯網上可以下載的資訊實在太多，可謂無遠弗屆，足不出戶，仍可知曉天下。
在美國有電腦專家顯示如何透過互聯網可申請得到他人的出生證明副本，如何進入
他人的電腦閱取甚或更改私人資料，至於獲得信用咭號碼個人社會保險號碼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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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Number 更不在話下。這裏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自我」膨脹的趨勢是加
強輪迴之因。眾所週知，我執正是輪迴的根本。《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謂「煩惱障
之品類眾多，以我執為根，生起諸煩惱；若不執我，則無煩惱」。36《圓覺經》云：
「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37後資訊時代
的極端個人化助長對自我的滿足，以我為依歸，最終當然「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問題二是科技為人帶來的方便和能力是建立在一廂情願的善良假設，即人人會善加
運用。這個假設當然不真。正如上文提及，互聯網的使用，既可帶領人進入「隨選
資訊」的時代，卻又可同時造就「黑客」，這是一嚴重的問題。踏入二十一世紀，
科技會帶領人類進入一嶄新的境界，無論稱之為後人類、後資訊或數碼年代，其共
通的是人的能力得以很大的擴展 empowerment。依以上的討論這是擴展的能力，成
就人的輪迴的因即「我執」多，導人向解脫的機會少。原因是科技的發展方向不是
中性，而是向著個人化，便利個人。非運用科技的個人是善者，否則就如《圓覺經》
所說「皆輪迴故不成聖道」。38
所以活在新時代的修行人要逆轉其劫，從數碼的世界返回物質的世界，從電腦
的螢光幕返回肉身的使用者，重構再造（Re-configure and re-program the user）這使
用者。宗教要在新世紀發揮作用便要在這重構重組科技的使用者上發揮作用。宗教
是外來語。在中國文代中或言「道」，道取其道路之意。在印度文化中稱 Marga，
即（Path）道路之意。宗教在東方文化中均重修持之意。玉不琢不成器。宗教即使
人成聖成仙成佛之具體方法，此法在佛教即為戒、定、慧，在道教為內丹、外丹之
法，在儒家為其功夫論。只有藉著恆久修持，人方可變化氣質自我改造（transform）。
佛教對人的境況分析如《圓覺經》中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
終不能至，是故我（佛）說一切及末世眾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39佛要求人先斷
輪迴根本因為輪迴當中，一切如夢中言夢，「猶如空花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
是處。」40先斷輪迴根本就是出名的箭喻故事，先給受箭傷的人治箭傷。很多人誤
會這是對初基之說，我國佛教徒所嚮往的是《四十二章經》中所謂的「無為法」：
「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無修證，不歷諸位而自崇
最」41。「無修無證」自然令人想起《六祖壇經》中的「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誠如《圓覺經》中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

36
37
38
39
40
41

引於《佛光大辭典》冊三，頁 2942,「我執」條。
《大正藏》842《大方廣圓覺修多羅經》頁 916 中（6-8）
《大正藏》842，頁 916 中（13-14）
《大正藏》842，頁 915 下（24-26）
《大正藏》842，頁 916 上（1-2）
《大正藏》784《四十二章經》頁 722 中 註 16，此段只見於明版，早期版本缺，疑為日後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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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月。善男子，實無空花……如夢中人夢時。那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花，
滅於虛空。」42正因為虛空妄是空，本來無一物，尤如病眼見空中有花，所以《圓
覺經》亦云承認「知是空花，即無輪轉。」只要知道空中之花是無，立即斷輪迴因，
得解脫。所以《圓覺經》亦云：「於此無修亦無成就。」43，又云：「知幻即離，
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斷次。」44問題在於若病眼不癒，始終會見空中花，於
是難免顛倒妄執，引致輪轉生死至於如何治病眼《圓覺經》中有三次第：
（一）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45
人多自認上根之輩，所以愛頓修頓悟，無證亦無修。俗語有云：「聰明返被聰
明誤。」聰明者很多時不屑於基礎的功夫。上根之人愛「大隱隱於市」。但如《四
十二章經》言：「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無與色會，與色會即禍生，得阿羅
漢道，乃可信汝意耳。」46所以除非己證阿羅漢，否則隱於市的結果只會同流合污，
所謂近朱者赤，只會被眾生度，故禍生。《圓覺經》的建議是「遠離」二字，亦即
所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四十二章經》的建意，亦是「當如草見火」47，
意思是避之則吉。這是治好病眼的最簡易方法，先走避之。圓覺經的遠離法，用於
教學是提示為學人製造良好學習環境，這是孟母三遷的道理。離開不良的朋輩，選
擇親近善知識是修行和學習之本。
（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48
離開現實生活中的物質誘惑是第一步，離開心意上的誘惑便是第二步。身離開
不淨，眼不見不淨，耳不聞不淨，心仍會想不淨，制心是第二步功夫。《遺教經》
說得好：制之一處，無事不辦！49 關於制心的具體功夫詳下。
（三）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50
最後要離開遠離之幻。即對淨與不淨之分別心，對一定要離開不淨之偏執心之
捨棄。這才是大隱隱於市，但不是一開始便如此。於此《圓覺經》用了一個生動的

《大正藏》842《圓覺經》頁 913（中 23-下 4）
《大正藏》842，頁 915 上（17）
44
《大正藏》842，頁 914 上（20-21）
45
《大正藏》842，頁 914 上（15-16）
46
《大正藏》784《四十二章經》25 章，頁 723 中（16-18）
47
同上，頁 723 中（25-26）
48
《大正藏》842，頁 914 上（16-17）
49
《遺教經》亦名《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鳩摩羅什（335-409）譯，見《大正藏》389，頁 1111
上（20）
50
《大正藏》842，頁 914 上（17-18）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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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即「鑽木取火」，經中說定是「以幻修幻」。作淨與不淨的分別而加以遠離之
固然是幻，但為著治好病眼，這卻是必須的，否則永遠處於夢中這夢的情景中。等
到病眼治好，方將治幻之幻去取，猶如鑽木取火，鑽至火生出後，連鑽火之木也把
它當作燃料燒之。學佛之人容易忽略鑽木的步驟，堅持「無作亦無修」，到頭來當
然是「無證亦無得」而落入流轉生死。 《孟子‧告子下》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這個道理適用於求世間法的大學生，也適用於求出世間法的
佛教修行者。

柒、鑽木取火的具體方法
《圓覺經》的開首即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佛），入於神通大光明藏，
三昧正受……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後來文殊
師利菩薩率先請諸佛說法，「說於如朱一起清淨因地法行」。經之開首，已展示兩
個很重要而常為人忽略的訊息，一為不二無分別的境界為佛眼所見，佛於三昧正定
所證之境，故為果地法，佛所說法為對治凡夫病眼所見世界，此境當然有分別，這
是因地法。究竟治病眼有何具體方法，《圓覺經》中有詳細的說明，這是經中成德
自在菩薩所問，問一切方便漸次。佛陀的回答總括起來有三點：
（一）奢摩他
（Samath）
即止也。（二）三摩缽提（Samāpatti）即觀也。（三）禪那（Dhyāna，此處意為不
止不觀的一種禪法。經中佛借此觀述說一切方便漸次足見禪定在佛法中的地位。所
謂止，經中云：「唯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51所謂觀，經中云：「唯觀如
幻以佛力故，變化世界種種作用，備行菩薩諸淨妙行，於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
52
53

所謂禪那，經中云：「唯滅諸幻，不取作用，獨斷煩惱，煩惱斷晝，便證實相。」
《圓覺經》又巧妙地把三種法門依單修、雙修（兩種）、先修中修後修（三種）

等等不同方法，排列出二十三種法門。又教導不懂得如何選擇的佛弟子把二十三種
法門寫成枝籤，然後行二十一天懺悔，再於菩薩前抽籤而按結果去修持。54

51
52
53
54

《大正藏》842，頁 918 中（6）
同上，頁 918 中（9-11）
同上，頁 918 中（12-13）
同上，頁 919 上（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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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海外宣教：真耶穌教會近期的全球拓展
Migration and Foreign Mission:
The Recent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葉先秦、蔡彥仁
（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壹、前言
真耶穌教會是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風潮激盪之下興起的本土
教會，且擁抱某種時而明顯時而隱晦的國族意識，該會透過國族性的神學修辭，
立自身於基督宗教之核心位置。1同時，真耶穌教會從 1920 年代就開始向境外拓
展，2是本土基督教會當中第一個進行跨國移動的團體，1967 年召開第一屆各國
代表大會以及 1975 年國際聯合總會成立後，3該會更加積極向外傳播，至 2013
年為止已在 60 個國家或地區設立教會。4另一方面，近年來宗教與跨國移動的討
論，也成為宗教研究關注的議題之一，這不僅跳脫過往教內宣教學的討論限制，
更突出了全球化現象下宗教在族群、身體、文化移動過程的角色或功能，並引發
跨學科的研討。5此外，當今基督教的宣教已非過往「全球北方」（global north）
1

Yen-Zen Tsai,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ological Rhetoric – The Case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in
Taiwan in the Cold War (1945-1990),” in Unfinished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ed. Philip L. Wickeri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2016), 195-213. 文中主張真耶穌教
會雖原則上採取非政治的立場，但由於其民族主義情緒使然，遂透過某種神學修辭與在朝政權維
持良好關係，並予以支持。
2
1925 年該會長老黃提多到今日的新馬一帶設教，隔年黃呈聰又偕張巴拿巴等人自廈門渡台（當
時台灣為日本殖民地）
，一個月內設立三間教會，可謂本土教會海外宣教先聲。參魏以撒編，
《真
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
（南京：真耶穌教會總會，1947）
，C51，C53-C56。值得一提的是，1927
年該會在馬來亞怡保的若干印度裔信徒回到印度成立教會，可謂在非華人地區和群體的初傳，這
也是第一個向非華人宣教的本土教會。參張撒迦編，
《真耶穌教會總部十週年紀念專刊》
（上海：
真耶穌教會總部，1936），174。
3
《聯總手冊》
（未刊稿）
，2-1。1967 年由台灣總會發起，第二屆各國代表大會在 1975 年舉開時
議決成立「國際聯合總會」
，簡稱為「聯總」
。辦事處設在台灣總會大樓。第四屆各國代表大會決
定將國際聯合總會的辦事處於 1985 年遷至美國加州園林教會辦公。國際聯合總會的規章於 1989
年修改後並正式在美國加州註冊。
4
《聯總手冊》
，2-4，2-5。
5
這類的研究不勝枚舉，茲列舉近期幾篇相關性高的個案研究：HaeRan Shin, “Spatial Capability
for Understanding Gendered Mobility for Korean Christian Immigrant Women in Los Angeles,” Urban
Studies 48, no. 11(2011): 2355–2373; Thomas Winfield Higgins, “Mission Network and African
Diaspora in Britain,” African Diaspora no. 5(2012):165-186; Danielle Koning , “Place, Space, and
Authority. The Mission and Reversed Mission of the Ghanaian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in
Amsterdam,” African Diaspora no. 2 (2009): 203-226; Lorenzo Cañás Bottos, “Transformations of Old
Colony Mennonites: the making of a trans-statal community,” Global Networks 8, no.2 (2008): 214–
231; Sebnem Koser Akcapar, “Conversion as a Migration Strategy in a Transit Country: Iranian Shiites
Becoming Christian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Migrant Review 40, no.4 (2006):817-853，這幾篇論文
均是論及宗教在移民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別於單純的宣教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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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的信仰輸出，後者向前者進行的「反向宣教」
（reverse
6
mission）趨勢愈見明顯，韓國就是一個鮮明的案例。 儘管未如韓國教會那般大
幅向外拓展，但真耶穌教會作為一個在「全球南方」華人土壤生成的本土教會，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潮流積極向外移動宣教，在此脈絡裡因而值得關注研究。
另一方面，這樣的討論可置於「世界基督教」的框架予以理解。所謂「世界
基督教」強調基督教不再是以歐洲或「全球北方」為中心的宗教，其基地已轉移
到「全球南方」，今日 70%的基督教人口住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島
嶼，且人數正持續攀升。7同時，此一概念也指出基督教的多重中心現象其實在
歷史上一直存在，有學者因此主張基督教從其根源而言就是世界宗教，8故此未
必要以中心轉換的觀點看今日全球南方基督教的蓬勃發展。另有學者指出，世界
基督教是由下而上的全球化，不是宰制性和同質化（homogenization）
，而是抵抗、
異質性（heterogeneity）
、商議性的草根運動。如果認為世界基督教是西方殖民和
新殖民擴張的結果，這類觀點忽略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成長迅速的教會多數
是產生在殖民地獨立之後。9真耶穌教會的興起與拓展，正是符應了前述世界基
督教研究者的陳述，該會在中國的傳播即顯示出一種草根民眾的教會自立運動，
其成長也非依靠西方傳教勢力，反而是因為抗衡前者而達致快速傳播。
真耶穌教會晚近的向外宣教大致上與移民有密切關係，例如 1960 年左右香
港鴨洲教會信徒在現實生活考量和政府鼓勵下開始移民英國；台灣在 1970 年代
開始，有若干留學生和移民在各國建立教會，再請求聯總派遣神職人員前往帶領；
1990 年代福州福清信徒跟隨當地風潮非法移民日本、北美等地；這些成為台灣
參 Sangkeun Kim, “Sheer Numbers do not tell the Entire Story: The Challenges of the Korean
Missionary Movement from a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The Ecumenical Review 57, no.4 (2005):
463-472; Joon-Sik Park, “Korea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6, no.2 (2012):59-64.這些論文均批判了韓國基督教海外宣教的
「凱旋主義」
（triumphalism）以及普世合一精神的缺乏，並帶來一種新殖民主義。
7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rew Walls, “The Transmission of Christian Faith: A Reflection,”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World Christianity, ed. Lamin Sanneh and Michael J. McClmond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2016), 685-688; T.M. Johnson and K.R. Ross ed. 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nkins 所言「全球基督教」
（Global Christianity）和
Walls 等人慣稱的「世界基督教」
（World Christianity）在某個層面而言並非同義。前者的概念是
一種「基督教王國」
（Christendom）式的，將導致與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衝突，並帶來基督
徒聖戰和穆斯林吉哈德
（jihad）
的新時代以及核子戰爭和炭疽病。但 Lamin Sanneh 和潘彼得
（Peter
C. Phan）將兩者清楚區分開來，他們認為「世界基督教」不會成為新的基督教王國，它既非歐
洲基督教的仿製品，也非其延伸之物。「世界基督教」是本土運動，與西方傳教士所傳和帝國主
義難分難解的宗教大異其趣。Sanneh 更指出，
「全球基督教」並未對以十九世紀西方基督教為例
的全球權力結構提出批判，基本上仍反映歐洲中心的思維，只不過在複製歐洲基督教的型態；相
反地，
「世界基督教」是基督教在全球南方的一種本土化型態，少了舊日基督教王國的包袱，且
自外於「全球基督教」尋求經濟和權力的全球結構，參 Nami Kim, “A Mission to the ‘Graveyard of
Empire’? Neocoloni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Evangelical Miss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Mission
Studies 27 (2010): 8-10.
8
Sebastian Kim and Kirsteen Kim, Christianity as a World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16), 270-271.
9
Ibid, 11-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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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在海外設教的常見模式。易言之，宗教為移民創造市場，同時宣教也
漸成移民行動的自變項。真耶穌教會此一原先著重民族主義的本土教會，在今日
全球化潮流和「反向宣教」趨勢的背景下，亦在許多國家向非華人的族群宣教，
本土基督教的向外擴展，是目前中文學界相關研究裡非常欠缺的方向，僅觀照本
土向度，卻忽略全球向度，鑒於此，本文將從世界基督教和移民與宗教的方向探
討真耶穌教會近期的全球拓展。

貳、背景：真耶穌教會簡述
真耶穌教會在近期受到國際學界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一為，
「世界基
督教」關注底下中國本土基督教的鮮明案例。真耶穌教會被視為中國三大本土教
派之一（其餘為聚會處/召會和耶穌家庭）
，且在今日仍然蓬勃發展，加上其某些
區域或派系的教會與當前「兩會」微妙的政教關係，10遂成為研究當代中國基督
教學者關注的對象。某些程度，或許也是拜「全球基督教」對「全球南方」教會
的注目所賜。二為，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方面，該會在近年來先後從裴士丹
（Daniel Bays）和連曦分別從本土自立教會以及相似的「民間基督教」11進路予
以關注。三為，對全球五旬節運動的注意。真耶穌教會在發展初期曾有五旬節運
動根源，其儀式的身體現象與五旬節派也頗為近似。而五旬節運動的研究在當前
國際學界一時蔚為風潮，無論是教內的神學研究，或宗教研究學界在史學、社會
科學的研究，不少學者均對此宗教現象予以正視，甚至作為研究議題。因此，真
耶穌教會往往就被視為中國本土五旬節運動的個案。12凡此三項因素，讓真耶穌
教會較諸其他本土教會更受到學界注目。以下，茲就真耶穌教會的起源展開介紹。

一、真耶穌教會簡介
（一）歷史起源
真耶穌教會的發起基本上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氛圍以及同時
間美國五旬節運動的傳入密切相關。就官方歷史編纂而論，魏保羅可謂該會的創
立者。魏保羅原名魏恩波（亦有一說為雲波）
，1877 年生於河北省容城縣午方村，
後透過人帶領，在北京崇文門外磁器口的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教堂（即東柳樹井堂）接觸基督教信仰。1904 年受一名叫做陳新三的信徒影響，
參 Autry Jiexia Zhai, “Pentecostal Christianity and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Movement,”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1, issue 3 (2013): 40-51.
11
連曦，《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12
例如 Brill 近日出版的論文集 Fenggang Yang, Joy K.C. Tong and Allan H. Anderson ed. Global
Chine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Leiden: Brill, 2017) 一書第二部份標題為 A
Chinese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 the Ture Jesus Church，顯然將該會視為中國五旬節派的個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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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決定受洗入教，由英國宣教士宓治文（Samuel Evans Meech）在雙旗杆倫敦會
施洗。13未久，魏氏因覺倫敦會一名有殖民色彩，故發起教會自立，據他所言，
曾在磁器口教堂發起成立大會，約請各公會領袖出席，並將他變賣房產所得交與
公會，並竭力勸募，以資助自立教會的成立。1915 年上海安息日會教牧施列民
（Arthur Clifford Selmon）和蘇殿卿至北京，魏氏和兩人討論安息日的教理，遂
接受了守禮拜六為安息日的教導。14魏恩波在 1916 年，開始接觸美國傳入的五
旬節運動。該年他患病頗重，胸口疼痛，咳嗽五個月有餘，延醫吃藥未見起色，
該年八月十七日在其恩信永布莊偶遇信心會長老新聖民，勸魏氏不必再服藥，並
在店鋪樓上為他抹油禱告，不日便得痊癒。魏恩波與其妻也因此受信心會的水洗
（應是浸水禮，倫敦會施行點水禮），由此開始了與五旬節運動的聯繫。15透過
新氏，他認識了該會宣教士賁德新（Bernt Berntsen），魏保羅從其學習許多五旬
節運動的教義，對稍後創立的真耶穌教會影響頗大。16值得注意的是，賁德新所
傳，是「獨一神論五旬節派」信仰，該派與一般五旬節派有兩項明顯差異，一是
反對傳統三一論對三個位格的詮釋，主張真神的本相和真名即是耶穌，故以「奉
耶穌的名受洗」為洗禮模式，而非傳統的三一模式；二是將「說方言」
（speaking
17
in tongues）與救恩連結起來。 而後真耶穌教會承襲這項傳統。魏保羅在 1917
年三月間，宣稱被聖靈引導至永定門外大紅河，面向下受洗，同時聲稱神命他進
行三十九天的禁食。18其間他表示看到耶穌、摩西和以利亞顯現，並看見十二使
徒，後聽見耶穌對他說：
「你要更正教」
，意即命他更正當今教會的「錯謬」之處，
19
於是逐條告知魏恩波。 在獲得上述啟示後，魏氏開始與信心會分道揚鑣，並實
踐以往熱中的教會自立理念，故在同年推動以「萬國更正教」為名的自立運動，
後將其組織稱為真耶穌教會，意即「真正」的耶穌教會。
稍早也曾接觸過賁德新和五旬節運動的山東濰縣人張靈生和張巴拿巴在
1918 年與為魏保羅聯合，隔年魏保羅過世後，由其子魏以撒以及張靈生、梁欽
明、高大齡掌理會務。1924 年，在南方教會擁有廣大影響力的張巴拿巴開始與

魏保羅，
《聖靈真見證冊（上卷）
》
（天津：真耶穌教會，1919）
，1-2；魏以撒編，
《真耶穌教會
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
，M8；姜立勛編，
《北京宗教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496-497。
14
謝順道，
《聖靈論》
，179。
15
魏保羅，
《聖靈真見證冊（上卷）
》
，2；不著撰人，
〈述說主的大能以彰主的榮耀〉
，
《通傳福音
真理報》no.13（1916）
：1 以及同期張之瑞，
〈聖靈在北京作工〉
，
《通傳福音真理報》no.13（1916）
：
2，張氏表示當時他也曾為魏氏禱告。另參魏以撒編，
《真耶穌教會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
，M6。
關於魏保羅與賁德新的
16
關於魏保羅與賁德新的來往以及後者對前者和真耶穌教會的影響，可參閱葉先秦，
〈華北五旬
節運動宣教先驅賁德新及其思想〉
，《建道學刊》38（2012）：33-58；Melissa Wei-Tsing Inouye,
“Charismatic Crossings: The Transnational, Transdenominational Friendship of Bernt Berntsen and
Wei Enbo,” in Yang, Tong and Anderson eds. Global Chin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91-117.
17
關於獨一神論五旬節派，可參閱 David Reed, In Jesus Name: The History and Beliefs Of Oneness
Pentecostals (Blandford Forum: Deo, 2008).
18
魏保羅，
〈魏保羅經歷畧表真見證〉，
《萬國更正教報》no.1（1919）
：1-2。
19
魏保羅，
《聖靈真見證冊（上卷）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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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教會疏遠，未久與後者劃清界線，宣稱自己的系統是真耶穌教會，北方教會
是「萬國更正教」
，兩者有所不同，雙方到 1931 年才又重新合一，張巴拿巴亦因
此被革除會籍。在 1924 年到 1931 年這段期間，南方教會在張巴拿巴領導之下有
很大成長，甚至已踏出國境，拓展到日屬台灣、日本本土、馬來亞、婆羅洲等地，
該會的海外拓展，可謂本土教會先驅，較聚會處系統來得更早。20

（二）基本信仰
魏保羅在領受「啟示」初起，就曾列出一些信仰條例，在他過世前留下了〈更
正要約〉
、
〈真耶穌教會的教規〉
、
〈各公會當更正的教規〉等條例式的教義綱要。
這些綱要以及魏保羅在其《聖靈真見證冊》所述有明顯的五旬節特徵與前千禧年
思想，成為真耶穌教會信仰奠基的要素，其中奉耶穌的名面向下受洗、守安息日、
追求靈洗並以「說方言」為證等教義至今仍是該會核心信仰。然而在魏保羅逝世
以後，魏以撒以及南北分裂期間領導南方教會的張巴拿巴等人，在魏氏的根基上
增添新的信仰詮釋，並予以深化，將該會從自立運動帶向體制化的自立教會，並
更進一步與五旬節信仰疏離，發展出不同於前者的特色。今日的真耶穌教會（南
派）以所謂「五大教義」和「十大信條」為基準，
「五大教義」在 1928 年張巴拿
巴秉政時期就已成形，「十大信條」基本上是從魏保羅以降的一些信仰條例歸納
而成。另一方面魏以撒則在成形於 1947 年第十一次全體代表大會發表「十二標
準」，而今只有北派教會仍繼續遵守。21而在這些教義宣言中均顯然可見「真教
會」的信念。目前以南派為主的真耶穌教會，其「五大教義」為：洗禮、洗腳禮、
聖餐、安息日、聖靈；「十大信條」是：
一、信耶穌基督係道成肉身，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升
天；衪是人類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獨一之真神。
二、信新舊約聖經係神所默示，為證明真道唯一之根據，及信徒生活之準
則。
三、信本教會係耶穌基督藉晚雨聖靈所設立，為復興使徒時代教會之真教
關於這部分的發展和南北分裂的原因，參看葉先秦《全球五旬節運動視野下的真耶穌教會》
（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第三章。
21
郭美徒，
〈聖徒對真道當行之必要〉
，
《聖靈報》vol.3, no.1（1928）:22 提到聖靈、洗禮、聖餐、
安息日、洗腳是該會為真的基礎。1947 年魏以撒提及「十二標準」時，在第五點列上「五大教
義」，但這版本與今昔都略有不同，未列出安息日，而是提到基督的靈降於該會，藉教牧按手可
「分賜」靈恩之憑據。
「十二標準」的綱要為：1.真信獨一真神為我們的父，及耶穌基督為我們
獨一的救主；2. 真信新舊二約聖經為證明真道唯一之寶典；3. 真信水,血,靈,三樣見證,為末世拯
救之大力；4. 真信雅各四位夫人為預表教會歷史的標準；5.真信五大教義為選民得救之標準；6.
真信六日勞碌，安靜做工，吃自己的飯，為會友自立自養自傳之根本；7.真信紀念安息日守為聖
日，為選民成聖之標準；8. 真信本會為羔羊新婦，為應驗聖經預言預表所產生之真教會；9. 真
信九級靈程為會友靈修之標準，必須循序漸進，達到完全；10. 真信本會會友，應遵守真神十誡,
為選民順命之標準；11. 真信十一樣靈恩，為振興教會的動力，不用其他方法興旺本會；12. 真
信十二使徒的名字，與十二支派的名字，為會友個別得救的門路與根基。不可彼此有輕視，嫉妒，
紛爭之觀念，以堅強本會組織。參魏以撒編，《真耶穌教會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B2-B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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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四、信水浸係赦罪重生之典禮，必須由已受水靈二浸者，奉主耶穌聖名，在
活水中給受浸者予以低下頭之全身浸禮。
五、信受聖靈係得天國基業之憑據，並以說靈言為受聖靈之明證。
六、信洗腳禮係與主有分，及教訓相愛、聖潔、謙卑、服事、饒恕之典禮。
對每一個受浸者，要奉主耶穌聖名給予洗腳一次；至於用水彼此洗腳，
必要時亦可行之。
七、信聖餐為紀念主死，同領主肉、主血，與主聯合，能得永生，在末日復
活之典禮。要時常舉行，但必須用一個無酵餅及葡萄汁舉辦之。
八、信安息日（星期六）為神賜福之日。但要在恩典下紀念其創造及救贖之
恩，並盼望來世永遠安息而遵守之。
九、信得救係本乎恩，也因著信；但必須依靠聖靈追求聖潔，實踐經訓，敬
神愛人。
十、信主耶穌必於世界末日從天降臨，審判萬民。義人得永生，罪人受永刑。
原則上「五大信仰」即是十大教義的梗概和精要。其實除了第四條其中面向下洗
禮以及第三條和第七條以外，其餘均與賁德新的信心會幾無二致，只是加上「啟
示」的名相為宗教修辭，將這些複製自獨一神論五旬節信仰的命題和陳述神聖化。
值得注意的是，該會第七項關於聖餐的神學詮釋，與一般「低派」教會明顯有別，
反而接近主流教派的「同質說」或「變質說」觀點，22未知是受到何派影響，有
待研究。

（三）崇拜儀式
由前可知，真耶穌教會的崇拜時間是以禮拜六為安息日，這是受安息日會影
響，該會強烈反對一般教會以禮拜日為主日的踐行。許多學者將真耶穌教會視為
中國本土五旬節運動的案例，因此可能在缺乏第一手觀察的情況下，認為該會的
聚會儀式就如一般五旬節教會的即興宗教活動。事實上除了某些地方（如非洲教
會）以外，真耶穌教會聚會中的儀式其實相當理性化和「常規化」
（routinization）
，
社會學者黃克先主張真耶穌教會的敬拜儀式具有儒家的底蘊。他列舉出幾項特徵：
1.區隔不同社會群體。聚會時按年齡、性別區分座位。年長者應受尊敬，故坐在
前排；其次是一般人，但須按男左女右的慣例分開兩邊就坐，這是基於「男女授
受不親」的傳統；2.談論並詮釋中國經典古籍。魏以撒等人傾向將真耶穌教會的
教導與儒家典籍連結起來，他曾撰述一本教義文集，即命名為《大道之行》，他
曾將這「大道」連結於〈以賽亞書〉35:8。另外，該會典型的講道包含數十節經

該會認為祝謝後的餅，就是主的肉，葡萄汁就是主的血，雖然在物質上沒有改變，但在靈裏
已是主的肉和血了。參 http://joy.org.tw/goodnews_books_content.asp?books_id=16&chapter_id=c_7
(accessed April 1, 2018). 另參《聯總手冊》，3-7，3-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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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講道者技巧性地藉幾項關鍵的宗教主題將經文串連起來，這稱為「串珠式講
道」
，主旨在於避免信仰被「非神聖」
（non-sacred）的字詞「污染」
。黃克先認為
這符應儒家「言必稱典」的觀念；3.課堂教學式的氛圍。黃克先認為真耶穌教會
（尤其是鄉間的堂會）的聚會氛圍類似古代私塾，信徒在聚會裡學習背誦經文、
培養良好德行，有的聚會還在傳道者身後放置黑板，在台下的會眾被教導遵守秩
序、保持安靜，整體氣氛彷彿在私塾上課；4.強調自我克制。即使在集體靈言禱
告伴隨身體振動時，會眾仍保持秩序，身體的動作是有節奏的律動且顯得自制，
禱告的開始或結束均是全體一致。23此外，該會在崇拜中雖用「方言禱告」（該
會慣稱「靈言」
，強調這種語言並非外語）
，但與一般五旬節教會明顯有別，在華
人地區佔多數的南派教會，聚會中的集體靈禱採跪姿，因此不少堂會長椅後方設
有跪墊。24就外在現象而言，該會靈禱時說出的「方言」，多為快速捲動舌頭發
出的聲響，音調也往往較高，而且伴隨身體振動，並以搖鈴開始及結束禱告，凡
此種種均與西方五旬節派顯然有別。另外，如上所述，真耶穌教會的儀式反映出
某種「常規化」
，該會的「靈言禱告」即充分反映某種「靈恩的常規化」
。前者在
崇拜聚會中的固定時段以集體方式進行，且嚴守一定秩序，這和五旬節派聚會中
「方言」禱告的即興特性顯然有別。五旬節派雖鼓勵信徒在崇拜中運用靈禱，但
未固定規限於某個時段，也不會在集體禱告進行時限定只能使用「方言」。
在民國時期若干中國自由派或溫和福音派的語言裡，真耶穌教會與一般福音
派、基要派均被統稱「屬靈派」
，且賦予某種負面意涵。但真耶穌教會卻不被其
他「屬靈派」視為「我群」，甚至斥為「異端」或別異教派，至今該會仍被一些
華人神學院的「護教學」課程作為分辨真偽與否的主要案例。其實，箇中問題不
在於許多人關注到的五旬節特質，而是其獨特的神觀。如前所述，該會承襲獨一
神論五旬節派的神觀，但許多教牧人士並不清楚該派神觀的詮釋理路和動機究竟
為何，僅憑對「三位一體」術語的否棄，就貿然以「異端」相稱。25另一方面，
召會/聚會所在某些方面與真耶穌教會相似，因此常被互相比較，前者在神論方
面也曾引起非難，惟仍被視為在三一論範圍內，被接受程度較高。此外，兩者一
較多受敬虔主義影響（聚會所創始者倪柝聲曾參與五旬節運動，但隨後放棄此路
線），一受五旬節運動影響，差異明顯反映於兩者的聚會儀式之中。再者，聚會
處和真耶穌教會對創辦者和特定人物言行的重視程度顯然有別，前者非常強調倪
柝聲和李常受兩位重要領袖的思想，也高舉其象徵性的意義；但後者並不如此，
23

Ke-Hsien Huang, “Timing the Spirit by Appropriating Indigenous Culture,” in Yang, Tong and
Anderson eds Global Chin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124-128; Yen-zen Tsai,
“Glossolalia and Church Identity: The Role of Sound i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Pentecostal-Charismatic Church,”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 (2015) 87-108.
24
跪下禱告的慣例，未知是從何時開始，或許與早期五旬節運動到「祭壇」前跪禱追求成聖、
靈洗經驗的踐行有關，魏保羅也曾屢次記述他以及其他信徒跪下禱告。目前向講台跪禱的模式，
應該是 1932 年確立下來，參張撒迦，《真耶穌教會總部十週年紀念專刊》
，62。
25
關於真耶穌教會神觀的討論，可參閱葉先秦，
〈奉主耶穌聖名禱告：回應蔡麗貞〈真耶穌教會
的聖靈觀〉，即將刊於《台灣神學論刊》no.44 (2019)。

69

葉先秦、蔡彥仁

甚至在創會者的角色上，也明顯比前者淡化許多，強調某種「神佑式」
（providential）
的起源歷史甚於高舉某些人物。

二、真耶穌教會的中期發展（1949-1967）
（一）中國大陸被壓迫和隱晦時期
1949 年中國面臨政權轉移，真耶穌教會國內外信徒共有十二萬五千人，教
堂一千兩百多所。當時許多差傳教會審時度勢，紛紛遷移至台灣或香港。但真耶
穌教會、聚會處、耶穌家庭等本土自立教會因本身就是自治、自養、自傳的本土
教會，因此繼續釘根本地，主體並未向外移出，對新政權也採取頗為服從的態度。
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教會自恃早信守並實踐「三自」原則，與差會系統的教會有所
區別，遂認定中共肅清帝國主義的基督教改革政策不會波及到自身。但 1951 年
開始的控訴運動首先針對差會和宣教士，稍後這些本土教會也同遭整肅。1952
年政府開始展開基督教的思想改造運動，魏以撒在情勢所逼下做出「自我檢討」，
他聲稱自己拿起「毛主席的思想鏡子」
，
「仔細的、真正的、長期的照一照自己，
照一照本會傳道工人，照一照所有信徒的成分」，才發現自己的「愛國主義」糊
塗極點，
「無形中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
。26魏以撒在〈我的檢討〉一文洋洋
灑灑針對其思想、其所傳的「三自」
、其個人英雄主義三方面做出「檢討」
，最後
列出八項「本會當前應走的道路」，號召信徒和教會接受三自革新運動的領導、
訂閱天風雜誌、警惕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等，他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甚至否定過去「神蹟奇事」的宣傳。27於是他帶領真耶穌教會在
三自宣言上簽字，1953 年真耶穌教會信徒共有一萬三千多人簽署三自宣言，而
1954 年召開的基督教全國會議出席名單就包括真耶穌教會的幾位代表。1958 年
總會開始受到「反右運動」等一系列中共和三自革新（愛國）運動委員會發起的
各種針對文化和宗教界肅清運動的衝擊，未久總會遭到解散，領袖多人被捕、判
刑。自此中國大陸沒有統一的聯絡機構，與海外真耶穌教會的聯繫因此中斷。1958
年到 1966 年間，許多堂會被充公，因而停止聚會，稍後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
化大革命，所有教會活動完全停擺，使得該會在中國大陸的文宣、歷史資料幾近
悉數佚失。28在政權轉移之後，真耶穌教會並未因向新政權靠攏或本身是自立教
會而免於迫害，因中共建國後，與其關係密切的左傾基督徒領袖所發起的三自運
動，是一政治運動，著重「反帝愛國」的方針，而且這些領袖向來對真耶穌教會
這類「屬靈派」多有批評，斥之為封建迷信，故予以嚴厲打壓。至 1958 年以前

鄧肇明，
《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1997）
，35-36。
27
http://www.tjccn.com/tjc/ztpd/tgyy/215304972.shtml （2018 年 4 月 23 日下載）。
28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台中：腓利門書房，2015），139-15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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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風》月刊關涉該會的報導裡，就可見不少類似抨擊。29

（二）台灣總會的建立與島內宣教的迅速發展
真耶穌教會在 1926 年就已傳入台灣，30值得注意的是，將該會信仰引入者
以及早期領袖，多人來自日治時代台灣的菁英階層。他們具備傑出的智識水平和
組織能力，活躍於海峽兩岸真耶穌教會的傳教活動，其中部分人士也參與總部的
行政工作甚至身居要職，顯見這群台灣教會領袖在該會的重要性。例如黃呈超從
1925 年開始，在漳州永福傳教並設立教會，為期五年；黃呈聰31歸信真耶穌教會
後不時往來兩岸，參加南京神學會，並曾協助《聖靈報》報務。第六次大會發起
審查該會起源，並且對張巴拿巴的創會敘事提出質疑者，黃呈聰亦為關鍵人物；
張錦章（撒迦）更是任職上海總部，後來長居於此。該會在台灣一開始稱為「台
灣支部」，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改稱「日本真耶穌教會支部」，終戰後 1946
年恢復「台灣支部」之名，隔年三月成為「台灣省支會」。時值中國大陸政權更
替後，台灣省支會脫離總會而獨立，1950 年改為地方性組織，稱為「台灣省真
耶穌教會」
，1956 年前述組織結束，成立「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成為該會在
各國各地的聯絡中心。32
正是因為台灣真耶穌教會領袖早前透過參與總部事務，而擁有治理教會的經
驗，得以在與大陸失聯後不但能繼續運作，且能很快自立為總會。台灣總會大概
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台中公園路時期（1956~1992），二是台中松竹路時期
（1992~）。33該會傳入台灣以後迅速發展至全台各地，增長迅速，更於 1937 年
即往原住民群體宣教，惟是時日本殖民政府限制原住民宗教自由，至日本戰敗以
後才能全面向原住民宣教，現已成為台灣山地原住民各族群或部落裡主要的基督
新教教派。到 1956 年已有 91 間教會，信徒 16000 多人；341976 年增長到 176 間
會堂，信徒 34400 多人；352002 年則有 239 間教會，50861 位信徒，雖有增長，
但漸趨緩慢。36在增設教會之餘，也設立神學院和文宣處，培養傳道人員並發行
各類刊物、書籍。此外，該會亦發展慈善事業，例如安老院等機構。37然而，至
今真耶穌教會內部對該會在台增長原因的學術探討仍顯不足，除了「有聖靈、有
真理、有神蹟」38等圈內人視野的神佑式論述以外，似無進一步解釋，尤其無法
參鄧肇明，
〈真耶穌教會的昨天和今天（上）
〉，
《橋》no.62(1993):10-15。
關於真耶穌教會初傳台灣的歷史，可參張巴拿巴，
《傳道記》
（南京：真耶穌教會）
；黃以利沙，
〈台灣傳道記〉，
《聖靈報》vol.1, no.1(1926):23-26。
31
關於黃呈聰的相關研究，可參考鄧慧恩，
〈僻靜的身影：1925 年前後的黃呈聰〉
，
《台灣文學研
究》no.3(2012):7-49。
32
黃以利沙編，《台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台中：真耶穌教會，1956），6-8。
33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14-117。
34
黃以利沙編，
《台灣傳教卅週年紀念刊》
，16；鄭家政編撰，
《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18-119。
35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14。
36
同上，118-119。
37
同上 116-118。
38
例如張心怡，《台灣真耶穌教會的發展（1925~2008）
》（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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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台灣某些五旬節/靈恩教派亦具備這三項要素，卻不見得有相同成效。

（三）全球聯合總會的成立（1967～）
台灣真耶穌教會與中國大陸教會失聯以後，決定取代前者自立總會，1967
年遂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台中籌備各國代表大會辦事處，同時擬定世界
宣教的推行計畫與方針。391975 年第二屆各國代表大會召開，議決成立「國際聯
合總會」
，簡稱為「聯總」
，辦事處設在台灣總會大樓，楊約翰連任總負責至 1995
年止，「十大信條」即是在這次會議確立。第四屆各國代表大會決定將國際聯合
總會的辦事處於 1985 年遷至美國加州園林教會辦公。國際聯合總會的規章於
1989 年修改後並正式在美國加州註冊，台灣總會仍有聯絡處。40至今聯總仍定期
召開各國代表大會，以求合力進行海外宣教工作。從 1967 年第一屆各國代表大
會召開時，推行海外宣教即是其中重要議案，聯總成立的三大方針包括：1.促進
全球真教會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合而為一；2.善用全球真教會屬靈上的恩賜，同心
合意事奉神；3.結合全球真教會的人力、物力，推展世界宣道事工。41可以說，
聯總的成立主因是為有效推動海外宣教，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真耶穌教會自我
認知的正式轉型，從華人為主體轉變為普世性的組織。同時，各國真耶穌教會也
紛紛建立地方總會，例如 1972 年東馬沙巴成立沙巴真耶穌教會總會；1970 年代
開始至 1999 年於新加坡組織「馬新總會」，2000 年開始分開組織「馬來西亞總
會」；42英國則是 1989 年在紐卡素教會成立總會。43

參、真耶穌教會的海外宣教策略
聯總在 2003 年第八屆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擬定了各組織的架構，在國際聯
總之下設立各國教會代表大會，由各國總會、各聯絡處、直屬教區（並非每個國
家或區域都有總會）組成。各國教會代表大會下轄聯總負責人會、常務負責人會、
總負責/執行秘書等組織，另外還有真理研究委員會，研討教義上的問題。聯總
負責人是在各國教會代表大會上，由代表中選出。「各國教會代表大會」一屆為
期四年，每二年舉開一次會議，輪流在各國舉行。44為有效推行各國教會的培訓、
傳道、行政等工作，聯總也設有財務部、總務部、文宣部、訓練部、宣道部等部
門，各地區也常舉辦聯誼會以推廣聖工。關於聯總組織架構詳見以下圖一示：

士論文，2009），34。
39
鄧肇明，
〈真耶穌教會的昨天和今天（下）〉
，《橋》no.63(1994):10。
40
《聯總手冊》
，2-1。
41
同上，1-4。
42
同上，12-4，12-5。
43
同上，12-18。
44
林永基，
〈真耶穌教會全球組織與現況〉
（未刊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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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際聯合總會行政組織架構圖45
真耶穌教會聯總將全球所轄教會分為東半球和西半球兩大區域，各國代表大
會以及宣道部亦按照此類型區分。東半球分為東北亞區、東南亞區、大洋洲區；
西半球分為非洲區、美洲區、歐洲區。目前各國代表大會組織架構如下圖二示：

45

《聯總手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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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國代表大會組織架構

由上可見，真耶穌教會對其全球宣教區域的分類與一般的認知略有殊異，一方面
是因為該會不是西方教會，而是起源於中國，故與西方差會或者學劃定的區域、
邊界有所不同。西方基督教（在此所指並非相對於東正教或東方正統教會的西方
拉丁教會）常以北美或西歐為中心，原則上不會如該會「美洲區」的分類，將拉
丁美洲與美加置於同一個類型之下，對不少差會和研究者而言，拉美是屬於「全
球南方」或「主體世界」
，在地緣政治上有所區別，這也是出於一種「北美中心」
的思維；同樣，以歐洲而言，將東歐與西歐國家置於「歐洲區」，也是頗為特殊
的分類。如上所言，真耶穌教會發源於中國，因此就跳脫了西方中心或北美中心
的世界基督教版圖視野，同時反映的是某種華人的觀點，以受漢文化或漢字文化
圈影響的國家或地區為「東北亞區」的邊界劃定依據，這或許牽涉到身份政治的
認定。而印度則被劃入「東南亞區」，就共時性連結而言，印度不是東協國家成
員，在地緣政治上也不屬東南亞，而屬南亞國家。對真耶穌教會的華人視野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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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區」和「歐洲區」的劃分同樣是出於一種同質性的理解。設若過往西方差
會宣教區域的劃分顯示出某種地理的想像與再現，出自中國的真耶穌教會在各國
代表大會以及宣道部的區域劃分亦尋循類似思維模式。
聯總對各地傳道者的派任擁有絕對支配權，欲成為聯總傳道者，須為各國總
會現任傳道者，被推荐後經聯總負責人會三分之二通過後方得任用。另外一種途
徑是，若有真耶穌教會信徒持研究所以上學歷或在在語言學習上有特殊稟賦的大
學畢業生，在受訓兩年(包括上課及實習）後，經聯總負責人會三分之二通過後
得以任用。46而聯總傳道者的派遣，往往與教會開拓和建立有密切關係，幾乎也
成為該會國外宣道的標準模式，即留學生或移民建立聚會點，報請聯總差派傳道
者前來駐牧，以成立教會。若無法即時派遣長期駐牧者，聯總每年會派兩梯次的
傳道者前往宣牧，每梯次至少一個月。除差派宣牧傳道者以外，聯總會視當地需
要，同時差派宗教教育專員與姊妹輔導員協助聖工。47聯總傳道者在宣教地區的
主要工作為牧養、宣道（包括對外召開佈道會，對內舉辦查經課程）、訓練當地
教會工作者，同時也協助建立當地教會組織，惟聖職的按立與組織的建立需經由
聯總核准。48聯總也考量到當地其他教派的堂會或傳道人轉投真耶穌教會的可能
性，主張對此採取審慎態度，不輕易接受改弦易幟，而必須嚴格審查其態度動機、
教義的理解、生活習慣、信仰經歷，尤其避免提及任何會堂補助或傳道生活費補
助情事，以避免動機不純者受物質因素左右而加入。49
真耶穌教會海外宣教工作所建立的信徒群體，至今大部分仍是華人，但非洲
各國和印度卻是以非華人為主，此特色格外值得關注。目前非洲計有迦納、奈及
利亞、貝南、賴比瑞亞、南非、肯亞等國可見真耶穌教會的設立。在奈及利亞，
該會的建立是起於 1978 年一位奈及利亞人士在美國接觸到真耶穌教會信仰，於
是隔年與聯總傳道者相偕到奈及利亞傳教。1981 年聯總再派遣人員前往奈及利
亞協助建立農耕系統，途經賴比瑞亞，因而也促成該國教會的設立。1985 年，
聯總差派人員到迦納傳道，成為西非第三個真耶穌教會傳入的國家。東非傳教的
起始為肯亞，與前例相似，該國真耶穌教會的傳入是 1995 年一名肯亞人在倫敦
閱讀當地真耶穌教會散發的傳單後，逕自聯絡聯總，同年聯總派人至肯亞開拓，
後來又延伸到其他鄰近東非國家。1997 年聯總開始往非洲的法語國家如貝南等
國傳教，這與法國真耶穌教會有密切關係。50印度的情況稍早已經提過，然而有
數十年之久，這些教會與其他國家的真耶穌教會失聯，直至 1997 年才與聯總恢
同上，5-13。
同上。
48
同上。
49
同上，5-14。
50
參梁得仁，
〈非洲真耶穌教會簡介〉http://www.joy.org.tw/holyspirit.asp?num=11349（2018 年 4
月 23 日下載）
。向非洲法語國家傳教的工作，與當年促成聯總的成立以及推動海外宣道的長老楊
約翰之子楊昱民有關，後者原為巴黎教會傳道，擁有哲學博士學位，曾在剛果等地傳教、建立教
會，惟後來因被控在教義上和財務上出現問題而被開除。關於其人在非洲傳教的自述，可參氏著
《兄弟，別走！》（桃園：原笙國際，2010）。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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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聯繫。但另一方面，聯總從 1969 年到 1994 年也積極在南印度傳教，與之前相
似的是，這批印度教會的建立同樣與馬來西亞的印度裔有關，即 1969 年一名當
地印度裔將該會信仰傳入淡米爾拿度（Tamil Nadu）
。51從上述例子可知，真耶穌
教會在非華人群體的工作多是由當地人在海外接觸該會信仰，始傳回原鄉。一方
面可見全球化身體的移動帶來宗教的傳播，另一方面，也可見在多數情況下，真
耶穌教會原先並非主動向非華人社群傳教，然而在本地人提出信仰需求後，聯總
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組織人員前往傳教。其中，志工團也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有兩
個志工團組織，一為隸屬東半球宣道部的東南亞宣教志工團，二為隸屬西半球宣
道部的非洲宣教志工團。主要的職責都是在於支援開拓區各項工作，成員主要為
兩邊總會或聯絡處推薦的神職人員，也有平信徒參與其中。52

肆、真耶穌教會信徒的海外移民
一、真耶穌教會早期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外的發展
真耶穌教會早於 1920 年代就已在東南亞的華人群體裡發展。1925 年黃提多
和胡腓力到現在的新馬一帶佈道，在新加坡、吉隆坡、實兆遠、怡保施洗以及設
立祈禱所，並一度以新加坡為中心，設立支會，做為聯絡機關。1926 年冬，黃
提多返回福建，新加坡支會托其向福建支會聘請一名長老至南洋協助，於是陳見
信在 1927 年前來。53除新加坡外，霹靂州的怡保亦曾為該會在新馬的另一中心，
1927 年正式建立教會，而後張巴拿巴被革除會籍，將其總部設於香港時，曾以
怡保為該派在南洋的基地，名為霹靂真耶穌教會支部，張氏 1932 年 6 月發行的
《角聲報》特刊即是在此印行。1927 年北婆羅州（今時東馬的沙巴）的李錫齡
因《聖靈報》接觸到真耶穌教會信仰，後赴新加坡聯繫陳見信，於是到沙巴佈道，
未久在山打根建立教會，信徒多為客家人，但也有沙巴原住民如卡達山杜順人和
毛律人。1952 年註冊為「真耶穌教會北婆羅洲支會」
，1972 年改為沙巴真耶穌教
54
會總會（沙巴總會）。 真耶穌教會在南洋的工作因著華人社群的網絡關係，也
將宣教工作延伸到了香港，雖然在 1930 年代香港教會受廣東支會管轄，但其開
拓根源與南洋的真耶穌教會更為直接，是時在吉隆坡的丘馬利亞扮演重要角色。
1926 年丘馬利亞聽聞新加坡有真耶穌教會傳神蹟奇事的信仰，於是前去考察，
後改宗該會並被按立為執事，遂回吉隆坡傳道。1929 年丘氏與媳婦到九龍傳道，
在太子路建立教會，接著陸續成立沙頭角教會、土瓜灣教會、大埔墟教會、樟木
頭教會。
日本真耶穌教會的建立則與日治時代台日之間的教會往來有莫大關係。日人
51
52
53
54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23-124。
《聯總手冊》
，5-2~5-4。
《聯總手冊》
，12-4；鄭家政編撰，
《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94-96。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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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田清基曾以日本聖潔會傳道身份來台，後歸信該會，並在 1927 年 11 月受靈洗。
須田自幼即為信徒，年少時曾加入救世軍，而後到台灣從事自由傳道，並在台北
神學校（今台灣神學院）就學。須田因深感本身信仰的空虛和乏力，亟欲追求「聖
靈充滿」，但某神學院院長卻以「聖靈已經降臨，不須要再追求」的說詞予以回
應，讓他深感失望。後來聖潔會監督中田氏來台，須田受邀到其在東京的聖書學
院就讀，他再次立志要求得聖靈的能力，然而聖潔會的說詞同樣無法滿足他。須
田後來在台南開設一間台人和日人融合的獨立教會，在此接觸真耶穌教會，因受
福建高路加講道感動而改宗。55稍後 1941 年，日本聖書教會監督村井屯與大阪
粉濱聖書教會牧師上井乙熊等五人來台參訪真耶穌教會，在台一個月期間內參加
教義討論會，並協助該會事工。同時，村井及上井接受真耶穌教會的洗禮，並將
前者的教義帶回日本。同年十一月村井之妻表示得到「異象」，遂成立「耶穌御
靈之教會」
，該會信仰明顯受真耶穌教會影響，包括重視洗腳禮、面向下受洗、
獨一神論。1942 年黃呈聰赴東京開神學會，一名與會的信心會宣教士村田繁人
於十月來台訪問，並接受真耶穌教會洗禮，而後攜家帶眷來台居住，至戰後始返
國，在日本各處設立教會56。但在日本戰敗後，當地真耶穌教會就自行發展，與
其他地方的真耶穌教會沒有頻密聯繫，至 2000 年，僅有四間教會和信徒 350 人，
2011 年才正式成立聯絡處，繼續發展教務。57
韓國教會的建立也與日本殖民範圍內的移動有關。1941 年 7 月韓人裴相龍
（靈導）在日本長崎，因渴望追求聖靈經驗而拜訪上井，接受按手獲得聖靈，受
浸後成為第一位歸信者。1943 年 4 月，另一旅日韓僑鄭泰俊（為真）也在上井
處接受真理。1945 年 1 月裴相龍返韓在金泉工作，向當地長老會的長老朴昌煥
傳教，再引導長老會信徒約三十餘名改宗。1948 年，成立第一間教會，1950 年

須田清基，
〈隨從主的引導〉，
《聖靈報》vol.3, no.19（1927）
：29-31。須田的改宗讓中田氏頗
為耿耿於懷，他表示須田此舉讓台灣聖潔教會受到嚴重打擊，後試圖挽回他而未果。參張亦鏡，
〈真耶穌教會固如是耶〉，
《真光》vol.28, no.4（1929）
：18。就本文所記，中田氏名為羽後。
56
魏以撒編，
《真耶穌教會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
，C65-66；黃以利沙編，
《台灣傳教卅週年紀
念刊》
，4-5；Paul Tsuchido Shew, “Pentecostals in Japan,” in Anderson and Tang ed. Asian and
Pentecostal, 498. 另參 David Hymes, “Toward a History and Theology of Japanese Pentecostalism,”
in Global Renewal Christianity: Spirit-Empowered Movemen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Vinson
Synan and Amos Yong (FL, Lake Mary: Charisma House, 2016), 170- 171, 提到村井除了沿用真耶
穌教會的一些儀式外，還主張代替死去的先祖受洗使其獲得救恩，他相信這是在末後的時代將恢
復的聖經教義且正確詮釋〈彼得前書〉3：18-22；4：6 基督「向死人傳道」的經文。與真耶穌
教會相似，村井的耶穌御靈之教會也鼓吹某種國族神學理解，他認為神並未揀選西方國家，而是
揀選了亞洲，真教會將出於東方，即是日本，並將傳播到全球。村井以及許多日本基督徒都視日
本的軍事行動為終末來臨前的徵兆，某個程度上合理化了日本的侵略惡行，對這些人而言，日本
扮演著終末性的意義。曾廣海指出，所謂的日本本土基督徒運動（Japanese Indigenous Christian
Movements）也主張為死人禱告以及代替死人受洗，一方面這是從祖先崇拜的傳統發展出來，另
一方面則重新詮釋了《使徒信經》關於基督降在陰間的條文。值得一提的是，此運動的一些創始
者是五旬節派背景，參 Simon Chan, Grassroots Asian Theology: Thinking the Faith from the Ground
Up (IL, Downers Grove, 2014), 33-34, 173-174.
57
鄭家政編撰，《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2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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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於鴻谷開第一屆代表大會，次年成韓國總會。58
早期真耶穌教會的海外據點還包括美國夏威夷檀香山，這是該會西半球宣道
區首間教會。1930 年代上海一位執事李愛真出資購買多份《聖靈報》攜回檀香
山，分送當地親友，並在當地傳教，更與當地中華基督教會辯論信仰，因此影響
了一些人。回到上海後，總部即議決差遣人員前去設教，但此時正逢南北合一大
會的召集，待會後郭多馬響應招募，於 1931 年 5 月 26 日由上海起行前往檀香山
宣教。未久便建立教會，甚至有來自美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人、日
本人、本島人等群體的歸信者。59

二、真耶穌教會近期在英國的發展
真耶穌教會在英國的發展可謂集體移民的結果，香港鴨洲教會移入的信徒為
其中一支主要的力量。鴨洲是一座位於吉澳西面的島嶼，1930 年開始有漁民群
聚於此，而這些漁民多為真耶穌教會信徒，當時丘馬利亞在沙頭角華界（屬中國
大陸的部分）傳道，有些歸信者即為這些漁民，而歸信的原因往往與病得醫治有
關。1952 年真耶穌教會正式在鴨洲建立教會，其中主因即是 1949 年之後沙頭角
華界信徒宗教自由受到限制，吉澳、西流江及印洲塘一帶漁民信徒也隨行到鴨洲
聚會生活，全盛時期島上有近千人居住。1965 年鴨洲教會重建，但也是在此時，
鴨洲的真耶穌教會居民開始外移。1960 年代因政府鼓勵，加上 1950 年代開始產
業轉型，鴨洲居民賴以為生的漁業逐漸沒落，於是不少居民移民英國從事餐飲業，
人口主要分佈在倫敦、紐卡素、愛丁堡等地。如今，鴨洲居民幾乎都已移出，整
座島嶼只剩三人。60
在鴨洲信徒移入之前，1950 年代開始到英國留學或工作的馬來西亞信徒，
即已開始將該會信仰帶入，至 1960 年以後各地信徒才開始互相聯絡，進而成立
臨時聚會點。1972 年在山打崙成立了祈禱所，當時有信徒 40 多名，1973 年在紐
卡素成立祈禱所，有信徒 200 多名。1976 年在紐卡素購置一會所，成立了英國
第一間真耶穌教會。1978 年樸茨茅斯信徒成立祈禱所及設立宗教教育系。1988
年建立了兩層樓的會堂，並於翌年舉行獻堂禮。1989 年 10 月 24 日，在紐卡素
教會召開全英國教會代表會議，議決成立英國總會。總會的成立也象徵當地的真
耶穌教會已有完全自治的能力，教會發展也已到達一定規模。今日，英國總會也

《聯總手冊》
，12-2；鄭家政編撰，
《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109-110。
魏以撒編，
《真耶穌教會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C59。
60
參閱〈【剩下三人的島嶼．一】鴨洲遷徙記 漁民、基督徒、全港最小的島〉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123195/%E5%89%
A9%E4%B8%8B%E4%B8%89%E4%BA%BA%E7%9A%84%E5%B3%B6%E5%B6%BC-%E4%B8
%80-%E9%B4%A8%E6%B4%B2%E9%81%B7%E5%BE%99%E8%A8%98-%E6%BC%81%E6%B
0%91-%E5%9F%BA%E7%9D%A3%E5%BE%92-%E5%85%A8%E6%B8%AF%E6%9C%80%E5%
B0%8F%E7%9A%84%E5%B3%B6（2018 年 4 月 23 日下載）。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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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照管北愛爾蘭、愛爾蘭共和國、俄羅斯、非洲的教務。61

三、真耶穌教會近期在美國的發展
真耶穌教會傳入美國是始於檀香山，而美國本土的傳教工作約莫是在 1970
年代由香港和台灣移民發起，主要地區為南加州和紐約。為集中人力和資源以推
展傳教工作，在 1976 年 7 月 24 日至 26 日，召開真耶穌教會全美國代表大會
（NCC）,並組成宣教聯絡委員會（Evangelical Coordination Council）作為推動工
作的行動組織。此組織團結了全美國信徒的力量，他們熱心參與聖工和奉獻，該
會因此有能力聘任全職行政人員和聖工人員協助推動教務，同時也有能力向國外
拓展。1978 年，來自奈及利亞的 I. J. Akpan 在加州的教會受洗後，回到該地展開
傳道工作，從此與非洲大陸互相聯繫，該會信仰因此也傳入了西非之迦納、奈及
利亞等國。至今為止，在美國已經有教會 18 所，祈禱所 4 處，信徒約 2,500 人。
62

四、真耶穌教會近期在歐陸的發展
歐陸曾是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核心地帶，雖非基督教發源地，但
羅馬帝國時期國教化以後延伸出來的西方教會（包括拉丁背景的羅馬公教以及宗
教改革後派生出來的新教）以及東方教會（主要指東正教，不包括東方正統教會
及其他西亞基督教會）均出於此，在基督宗教兩千年歷史中長時間身居要角，這
影響深切體現於西方文明，包括文學、藝術、教育、思想等領域。職是之故，真
耶穌教會此一建立於中國的基督教體系，「自東徂西」傳向歐陸可謂別具意義。
真耶穌教會在歐洲的萌芽從 1960 年代一位德國人在該會受洗開始，至 1970
年代晚期，三位曾在台灣受過完整真耶穌教會宗教教育的德法青年學生（其中之
一為柯恆雄，後為聯總歐洲負責人）陸續在歐洲開拓、傳教。1981 年，在德國
的斯圖加特（Stuttgart）大學普世宗教合一中心召開真耶穌教會第一屆歐陸靈修
會，當時參加的人數有歐陸信徒 5 人，慕道友 3 人，由英國來的信徒及傳道 7
人，成立「歐陸聖工小組」
。1982 年在巴黎開第二屆歐陸靈修會，同時成立巴黎
祈禱所。接著 1985 年在德國海德堡成立祈禱所，直屬國際聯合總會。1990 年，
台灣信徒相繼移民入奧地利，1992 年於薩爾斯堡成立祈禱所，同年，巴黎成立
教會，購堂後經過整修，1994 年舉行獻堂禮。1993 年在德國中南部的海德堡及
2000 年在北部的漢堡分別各購一公寓作為聚會所；另在德國中部的杜塞道夫附
近的萊因祈禱所、奧地利的維也納及瑞士的巴塞爾則均暫借信徒家定期守安息日；
另自 2002 年起，藉該會信徒留學之便，其信仰也傳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1991
年和 1992 年，西班牙和荷蘭也分別成立了教會。2010 年，真耶穌教會更傳入希
61
62

《聯總手冊》
，12-18~12-19。
同上，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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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在雅典有安息日聚會。目前歐陸的工作仰賴英總、巴黎教會及德語區之各自
祈禱所相互協調關懷、支援扶持。63

五、2000 年以來中國真耶穌教會信徒的海外移民
中國真耶穌教會信徒在改革開放初期到 1990 年代出國者多為非法移民，這
些移民以福建福清人為大宗，但隨著出國留學人數增加以及 2000 年左右中國崛
起，情況較諸以往已有不同。目前在全球某些國家的真耶穌教會是由中國大陸的
信徒開拓，或者成為其重要組成份子。例如俄羅斯即為一例。1995 年聯總開始
差遣八梯次的傳道人前往莫斯科建立教會，除莫斯科外，列寧格勒為另一據點。
信徒多為在莫斯科經商之中國人，目前當地之專職工人為中國人宋力強。64而西
班牙、義大利、希臘的教會也多是從福州出來工作的信徒建立。

伍、討論與比較
一、與其他華人宗教團體的比較
（一）台灣非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海外發展
真耶穌教會從 1920 年代開始向海外拓展以來，移民網絡關係的利用一直是
最主要的宣教模式，且可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華人信徒移居到他國後，與移出
地的真耶穌教會聯繫，請求派遣人員前來宣教、建立教會。早期的李愛真，以及
近期歐洲、美洲各國教會的成立基本上屬此類；第二類是非真耶穌教會信徒（華
人或非華人均有）
，在移動至原籍地以外的地方或國家後接觸到真耶穌教會信仰，
同樣請求派遣傳道者回到本身的原居地傳教，或者是待本身在該會擁有一定權力
或宗教資本後，自行回國傳教後聯繫總會（或後來的聯總）前來協助或者受差派
回去發展教會。早期的黃呈聰、須田清基、裴相龍、首間印度真耶穌教會，以及
近期非洲肯亞、奈及利亞教會的建立屬此類；第三類是主動到海外傳教，但對象
是當地的華裔移民，利用當地的移民網絡拓展教務，這在早期較為常見；第四類
是以鴨洲教會為案例，是一種具相當規模的宗教移民，類似歷史上英國清教徒移
民北美，以及清末民初福州美以美會信徒集體移民砂勞越。
憑藉移民網絡關係，真耶穌教會已拓展到全球六大洲，成為台灣以及華人宗
教群體向外傳播的一個顯明個案，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台灣的
「重新定向」
（Re-orientation）
，意即該會雖發源於中國北京，但中心卻已轉移至
63
64

同上，12-19。
同上，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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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並由台灣將該會信仰傳布到世界各國。這種轉移不是基於空間範圍內身體
的移動，而是台灣真耶穌教會在與中國大陸失聯，失去中心的情況下後自行成為
中心，這樣的案例可謂罕見。然而，今日台灣或者華人世界跨國移動的宗教團體
最為人所知的，要數慈濟、佛光山、一貫道。台灣佛教的跨國發展在近年來無論
在民間或學界均為關注焦點，其特點在於「人間佛教」的推廣，意即強調某種此
世性格的進路，此一觀點可追溯到 1920 年太虛大師的主張，後由印順法師推展
開來，慈濟和佛光山均受其影響。兩者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建立以台灣為總部的全
球性網絡和體系，而且這兩個團體在全球擴張之際，展現出的格局明顯從離散群
體轉向普世性的理解，海外信徒不僅限於華人，亦有不少非華人信徒以及佛學院
的畢業生。而慈濟相較佛光山或其他向外擴展的台灣佛教群體表現出的獨特之處
在於三點：一為更顯著的本土性。證嚴法師生於台灣，亦在台灣出家；二為更強
調各地方分部裡在家居士的角色，其慈善機構不在寺院裡，領導層也非僧侶階
級；三為強調俗世性人道救濟工作。65另外，由於證嚴法師的角色，慈濟更凸顯
出某種性別意識以及女性的卡里斯馬領導權威。66
除佛教以外，一貫道也是向海外拓展的另一台灣宗教團體，其「道脈」從中
國（1949 年後在中國被禁止）傳到台灣（1951 年也被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取
締）
，更於 1971 年開始往世界各國傳播，所及之處從周圍的日本、韓國、新加坡、
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再遠到歐洲各國、非洲各國、美國。根
據統計，目前已有 80 個國家和地區有一貫道組織，並在 14 個國家有總會，足見
其發展走向已由本土宗教轉變為普世性的宗教。而且一貫道近來還積極爭取加入
國際性 NGO，並參與宗教對話。67不過一貫道的海外信徒基本上還是以華人為主
體，鮮少其他族裔、國家的信徒，其中主因或為一貫道本身在中華傳統或文化有
較深的著墨，另一方面又未能充分迎合、滿足非華裔或西方人對「東方」的某種
「異國情調」（exotic）想像。
就吸收非華人信徒或者普世性的層面而言，目前真耶穌教會的境外拓展範圍
基本上仍以華人離散群體為主，與慈濟和佛光山相較之下尚且不及，但高於一貫
道。前述兩個佛教團體均在海外設有許多 NGO 或其他慈善公益機構，慈濟藉著
慈善事業、醫療深入各國民間，因而走出宗教信仰的界圍，接觸到各種不同信仰
的人士。佛光山較前者重視佛法的弘揚，在許多國家設有道場以及佛學院，甚至
在美國和澳洲分別創辦西來大學和南天大學，不少學生是當地非華裔人士。而且，
這兩個佛教機構本身沒有闡揚國族主義或中華文化的動機或根底，顯然具有更明
65

C. Julia Huang, “Beyond Taiwan: Taiwan Buddhism on a Global Stage,” Taiwan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12, no.1, 2 (2013): 34-36.
66
C. Julia Huang, “Gendered Charisma in the Buddhist Tzu Chi (ciji) Movement,” Nova Religio: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2, Issue 2 (2008): 29-47.
67
李京源，
〈韓國一貫道發展概述〉
，《華人宗教研究》no.4（2014）：148。其他關於一貫道海外
拓展的個案研究可參宋光宇，
〈宗教傳播、商業活動與文化認同：一貫道在新加坡的傳播與發展〉
，
《文史哲學報》no.47（1997）
：213-258；沈曄瀅，
〈印尼後新秩序時代之華人宗教復興：以一貫
道之發展為例〉，
《台灣東南亞學刊》10, no.2（2015）
：1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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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普世性。對真耶穌教會而言，勸化非華人族裔歸信、改宗亦為重要，然而因
其國族神學的底蘊，華人往往被視為優先傳教的對象，基督宗教雖為世界宗教，
但真耶穌教會主張中國乃被神特別揀選之地，加上該會具明顯排他性，強調是「唯
一得救真教會」，均隱晦地將其存在繫於某種華人族裔的特殊性。就此部分，與
一貫道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一貫道在加入國際性組織以及參與公共議題對話方面
則表現較為積極。其二，真耶穌教會的全球拓展與慈濟和佛光山以及一貫道，均
充分運用移民網絡關係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然而前者較為被動，較缺乏策略性
佈局，在許多案例中都是留學生、移民落戶某地後始請求聯總或其他地方的總會
前來協助建立教會，且非華裔歸信的例子則又多為這些人士主動接觸該會信仰，
而非該會積極向這些非華裔群體宣教的結果。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許多國家，
本地基督宗教的市場已頗為競爭，一個外來的華人基督教派除非能提供別具特色
或滿足特定「區位」
（niches）的宗教商品，68否則要向在地非華裔人士傳教、使
其改宗，實非易事。

（二）台灣基督教派的海外宣教
真耶穌教會可謂華人自立教會海外拓展的先驅，而近年來靈糧堂和召會（聚
會所）這兩個自立教會積極投入海外擴張、植堂所達致的教勢發展，與前者相較
堪稱有過之而無不及。靈糧堂起源於上海，1943 年由奮興佈道家趙世光成立，
並組成「中國靈糧世界佈道會」
，在某種型態上與真耶穌教會同為本土自立教會。
1949 年之後，靈糧堂往香港和台灣發展以存留實力，台灣的靈糧堂到了周神助
主持的時期開始轉型，在實踐層面接受五旬節/靈恩運動並順應當代若干新教福
音派教會的流行趨勢（但香港靈糧堂聲明反對台灣靈糧堂的靈恩路線）
。1989 年
左右，靈糧堂開始在世界各地植堂，1992 年正式設立植堂處，該會初期的策略
與真耶穌教會類似，均是在各國的台灣或華人移民當中建立教會。靈糧堂的宣教
強調「強本南進」
、
「強本西進」
、
「強本全進」
、
「四中宣教」
。
「強本」意即強化台
北地區靈糧堂的拓植；
「南進」指南下往全島拓展；
「西進」向海外宣教；
「全進」
指向全球各地宣教；
「四中」指的是中國、中南半島、中亞和中東。就靈糧堂的
說法，這是由「耶路撒冷型」內向教會轉型為「安提阿型」外向教會。該堂在台
灣就有跨文化的宣教，有印尼語、菲律賓語、越南語、英語和西班牙語等聚會。
對象主要是來台工作者（不拘白領或藍領）
、留學生或新住民，值得關注的是，
當中若干參與各語言崇拜聚會的外籍人士以及到靈糧神學院讀書的外籍生，已逐
漸成為海外跨文化宣教和植堂的一股主要力量，目前被差回原居地宣教植堂的有：

「區位」指一群特定消費者或有共同喜好者構成的一個特別市場區段（segment），斯塔克
（Rodney Stark）和芬克（Roger Finke）在論述宗教市場經濟時借用了這個概念，他認為這些「區
位」在整體宗教經濟的重要性在於：沒有一個宗教組織能滿足所有需求。參斯塔克（Rodney Stark）
與芬克（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
，頁 2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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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馬來西亞等國人士。69台北靈糧堂植堂處已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轉型為
「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繼續積極在世界各國宣教，目前全球堂會數字已達驚
人的 469 間之譜，扣除台灣的 188 間，在歐洲有 13 間、非洲 76 間、大洋洲 23
間、亞洲 106 間（尤其在蒙古開拓 35 間教會）
、美洲 63 間。其中除了在北美、
西歐、澳大利亞某些地方的教會是由華人或台灣移民治理以外，許多國家的靈糧
堂是由當地非華裔信徒擔任領袖。70
另一方面，目前人數最多的華人自立教派召會（聚會所）近年來也開始在俄
羅斯、德國、荷蘭等地向當地的非華裔宣教。召會在 1989 年以前，尚未有組織
性的海外宣教工作，當時僅有極少數的資深全職同工，自發前往東亞或東南亞等
國宣教，也有些信徒採取「移民宣教模式」
（信徒以工作或學業等方式移居海外，
主要目的仍是宣教）前往。與真耶穌教會相似，召會有個類似聯總的組織在美國
加州安那翰，負責全球事奉者的訓練工作。1989 年開始，美國開辦全時間訓練，
差遣參加過訓練的全職同工者開始前往海外宣教，1994 年後，台灣的召會也舉
辦類似訓練。召會在海外宣教的途徑大致有三：書報發送、信徒移民、全職同工
駐點。具體的進行的方式多為全職同工配合當地信徒發送召會出版書籍或恢復本
聖經（已經翻譯為許多語言），刊登廣告讓人免費索取，接著再邀請或訪問索取
者，召會即是以此方式引導當地人歸信。71據非正式的粗略統計，召會目前在全
球有 4005 處會所，在 104 個國家有召會。72
由於真耶穌教會至 2017 年百週年紀念時，都尚未正式發佈全球堂會數或人
數的統計數字，因此難以確認。就量化指標而言（或需扣除難以估算的中國大陸
教會）
，該會與靈糧堂和召會的規模差距，粗略推估，成果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相較靈糧堂，真耶穌教會的海外宣教缺乏策略性的推動，未在群體裡塑造
出某種全球擴張的宏願，反之靈糧堂呈現某種較具「侵略性」的「全球靈性征服」
（global spiritual conquest）的特性。另一方面，因為真耶穌教會在台灣並未特別
開設其他語言的安息日聚會，未能向在台的各國移工、留學生、新住民做有效的
傳教工作，故此無法如靈糧堂差派這些外籍人士回到母國拓植教會，或讓這些外
籍人士在台灣歸信，進而將該會信仰帶回母國。在海外教會自立程度以及普世性
方面，靈糧堂本身就自稱是一個「網絡」，台灣教會對各地教會並沒有絕對管治
葉嶺楠，
〈概說宣植異象與策略之落實〉
http://literary.bolcc.tw/go3.php?block=selected&subblock=kingdom&part=%E5%AE%A3%E6%95%
99&aid=3435 （2018 年 4 月 27 日下載）
。
70
http://web.bolcc.tw/NPlanting/churches.php （2018 年 4 月 27 日下載）
。
71
關於召會在歐洲各國宣教的研究，可參考伍宗耀，
《宣教脈絡下—俄國地方召會信徒改宗研究》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張證豪，
〈召會在異文化地區的宣教與運作，
以荷蘭的地方召會為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辦，
「2017 第四屆中國本土基督教神學
之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北：2017 年 10 月 20-21 日。張證豪認為，李常受「相調」的神學詮釋
在召會從事海外宣教時，對跨文化的實踐有所助益。
72
郭榮剛，
〈倪柝聲中國「地方教會」運動的本土化實踐：
「建制重構」到「內核回歸」
〉
，林四皓、
周復初編，《不死就不生：2011 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新北：華宣出
版，201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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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彼此之間是鬆散的網絡關係，這對當地教會的自立而言無疑是助力，也充分
反映靈糧堂本身的自立性質。靈糧堂雖為華人根源，但並未有國族神學的修辭或
主張族裔、國族地理的特殊性，因此相對在許多地方領袖和信徒均非華人。相對
之下，真耶穌教會聯總透過各國總會、聯絡處的建制，對其下教會就具相對較高
的約束力，對自立有某種程度的阻力，且海外宣教工作仍是以華人為主體，若非
中港澳台移民即為當地的華裔。由此可見，真耶穌教會本為自立教會，但在海外
宣教的地區，卻未能在當地教會充分顯示出自立的特質，某種程度而言，似乎這
些教會接受來自華人的管治，真耶穌教會反而扮演了差會的角色。若與召會相較，
真耶穌教會向非華裔傳教的積極程度顯然未及前者，召會的自我身份認同也強調
某種蘊含排他性的特殊性，然而未在國族主義有所著墨，早先召會亦是透過移民
網絡建立教會，但近年在歐洲的傳教則是主動訓練、差派人員向當地非華裔宣教。
而且，需要做出分別的是，召會運用移民網絡的方式除了如真耶穌教會由留學生、
移民建立聚會點，再聯絡聯總或總會以外，在許多情況下是主動「福音移民」，
意圖移往他國拓植教會。這樣的模式至今鮮少為真耶穌教會所用。

（三）真耶穌教會海外宣教的特色和問題
如前所述，真耶穌教會海外宣教的特色在於善用移民網絡關係，以此在世界
各國建立教會。惟其宣教的策略和實踐較為被動，缺乏完整的差傳計畫和目標，
兼之以國族主義的自我認同神學底蘊，以致宣教對象仍以華人為主，其他族裔的
歸信在許多情況下是主動或偶然接觸到真耶穌教會，遂將此信仰帶回本身的國家
或族裔之中，而非聯總或各國總會主動向其族群傳教。1993 年的聯總會議即有
討論到該會海外宣教側重華裔的現象。有該會人士指出，除亞洲外，世界各地的
真耶穌教會都是由移民和留學生推動成立，且傳道的對象始終侷限於「自己人」
（但這樣的現象後來已略有改變），還未能突破種族和文化的界線。這位作者指
出三個困難：一、種族歧視。許多美國白人歧視有色人種，而真耶穌教會是華人
教會，故美國白人不願踏足；二、文化背景的差異；三、翻譯效果不佳。73簡而
言之，基於真耶穌教會的華人性（Chineseness）在當時仍十分明顯，跨文化的工
作有待加強。但在座談會中，與會者的共識指出，應首先積極向當地華人傳教，
成立各國華人據點，以當地華人傳給外國人，並加強當地能力、財力的獨立，此
對世界傳道的落實較為具體。742017 年大專班靈恩會的講義中，林永基又重申這
項立場，他指出：「不論是東西半球的開拓，應著重華人聚集的地方，先向他們
宣揚福音，然後藉由他們向當地人傳福音(徒十三 46)」
。75由此共識看來，以華人
為主體的觀點並未有大幅調整，即主張首先向華人宣教，再由華人教會向非華裔

73
74
75

鄧肇明，
〈真耶穌教會的昨天和今天（下）〉
，15。
同上。
林永基，
〈真耶穌教會全球組織與現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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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就策略而言，這有其務實之處。但也凸顯了三項議題：其一，國族神學和
華人中心的自我認知。自 1920 年代張巴拿巴主持南方教會會務開始，此一時期
的《聖靈報》就出現不少以國族意識和中國中心為修辭，主張起源於中國的真耶
穌教會之獨特性的文章。諸如以中國真耶穌教會為「晚雨聖靈」復現的載體。1993
年第六屆代大真研結論之 13 再次重申這樣的理解：a.根據聖經預言，我們相信
真教會從東方出現；b.根據歷史事實，我們相信聖經預言中的東方就是中國；c.
對外傳福音先傳基本信仰，對方相信後，找適當機會，將真教會從東方而出的真
理，加以教導。76對該會而言，中國國族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二，跨文化策略
的不足。這顯然與前述問題有關，真耶穌教會不時予人華人教會的印象，尚未充
分思考跨文化的宣教策略，可能也有某種「西方主義」的想像；其三，對非華裔
宣教的被動。基於上述的因素，真耶穌教會在普世性的意識容或不夠強烈，也未
有像靈糧堂那樣的「靈性征服」動力，因此多數情況下是遇到非華裔自願改宗並
請求到其族群裡宣教，聯總始做出回應。
此外，移民或留學生信徒也意味著某種不穩定性。若干移民移居國外是以牟
利賺錢為主要動機，信仰則為次要，這和召會以及其他教派實行˙的「福音移民」
有頗大差異，自然連帶影響到宣教成效。而留學生人口流動幅度甚大，往往也無
法成為當地長久的會友，加上留學生身在異鄉，需要時間適應異文化也需要教會
較多照顧，此外又要兼顧學習和工作，基本上較難投入教會拓植或宣教工作。近
來，真耶穌教會已有主動向某些地區非華裔群體宣教，但整體而言該會的種族構
成還是以華裔為主、其他族裔為輔。因此，華人群體內的宣教將仍會是聯總海外
宣教的主要對象，只是隨著中國崛起，向外移民的人口亦在快速增加。現在海外
的中國真耶穌教會信徒移民已有別於 1990 年代的非法移民，而是許多白領階層
和專業人士，中國移民信徒的增加，勢必取代傳統以台灣移民為主的教會組成。

二、與國外基督教派海外拓展的比較
如前所述，世界基督教的核心已轉向「全球南方」
，而此一區域的基督教也
正進行「反向宣教」
，向「全球北方」或歐美派遣宣教士、建立教會，同時也包
含被稱為「啟創地區」的西亞和中亞。韓國是其中一個顯著的案例，但韓國教會
的全球擴張卻被認為是明顯的「靈性征服」
，這似乎於某個程度再製美國的「昭
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認知。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韓國教會對外宣教和擴
張的現象，也意識到韓國宣教工作往往依恃其文化和經濟力量的地位，恐有重新
陷入新殖民主義之虞，或者展現某種凱旋主義，有學者甚至以「朝鮮承平」
（Pax
Koreana）形容韓國教會在海外的文化帝國主義。韓國教會大量差派宣教士前往
海外宣教其中一個因素是，1980 年代以降國內神學院畢業生過多，牧會職位僧

76

《聯總手冊》
，4-5。

85

葉先秦、蔡彥仁

多粥少，海外宣教就應運而生，成為一個「就業」選項。77韓國的對外宣教，有
很大一部分也是與建立韓國人教會有關，這是今日全球化過程中跨國移動的常見
現象，不僅韓國，許多基督徒比例較高且有相當數量海外移民的國家也都會運用
移民網絡，在海外建立自己國族、族裔、語言的基督教群體，例如中國、印尼、
菲律賓等國在海外都有其教會分支。在跨國移動的過程中，原居地的基督教信仰
於焉在國外落地生根，建立起新的宗教社群，維繫並凝聚原鄉或族裔的集體記憶。
真耶穌教會的海外宣教，其實是順應此全球化的潮流。
真耶穌教會和韓國教會都處於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言儒
家文化圈的範圍內，兩者也都被認為有儒家文化的底蘊。韓國教會至今可見清楚
的上下尊卑關係，最具體的例子是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地位明顯存在落差，神職
人員擁有儒家文化裡師者的地位，在許多情況下享有信徒「弟子服其勞」的權利。
即使今日韓國基督教的勢力在韓國社會有一定影響力，儒家注重倫常禮教的文化
根底仍明顯存在社會甚至韓國基督教。而真耶穌教會如前述黃克先所言是一種在
地化、儒家型態的五旬節主義，用以維持其宗教秩序。兩者運用移民網絡從事海
外宣教的模式，或可視為東亞儒家文化家庭觀念的延伸，在此觀念下，落戶海外
的移民仍是家庭的成員，因此教派應前往開拓，維繫移民與原居地家庭的關係，
而原居地的教會似乎某種程度上扮演家長的角色。故此可見，在國外的韓國教會
或真耶穌教會仍多數使用韓語和華語，雖然這在海外的各國移民教會是普遍可見
的情況，以維持自己國族、族裔的身分認同，此從多元文化的觀點視之，亦維持
了某種多元性，抵抗同化的文化霸權。然而韓國教會和真耶穌教會的海外移民群
體的建立，則可能更強調一種家庭甚至宗族觀念延伸出來，強調切莫「數典忘祖」
抑或「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的關係維繫或控制。另一方面，雖然兩者
均受儒家文化影響，但韓國教會表現出一種較具攻擊性的「靈性征服」態度，在
宣教工作中往往一併輸入韓國文化，展現某種文化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權力
慾望，這顯然有別於儒家文化的「讓」和仁德。然而，真耶穌教會在對非華裔群
體宣教時，雖仍持有核心–邊陲的理解和治理體制，卻未明顯展現上述的強硬殖
民作風。

陸、結語
真耶穌教會自 1917 年魏保羅在北京立會到 2017 年已邁入一世紀，這是歷史
最悠久的華人本土自立教會，由於從清末開始，南方各省就有許多人移民至南洋
及夏威夷等地，該會即善用移民網絡，從 1920 年代就向海外宣教，這使其有別
於其他民國時期成立的同類型教會（例如：耶穌家庭、靈恩會）
。1967 年第一次
各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隨之而來 1975 年正式成立的聯總，讓海外宣教的推動
更有組織性，尤其使訓練和差派的工作更有效率。真耶穌教會的海外宣教使其堂
77

Park, “Korea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62; Kim, “A Mission to the “Graveyard of Empires”?”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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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數和信徒人數均大幅增長，也成為全球化浪潮下宗教移民的典型案例。
近日全球化與宗教移民的議題可謂備受關注，討論的問題多為文化適應或跨
國移動的過程中宗教在教義、儀式、實踐等層面的變與不變，而移民網絡也是其
中一個重要議題。在這個問題上，真耶穌教會主要有幾個貢獻：第一、移民網絡
與宗教全球擴張。真耶穌教會善於運用華裔留學生和移民的網絡關係建立海外教
會，再以此為據點向其他族裔、國家，例如法國教會向非洲法語區宣教。這樣的
作法雖非該會獨有，卻是華人教會史上的先驅，同時顯示出前述儒家文化家庭觀
念的延伸，是一種本土化的表現；第二、「全球南方」本土教會「反向宣教」的
案例。如前所述，今日世界基督教的中心不復在於歐陸，真耶穌教會作為「全球
南方」華人土壤生成的本土教會，向歐洲等「全球北方」的國家宣教，輸出來自
華人世界的宗教果實，該會即是當中一顯著個案。而且，真耶穌教會的海外宣教
（尤以對非華裔族群）大致上並未複製以往西方差會的文化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
或者近期韓國教會的「靈性征服」態度。因而能充分反映其立會初期反帝反殖民
的動機，且凸顯儒家的仁德；第三、「世界基督教」的理解框架和視野。承上，
近日學界對非西方的基督教展現頗大研究興趣，這容或反映某種東方主義的想像，
但至少已避免視基督教為一種歐洲宗教，也關注到其中心並非固定，而是一再轉
移。此外，
「世界基督教」的概念也強調基督教的全球性，地理上或地緣政治上
的西方或非西方教會界圍或將愈見模糊，後者向前者的宣教帶來思想、文化、身
體的移動，也帶來互動和融合，在亞非拉美已有西方的教會，而今在西方也有亞
非拉美的教會，過往的界線將會打破，基督教的多元紛呈也會更為明顯。真耶穌
教會近年來在各國的拓展，雖以華人為主體，但也逐漸突破這樣的侷限，在非洲
各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均能見到非華裔的信徒群
體，在可見的未來，真耶穌教會或將成為更加多元族裔的教派。然而，該會的國
族神學理解對此而言不啻為一項障礙，但這又是該會教會教義理論的主要根基，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張力，將是該會神學工作者需要殫精竭慮加以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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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恩九序心法在內丹學史上的意義
李忠達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林兆恩是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三一教」的創立者。三一教又稱夏教，流行
於莆田、仙游一帶，之後逐漸向福建以外的地區傳播，一度在中國各地都相當盛
行。三一教的教義以三教合一為宗旨，融合大量儒家理學、道教內丹、佛教緣起
與覺悟解脫的理論，是明末清初三教合一風潮的重要一環。三一教有嚴謹的組織
結構和崇拜儀式，可以被歸類為一種制度性宗教，即使是在明末眾多的三教論者
當中，這種建立教派的企圖仍是十分罕見的。此外，林兆恩在傳教過程中，以九
序修行功法可以治病延年作為號召，吸引大批追隨者加入。這套九序心法，儼然
是三一教創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學界對林兆恩的研究中，林兆恩的生平、思想以及其教派混和三教的特色都
已有不少成果可供參考。1這些研究論著當中，多少都有提到九序心法，並且將
九序的修煉內容和道教內丹學聯繫起來。比如貝林特別著重陽明心學的影響，側
重於描述心的修養，對道教內丹傳統的關聯性著墨不多；此外，她僅解釋了〈九
序心法摘言〉，卻沒有應用直接闡釋九序修練方式的《九序摘言內景圖》與較晚
期的《九序要訣須知》等文獻，因此缺乏具體修持上的分析。這幾部文獻在當代
學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已經被尋獲和公開出版，因而逐漸為人熟知。這使得林
兆恩九序的研究，不能僅僅是考察明代出版的林兆恩著作，還必須考慮這幾部作
品的內容。
就筆者所知，在丁荷生（Kenneth Dean）《三一教主林兆恩：一個教派在中
國東南的流傳》和何善蒙《三一教研究》兩部論著中，收納有《九序摘言內景圖》
與《九序要訣須知》這幾部重要文獻。丁荷生對流傳於福建、新加坡及其他地區
的三一教做過廣泛的田野考察，說明清代至現代三一教在東南亞地區流傳的歷史，
並首度將教中的儀式傳統、咒語和圖像等多種元素納入研究視野。2何善蒙的田
如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硏究》
（豐島 : 國書刊行會，昭和四十七 1972）第三章第八節「林兆
恩の三教思想」
（頁 263-284）
、鄭志明《明代三一教主研究》
（臺北：學生書局，1988）
，對林兆
恩的生平與思想都已做過基本的考察。鄭志明在臺灣對夏教作過調查，撰成〈臺灣夏教的宗教體
系〉
（《臺灣民間宗教結社》
，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頁 225-263）
，詳細描述了三一教流傳
到臺灣的狀況。此外，貝林（Judith Berling）《林兆恩的會通宗教》
（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將林兆恩的思想放在明代心學流行的思潮中
觀察，認為林兆恩汲取陽明學中的許多元素，並且認為宗教融通（Syncretism）是三教關係發展
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2
Kenneth Dean,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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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調查地點則在福建和臺灣，補充了不少實地考察到的新資訊。3本文考察了林
兆恩《林子全書》對九序所做的解說，再比對丁荷生書中收錄的《九序心法內景
圖》與《九序要訣須知》
（英譯）
，以及何善蒙在臺灣的養聖堂對郭慶瑞先生所做
的訪談，發現兩者對九序修煉次序的說明和內丹學傳統中「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煉神還虛」的三段式理論有相當大的不同。這兩者間的差異，理應受到道教學界
的重視，並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將內丹的修煉分成九個階段，這九個階段各自具有獨立的
修煉功法和對應的身體徵候，並不是機械性的依照精、氣、神的次序，將修煉的
架構拆分為三－三－三的階序。換言之，九序不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
虛各自細分成三個階段而形成的一套內丹功法，而是自成九個階序的獨立功法。
這種將內丹修煉分成九個階段的作法，在內丹學的歷史上是有跡可循的。比如陳
朴《內丹訣》將內丹修練分成九轉，每一轉都有歌、詞、口訣說明功法內涵，是
自成一個體系的內丹學。這套九轉的系統，取喻於外丹學中的「九轉還丹」，但
是並不將「九轉」的意義解釋為某一階段功法需要「九年」的修煉時間，而是真
正將修煉成序劃分為九段。林兆恩的九序或許證明了，在內丹發展和流傳的歷史
中，這套九階序的修煉傳統始終存在著，同時也是內丹傳統不可忽視的一部份，
只是長期被掩藏在精、氣、神為三段式的主流論述當中。因此，本文冀能深入九
序心法的實際修煉過程，探討內丹傳統中九階序功法的內涵，重新評價林兆恩在
整個內丹學史上的地位。

貳、
《九序摘言內景圖》的修煉階序
為了探明九序心法在實際修煉上的操作程序，以及身體出現的各種徵候，本
文首先考察的是林兆恩的《九序摘言內景圖》
（以下簡稱《內景圖》）。本文所引
用的圖象得自於丁荷生的英譯本，文字則是將丁荷生譯文及何善蒙引文比對之後
得出4。這部《內景圖》是林兆恩本人的著作，由弟子盧文輝於萬曆十一年（1583）
編輯而成。
《內景圖》針對九序心法的每一階序的功法如何操作，身體會出現何
種反應，以及練功時碰到障礙時的解決方法等問題，都做出具體而詳細的指導。
從這部著作當中，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九序心法的具體實踐，更可以提供一個極佳
的範例，用以與宋明時期的內丹學傳統相互參照。因此，下文將以〈九序〉和《九
序摘言內景圖》為主進行分析，並從林兆恩著作中找到對應的文獻來輔助解釋。
九序心法的第一序名為「艮背」
，其宗旨在於「以念止念以求心」
。修煉者必
須「以內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
，先使心念停止向外馳逐，回歸身內，以奠定內
5
煉的基礎。 單從這段描述來看，艮背法比較近於一種平息心念的功夫，這種觀
何善蒙《三一教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
Kenneth Dean,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pp.137-148, 299-308.
5
林兆恩《林子全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63 冊，北京：書目文獻社，
1988，頁 9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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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甚至可以從林兆恩自己撰寫的〈艮背行庭〉得到佐證：「艮背之功，以念止念
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反之於內矣」
、
「心之火易燃也，諸凡
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
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如果修煉者無法平息心念，則可以稱念「三教先生」之
名，觀想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
，久而久之「無
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6亦
即以稱念名號的方式，將心念專注在名號上，藉此停止對外物的關注。
不過，在使用艮背法止習心念時，除了稱頌名號，念頭要專注在體內的哪一
個位置？換言之，
「艮背」的位置究竟在哪裡？關於這點，
《內景圖》的描述提供
了一條線索：

圖一
心與水相連。人剛出生時一聲啼哭，此時神在肚臍的位置。七、八歲時，
神移動到天地之間。十二、三歲時，神還沒有離開背，如果有人能受守住
念頭於腹中臍內，便是養生之始。十五、六歲以後，神起於背，這個時候
可以開始煉功。以中指數到正確的位置，（神）穿過頭頂崑崙之空穴，竭
力觀想存神。當你到達艮背的位置時，想像有一個空洞，一道光從頭頂向
下流注到這個空洞中。要勤奮的修煉這個功法。7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3-114。
此段引文由 Kenneth Dean 英譯本重新譯為中文。以下引述之文言文部分，則參考何善蒙《三
一教研究》（頁 129-135）所引述過的原文，以下不再註明。需附帶一提的是，何善蒙田野調查
得到的《九序摘言內景圖》
《夏門九序》
《林龍江九序內功修煉淺析》《龍江林夫子九序功夫錄注
要》等書，均蒐集自臺北夏教養聖堂。筆者曾拜訪養聖堂，遺憾的是多年來主持養聖堂的郭慶瑞
先生已經在前兩年過世，郭小姐表示不清楚堂務，不願接受訪問，故目前無法直接接觸到這批文
獻。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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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供了一項關鍵的訊息：守念必須守在腹中臍內，靠近下丹田的位置。「艮
背」很有可能不是指人身體背後的背部，而是指肚臍下的位置。根據《內景圖》
的描述，人出生後神藏於臍，一直到十五、六歲之後才離開，因此「艮背」實際
上指臍下的位置，而且像是一個空虛的洞穴。
「艮背」法要求修煉者觀想一道光
從頭頂向下流注到這個洞穴中，才算是完整的存神功夫。從這段描述已經可以得
知，九序的艮背法不只是像靜坐數息和稱念名號一樣，目標只在於平息心念，它
牽涉到把意念回歸到身體中生命根源的位置，藉以儲藏精氣、啟動生機。
九序心法的的二序是「周天」
，林兆恩說明此法以「心為太極，而乾旋坤轉，
周乎其外，所謂四時行焉，而吾身一小天地也」
。8「周天」又可以稱為「行庭」，
根據林兆恩的解釋，是把自己的身體視為一個小天地，和自然世界的大天地一樣，
日月星辰不斷旋轉繞行，故「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乎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
至於修持的方法，則是「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為土中者以敦養之，
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為混合矣」。9如果依照內丹傳統來看，「周天」之
名近於「小周天」，而日月星辰不斷旋轉繞行，似乎是在比與內氣在身體中不斷
的旋環運行。然而，《內景圖》其時有提供更具體的修煉程序：

圖二
春夏秋冬四季，生長收藏在焉。心屬火。天地之間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
為其中。吾心一小宇宙，心臍之間八寸四分，其中為艮背之位。一點靈光
如心火，通如四寸二分之中處，立一極。想靈光如鏡，一寸二分大，左旋
右旋如車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歸極。再從極處起旋轉，依四時行之。
這段描述再次證實，九序心法中「艮背」的位置是在心臍之間四寸二分之處。
「行
8
9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6。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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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功法是圍繞著艮背的位置──也就是「極」位──觀想一道靈光不斷左右旋
轉，最後收歸於極位。心與臍象徵天和地，心臍之間的中點象徵著「吾身天地之
間」
，根據林兆恩自己的說法，這裡是「中心之中」
，又稱「黃中」
、
「黃庭」
。10換
言之，〈九序〉描述的「周天」功法，便是以代表五行心火的意念，存神於中心
之中的黃庭，而「行庭」便是指以意念帶動所謂的「靈光」圍繞著黃庭不斷旋轉。
九序的第三階段「通關」，其要訣是「支竅光達以煉形」。〈九序〉給這一階
段功法的描述甚少，僅云「能知所以通關以煉形矣，而所謂七竅相通，翹翹光明，
與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其不由此而入乎？」11這樣的描述，只談及「通關」
完成之後，未來能達到形神俱妙的境界，但是並未說明「通關」要如何下手修持。
具體的修持方法，依然紀載於《內景圖》中：

圖三
心屬火，就極位想靈光即火。靈光圈九圈，直下至臍圈三圈。臍下，分兩
邊腿圈三圈，又至膝下圈三圈，至腿底再圈三圈。從直上至頂，直下胸前，
至臍止。從臍中圈三圈，直分上兩乳至肩圈三圈，直下至兩肘間圈三圈，
下至兩掌心圈三圈，直去中指末。反掌後直上至肩圈三圈，隨至兩耳處，
直上至頂門。直至喉，直下至極圈九圈，即歸極。再行。若不行，須歸周
天。行之，即守住。每行只行二十五遍。
透過《內景圖》的描述可知，第三序的「通關」是前兩序功法的擴充。「周天」
是把功夫重點放中在心臍之間，
「通關」則是延伸到全身上下。從功法流程來看，
「通關」仍從心臍之間的極位開始，接著往下半身依序走臍下、大腿、膝下、腿
底，再來往上半身依序走頭頂、胸口、肚臍、兩乳、兩肩、兩肘、掌心，最後往
10
11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7。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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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走兩肩、兩耳、頂門、喉嚨、極位。如果「通關」運功不順，就要降一階序重
新修持「周天」，直到功法嫻熟後，再進入第三階段。
九序第四階段「安土敦仁，以結陰丹」
，林兆恩解釋此法云：
「苟能以吾心一
12
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丹」。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
解決，首先，林兆恩所謂的「吾心一點之仁」是指什麼？其次，「陰丹」又是什
麼？根據林兆恩的說法：
仁也，蓋人之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即落於我之真去處矣。既之
而在於天地之間矣，又既之而在於肉團之心，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之
百骸。故結丹之法，而以其散之於耳目口鼻四之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
之心，然後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人道矣，又將以肉團之心而復返之於
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陰丹。13
從這段描述可以得知，林兆恩在寫作時運用了不少隱晦的語言，如果我們沒有對
照九序心法以及《內景圖》，這段文字中的許多概念都很難理解。所謂的「天地
之間」
，指的是心臍之中點四寸二分之處，亦即黃庭、黃中、極位。人之始生後，
神逐漸從肚臍散之而至四肢百骸，因此結丹的功法要從九序中的第一序「艮背」
開始，將分散持逐的神逐漸收歸凝聚，接著再用第二、三序的功法「周天」
、
「通
關」，使神回到心臍之間的極位，再煉養存於極位之神。而此煉養極位之神的方
法，就是第四序的「安土敦仁」。根據《內景圖》的說明，具體修持方法如下：

圖四
心法，水火既濟，從極位安一土甕仔，黃色，甕口全開。想心是蓮花，花
葉為一，中有一點靈光，白白如露，如星的行，至靈光墜入甕中。若不行，
12
13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6-97。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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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甕口稍用一孩兒坐，溫養，名曰水火既濟。孩兒者，乃自己之神，入
在神中之性，本來物封甕口，其形如蓮花，花葉上有靈光如星，花花的如，
清之清。墜入甕中，既安土敦仁定了，便把甕口封之。每日，時之亥子，
行止坐臥行之。
據此，「仁」其是就是心中之神，而「安土」就是在黃中、黃庭（極位）存養此
神。當前三階的功法修煉成熟後，將心神從絳宮的肉團之心向下轉移至極位，就
如同一朵蓮花的靈光墜入黃色土甕中，定住不動藉以存養。這套功法要在子時行
之，可知它如同內丹挑選子時修煉一樣，代表陰極陽生、一陽來復的時刻。
第五序「採取天地，以收藥物」
，其採取之「藥物」可以分成陰和陽兩種。
林兆恩云是在「亥子之間」
，採取「吾身之陽」
，而「使天地之陽」得以「悉歸於
我之身」；又要在「巳午之間」，採取「吾身之陰」
，而使「天地之陰」得以「悉
歸於我之身」。14這段描述仍然很隱晦，沒有具體指明吾身之陽、吾身之陰為何
物，也沒有說明要如何採取。因此，我們必須考察《內景圖》的說明：

圖五
採取之法，不過用我之意，就於心宮想一水珠，瑩白清潔，凝之少頃，採
而下降至於臍部；即想變一火珠，紅光朗耀，凝之少頃，取之上復升至心
宮；至心又想變一火珠，瑩白清潔，凝之少頃，又採而下復降於臍部；至
臍又想變一火珠，紅光朗耀，凝之少頃，又取之而上復升至心宮。如此依
前採而降、取而升，至第八轉，降時不降於臍，只降於心臍相去之中，共
成九轉，為一遍。每行只許三遍，以為一次。
心在絳宮屬火，臍下與兩腎相近，應屬水，此處則只是修煉者在心宮觀想水珠、
14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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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臍部觀想火珠，是取水火相濟之意。如果依照〈九序〉所云，此功法須採取吾
身之陰陽，則我們大膽的推測，
「吾身中之陽」就是此處所說的火珠，而「吾身
中之陰」則是指水珠。當修煉者連續八次操練之後，代表水火相濟、陰陽相合，
便可歸之於心臍之中點，亦即「極位」
。運功次數「九轉」
，則象徵著丹道修煉中
九轉丹成之意。

圖六
第六序「凝神氣穴，以媾陽丹」
，根據〈九序〉的解說，
「氣穴」在兩腎之間，
就是《老子》所謂的「玄牝之門」。修煉者「若能以心臍之間之所凝結者，而下
藏之氣穴焉，送歸土釜，以勞封固，蓋以俟夫真陽之丹自外而來也。然神即丹也，
移丹於土釜，即凝神於氣穴也。」15依此，「氣穴」所在之處並非心臍之間的黃
庭極位，而是位於肚臍以下，兩腎之間的位置。因此這段話中的「土釜」，也不
是第四序功法「安土敦仁」時代表黃庭的土甕，而是氣穴的代稱。據此，凝神氣
穴之意，在於將第四、第五序中所煉成的陰丹和所採取的藥物，送入兩腎間的氣
穴之中溫養。
問題是，這段文字中的「真陽之丹」所指為何？而第六序功法「以媾陽丹」
的「陽丹」，又是什麼？根據林兆恩的說法，煉成陰丹之後，才能夠得到陽丹。
他說：「既得陰丹矣，又將以天地之間而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然後方可謂之
能得陽丹」。修煉陰丹與修煉陽丹的差別則在於一屬有為，一屬無為，故「欲得
陰丹，而非有為不可也；欲得陽丹，而非無為不能也」。至於所謂「丹自外來」
之意，「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耶？」16這段話中的「天地之間」當指黃庭，
而「我之真去處」則是指氣穴，因此將陰丹送入氣穴的意思是比較明確的。依照
「神即丹也」的說法，心神時時刻刻專注於氣穴中的陰丹，就是以「真陽」不斷
15
16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7。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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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養陰丹，使陰陽最終得到調和而形成陽丹的方法。
《內景圖》從這一序開始語焉不詳，只提醒修煉者：「就氣海位想白靈光包
紅靈光，如卵大，時時注神守之，以媾陽丹」
。這種現象應該理解為，修煉者要
開始停止以主動意識引導的有為功法，而進入順其自然的無為功法，因此無法具
體的指示運功的程序、次數、位置，只能等待時機到來，陽丹自然形成。

圖七
第七序「脫離生死，以身天地」
，修煉者此刻已經要超越肉身的生死，而進
入到與天地之氣同流的境界。到了這個階段，
〈九序〉所描述的境界開始便得抽
象而不易理解。若是依照宋明內丹學的傳統，此時身中的陽神（胎仙）已成，可
以暫時脫離肉身，到外在世界遨遊。只是因為陽神初成，尚未茁壯穩固，因此稍
為出離身體後，就要重新回到身體內，繼續煉養。《內景圖》對第七序功法的描
述，與此若合符節：
「就氣海位想一白珠、一紅珠，從腰出，直上至頂門入，直
下至氣海，一行八九次，注神守之」。白珠和紅珠象徵水和火，在此是觀想前幾
序功法中修煉出的陽丹，以紅白二珠的形式從腰部出離肉身（或許是從肚臍出離），
從體外運行至頭頂，再從頂門回到身體內，又回歸氣海繼續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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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第八序「超出天地，以身太虛」
，依照〈九序〉說法是：
「我能先虛我之虛，
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和
太虛之虛而與太虛之虛為同體矣」。17這段話相當費解。首先要理解的是，林兆
恩所謂的「太虛」是什麼意思？林兆恩在〈太虛天地〉中說：
「先天者，太虛也」
，
又說：「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
氣之所能拘也」
、
「天地聖人同體太虛」
、
「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
18
從這幾段話來看，第八序的目標是在脫離肉身生死的束縛之後，繼續超越有形
氣的世界，而與萬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之道融合。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修煉者，
已經是聖人了。
若看《內景圖》的說明，第八序的具體功法是：「就氣海想一黑珠，又想紅
白二珠從後面出，灌頂門，直下來八九次，注神守之」。除了紅白二珠這次是從
身後離開身體，以及另外觀想一黑珠之外，第八序的功法和第七序相差不大。不
過，「黑珠」之意義不詳。林兆恩《年譜》中紀載過一段他與張三峰的對話，或
許能為「黑珠」的意涵提供一條線索：
（林兆恩）服太虛中金精之性，猶未知其為何也。三峰先生曰：「子之內
服紫金也，蓋十有餘歲矣。今子之所得者，乃黑鐵也。黑鐵之丹，古今希
有，全靠功行，功行未及，孰臻其故？此黑鐵也，殆非聖師之所能傳與，
亦非夫人之所能修持，以少致其力也。子今既得之，而火候之說乃聖人之
所深秘也，智過顏、閔，真難強猜。」19

17
18
19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7。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80-181。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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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對話發生在萬曆九年（1581）20，林兆恩六十四歲時。這段話中說明，「黑
鐵之丹」是功行深厚的修煉者才能煉到的境界，甚至非人力所能修持，亦非一般
智慧所能理解，而是「聖人之所深秘」的境界。由於「黑鐵之丹」顏色為黑，其
境界又唯獨聖人才能達到，這兩項要素都符合第八序功法中「黑珠」的出現條件。
因此，本文推測「黑珠」就是「黑鐵之丹」。

圖九
九序心法的最後一個階序「虛空粉碎，以證極則」，已經到了「何思何慮、
無意無為」
、
「不可得而言」的境地。21在這個階段，九序心法談的是一種超脫的
修行，當修煉者在第八序超越天地形氣而證得本體之後，到第九序要連同本體也
徹底忘卻，才能達到虛空粉碎的境地。林兆恩在〈虛空粉碎〉中云：
要而言之，本體本虛空也，若著虛空相，便非本體；虛空本粉碎也，若有
粉碎心，便不虛空。故不知有虛空，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本體；不知
有粉碎，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虛空。22
換言之，第九序的宗旨是破除修煉者對於「本體」
、
「虛空」
、
「粉碎」的執著心。
因此林兆恩在〈虛空粉碎〉一文中運用連續否定的方式，連續否定一連串的命題。
這些命題包括：以虛空為虛空、以虛空粉碎為虛空、虛空有本體、虛空粉碎有本
體、有虛空、有本體、無虛空、無本體、虛空得而粉碎、虛空不得而粉碎、本體

原刻本作「辛未」年。然而此條在己卯年與癸未年之間，當為「辛巳」年之誤，故本文改為
萬曆九年辛未。
21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98。
22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84。
20

99

李忠達

得而粉碎、本體不得而粉碎、即虛空而虛空、即虛空而粉碎之而虛空、離虛空而
虛空、離虛空而粉碎而虛空、即本體而虛空、即本體粉碎之而虛空、離本體而虛
空、離本體而粉碎之而虛空、即本體之虛空而虛空、離本體之虛空而虛空、即虛
空之本體而本體、離虛空之本體而本體、不即不離此本體而虛空、不即不離此虛
空而本體、即而非即離而非離、不即而即不離而離等。這些邏輯纏繞的命題，由
於都有真假值，因此回答者無論挑選哪一個命題作為答案，都是肯定某者為真、
某者為假。可是，一旦真假判斷出現時，回答者心中就會產生有意識的認知，造
成對此認知的執著。
不過，儘管虛空粉碎主要是一種破除執著心的修煉，但是《內景圖》仍然指
示出一種修煉的方法：
「澄心正坐，想制其心，萬緣俱息。想我身即是教主金身，
氣海守黑丹。想一白丹背後上頂門，愈大，遍照大千。」這段描述中有幾個問題
不易回答。首先，修煉者「澄心正坐」，表示其修為雖然已經超越肉身生死和天
地形氣的束縛，修煉時肉身仍然存在。這時還要觀想身軀昇華為「教主金身」，
同時在氣海處保守第八序所煉得的黑丹。不過，修煉者何以仍需要保守黑丹，其
肉身此時對於修煉的功用為何，還缺乏線索說明。其次，除了保守黑丹外，還要
觀想一個「白丹」，運上頂門後大放光芒，遍照世界。白丹之實體與功用為何，
目前沒有線索可循，暫時存疑。而修煉者的元神究竟是存於黑丹還是白丹，兩者
的功用有何差別，對於修持「虛空粉碎」的境界而言有何意義，目前文獻中都還
找不到解答。
依照《內景圖》對九序心法的說明至此結束。對照《內景圖》和〈九序〉，
可以發現林兆恩在撰寫〈九序〉時大多用隱語帶過，不說明其中的具體修煉過程。
如果我們單獨閱讀〈九序〉
，不容易判斷修煉者如何操持。
《內景圖》提供的說明，
讓我們能更清楚地把九序心法與宋明內丹傳統作出對照，因此下節將以此為基礎
對照九序心法與宋明內丹學的差異，並說明其與煉精化氣、煉炁化神、煉神還虛
的三階段理論有何不同。

參、九序心法的幾個特殊內容
九序心法的修煉流程與唐代以降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傳統有諸
多的差異。除了三階段與九階段的不同外，這些差異首先反映在內丹修煉的下手
處，以及修煉功夫的具體操作方式上。
第一，九序心法的下手處是在心、腎之間的「極位」，而不是上、中、下三
丹田的位置。據蕭進銘研究，三丹田之說出現甚早，可以上溯至東漢以及六朝時
期的文獻。三丹田同樣被視為人類生命的樞紐，《素靈大友妙經》將命門丹田宮
所保護的精液、玉髓視為長生修仙的基礎物質，著重下丹田的修煉；上清派的修
煉偏重在腦部泥丸宮；中丹田在六朝道經中受到的重視則相對較低一些。23三丹
23

參蕭進銘
〈六朝以前道教丹田說極其修行法研究〉
（
《道教內學探微──以內丹及齋醮為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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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說成立之後，不論道教、佛教或儒家學者的修煉理論，都深受其影響。唐、五
代之後逐漸成熟的內丹術，為求回歸生命生化的根本源頭，開始重視兩腎之間的
命門，如鍾呂丹法的經典《鍾呂傳道集》
、崔希範《崔公入藥鏡》
、內丹南宗張伯
端和白玉蟾、內丹北宗的王重陽等，都把臍後、兩腎前的位置當作修煉的起手之
處。明清以後的內丹著作，如《性命圭旨》
《大成捷徑》
《唱道真言》等，更明白
24
的把臍後腎前的命門當作修丹的下手之處。
九序心法的起修之處，與上述丹道理論迥異。九序心法以心腎之間的極位起
修，重視的是「黃庭」的位置。根據蕭登福的考證，「黃庭」所在的位置歷來有
多種說法，或說三丹田為黃庭，或說黃庭在脾，或說在臍內，或說黃庭即為下丹
田，或說在兩腎間的氣海，諸種說法不一而足。每一種黃庭所在的位置，都可成
為修仙煉丹的起手之處，相應的法門也會有所不同。25
林兆恩以心臍之中點為黃庭，最接近以脾為黃庭的說法，可以對應的道經也
不在少數。比如在《黃庭經》系統的道經當中，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曾云：
「脾為黃庭，人命之根本。心專養之，通利血脈五臟豐，延年神仙也」26；又云：
「黃庭者，脾也，長尺餘，在太倉之上，臍上三寸。脾為中主黃老君，中央神也，
治在其中矣」27；又云：
「元氣從鼻口兩孔中出入，通於黃庭。黃庭者，脾也」28。
又，
《黃庭內景五臟六腑圖》云：
「脾為五藏之樞也。脾者，肉之本，意之本處也。
脾為黃庭，亦為中主，為黃龍君也，亦為諫議大夫，亦為倉凜之官，化物出焉，
號為中黃官。」29此外，
《碧虛子親傳直指》亦云：
「夫一身爐也，今人以脾為黃
30
庭，頂中泥丸為鼎也。爐鼎既成，然後種藥。」 根據戴思博的研究，清代《修
真圖》闡釋的內丹術中，也是把黃庭視為脾。31這些以黃庭為脾的說法，說明了
九序心法繼承的傳統和明清時期以下丹田與命門起修的傳統有所不同。
第二，九序心法專注在任脈的修持上，幾乎從不提及督脈的修行，也因此對
於「周天」的理解也與其它丹家有異。在九序心法中，首先以心、臍之間的極位
為起修點，再用第二序的「周天」功法，觀想靈光左右旋轉。心臍之間八寸四分
的說法，對應的是自漢代以來人體小宇宙和天體大宇宙符應的觀念。依照此說，
天地之間長八萬四千里，人體的臟腑既與天地符應，於是心臍或心腎之間便長八
寸四分。宋代以下的內丹術較不特意強調這套宇宙論，因此心臍或心腎之間是否
長八寸四分，對於修煉時的重要性也降低不少。然而，處於鍾呂丹法較早期源頭
臺北：新文豐，2005 年）
，頁 133-184。
24
參蕭進銘〈道教命門說源流析探〉（
《道教內學探微──以內丹及齋醮為核心》
），頁 84-131。
25
蕭登福〈道教內丹溯源及修煉法門中的黃庭說與炁海神龜說〉
，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9 卷 1 期，2015 年 1 月，頁 30-42。
26
《修真十書．黃庭外景玉經注》卷 57。
27
《修真十書．黃庭外景玉經注》卷 58。
28
《修真十書．黃庭外景玉經注》卷 60。
29
《修真十書．黃庭內景五臟六腑圖．脾臟圖》
。
30
《碧虛子親傳直指》。
31
戴思博著、李國強譯《修真圖──道教與人體》（山東：齊魯書社，2012 年）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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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寶畢法》
，仍然很強調天人符應的宇宙論，因此多次提及：
「覆載之間，上
下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腎比地，肝為陽位，肺為陰位。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32。九序心法既然以心臍之間長八寸
四分，自然繼承天人符應的傳統，將人體臟腑視為一小宇宙。而所謂的「周天」，
正是在人體內的天地之間不斷循環運轉的譬喻。
不過，九序心法直到最後，都沒有教修煉者依照督脈三關尾閭、夾脊、玉枕
的順序運功修煉，顯然又是一項特殊之處。督脈三關是內丹修煉時，氣自後背沿
脊椎上行時必須衝過的三道關卡。在早期文獻中，三關的名稱和位置有一些差異，
但是到宋代以後逐漸固定下來，形成較為統一的說法。因此，許多內丹術中的「小
周天」功法，便以尾閭起始，向上經夾脊、玉枕，進入頂門、泥丸、印堂，再轉
向任脈，自喉嚨十二重樓下降，經絳宮、黃庭、神闕而後歸於下丹田。如崔希範
《崔公入藥鏡》云：「歸根竅，復命關。貫尾閭，通泥丸」33，王重陽亦有歌訣
云：「尾閭過來夾脊上，轆轆長搬。透入泥丸，返老長生別有歡」34。清代柳華
陽在《慧命經》中曾論及督脈三關在內丹修煉中的關鍵意義：「世尊曰，一箭射
透九重鐵鼓」
，注：
「箭者，真炁也。射者，神炁同行之法也。九重者，人身背骨
有三關，尾閭、夾脊、玉枕。三關左右皆有竅，故曰九重。當過關之妙法，必由
中竅而運行，若馳別路，不能得道矣。」35 不論我們將這些功法稱為「過三關」
或「小周天」，無不說明以督脈為內氣運行之始的功法，在內丹術的歷史中佔有
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過，也有一部分丹道的傳統更重視任脈的修行，而將督脈的
修煉放在次要的地位，或者遲至功法的晚期才開始修練。比如《靈寶畢法》的功
法起始於心腎之間，直到「肘後飛金晶第五」之後，才開始著重在督脈的修持上。
陳朴《內丹訣》描述的丹道修行，不但遲至九轉中的第八轉才開始修煉督脈，更
特殊的是徹底逆反運行的軌道，主張：
「閉息吸神水入泥丸，過夾脊，復入丹田，
36
以畢其功」 ，與許多丹家提昌的小周天功法大異其趣。
九序心法的內氣路線，幾乎都往返於心臍之間，結丹之後才把丹送歸氣海煉
養。第三序的「通關」法中，還要觀想靈光在四肢、頭頂各處環繞數圈，也不依
照督脈階任脈的路徑前進。這說明九序心法在實修層面上，有自己特殊的修持手
段。在這點上，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固然與《靈寶畢法》和《內丹訣》較為相近，
甚至它更進一步取消了督脈的修煉，顯然應該在內丹發展的歷史中別尋傳統，而
不能依照流行的南北宗丹法來認識。
第三，九序心法融入了觀想體內有彩色明珠運轉的修煉方式，包括第五序「採
取天地，以取藥物」中觀想水珠、火珠在心臍之間流轉，第七序「脫離生死，以
身天地」中觀想白珠、紅珠從腰間出、從頂門入，還有第八序「超出天地，以身
32
33
34
35
36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匹配陰陽第一〉。
崔希範《崔公入藥鏡》。
王重陽《重陽全真集》卷 7〈迷懷〉
。
柳華陽《慧命經．集說慧命經》
。
陳朴《內丹訣》〈八轉歌．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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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中在紅、白二珠外再於氣海處觀想一黑珠。這種觀想法比較接近六朝上清
派的存神、存思法，而與宋代以下流行的南北宗丹法並不相近。
存思法認為人體內的臟腑組織都有身神的存在，修煉者靜坐閉目後，觀想體
內某一器官的形狀、色澤，再想像神明下降住於臟腑。如果依照《黃庭玉景內經》
的系統，心、肺、肝、腎、脾、膽之神皆有姓名37，勤加練習存思法，自然能長
生不死。與九序心法有關的是，
《黃庭玉景內經》的〈中池章〉云：
「中池內神服
赤珠，丹錦雲袍帶虎符」
，
〈天中章〉又云：
「赤珠靈裙華倩榮，舌下玄膺生死岸」
38
，兩度提及「赤珠」的觀想之法。依照梁丘子《注》的說法，「膽為中池」、
「《膽部章》曰：龍旂橫天擲火鈴。赤珠，言火鈴也。」換言之，膽之身神佩服
赤珠火鈴，而心之神名為「赤城童子」
，赤珠是「心神之服色」
。39我們雖然不能
認為《黃庭內景玉經》代表的存思法對於明代的林兆恩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存思
體內身神並且觀想赤珠等配件的修煉法，仍然是九序心法觀想水火之珠的一種先
導。
在內丹發展的過程中，存思法對身神的觀想逐漸消退，繼之而起的便是內丹
術。但是，內丹術的演變究竟汲取了那些較早期修煉的內容，為什麼唐代以後的
內丹術和六朝時期的修煉出現斷裂，使得身神的存想消失，仍然留下許多待解的
疑問。林兆恩得到異人傳授，習得九序心法，這一方面是道教傳統中仙人授法的
經典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在南北二宗之外，民間的內丹術另有傳承的表徵。
在民間流傳的內丹術，繼承了較多早期存思法的內容，又自由混和許多修煉的經
驗，以至於形成與南北二宗丹道理論不盡相同的實踐方式。
第四，也是相當關鍵的一點是，九序心法把內丹的修煉過程劃分為九個階段，
和唐代以後流行的三段式修煉理論截然不同。唐代以後的內丹術經常依據精、氣、
神三種修練的目標，將丹道區分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三個階段。
如鄭燦山的研究指出，早在唐代孫思邈的〈存神煉氣銘〉便已經明確提出「鍊身
成氣」
、
「鍊氣為神」
、
「鍊神合色」的煉養階序。此後，鍾呂丹道將精、氣、神的
理論結構科層化之後，成功的整合了六朝隋唐的許多種道術，舉凡採氣、漱咽、
存想、服氣、導引、吐納、胎息，都被批判性的整合到內丹修煉的實踐當中。鍾
呂丹道接著繼續開展出內丹學的三乘修行法門，以及五種仙階果位。40精、氣、
神三分的理論對唐代以後的內丹術影響極大，儘管內丹修煉講究的是實際效驗，
未必對科層化的理論系統亦步亦趨，但是在具體實踐上受到理論的引導仍是不能
完全避免的。

《黃庭玉景內經》
〈心神章〉
：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翳鬱導
煙主濁清。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
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38
《黃庭玉景內經》
39
《修真十書．黃庭玉景內經注》
。
40
鄭燦山〈內丹與胎息—唐初道教「精氣神」概念之轉變及其意義〉
，《中國學術年刊》31 期，
2009 年 3 月，頁 61-8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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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在畫分九個階序時，並沒有嚴謹的科層化理論系統，
而是按照實際修煉需要和身體反應的差異，將不同操作方式的功法區別開來。這
種分類方式無涉於精、氣、神三分的科層化理論，甚至可以說打破了精、氣、神
三分的理論基礎。或許有學者質疑，九序心法中的第八序、第九序，目標是達到
超出天地、粉碎虛空的境界，有受到禪宗思想影響的痕跡。而內丹術在「煉神還
虛」的階段，也經常使用粉碎虛空等常用的套語，來描述此一不可說、不可思議
的境界。不過，這只能說明林兆恩接受了內丹術在性功的修煉上，借用禪宗觀念
來描述成仙後的境界，並不能證明林兆恩直接受到宋明丹家「煉神還虛」的理論
影響。再者，即使林兆恩受到禪宗觀念的影響，九序的劃分仍然不是依照精、氣、
神的順序建立的。因此，我們可以下判斷說，林兆恩的九序心法源自於一個內丹
學史上較不顯著的傳統，它保存著較多唐以前道教修煉技術的痕跡，又在修煉心
性的方法上融合了禪宗的觀念。幸而有林兆恩的九序心法，我們才能得知明代中
晚期的內丹術，仍然保存著這樣一支流派，說明了內丹傳統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肆、林兆恩對內丹傳統的接受狀況
九序心法具體的修煉法以及它的幾項重要特色既如上述，接下來值得我們關
心的一項重要問題是：為什麼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有難以銜接的
扞格之處？過去學界的研究早已觀察到，林兆恩的思想摻雜著大量內丹學的思想，
因此也傾向於把九序心法認為是宋明內丹傳統的一部分。不過，這樣看待內丹學
的歷史，很容易把所有與內丹有關的傳統混為一談，而沒有仔細的區分出內丹傳
統內也有不同支派的獨立發展。林兆恩在明代能接觸到的內丹學著作數量眾多，
受到過不只一個支派的理論影響，幾乎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換言之，我們可以先
假定林兆恩吸收了多種內丹支派的思想，但是卻沒有意識要去分辨不同支派的差
異，而是把所有內丹術的理論籠統的當成同一套思想系統來接受。如此一來，林
兆恩即使受到異人傳授而習得九序心法，但是在討論內丹時無法不使用其他內丹
傳統的語言和觀念，才導致了實踐活動和理論系統無法完全重合的現象。
為了瞭解林兆恩吸收過去內丹傳統的情形，我們必須考察他曾接觸過那些內
丹著作，這些著作在他學習內丹的歷程中扮演什麼腳色。首先，本文注意到林兆
恩寫過一篇相當重要的〈心聖直指〉，用以教導弟子九序心法。這篇文章撰寫於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並傳授給他的弟子劉經邦與黃州。隆慶元年（1567）劉
經邦出資刊刻此書，並撰寫〈心聖直指跋〉
，至萬曆六年（1578）又由黃州之子
黃九思再次集資刊刻，並擔任校對工作。從林兆恩自己和幾名弟子的後跋可以得
知，
〈心聖直指〉闡明艮背、行庭兩序之心法，是一種「去病之方」
。由於此種功
夫與道教內丹有明顯的相似性，使得林兆恩受到頗多質疑，而劉經邦也不禁在跋
文中抱怨：「當是時也，夫孰不以道家者流竊議我先生者？」41但事實上，時人
41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17。

104

林兆恩九序心法在內丹學史上的意義

對林兆恩的評價並非沒有根據。林兆恩放棄科舉仕進之路後，曾「從儒門聽講格
物之旨」
、拜訪「玄門之師」
、
「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
、又「造一書院」而以「正
心誠意」為問，但是諸家學說都不能令他感到滿意。在林兆恩與玄門之師的問答
中，他追問何謂《老子》「先天地生」、何謂「玄牝之門」，而對師父所言的「鉛
汞龍虎」
、
「卦爻斤兩」
、
「進退抽添」
、
「運氣之說」
、
「調息之功」均不感興趣。42
由此可知，林兆恩在訪求名師以前，對於《老子》思想、道教內丹學說和儒、釋
教義早已形成一套定見，並且對舊的說法不能感到滿意。他追求的修練功夫，一
方面有具體的操作方法可以依循，另一方面又能銜接「虛空本體」
、保證最究竟
的覺悟。而他「不十年間，幸遇名師」
，獲得傳授「艮背行庭微旨」
，以及治病之
43
方，才解決了原本的疑惑。
這段經歷有幾點很值得注意。首先，它說明林兆恩不但在學成之前，就以接
觸過大量內丹著作，而且拜訪過不只一名老師，從多個流派的內丹師傅身上學習
過「鉛汞龍虎」
、
「卦爻斤兩」
、
「進退抽添」等等學說。這表明林兆恩對明代內丹
術的基本學說早已有所了解，並且在思想定形前吸收了許多理學和禪宗的觀念。
林兆恩廣泛閱讀和拜訪明師，讓他變得很熟悉宋、元丹家的著作，甚至會經常引
述這些文獻。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些丹家著作具體來說有哪些？分別源自於哪
些丹道的傳統？我們怎麼確定林兆恩從宋代至明代的丹道學說汲取過什麼內容？
這就有賴我們統整林兆恩引述過的丹道著作，對其引述之內容作一分析。其次，
儘管林兆恩表示自己對「鉛汞龍虎」等內丹術不感興趣，但這不應被解讀為一種
悖離內丹傳統的表現。學界普遍都能從九序心法看出內丹的影響，因此林兆恩其
實是假定內丹有一最終極的追求，只是他初期所尋訪的老師還不能引導他達到此
一終極目標。
從林兆恩會引述的丹道典籍來看，他對內丹南宗、李道純、陳致虛、呂知常
等宋元丹家著作相當熟悉。首先，林兆恩對內丹南宗的著作非常了解。他曾在〈心
聖直指〉中引述張伯端《悟真篇》的詩句「未煉還丹莫入山」，來批評人們誤以
為修煉一定要入山習靜的看法。他主張人們應該繼續從事原本的職業，藉以變化
氣質。忘卻財色名氣等的引誘，讓心中澄淨，就是修煉的正道。因此，他甚至批
評入山習靜「蓋道流、釋流之邪說」。44
林兆恩對內丹南宗的理解，自然不止於此。他在論「歸根復命」時，主要的
觀點來自於白玉蟾的〈謝張紫陽書〉
：
「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為
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之歸根復命。」45其意指修
煉丹道是在人身之中採取藥物，在人身之中運轉火侯，藉著修煉形軀培養元神，
進而藉著煉養元神來恢復神中之性。對於到達這個層次的修練者，所謂的藥物並

42
43
44
45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14-1115。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16。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104。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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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石草木之物，火侯並非年月日時之數，而是以聖人之心去領會所謂「陰陽之
髓、混沌之精、虛空之根、太極之蒂」46的大道。
論「神谷」時，他的理解是：「《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白玉蟾曰：『神棲於元宮，氣騰於牝府』」。47這段文字中，不僅明白的稱引白玉
蟾的〈谷神不死論〉
，而且林兆恩引述的《靈樞經》同樣是〈谷神不死論〉所引
用的經文。此段文字指出，頭頂泥丸宮又名「天谷」，是元神所住之處，也是人
「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人若能鍛鍊身中元精，用以合於元神，最終則能
「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48
在談到「火侯」時，林兆恩再次引述白玉蟾的文字：
「神則火也，氣則藥也，
49
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這段話出自於《海瓊問道集》所
收的〈玄關顯秘論〉
。白玉蟾原文有一套完整的宇宙創生和修練理論，其意為虛
無中生出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再生出陰陽、天地、萬物。人如果要
復還大道，需要凝神以聚集此氣，氣聚則成丹，最終「天關地軸，在吾手中」
、
「形
50
神俱妙，與道合真」。
宋代的內丹南宗之外，林兆恩在論「元神」之義時，還曾引述過元代丹家陳
致虛《規中指南》卷下〈玄牝〉的文字：
「《參同契》曰：
『混沌處相接，權輿樹
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經營鄞鄂體虛无，便把元神裹面居。息
往息來無間斷，全胎成就合元初。」51陳致虛原意是強調「玄牝」為人身中精神
魂魄匯聚之處，金丹返還之根，故稱引張伯端、白玉蟾、《度人經》等典籍，以
證成此說。林兆恩特別取其凝聚元神之義以表之。
在張伯端、白玉蟾、陳致虛外，林兆恩也援用了其他丹家的學說。林兆恩在
撰寫《道德經釋略》時，主要以四位宋、明作者的著作當作自己註解的底本，這
三名作者的著作分別是宋代呂知常的《道德經講義》、南宋董思靖的《道德真經
集解》
，明代王道（1487-1547）的《老子億》
、薛蕙（1489-1541）的《老子集解》。
這三部書的主旨並不相同，王道《老子億》較強調三教之間的共同性，符合林兆
恩思想的特徵，故經常為其所徵引。董思靖本身是泉州圭山天慶觀的道士，兼通
道法與經術。不過，由於董思靖主張道法與經術源流不同，各有所歸，反對以丹
道理論詮釋《道德經》經文，因此著重在老子思想的清靜、無為、自然上。薛蕙
《老子集解》對程朱理學有許多批評，主要集中在程、朱把道教歸於異端，把老
子思想歸於陰謀權詐之術而言。林兆恩主張三教合一，屢屢為老子辯護，故吸收
許多薛蕙的意見。
在這四位作者當中，以最多的篇幅討論內丹者當屬呂知常的《道德經講義》。
《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
，
《重編影印正統道藏》第 5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
，頁 2938c。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082。
48
《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
《重編影印正統道藏》第 5 冊，頁 2934a。
49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083。
50
白玉蟾《海瓊問道集》，
《重編影印正統道藏》第 27 冊，頁 24016b。
51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1083。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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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知常完成此書後，曾進獻給宋孝宗，頭銜為「左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
白齋高士」
，故林兆恩有時稱其為「呂虛白」
。呂知常大體上都是依據丹道修煉的
內涵來詮釋《道德經》的經文，凡歷代丹家所重視的《老子》經文，林兆恩多半
引述呂知常的著作來發揮其丹道意義。這些篇章包括《老子》的第一章「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
、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第十章「專氣致柔」
、第二十二章「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每章都各自引用篇幅不一的《道德經講義》來詮釋經文。
由於林兆恩引述《道德經講義》的許多段文字篇幅很長，本文不打算一一徵
引和解釋，以下僅以兩例為代表，藉以說明林兆恩的宗旨。首先是「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章，林兆恩引述《道德經講義》之言云：
玄之又玄，天中之天。欎羅蕭台、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
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
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
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眾妙之門。52
此段主旨是將《老子》的「眾妙之門」詮釋為身體中的「天谷神宮」，是內丹煉
養元神、而後陽神出入形軀之處。據《鍾呂傳道集》「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
田精區」53的定義，上中下三丹田分別是神、氣、精之所在。而具體位置，則通
常以頭頂泥丸宮為上丹田，心所在之絳宮為中丹田，臍下為下丹田，而上丹田是
元神居住之處。再依照林兆恩「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
山源」等描述來看，所謂的「天谷神宮」可能就是人的頭部，因此能夠儲藏腦血、
魂精、百靈，又因為頭頂在內丹中被比擬為崑崙山，其位置在分泌口水津液的頭
部之上，故符合「津液之山源」之形容。呂知常主張，修練者若經常「以神光內
觀於天中之天」，亦即於頭部煉養元神，自然能煉成胎仙，而後元神可以自由地
從頭部出入身體。這段描述蘊藏著內丹修煉功法的意涵，呈現出他如何將丹道理
論融入《老子》經文詮釋之中，明顯不同於其他林兆恩所引用的著作。此外，在
詮釋「玄牝之門」時，林兆恩再次引用《道德經講義》的觀點來做說明：
天之谷，舍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共稟也，
亦有谷焉。其谷藏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
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
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
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
52
53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537-538。
《鍾呂傳道集．論還丹》
，《重編影印正統道藏》第 5 冊，頁 29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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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
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
故為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糓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
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精，故為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
之，以坤元糓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无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
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
《天
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
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54
這段文字以天地能盛載萬物的自然現象，來和人身體含藏精氣神做出對應。這並
不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比喻，而是真正相信人體為一小宇宙，和天地自然的大宇宙
有對應的關係。接著，這段文字描述元神所居住之處，並不在九宮（包括泥丸宮）
之內，而是「其空如谷」的「天谷」
。儘管《道德經講義》只有虛說元神的位置，
而不確切的說是身體的某個部位，大體上在頭部還是可以確定的。神來則生，來
去則死，神可以接於外物，也可以促成夢境，因此修練者虛要消除這些干擾，使
神能安居。至於修煉的方法，則是運起飲食所儲藏的精氣（糓實之氣），使其在
身體中往上升；另一方面凝聚居於玄元之宮的元神，使純陽虛無之炁在身體中向
下降。當兩氣交合時，純陽之氣會清除身體中的陰氣，久而久之便能恢復為純陽
之身。換言之，林兆恩引述了《道德經講義》的觀點，把「玄牝」理解為內丹修
煉時陰陽二氣昇降交合的過程。
以上所引述的許多內丹文獻，散見於林兆恩著作中的各處，並不具很強的系
統性。由於林兆恩引用內丹文獻的次數眾多，篇幅有長有短，這裡不能嚴格的統
計這些文獻的出現次數，如果要依靠統計數字衡量不同丹家對於林兆恩的重要性，
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不過對本文來說，以上分析應該已經足夠證明，林兆恩
除了四處參訪名師，還從數量眾多的宋元明丹道典籍中，接觸到許多來自不同內
丹流派的修煉傳統，進而構成其思想的基礎。
值得思考的的是，林兆恩引述如此多的內丹著作，對於內丹的實修而言是否
具有指導作用？就目前所見，九序心法中觀想土釜、蓮花、孩兒、火珠、水珠、
黑珠、陰丹、陽丹等關鍵性的內容，都沒有被充分的討論到，以至於我們對其實
質意義的瞭解仍有模糊不清之處。另一方面，林兆恩引述丹經，往往是在討論元
神、谷神、玄關、玄牝、歸根復命、眾妙之門等出自於道家經典的觀念，為內丹
修煉的目標做一原則性的、理論性的表述。這證明林兆恩確實相信這些丹經的真
實性，也透過這些丹經來認識內丹術的終極目標，亦即永恆不死的仙人境界。不
過，林兆恩卻不是透過丹經學習到九序心法，九序心法劃分九階序功法也不是依
據這些丹經的理論。
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內丹的發展歷史當中，後出的理論固然融攝了早期道教
54

林兆恩《林子全集》，頁 5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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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的各種技術，打造出一套嚴密而且經維的思想體系，但是我們不能完全根據
這些理論性的說法來認識丹家實際修煉的情形。林兆恩受到宋元明內丹著作的影
響，熟練地引述和操作成熟的內丹思想，其自身的修煉卻具有許多外於這些丹經
的內容，並且有許多功法遙遙承接更古老的內丹流派。林兆恩受到後出理論影響
的結果，是讓讀者更容易被後出的觀念所誤導，而將林兆恩歸類在錯誤的內丹流
派中。更有甚者，則是不加揀別的將唐代以後的所有內丹術視為同一種技術的發
展，而忽略了內丹術發展的多元性。

伍、結論
為了探求林兆恩九序心法在內丹學歷史中的地位，本文首先借助當代學者田
野調查發現的《九序心法內景圖》與《九序要訣須知》等文獻，還原了林兆恩內
丹修煉的實際程序。在這些實修的指引和圖像中，我們發現九序心法其實具有相
當多特殊的內容，它既不使用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科層化理論來建
立修煉程序，不重視普遍流行的督脈過三關的修煉，還保存了存思觀想等早期道
經常見的修煉傳統。這些發現，理應促使我們重新反省，九序心法在宏觀角度來
看固然是明代內丹傳統的一部分，但是它似乎應該被重新歸類為一支獨立在民間
發展流傳的內丹流派，而不能籠統的套進內丹南北宗、內丹中派所建立的內丹史
觀。
林兆恩有許多種身分，他是福建的仕紳，是三一教的創教教主，是內丹術的
修煉者，也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其中一位理論家。由於林兆恩融攝三教的主
張非常搶眼，往往讓人慣性的將他的理論和實踐都視為一個自我完足的整體來看
待。然而，這樣做是十分危險的。內丹術的研究有宗教修煉的實踐層面，也有思
想觀念的理論層面，這兩個層面經常複雜的相互影響，在同一位丹家或同一部丹
經之中也往往難以絕對的區別開來。不過，學者在認識內丹時，貿然將丹家講述
的理論和實修的內容重疊起來，很容易造成理解的偏差。林兆恩案例的珍貴之處，
或許就在於提醒我們，內丹的發展即便到了明代仍然保有相當強的多元性和豐富
性，也與多種道教的修煉傳統關係密切。我們應該重新正視這種多元性，在研究
過程中更細緻的將其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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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老莊思想人文性格之衡定
──唐君毅先生道家超人文說之省思
陳德和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教授）

壹、前言
當代新儒家的一代大師唐君毅先生，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被譽為仁
者型之弘儒，唐先生又勤於筆耕終身不輟是以著作等身，他遺留給世人皇皇數十
巨冊的《唐君毅全集》，已然所呈現之學術業績與成果，非但能將中國哲學研究
的浪潮推向另一番波瀾壯闊，也為中西哲學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搭建一道寬適暢達
之橋樑，更為全體人類之出路及未來擘劃出一幅可大可久之願景。
唐先生精深博大的學問與著述當中，關於人文主義的探討、闡述、講明與
肯認，尤其是在中國人文精神的議題上，當今之世可能無出其右者，至於唐先生
在現身說法時，其篤實粹密的道德理想、文化意識與宗教情懷，更為世人所推崇，
同為當代新儒家之大師並與唐先生有著莫逆之情誼的牟宗三先生，即曾形容唐先
生為「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蓋以其能繼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所獨顯之孔孟
內聖外王的成德之教，並充分盡到時代之使命也。1
唐先生之盛論中國人文精神自以儒家為主流及正宗，蓋其義理富含道德意
識、文化意識和宗教意識故也，2就某個意義來說，唐先生所繼承和弘揚的中國
牟宗三先生說：「唐先生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頓、愛因斯坦之為科學宇宙中
之巨人，柏拉圖、康德之為哲學宇宙中之巨人。吾這裏所謂『文化意識宇宙』與普通所謂『文
化界』不同，文化意識不同於文化。這一個文化意識宇宙是中國文化傳統之所獨闢與獨顯。它
是由夏商周之文質損益，經過孔孟內聖外王成德之教，而開闢出。……唐先生不是此宇宙之開
闢者，乃是此宇宙之繼承與弘揚者。……唐先生之繼承而弘揚此文化意識之內蘊是以其全幅生
命之真性情頂上去，而存在地繼承而弘揚之。……他是盡了此時代之使命。」牟宗三，《時代與
感受》
，臺北市，鵝湖出版社，1984 年，頁 272-273。
2
唐君毅先生說：「真正對於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覺了解，而抒發其意義與
價值者，乃孔子所開啟之先秦儒家思想。而由孔子至秦之一時期，即可稱為中國人文思想之自
覺的形成時期，孔子一生之使命，不外要重建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孔子之後，把
孔子之人文思想，再推進一步者是孟子，……中國儒家之人文思想發展到孟子，而後孔子所言
之人文價值，與人內心之德性，乃有一先天的純內在的人性基礎。……中國先秦之人文思想，
再進一步之發展，則為荀子之思想。荀子之思想之重點在言禮制，即言文化之統類，或人文世
界之結構。孔子重禮樂之意，孟子重禮樂之原。荀子言禮制，而後重禮樂制度之實效。此實效
即樹立人文世界，以條理化自然之天地與自然之人性。……至於中庸、易傳、樂記之言誠為天
之道，言盡其性即盡人性以及物性，言天地具元亨利貞之德，言禮樂中之和序即天地萬物之和
序，則皆為以人文世界中之概念，去說明『超人文之天地』之價值意義。這是先秦儒家人文思
想之由人道以通天道之發展。」唐君毅，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臺初版，頁 24-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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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其實就是最早見於孟子之所述、其後由唐朝韓愈〈原道〉一文中所標舉
之「道統」及其承載之意義，此乃能由 1958 年時由唐先生所執筆並得張君勱先
生、徐復觀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共同署名發表之〈中國文化宣言〉中之肯定儒學傳
統，得知其一二。唐先生既恆執持如是之立場，則對於先秦以來儒學以外其餘各
家的反省與批判就不難想像，事實上唐先生即曾以儒家人文主義為臬圭而平彰百
家，如云墨家是次人文、法家是反人文等等，至於道家老莊則被唐先生歸諸超人
文者。3
關於唐先生道家超人文之說，筆者向來基於對道家老莊思想的詮釋與理解
而未便以為然，4過去亦曾撰文提出意見，對唐先生如是之說有所質疑和保留，5
現今筆者之基本態度未曾改變，本篇之做除了重申舊意之外，並從另外之角度與
觀點，做進一步之交代與意見之補強，主要內容是分別從道德智慧、文化關懷和
宗教向度等三個層面，逐一說明道家老莊思想與性格之所以然，以資證明其雖不
得做為傳統人文思想之正宗或主流，但因其富有羽翼之作用而仍當屬於人文之範
圍，洵非超人文之存在也。

貳、道家老莊思想的道德智慧
諸子百家中就道德實踐之智慧言，儒家絕對是亭亭當當者，因為儒家有一清

唐先生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書中兩次提到莊子是超人文，分別見該書之頁 26 及 27，
就此而言，唐先生似乎僅以道家中之莊子思想為超人文者，然而唐先生在另外的著作中亦曾說
過：
「老子之思想，雖可合乎吾人對宇宙之所以為宇宙之一種理性之直覺，然卻與吾人性情上之
要求，或心靈上之價值感，不直接相干。老子書中，不見性情二字，而心字亦只數見，……吾
人今若依吾人性情上之要求或心靈上之價值感，以觀老子，則無論其思想如何能自己一致，而
處處皆可說通；吾人終將覺其所陳者，為一冷靜無情味之宇宙觀與人生觀。」
（唐君毅，
《中國
哲學原論──導論篇》
，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 年，頁 395-396）唐先生又說：
「凡中國之道家
人物，其傳記，大皆亦不詳其先世、生地、平生踪迹、與生卒年月等。其著作真偽，亦皆同難
考定。老子如是，莊子亦如是。……此皆由道家人物，原不在某特定之時空中生活，其行事原
以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為上格之故。由此而吾人可謂道家人物，原亦不宜入於史。其書籍亦
原非必須考定其時代。……史記言老子乃棄史官而去者。言其棄史官而去，即所以見其欲出乎
歷史之外，亦欲出乎『為歷史上之人物』之外矣。司馬遷著老子傳，於其出關後，唯言其莫知
所終。於其年歲，忽言百餘歲，忽言二百餘，又謂：或曰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而定之以
『世莫知其然否』一語。善哉，此『莫知所終』『世莫知其然否』之語也，真老子之正傳也，亦
道家人物傳中同應有之語也。司馬遷之為良史，亦正在其知有『此出乎歷史之外，而不在一切
歷史格套』之人物也。」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香港，新亞研究所，1968 年，
頁 156）根據唐先生如此之形容，則老子之被唐先生列為超人文者亦可見一斑。
4
唐先生曾經仔細分別歷史中之不同的道家型態，其著作中所言、所詮釋之道家，主要是以老子
和莊子之哲學思想為義，筆者素來亦嘗以道家觀念史之實際而試圖區分其種種不同，若唐先生所
最以為義之道家亦即老子莊子的哲學，此在筆者的見解中則稱之為「境界化的老學」，以之有別
於神道化的老學、事功化的老學、玄學化的老學等等，此境界化老學乃以老子其人其書其思想為
文本，特從人生究竟及德行境界之視野以釋放出該有之意義，若莊子乃當中之翹楚，亦即能紹述
老子如是之心法而慧命相續者，惟筆者時或依學界之習慣而將此境界化老學另稱之為道家老莊、
老莊思想、老莊道家等等，也會合而表之而統稱為道家老莊思想，在本文中即以此為名。
5
參見：陳德和，
〈論老子即人文即宗教的思想特色〉
，
《揭諦》第 23 期，2012 年 7 月，頁 197-2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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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道德意識做為道德實踐的活水源頭，無論孔子和孟子於此皆有真切之肯定；
以孟子為例，其言本心善性之具足仁義禮智四端乃我固有之而非外爍然也，此即
以為人之具足道德意識乃先驗而必然者，此外，孟子又有天爵及良知良能之說，
亦無非就此先驗內在的道德意識所做的形容。儒家既如是肯定人性即道德性、人
心即道德心，是以主張人之真正的道德實踐乃是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換句話
說，唯有誠於中而形於外之自覺而主動的好善惡惡、為善去惡，才是真正的道德
行為，儒家如是的道德主張若從規範倫理學而言，顯然屬於自律自覺的道德觀。
又儒家之由道德意識之豁顯以明自我之真正實現，則其承認人之主體乃是道德主
體可知矣，唯此道德主體之實踐非僅是成己而已，亦且包括成人以及成物，凡孔
子之言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孟子之言得志澤加於民、兼善天下，是皆莫非此意，
據此可知，儒家人文主義思想中，此一先驗內在之本心善性、亦即此一先驗內在
之純亦不已的道德意識及道德主體，乃絕對不可或缺者。
道家亦有其道德智慧，但若相較於儒家之亭亭當當的良知良能說，道家老
莊思想確實從未對此多贊一言，又若相較於儒家之純亦不已的道德主體論，道家
老莊思想所表達的關注亦明顯的內不足，再若相較於儒家之能成功自律自覺的道
德觀，道家老莊思想更是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然而道家老莊思想若具體落實、勤
而行之畢竟是具備德行的意義，事實上老子《道德經》中即以聖人為人格之典範，
莊子《南華經》之內七篇中則除了出現聖人之名外，也用至人、神人、真人、君
子、明王等等來形容最高最理想的生命存在，其列在雜篇之末但可能為全書序言
之〈天下〉更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之說，並讚美老聃、關尹是：「古之博
大真人也哉！」凡此之典範人格或理想生命他們的共通點則是：一方面能夠消除
內心的執著而為自己開拓廣大的精神空間與自在的心靈境界，另一方面亦能針對
現實人間的糾結及當下生活的困限給出清通的智慧，並且充分起到了正向之導引
與安頓的作用。
道家老莊思想的道德智慧的確不像儒家思想之基調及其型態，儒家是清清
楚楚的從道德主體的「有」以立根基，亭亭當當從道德意識的「有」以起作用，
明明白白從道德自律的「有」以證善果，道家老莊思想於此則做了「正言若反」
的曲線型思考，同時也是第二序的反省性思考，他們議論的重點不在乎對於「有」
的規定與理解，而是在乎如何使得如此一般的「有」果能如其所如的存在，因此
道家老莊思想乃在「有」之後、之外，特別提出了一個「無」。
道家老莊思想既以第二序之姿而將「無」當成思考的重點，所以行文之中
每每出現絕、棄、去、後、外等等帶批判性的語詞，然而凡原初的動機和最終的
目的其實都不可能是對於「有」的否定、拒絕或排斥，相反的，道家老莊思想真
正的意圖乃在以「無」為本，藉之保住一切的「有」、保住天地萬物的存在，是
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中說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若筆
者以上所言不謬的話，即能有效推論：道家老莊思想雖然從未談及道德主體，但
這不等於否定、拒絕或排斥道德主體，反而是想藉由「無」的實踐智慧來保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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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道德主體；道家老莊思想雖然從未談及道德意識，但這不等於否定、拒絕或
排斥道德意識，反而是想藉由「無」的實踐智慧來保住或護持道德意識；道家老
莊思想雖然從未談及道德自律，但這不等於否定、拒絕或排斥道德自律，反而是
想藉由「無」的實踐智慧來保住或護持道德自律；總之，道家老莊思想雖然不同
於儒家，但這不等於否定、拒絕或排斥儒家，反而是想藉由「無」的實踐智慧來
保住或護持儒家，當然也包括儒家之人文化成天下的偉願及其所創構的成果。
道家老莊思想中的「無」能夠成全一切、護持一切、保住一切，故它即是
萬物存在之依據而明顯具足「道」的身分，老子又曾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學者當中或有以為此「無」此「道」
當為生生不息之形上實體，或有不以為然者，此兩種不同立場即「實體論」與「非
實體論」之分別。6持實體論者以為道乃必然之存在故是「有」，老子反以「無」
稱之，原因在於此生生不息之形上實體本即寓含無限的生機與無窮的能量，復又
無內外、無始終、無分別，無形亦無色，無時間相也無空間相，是乃以「無」名
之並無不當；總之，此「無」此「道」就是超越、絕對、永恆的真實存在，其既
為天地萬物生現之根源，亦是天地萬物存在之依據。
唐先生之以道家為超人文，與此實體論之見地似乎不無關連，蓋唐先生曾
經明白指出，老子書中之道概念實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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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務及心境人格狀態之道等六義，7而凡此
六義中，唯有第二義之形上道體乃為次第順通其他諸義之始點；8依據唐先生此
意，必以為老子思想是將形上思考當成首要，而唐先生又說過：「我所謂『超人
文的思想』
，是指對人以上的，一般經驗理解所不及的超越存在，如天道、神靈、
仙佛、上帝、天使之思想。」9就此而論，唐先生之將老子思想列為超人文者，
實乃順理成章之說。
惟非實體論者反對將道家老莊思想中的「無」當成客觀實有的形上道體，
其說項頗多，若基本理由大約有三：
其一、如實體論之說，則道家老莊思想以「無」為重之見解中，可為世人
所注目之形上學其實並無太多精采之內容，它大部分僅在顯示：道之能生能成與
物為所生所成、道乃無限無盡其與物之有窮有時形成存有學的差異；或只是呈
現：超越道體之為存在原理其乃能決定一切存在，如是云云之空洞的形式框架而
已；然而，若單就此差異和框架言，它本為一共通的模式或結構，其在儒家義的
形上學中有之，甚至基督宗教之義理中亦有之，道家老莊思想之以「無」為重的
形上思想由此乃絲毫未見其殊勝之處，同時相較於儒家之能以仁義、以誠、以元
亨利貞為天道人德之實義，基督宗教之能以啟信、救贖、審判為進天堂、得永生
之實義，道家老莊思想益加顯得觀念之單調與內容之貧乏，完全缺乏傳統之一大
6
7
8
9

參見：吳汝鈞，《老莊哲學的現代析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8 年，頁 262。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
，頁 350、352、354、358、360、361。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
，頁 367。
唐君毅，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
，頁 17。

114

道家老莊思想人文性格之衡定──唐君毅先生道家超人文說之省思

教派所該具有的風範與性格。
其二、如實體論之說，則所謂的「無」其實不是無而是「有」
，它乃相對於
形而下之有形、有色、有方、有所的「定常之有」而為形而上之具超越性的「非
定常之有」或「超定常之有」，亦即相對於有限、有盡、有分、有際的「定常之
有」而為無限、無盡、無分、無際的「非定常之有」或「超定常之有」，惟試以
語義之使用分析之，「無」本屬遮撥式用語，實體論者其既如此之使用「無」或
解讀「無」
，則「無」之功能及地位則不外乎是在：遮撥道之有限以顯無限、遮
撥道之有盡以顯無盡、遮撥道之有涯際以顯無涯際、遮撥道之有始有終以顯無始
無終、遮撥道之有方有所以顯無方無所，但「無」終究不能是「道」
，它亦不能
遮撥、取消「道」的存在，是以舉凡無盡、無分、無際、無始終、無方所等種種
陳述，實皆不能離開或改變道之為「有」的事實，換句話說，
「無」洵非實體，
它頂多只能是對於「道」之遮撥形容，若「道」為形上實體，則「無」頂多只是
此形上實體所含之屬性，至於「無」之所以有時或被當成是「道」，此乃方便上
藉屬性以代指實體之故，畢竟它不等同於道，它根本就不是道的本身，它只是對
於形上實有之道的某種描述語和形容詞罷了，至於客觀超越之真實理體其既為無
限，乃定然另外具有其他之屬性為「無」之所不能言、不可及者。然而實體論如
此之將「無」與「道」或「無」與「有」之間視為實體、屬性或體、相的隸屬關
係，若證諸老子《道德經》中之關於論道之主張其每每是就「無」而優先發言之，
10
且以聖人之體「道」即聖人之體「無」者，11實體論之以「有」為是乃明顯不
相符合經書中之意思。
其三、如實體論之說，則道之以其健動不已之無限生機，其內容自是絕對
之飽滿與豐盈者，若聖人之能充分體現此生生不息之道體、體現其無限的生機與
內容，自亦應當是積健為雄、積極奮發者，自亦應當是於穆不已、自強不息者，
自亦應當是充實之大、光輝之美者，自亦應當是裁成輔相、過化存神者，然而證
諸老子《道德經》中之體「道」、體「無」之聖人，卻是致虛極、守靜篤，卻是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卻是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卻是守柔處下、謙讓不爭，卻
是無執無失、無為無敗，總之就是損之又損而非日新又新，總之就是自隱無名而
非疾沒世名不稱，如此反差之至，誠然匪夷所思也。
實體論之認定老子之道為形上實體，是則亦可謂之「客觀實有論」
，相較之
下，非實體論乃即「非客觀實有論」，若「非客觀實有論」中或將老子道生萬物
之思想理解為：無執於心，不執於知，無為而無不為的善貸且成者，是即以德為
道之「主觀境界說」
。依今之況，
「主觀境界說」乃非實體論中之皎皎者，是以學
如老子《道德經》
〈第一章〉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是即無優先於有之例。又〈第四章〉
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沖即是無，不盈則是有，先說沖再說不盈，此亦
屬無優先於有之例。
11
老子之以無為道實乃即無即道，關乎此義筆者另有一文論述之，參見：陳德和，
〈論老子《道
德經》即無即道的境界哲學〉，
《鵝湖學誌》第 56 期，2016 年 6 月，頁 43-8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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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中嘗有將實體論與非實體論之區別，直接化約為「客觀實有論」與「主觀境
界說」之區別。12
非實體論認為道家老莊思想中所重的「無」當非「道」之屬性而是「道」
之自體自身，「無」洵非道相之「無」而是「道」本之「無」，此「無」此「道」
之間並無隸屬關係之存在，其乃即「無」即「道」、即「道」即「無」之重複概
念。基於此義，非實體論主張道家老莊思想所重的「無」不宜一開始就從西方哲
學內容中之形上學或存有論的概念以視之，亦不宜從客觀實有之形上實體義以視
之，更不宜將道家老莊思想理解為偏重形而上議題之探討的思想。非實體論中之
持「主觀境界說」者並進一步指出，道家老莊思想所重的「無」若非形上實體之
「有」，但確實又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原因理由，則最宜當它是生活實踐之概
念，亦即是無耽溺於流俗、無封限乎平庸而能超拔、解放之概念。
道家老莊思想所重之「道」
，姑且不論其是否可為超越之形上道體，但即於
此道之「無」乃聖人所以為聖人之理由，此殆無疑議，「無」之可為生活實踐之
概念，亦殆無疑議，其乃具有工夫義及境界義，亦理當無人可以反對者，若「主
觀境界說」則真切指出，此以生活實踐為分際所定義下的「無」，乃有如莊子所
謂之心齋、坐忘之工夫，以及由此工夫而顯之清通和順、明白四達的境界；再詳
細說明之，是即：人之自感其有偏、有私、有執、有蔽之禍患而思能予去除，於
是而顯之去偏、去執、去私、去驕、去甚、去泰之療癒的工夫，以及藉此而充分
證得之復歸常德、復歸自然之療癒成果；質言之，若此之成果實乃一蕩相遣執、
融通淘汰下之「沖虛玄德」。道家老莊即以此「沖虛之玄德」而言內聖、而言外
王、而言一虛明一切虛明、而言一自然一切自然、而言一逍遙一切逍遙，其玄理
玄智之特色乃有如此者。
道家老莊思想據「無」而顯之「沖虛之玄德」
，它當然並不等同於儒家所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倫常之德，其境界亦不似儒家所示現之「於穆不已」
、
「純亦
不已」的境界，但它絕對是來自人之痛切反思、幡然有悟而修持以成之德、之境
界，且此德、此境界既是表徵人之不甘於卑微平庸而願超拔乎流俗以步步進昇神
聖之域，同時亦是排解世間之糾葛、弭平人際之紛爭以求進乎天地人我共生共榮
之和諧的大智慧，故雖非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者，但
亦不失其為成己成人成物之德慧理境也。
唐先生曾說：
「所謂人文的思想，即是對於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之
文化及其歷史之存在與其價值，願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
不加以抹殺曲解，以免人同於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13筆者以為
道家老莊思想雖重「無」而不以「有」為優先，但基本上完全合乎此要求，因此
不宜被歸諸於超人文之類，何況唐先生又曾指出：中國傳統思想之注重「人」的
觀念、尤其是注重人之必當有其大德之觀念，乃是中國人文精神形成之關鍵與特
12
13

袁保新，
《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47。
唐君毅，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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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14唐先生更形容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乃是以德性為中心所全幅開展之人文世
界，此理想之人文世界可稱之為太和之世界，在此世界裡人人自身皆是目的而非
社會或國家之工具也，15凡此諸義在道家老莊之思想觀念中實皆可尋可見，是以
道家老莊思想自當屬之於人文者也。

參、道家老莊思想的文化關懷
《周易．賁卦．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人心人性的發揚來經營天下，其客觀的業績成果即是文化，若此業績成果煥煥
乎其有文章這就是文明，文化文明皆不能離於人，亦皆不能離於天下。華人世界
素來對於文化文明的經營與關懷大都歸功於儒家，道家老莊思想之具有文化關懷
乃是現今較為突破的講法，關鍵就在於能夠掌握住其義理中所寓存之療癒性思
維。文化文明的經營與關懷可以有許多的層次及其方式，它可以表現在建構和創
造的積極奮進上，同樣的也可以表現在解構和護持的消極保守上，事實上凡此兩
種之不同表現亦即是儒家、道家之間的殊勝和差異。
禮樂崩壞、文制解紐這無疑是周代王朝封侯建國以來所遭遇之最大的政治
危機，同時也是三代以來文化之生態與文明之開展所面臨的一大變局。春秋戰國
所出現之禮樂崩壞、文制解紐的情況，歷史上稱之為周文疲弊，其負面的影響即
是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混亂現象，並由之引發社會的動盪與人心的不安。在此
危機四伏的時代下，廣大的黎民百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成了直接的受害者，然
而危機即是轉機，凡關懷人間、關懷百姓而抱持著人道理想的諸子百家便紛紛而
起，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理念和思考，但莫不試圖為僵固的文化找出路，為顛簸
的政局求安定。
道家之做為先秦時期的一大學派，當然關心現實人間的治亂安危而有其救
世的主張和弘願；道家或許不像儒家那樣，能夠對於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開拓做
出正面的創興，但它也不是主張退化史觀，更不是憧憬於原始洪荒的反文明論
者，其實從老子思想「正言若反」的曲線型智慧而論，它對於道德和知識的反省
批判，倒像是對於歷史文化的解病治療，學界中即有時賢因此認定道家核心人物
之一的老子，其關於道的思想可名之為「具有存有學意涵的文化治療學」，並宣
稱其乃「文明的守護者」。16
其實創造與守成都是求人間事業之可大可久所不可或缺的要素，這就好像
我們在承認實業家、工程師是對社會建設有其貢獻的同時，也不能忘記檢警消
防、醫生護士亦有其維護社會之生存的重要性一樣。

參見：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450-451。
參見：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4 年，頁 55-56。
16
「文化治療學」
、
「文明守護者」都是袁保新先生的創見，參見：袁保新，
《老子哲學之詮釋與
重建》
，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192、頁 211。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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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老莊思想之特由解構之方式以護持文化的存在與發展，自與其能體現
治療學之意涵有關，如果進一步再追根究柢，則可以發覺這全然是因為具足「無」
之思想、「無」之智慧的緣故。道家老莊思想的「無」從主觀上說是理想人格的
見證與成就，它去偏去執去私去驕去奢去泰，生命由此而能復歸常道、回返自然，
由此亦能敞開天門、張開天機，由此更能讓天地人我共飲太和，齊登無何有之鄉、
廣漠之野。道家老莊思想的「無」也可以從客觀上見真章，於此它特別能夠表現
出為文明紓困、為文化解蔽的功用；紓困和解蔽顯然不同於建構、創造之積極作
為，但它之能去除芒昧、排除障礙恰好符合護持的需要，其亦如同醫方藥石般，
乃為人際世間所不可或缺者。
道家老莊思想「無」的智慧所彰顯之解構的作用，並非一孤行的企圖瓦解
天地萬物的存在，它的本意應該是知病而治病、治病而去病、去病而無病，所作
所為全是希望能夠達成對於天地萬物保健護持的神聖目的，像這種療癒的進行乃
十足表現出既揚棄又昇華的辨證性發展，亦是其文化關懷之特有的基調。
道家老莊思想從來就不肯執囿於模型化的實體和機括化的價值，所以老子
《道德經》曾經先後提出「聖人不仁」
、
「絕聖棄智」
、
「絕仁棄義」
、
「絕學無憂」、
「上德不德」等等的主張來回應儒家的立場，然而凡此諸說莫不皆是「去病而不
去法」，亦即去執、去囿、去窒、去礙以暢通其自然，復活其本然，雖然老子因
此也相對疏忽了對於「於穆不已之道德主體」的認真探索以致大大減煞了裁成輔
相、旋乾轉坤的創造性，但其所彰顯的療癒作用及其對天地萬物如如存在的重視
與關懷，依然令人側目的。
道家老莊思想之能成為「文明的守護者」
，正由於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七章》）的淑世大願，惟淑世必須
先淑人，淑人必須先淑己，淑己必須先淑心，外王事業的可能必須植根、奠基於
內聖修養的成功。淑己淑心就老子而言莫過於解除意識型態的禁閉，亦即無掉心
知定執，充分豁顯生命人格的絕對開放與無限包容，是以《道德經．第三章》提
出「虛其心」的主張，
〈第四十九章〉也說「聖人無常心」
、
「渾其心」
。總之，淑
己淑心就是要求自我生命的神聖化，淑己淑心之人即體道證德之人，亦即是聖
人；依據老子《道德經》的想法，聖人的體道證德除了表現在人格的淨化與超昇
外，也必定因為充滿著淑世的理想、願力和情懷而認真表現在客觀的成就上，換
句話說，內在心靈的無執無礙決定了外王事業的可大可久，這當然也是道生萬
物、無而生有的具體落實和見證。
道家老莊思想的文化關懷亦可從莊子親身的示現得到有效的說明。莊子行
走人間、參與生活世界所表現的方式與態度，筆者一向是用「在世而安世，安世
而化世」來形容。蓋莊子從未捨棄現實人間，所以是在世；他對紛擾的人間社會
起到了安定的作用，所以是安世；他志在人心的調養以求能化解人間的對立衝
突，所以是化世。莊子如是之面對人間、善理人間的處世哲學，筆者視其和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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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而一齊歸之為淑世主義。17
莊子之以無的智慧所表現的淑世情懷，可以從他對「人當如何立足人間以
成其所用」的解說上得知一二。莊子書中除了批判庸俗流俗之小用、批判閉鎖禁
錮之滯用外，亦由此而對顯出其所認可之大用、靈用，此則大約可以歸納為兩類
三型，但都出之於無的智慧。莊子曾就不陷溺或淪落於世俗之功過利害的場域以
免遭禍患而主張「無用之用」；莊子亦曾就不拘泥或固執於工具之定性定能的使
用以免受制約而主張「無執之用」
。
「無用之用」和「無執之用」都是在超越之區
分的情形下提出的，它們當然全部屬於分別說一類。除此之外，莊子在〈大宗師〉
中說：「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
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在〈應帝王〉中說：
「至人之用心若鏡，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這是辨證之圓融下的究竟講法，其用
之大則在於無分別、無選擇、無取捨、一視同仁的成全一切，凡一切法至此皆無
一可去，一切可分者至此亦皆盡歸於平平，如此之做為一種面臨世情的圓融態
度，即是：超俗而不離俗、化俗而不棄俗，總之就是即俗以為聖而聖凡一如，這
種圓融之大用是第二類之非分別說之無所不用的「無對之用」。
莊子之如此鄭重其事的說明大用所用、真用俗用，當然與他願意真實面對
眼前的時代、當下的世界息息相關，他雖然曾以精神發展所當有之超越的區分而
抨擊流俗並擺脫流俗，但最終仍以辨證的圓融為究竟而不離世間覺的逍遙齊物、
內聖外王。唐君毅先生曾說老莊之體無致虛此乃超拔於一切世俗而成格套外之聖
人以享其獨者，老莊亦因此而一生惝恍迷離，其精神之蕩漾於歷史之外，故「莫
知其所女終」、「世莫知其然否」，18筆者未必以為然，蓋莊子既如此之重視「人
當如何立足人間以成其所用」並現身說法開示道理，當志不在自享其獨或遺世獨
立也，其惝恍迷離之身世，實是緣於無之智慧而勇於「自隱無名」
，此猶「太上，
不知有知」，而非精神蕩漾於歷史之外也。至若另有形容莊子乃去世、離世、遁
世、避世、逃世、厭世、棄世、出世、遊世、玩世之徒，如是云云更皆不應理也，
以此不應理之見而強說莊子不具文化之關懷，不存護持文明之心願，尤為筆者所
關於道家老莊思想之淑世精神筆者亦曾論述之。參見：陳德和，
〈論老子《道德經》的淑世思
想〉，
《宗教哲學》季刊第 70 期，2014 年 12 月，頁 27-44。
18
唐君毅先生說：
「吾人可說最高之個性之人，即能體無至虛，自見其獨，而於其所遇之境，亦
無往不見其為一獨者。……虛無之言，更老莊所同有。……皆有一體無致虛，以自知其『自』
與『獨』，觀萬物之自然獨化；而以超拔於一切世俗與自己之格套之外之聖人，為共同之嚮往
也。……人若能一念而一往超拔，即一念中可達一至高之標準，而自見其獨，並見其所遇之境，
與境中之人物之獨。自此以去，亦無往而不見獨，即一念達於道家之聖人，之境，……如只見
其一往超拔，而永不見其落，則可謂其格長居在此至高之境。其格之高者，其所表現之行事，
亦不必多，儘可一事而已足。如老子之留五千言于世，一任彼後人之逞臆推測，自騎青牛出函
谷關而去，遂不知所終；即亦足表見其格之至高，而更不待乎其他之行事者也。」唐君毅，
《中
國哲學原論──原性篇》
，頁 154-155。又說：
「老子莊子之一生之惝恍迷離，更為道家人物之典
型，使後人得時時想見其精神之蕩漾於歷史之外。吾人今亦必須於其一生事蹟之惝恍迷離，其
『莫知所終』
『世莫知其然否』等，安然順受，更無遺憾，然後方知老莊之所以能為獨有之人之
故也。」唐君毅，前揭書，頁 15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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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安也。王邦雄先生以為：莊子所以有〈人間世〉之作，即顯立身於世的入世態
度，且依莊子意，人惟活在每一當下，即人物之有限而求心靈之無限，即人間之
複雜而求生命之純真自在。19筆者於此心有戚戚焉。
道家老莊思想之願駐足人間並由無的智慧之實踐以成就自己也成全別人，
如此之有情有性原本具足人道之思想，因而能有文化之關懷此乃毋庸置疑，縱使
其不能如儒家之為人文化成之典型，但道家老莊已然做為「文明的守護者」，已
然是一套「文化的治療學」，已然能夠謢持文化之生機，其不該屬於超人文而當
歸諸於人文，此亦可知矣。

肆、道家老莊思想的宗教向度
宗教本屬超人文之領域，如今若欲證明道家老莊思想之屬乎人文而非超人
文者，似乎應就其乃不具有、不相干於宗教之向度以立言，否則即是自毀長城、
自相矛盾，然而事實真相恐非如此之從一般之見解所能知者，蓋從中國人文精神
之攝宗教於人文、即宗教即人文的特色而言，若無以證明道家老莊思想亦能有此
之不離人文以言宗教之義理，則其乃屬諸人文之說即有所不足。又，若從道家之
發展歷史以觀之，其在周代之前理當有一宗教信仰下之傳統古道教存在，東漢之
後則復有神仙道家、丹道道家等等之流而共屬於神道化老學或宗教化老莊學者，
是即素來所習稱之道教，若筆者現今所論道家之宗教向度，乃單就老莊思想以明
其義，暫不涉及前後之兩種道教的所以然。
宗教之成立當有其內容之條件和外延之條件，所謂宗教的外延條件，通常
是就一個宗教團體它所必須具備的形式因素而言，此類因素列舉之下固有多端，
譬如說：神格的顯靈、神話的傳誦、神諭的啟示、神恩的降臨、神志的賞罰、神
威的佈達，以及繼之而有之經營，如：教主的現身、教相的顯露、教法的建立、
教門的形成、教儀的頒佈、教義的批示、教典的編撰、教理的研修、教律的制定、
教團的組合、教徒的凝聚、教會的營構、教派的開展、教產的統整等等，至於宗
教的內容條件則是專就宗教的本質因素而言，亦即就宗教之所以為宗教的宗教性
或本然性而言，具體地講，它代表的是世人一種對神聖者的虔敬心理，一種對無
限者的謙卑態度，一種對絕對者的真實感情，一種對永恆者的誠摯希望，一種對
終極者的懇切關懷，一種對超越者的偉大志向。宗教之所以為宗教雖有此內容和
外延的兩種根據，但真正之意義理當是以內容的條件或本質的因素為優先，外延
的形式則在其次。
道家老莊思想之能具有宗教向度，此乃特就其深富宗教之內容本質而說。
道家老莊思想如此之宗教向度明顯表現在理想人格的仰慕、信仰與體現上，更貼
切的說就是表現在無之智慧的實踐與見證上；蓋理想之人格即是無執無失、無為
王邦雄，
《莊子內七篇．外秋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
，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15 年，頁
17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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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敗之聖人，亦是即道之無限而無限、即道之無窮而無窮之聖人，其為生命之典
範固為具足德慧之虔誠與嚮往的上流之士所從崇仰，且凡真正德慧之士亦當由此
崇仰之敬而油然生起效法之心、追隨之願，並求自我之能力行其道、力踐其德以
求榮登聖境，20至於其道其德其聖其境界，依道家老莊思想而言實乃即無即道、
即無即德、即無即聖、即無即境界。
老子在《道德經．第九章》說：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
成其私。」此中之「不自生」
、
「後其身」和「外其身」都有消解我執之意，此即
顯示無的智慧；無的智慧在具體實踐中固有多端，清靜、無為、守柔、處下、不
爭、謙卑、寬貸、尊重、包容、和諧等等德行皆屬之，要之，即以我執的消解為
首要，老子認為：我們如能充其極實踐無執之工夫、見證無執之境界以完全具足
無的智慧，即可達到和天道一樣莊嚴偉大的人格境界，是之謂「聖人」，換句話
說，虛其心與弱其志即是通向神聖的不二法門；再者，此等經由虔誠地德行修養
以證成神聖生命的偉大人格，亦且將是齊與天地共其悠遠之根深柢固、長生久視
的無限存在者，是為聖人之不朽與永生。
從老子思想而言，天道的神聖與人道的神聖是相生相息、互證互成的，天
命的永恆與人命的永恆也是相生相息、互證互成的，是之謂體道證德的修行觀
念，同時也是體道證德的宗教意識。老子思想誠然就是通上下、合內外、貫主客
的思想，其能攝宗教於人文，即人文之精神以言宗教之虔誠，此與儒家之即道德
即宗教、即宗教即道德，都共同有著宗教人文化之特徵，若儒家由此而能穩居人
文地位，老子自當亦復如是。
老子之後，再有莊子。莊子對於老子無的思想與智慧乃能克紹箕裘、慧命
相續者，凡言無待、無己、無功、無名、吾喪我、無厚、心齋、無門無毒、不得
已、乘物、養中、支離其德、德不形、無人之情、不知、坐忘、相忘、兩忘、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等等，莫不與無的智慧絲絲相扣。莊子哲學強調應當遮撥一切
的成心與師心，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長保靈府、天府的如如自得；他希望透過
蕩相遣執、融通淘汰之無的智慧與修養，澈底純化自我淨化自我，澈底暢通一切
存在間的關聯，充分實現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圓妙境界，由之逍遙無
待、解放無縛的享受悠遊自在之生活。莊子之無的智慧既如此的展露在當下的生
活世界而成功一高明的人生哲學，同時亦因其能真實呈現生命之由小而大、由大
而化的具體見證，是以又明顯具有生命雖有限卻可無限的宗教向度。
形體的有限性一則是指它被時空所限制，二則在於它會變化、消失。但形
體的有限性卻未必就能決定人是有限的存在，理由是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形體之外
而另有作為意義價值之源頭的心靈德性。莊子認為我們存在的意義不應該因形體
的殘缺變化或有時而盡而受到限制或扭曲，相反的，我們必須善用形體使它成為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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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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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著意義價值的載具，亦即讓形體做為意義價值客觀朗現的憑藉；莊子從未忽
視形體的存在，更不會鄙夷形體的殘缺，因為他認為人之自證其德的同時即能賦
予形體的神聖性，外表的殘缺與否都在其次。21杜維明先生曾經說過：
「身體是神
22
聖的器皿」
， 其實身體不一定是神聖的，只因為它提供心靈德性表現其意義價值
的可能，因而成為神聖，此亦猶如聖杯之所以為聖乃因為盛裝聖水，聖水亦因聖
杯裝載而得以保全。
莊子又曾經說過：「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
（〈逍遙遊〉）
，依他看來，當下我們能真實體現無的智慧以順萬物之情、
以遊變化之途，當下能坦蕩開放、放下自我矜持，即可使身使心皆不受拘限而能
逍遙遨遊於無邊無際之境界，這便是生命永恆性的證成。莊子如是的將終極關懷
與現實關懷視為共修共證的一體俱現，其實就是攝宗教於人文、即人文以言宗教
的良好示範。
莊子固有其生命的實感與悲願，其所謂人生的芒昧此相較於佛教而言就是
無始時來的無明，莊子認為它是我們生活實踐上最必須克制的盲點與缺憾，也是
生命意義是否證悟、生命境界是否成就的最大關鍵，至於功夫之重點則莫過於摒
除成見與偏執而以一種因應兩行的寬容態度來面對一切，這種態度莊子說它就是
「明」、就是「道樞」
、就是「天府」、就是「休乎天鈞」、就是「和之以天倪」，
其實這莫非都是無的工夫與無的境界，而當莊子再再用「天」來稱謂境界之況時，
正喻其具有無限而永恆之真諦，如此之將人間之德與天上之道相綰合，亦是其攝
宗教於人文、即人文以言宗教之心思所必然達到者。
唐君毅先生認為，人文精神非但不能排斥宗教，而且必須承認宗教之必要，
此宗教可以是有神有靈而求人之皈依信仰者，亦可以是有聖人、有大人做理想之
人格典範而求人之相信自己亦能成聖人、成大人者，且若依人文主義之立場，自
當以成聖成賢之宗教為是。23根據此義，道家老莊之既不礙於宗教又有其宗教之
向度，此宗教之向度又非神道設教之類，而是以人人可成之至人神人聖人真人為
生命究竟之典範，並以此典範保證生命之永垂不朽者，其為人文主義之類屬乃當
為唐先生所承認才是。唐先生又說：
依中國傳統思想之人文主義，言人與天的關係，其最高之理想是：「天人
合德」
、
「天人不二」
。然如何而可言「天人合德」？這是由於儒家看「人」，
不單只從「現實」的人看，而是從「理想」的人看；不單只就「普通的人」
看，而是就「人之最高可能性」去看。由理想及由人之最高可能性以看人，
莊子在〈德充符〉說：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
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形體乃人人所有，雖聖人、真人亦不
能例外，形體之有亦表徵生命的存在，唯此生命的存在方得以言實踐、言自證其德，至於成德的
關鍵則在於「無人之情」的「無」
，能夠體現「無」的智慧與修養，則可以超凡入聖而展現生命
氣象的弘大，形體於此亦顯其意義與價值，雖介者、兀者、支離疏者、甕瓮大癭者、闉跂支離無
脤者，只要有德，盡皆如是。
22
杜維明，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106。
23
參見：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53-5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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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人可以由小人成為大人，由普通人成為聖人。人能成了大人，聖人，則
能以天下為一家，與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種心
量、德量之擴大可至無限。由大人、聖人之心量德量可擴至無限上說，則
可與天地合其德，亦即與天和上帝同其德，人心可以通於天心，接於上帝；
天心與上帝，也不能只超越而外在於大人聖人之心。由此，中國思想中的
宗教與道德便可連成一片，亦即宗教思想包含於「人文主義」的思想中；
人文思想不必反抗對治宗教思想，
〔宗教思想〕亦可成立，同時亦以言「天
人合德」了。24
唐先生所説之天人合德、所說之宗教道德的統一、所說之人可踐履篤行以
趨向高明登乎聖域，此固皆從儒家立言，其以此為人文精神當有之正常表現，亦
是依儒家為典型，然而凡此重要觀念若證諸道家老莊思想實無一不具、無一不
有，只是內容意義各有殊勝而已，是以若謂道家之人文主義乃不同於儒家之人文
主義，此當無可爭議，若以為道家乃超人文而有別於儒家之人文，恐未必然也。

伍、結論
當代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其人格典範為人所景仰，其見識弘闊為人所
信服，其義理精微為人所動容，畢生苦心造詣而皇皇數十鉅冊的著作成就，更是
為人所難予望其向背者。唐先生之思想人格啟迪無數學者的心靈，其學術慧見也
已然為全人類當有之願景做出清楚而完整之勾勒。唐先生之關於中國文化與中國
人文精神之詮釋，特乃當今之翹楚，其以儒學為宗而平章百家之立場，亦是立場
堅定而旗幟鮮明，凡墨家之為次人文，道家之為超人文，法家之為反人文，諸如
此類之見解，早為學界廣大流行之意見，今筆者不敏，胆敢就道家超人文之說，
請益和求教於唐先生。
唐先生以為中國人文精神乃植根於人心、人性、人道、人倫之基礎上，中
國之人文世界實為以德行為中心而全幅開展之世界，凡道德意識、文化意識、宗
教意識均為中國之人文心靈所含蘊，若儒家之重道德主體乃有其道德意識，儒家
之重人文化成乃有其文化意識，儒家之重天人合德乃有其宗教意識，故能成為中
國人文傳統之正宗與主流。唐先生如是之見地，筆者心悅而誠服之，惟筆者仍願
以此道德意識、文化意識和宗教意識為臬圭，說明道家老莊思想中亦具有如是之
內容，是以仍當屬人文之林而非超人文者。
道家老莊思想本第二序之思想，其關於道德意識之有、文化意識之有、宗
教意識之有皆先視為當然，然後再以第二序之「無」以保證其可能與發皇。道家
老莊思想之「無」洵非純否定，亦非凌駕於道德意識之有、文化意識之有、宗教
意識之有另立一超越之義境者。道家老莊思想所盛論之「無」實乃即道即德即境
界者，究其實，此無此道此德此境界乃是一蕩相遣執、融通淘汰之淨化沉澱工夫，
24

唐君毅，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
，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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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而顯之清通和順、明白四達之境界。道家老莊所特有之無的智慧，實乃
關切人心、人性、人倫、人道之智慧，亦是開啟天門以護持文化生機之智慧，同
時亦是超凡入聖、聖凡不二之智慧。
道家老莊思想以其無的智慧而成就人之沖虛玄德，此沖虛之玄德固不似儒
家之由道德主體之挺立、道德意識之發皇所成功之倫理之道、倫常之德，然其之
能真實面對生命之芒昧而思有予超脫或解除，並求最終之升進聖域以實現理想之
人格，則與儒家之態度實無差別。又，道家老莊思想之無的智慧，乃具足療癒之
性格而深蘊治療學之意涵，若就文化之關懷言，道家老莊思想以此無的智慧，實
能有效進行文化之治療，學者因之嘗稱其為「文明的守護者」。道家老莊思想如
是的文化關懷自不似儒家之以歷史的建構、文化之創造為本色，然道家老莊思想
之有功於歷史文明亦可知也。再者，宗教原屬於超人文之領域，然依儒家天人合
德之教，凡道德與宗教已然相銜接而綰合為一，此攝宗教於人文亦已成為中國人
文精神之特色，若道家老莊思想之無的智慧實乃即無即道、即無即聖、即無即德、
即無即境界之智慧，其可通於神聖與不朽固毋庸置疑，其於德行實踐中蘊含宗教
之向度，乃當不外於中國傳統之宗教人文化之精神。
儒家和道家自有其殊勝，凡言道德之智慧、文化之關懷和宗教之向度，彼
此都互有其勝場，然而立足人間以求正向價值之充其極開顯，包括主觀面之成道
成德，客觀面之安世安人，超越面之證聖證永，儒家道家實又一道同風而不分彼
此，就此以論，儒家若屬人文者，道家當亦復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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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人
有
具體存在，看得見摸得著的物；有形如日常所見之物

無
沒有具體存在，看不見摸不著的物；無形如天地間之鬼
神、靈魂、陰陽、電等
子曰：「鬼神之謂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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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與無皆是名相！心若執著有無即是執相！

無是體、是本；有是用、是末
道是體 身是用

有無同體

道的流行是有形無形相輔相成

四句偈
神秀上座：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六主惠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九蓮聖祖：本無菩提名，明鏡怎可稱，既然無一物，何來塵埃生。

《金剛經》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世人執有(相)無、菩薩去相、佛聖無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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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者認為靈魂
是第八識之阿賴耶
識即人心、善惡之
心

六根→第七識(主傳達)→第八識(主善惡)
意 (第六識)

末
那
識

眼

第(八識

) 第(七識

人之本覺，有性才
能生心，心動識引
識自人心，才有分
別心，認知有與無，
心會執著在有與無。

阿
賴
耶
識

耳

身

鼻

白
淨
識
、
如
來
藏

)

舌

識自本心，不會執著有與無！

老子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
道教封老子為「道德天尊」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ㄉㄢ，世人尊稱為「老子」，老子悲天
憫人，一片濟世之苦衷，以無極而太極自然無為之真理，五千字，
字字珠璣，句句玄妙！如能研之悟之，體會自然現象之本源，則
終生受用不盡！
圖:
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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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博談網

何清釧

《道德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
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據西方學者統計，從1816年至今，各種西文版的《道德經》
已有250多種

圖片來源：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OUC-49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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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生天地生寂兮寥
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
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
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
強名曰道。

由無極動，從無而化有，
漸漸成形
道教的創世理論真諦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
萬物具備天地世界成矣！
萬物不離陰陽，因有純陰
純陽，才會演化成陰中有
陽，陽中有陰的交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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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玅章第一】

《道德經》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有欲就是心有動念，分正欲、邪欲
無欲就是性動而心不動
人要自然無欲清淨，方能體合自然無為的妙道。
動欲要出於自然，方能流露發而中節之德

《道德經》
【虛中章第十一】

有形相之物，可做為利用的器
具；無形相之空處，才可以做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容物之用。

【反覆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至靜，必能反靜而動；
道的作用是柔和的，
道因柔和故能生萬物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是道之動而後生出來
的；一切有形有相之物，是從
無形之道生出來的

130

有與無

《道德經》
我所以有大的禍患，就是因為
我有看重自身的關係；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如果我沒有看重自身，那我有
什麼禍患呢。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此身會迷失；此身會達用

【寵辱章第十三】

【知足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有道，已經太平之年，世
界大同，却馬就不必用在戰場，
就可以用在糞田工作了；
天下無道，發生戰爭，就是戎
馬有用之時，將馬派上戰場

老子「無為」
既沒有報酬，也沒有善的念頭在裡面，可說是義務、應該
「無為而為」
有人為了「無為」卻變成頑空！無所作為！那是錯解了！
天地之德無為而為，至高明至博厚，故日月運行不息
植物之生長、天地日月之運行，皆無為之流露！
自然而行沒有造作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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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與無為6-1
【觀徼章第二】

天下之人知道美的好事；知道善的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好事，才要去做，這都是出於有為
的，所以這是惡的，不是純善的。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所以天地之間有形相與無形相，是
故有無相生。
互相生的，一切有形相之物皆由無
形相生出來的，然後有形之物滅了，
再歸於無。

有為與無為6-2
聖人處事無違自然法則如同天

【觀徼章第二】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地化育萬物而不辭勞苦，且不
自有其德，不恃其能，聖人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
處事如同天地在行不言之教，
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
所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於功
以不去。
成而不自居其功。說到立德之
事不自有其功，不自居其德，
而其功德不去(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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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與無為6-3
【襲明章第二十七】

上善之人都是無為而妙行，一

善行無轍跡。
善言無瑕

向不表露痕跡 (妙行無住)。

謫

(ㄒㄧㄚˊ)

(ㄓㄜˊ)

。

說話合道理之人，不會有語病。

無為佈施合理者，即生無量功德！
無為佈施不合理者，即生無量業因！

有為與無為6-4
【處厚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由自性所生發，不執著不自有的自
然無為妙德曰上德，所以上德者不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自有其德，反而是真正有德者。
凡是執著不能自然無為之德曰下德，
所以下德者怕失去所行之德，反而
是沒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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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與無為6-5
【處厚章第三十八】

上德是有德者無執著，方可稱為上德。
若尚有無為兩字存在於心，並非自然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之無為，此尚是無為中之有為。
凡有所執著之下德，就是有為之德。

心若執著有為或無為的名相，均非自然！
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是無為而為

有為與無為 6-6
聖人處事無為而為
無為(

無違自然法則、天理

ㄨㄟˊ)

無為

無執私、名、利、相、功德…

(ㄨㄟˋ)

聖人之處事如同天行
天地四時，生剋制化，無為而為
自然無為而行，不以聲色又不住相而以身作則！
聖人或佛

內聖修養合天地無為！
外王配天地高明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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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從無生」

結論 4-1

虛空狀似空洞無一物然卻具備生天，生地、生萬物
的一切元素，萬物均由此而出。
虛空裡
那先天無形相之物，其之玄妙，肉眼無法透視，
儀器也無法測出
故並非人見不到虛空之物，虛空即一無所有。
有從無生本然悠

相由心生相射籌

結論 4-2
《大學》第三講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無是體、是本；有是用、是末；
無是先、是始；有是後、是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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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4-3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過程，過程就是循環，因果就是
循環，現世報、來世報都是循環，此世不行善積福
德，來世則貧困，此即是循環。
開悟者…

覺悟了如未悟
無心方可近真

結論 4-4
用心體悟有無
本末之道、體用之道、先後之道
無是「道」之體，有是「道」之用

道的流行 理氣象一貫
不要執著在象的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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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敬請指教
敬祝

歲月增加
生命增長
人安神安 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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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泰國的感遇
楊松年
（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團主席）

壹、前言
2000 年我從新加坡國立大學退休。龔鵬程校長請我到他創設的臺灣佛光大
學任教，來往臺灣新加坡途中，常常停留泰國曼谷。泰國是一個滿街神佛的國
家，曼谷更是如此。在曼谷穿行，眼之所見，心則有感。突然想起唐代張九齡
、陳子昂、柳宗元都有感遇詩。確實，遇常有感，感後再遇，所感尤深。感和
遇雖然只是兩個字，泰國的感遇卻對我之後的研究方向有著極大的關係，因此
本文乃以〈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泰國的感遇〉為題，首述在曼谷的所感所遇
，讓我親自體會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次述這些所感所遇，對我研究道路影響
的情形。

貳、泰國的感遇—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
在曼谷大街小巷穿行，常常看到住家或商店門口，貼著一張張不同的符令
。有的兩三張，有的密密麻麻，排列一整排。仔細看看這些符令，有鎮宅驅邪
、保佑平安的作用。對民眾來說，是沒有什麼比居家安寧，出入平安更為重要
的了。我在曼谷商店、街邊攤位，看到排列整齊售賣的神牌，天后聖母的、本
頭公媽的、等等，是寺廟製作供信中佩戴的，多刻有四季平安、出入平安的字
樣。發覺這一切在民眾生活、精神世界佔有巨大的地位。

1、信仰文化最接地氣
在曼谷大街小巷穿行，常常看到住家或商店門口，貼著一張張不同的符令
。有的兩三張，有的密密麻麻，排列一整排。仔細看看這些符令，有鎮宅驅邪
、保佑平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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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築更高懸大八卦圖，以達到擋邪的目的。曼谷鬧區耀華力路小巷一
十字路口，有一棟建築，由於面對對面屋子的尖角，就在第三層樓面，懸掛巨
型的八卦圖，非常的顯眼，路過的遊客多會仰頭高望：

對民眾來說，是沒有什麼比居家安寧，出入平安更為
重要的了。
在曼谷商店、街邊攤位，更可以看到排列整齊售賣的神牌，天后聖母的、
本頭公媽的、等等，是寺廟製作供信中佩戴的，多刻有四季平安、出入平安的
字樣。發覺這一切在民眾生活、精神世界佔有巨大的地位。

圖為泰國三盛古廟本頭公媽神牌，酒樽形，金色。正面，中間上方，端坐
一對本頭公媽，上方，兩字，模糊不清。下方，兩行泰文。周邊，花紋雕飾。
背面，中間，一長方框，框內中間，符令，右左兩旁，一本頭公媽及保佑平安
字樣，直列。框上，有三盛古廟四字，自右至左橫列。周邊，花紋雕飾。
和泰國友人家人吃飯，瞭解泰國家庭多誠心拜神拜佛，而且定期回到寺廟
義務工作，甚至參與為重新埋葬把埋在地裡多年的屍骨清洗的工作，（他們有個
名稱：修骷）。
於是我和友人參訪曼谷的寺廟和善堂善壇組織。在豆芽廊的報德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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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廟裡的一對對楹聯：
大公原無我存救世立苦心受界飛升起潮郡
峰嶽實配天福生民惠枯骨乘風普渡到暹邦
起潮郡、到暹邦六字吸引了我。一查，原來該堂的成立和種種的作為實受
中國原鄉潮州的影響。宋代宋大峰祖師在潮陽多行善業，為鄉人研製良藥，解
除鄉民瘟疫病危，後更造橋解民渡江之困，惜橋未成而圓寂，但作為已深獲鄉
民崇敬。其後鄉人完成他的心願，橋終於建成。人們更建壇紀念大峰祖師，名
為報德堂。報德堂屢辦善事，捐米，施茶，收殮，修橋，鋪路，實施種種利民
的福利事業，造福困民，德業不小。
1896 年潮陽鄉人馬潤請了大峰祖師金身，來到泰國。當時剛好遇上泰國瘟
疫發作，民心恐慌，紛紛膜拜大峰祖師，祈求保佑。大峰祖師獲得民眾普遍崇
敬，於此開始。這就是楹聯所指的起潮郡、到暹邦。該楹聯另有六個字吸引了
我：福生民、惠枯骨。這六個字說盡了該堂重大的生命關懷。對生人來說，該
堂從一設立開始，就盡力為民眾的種種福利工作，平日的施米、送茶、捐助孤
寡等等且不說，為醫療，他們甚至成立醫院，建立一座 22 層的醫藥大樓。為教
育，他們設立了在東南亞少見的占地畝的華僑崇聖大學。在報德堂影響下，泰
國各地成立了不少善堂善壇，單是明系善壇就有 62 間。
此外，在潮汕地區的民間組織德教，也在東南亞包括泰國傳播流行。它提
倡德教文化，崇奉佛道儒耶回五教，重在推展公益慈善活動。在泰國各地多有
德教分部組織，至少九十閣，每一閣都冠以紫字為首命名。這些組織，除了推
行福生民的施米、捐助孤寡、醫療、辦教育之外，也進行惠枯骨的善行：施棺
、收殮，並為那些亂葬的早年枯骨設立修骷法會，安置安撫亡魂的活動。修骷
法會通常要舉行多天，常常是一個星期。首日是法會揭幕儀式，次日有開母山
儀式，儀式中誦經禮佛、清洗骷骨、之後舉行圓山儀式。三日擇定吉時，舉行
公祭儀式，並恭請高僧誦經收拾骨灰，舉行安葬儀式。過程嚴肅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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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泰國曼谷潮州會給明壽善壇為修骷法會製作的神牌，正面太上老君立
像，背面：中間，符令。右旁泰國潮州會館文字，左旁泰京明壽善壇文字，下
有一行文字修骷法會，再下有日期，27.10.47，當是舉行修骷日期。

2、信仰文化與宗教和諧
參訪泰國華人寺廟，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佛教道教互相包容。只要能
庇護大家出入平安、四季平安、闔家平安，就是民眾崇拜的神明，於是我們看
到東南亞包括泰國佛道神明包容出現在同一寺廟的現象。美國最大最受尊崇的
漢傳佛教寺廟龍蓮寺，寺廟建築，參照潮州開元寺，寺廟前入門處有對聯：開
宗傳續，元始修行。進入寺門，經過一段通道，可見左邊清福壇，壇內供奉鬥
母等神明。右邊為功德壇。前面四大天王殿，兩邊是四大天王神像。殿前供奉
彌勒佛。天王殿后為大雄寶殿，正殿中央供奉三寶佛像，中釋迦牟尼佛，左藥
師佛，右阿彌陀佛，兩旁侍立著迦葉、阿難尊者。大殿左旁是華佗寶殿，華佗
寶殿有三個神龕，第一個神龕供奉太歲爺、華陀仙師。第二個神龕供奉藥王大
帝、財神爺。第三個神龕為本頭公、本頭媽。可以說已是佛道混雜的寺廟，雖
然是以佛教為主。
泰國的文化和諧交融更體現在德教的提倡上。德教原流行於上個世紀 40 年
代潮汕地區，它五教合一，奉祀儒教孔子，佛教釋迦牟尼，道教太上老君，基
督教耶穌以及伊斯蘭教穆罕默。其後在東南亞，特別在泰國，更是受到熱烈的
推崇。德教會以閣為基本單位。各閣每年輪流由一位神明為主閣之師尊，負責
該年度之教化。在泰國，由於泰皇駕臨玄辰總閣參鸞，德教在當地取得合法地
位後，更是發展迅速，以紫字為閣名的組織在各地紛紛出現，單是在曼谷，就
有如紫真閣、紫景閣、紫純閣、紫元閣、紫龍閣、紫同閣、紫淨閣、紫吉閣、
紫明閣、紫修閣、紫宣閣、紫微閣、紫辰閣、紫平閣、紫山閣、紫華閣、紫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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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紫天閣等，其他省市的紫閣尤多，總數在一百以上，為泰國寺廟各種神明
能和諧相處立下一道道風景。

3、信仰文化與地區開發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由於原鄉生活貧困，社會動亂，大量閩粵華人南移。
為集合力量在異鄉發展，互相照顧與提攜，原鄉的文化在異地獲得進一步的發
展，神隨人移，他們在異鄉建立了廟宇，嗣後更成立會館，發展經濟。不少寺
廟和當時地區的開發事蹟有關。
曼谷大本頭公廟位於該市嵩越路 833 號。廟裡有一座古鐘，根據古鐘峻刻
所書，宮廟當建于道光四年，佛曆 2367 年，西元 1824 年，是十九世紀初。 曼
谷大本頭廟地處號嵩越路。嵩越路地近碼頭。當時商業貿易非常發達，河邊盡
是貨倉和商業公司。大本頭公廟就在這環境中創建，見證當時碼頭事業的開發
發展。廟中的一些楹聯，如：
本頭顯赫古木森森萬商雲集全民沾福澤
公廟莊嚴湄河淼淼四海流通百業自昌隆
反映了那時古木森森萬商雲集和湄南河水淼淼貨品四海流通的情景。
在大本頭公廟附近的仙公宮，也有一幅對聯：
仙賜禎祥以義為利真大利
公平老幼惟誠取財得多財
也是規勸從商者應以義為利，不可奸詐斂財。
仙公宮位於泰國曼谷嵩越路 1760 號旁，是崇拜天上仙公廟宇所在。在廟外
的說明牌中，用泰文和英文簡介仙公宮。大意是說仙公宮大約成立於 1871 年，
在朱拉隆攻皇朝時期。一群福建移民來到這裡，這居住地原本是在一條運河，
其後更發展為舊機器的商業地帶。可以說這是曼谷第一個廢鐵商業區，在泰國
廢鐵商業區稱為 Siang Kong。目前仙公宮嵩越路一帶以及附近橫巷的商店，全
堆滿廢鐵，淩亂異常，比較整齊的，也是經營五金生意。進入仙公宮山門，見
右側為一祭拜天地父母的神龕。神位牌中書天地父母，兩旁為南北星君及諸位
福神。殿門兩旁對聯：震古鑠今臨下有赫，推仁錫德惠我無疆。正殿門聯：
仙賜禎祥以義為利真大利
公平老幼惟誠取財得多財
門殿上宮名匾額為前面所舉的普門報恩寺開山祖師釋普淨所書。

143

楊松年

報德堂鄭智勇從一個窮小子奮力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的事蹟，也反映了信
仰文化和早期華人在海外開發發展的歷程。歷數早期泰國商界人士，多數和寺
廟、會館都有緊密的關聯。即使是一般參與早期經濟開發的普通工人，他們也
團結在寺廟和會館的組織裡。在當時人生地不熟的生活條件下，寺廟、會館所
扮演的角色是重大的。難怪當時寺廟中的對聯，充滿對平安的期待，對佑民濟
眾的呼籲。如翠岸寺對聯：佛法無邊賜福澤，祖德有道保平安。本頭媽廟對聯
：
本德宏開賜禎祥于世界，媽恩廣大敷吉慶於人間。善慶庵對聯：慈念為
懷渡眾生脫苦難，悲心救世恩沾黎庶保平安。
為開發事業，早期移民對信仰神明有特別保佑的期待。
泰國本頭公神明，源於中國土地公，但是在開發事業的紛爭中，此項的土
地公神像有很大的變化。前述的靠近碼頭的嵩越陸大本頭公廟，裡頭供奉的本
頭公神像竟然是武裝的。

而有些寺廟的本頭公神像，為了能在紛爭中，庚強力的幫助民眾，武裝的本頭
公，更像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岳武穆公。

圖為武裝本頭公神牌。正面，中間，裝束如嶽飛之本頭公坐像，底色紅色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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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金色的本頭公圖像。背面，中下方，八卦太極圖，兩旁左右各有出入及平安
字樣。其上有本頭公三字，由左至右，橫列。
這些武裝的神像，反映了當時移民在異地開發事業中面對的嚴酷的地盤紛爭。
在東南亞，信仰文化的探討還有助於歷史的重寫。新加坡的歷史，一向以
萊佛士 1819 年 1 月 28 日在新加坡登陸為開始，有關資料說當時的居民只有 150
名馬來人及少數華人。（有說 150 名全為馬來人）。幾乎寫新加坡歷史的，都
採用這說法。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黃義秋於 1981 年 9 月 11 日在該報發表
一篇文章指出：在小坡馬拉巴路（白沙浮）一間供奉大伯公的廟宇順天宮，發
現重修順天宮碑記的石碑，碑記記載該廟創建於嘉道之際。黃義秋又說：嘉慶
元年是 1796 年，道光元年是 1821 年，兩者之間當是 1805 年。這就顛覆一般人，
特別是官方對新加坡開埠歷史的認識了。

4、信仰文化與社會教育
民眾對神明有所求，神明也要求民眾敦養品性，具備操守，因為天理昭彰，
不可逆天行事。嵩越路大本頭宮山門兩邊對聯：
本性善良終得好報
頭上蒼昊天理昭彰
明顯地警惕人們應秉性良善，不能違天行事。宮內有另一對聯：
本頭神聖澤及萬方護其人福其利
公廟堂皇恩被百姓安于業樂於居
石龍軍路新興宮對聯：
惡意不除至此誠敬功虧
貪念未休何來財富惠受
都是如此。寺廟甚至希望能將和平公理推向全世界，仙公宮對聯
仙法道德能保世界和平兆民樂
公理明正普達環球護衛眾人安
呂帝廟，位於曼谷帕拋猜路 494 號。主祀呂洞賓祖師，建于 1902 年。山
門上有廟名呂帝廟，兩側有用呂洞賓字型大小純陽二字作的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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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行大道
陽啟正心

《道德經》第五十三章也有大道一詞：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朝甚除，
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
道也哉！
呂純陽曾注釋《道德經》，釋雲：
介然，悠忽之頃；施，見諸施行。道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偶然一隙之
明，何嘗非知，但驗諸實行，恐窮於推施，甚言大道之不易也。夷，平
易也。賒，同奢，《漢書》：楚楚衣服戒窮賒。道誇，以誇張為道也。
末俗厭，中庸之道而矜飾以為是，上太深非嘆之也。
則言大道非知之難，乃行之難。呂帝廟山門對聯上聯純行大道，意思當為切實
行仁義之道。行仁義之道，於家可盡孝慈，于國可盡忠誠。
山門下聯：陽啟正心。呂純陽有《心經》之作。其言雲：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 非人能靈，實心是靈。 心為主宰，一身之君。
役使百骸，區處群情。 物無其物，形無其形。 稟受于天，良知良能。
氣拘欲蔽，日失其真。 此心既失，此身亦傾。 欲善其身，先治其心。
意謂人雖稱萬物之靈，其實靈不在人而在心。心失則身傾，所以欲善其身，必
先治其心。呂祖所稱正心，包括老老心，長長心、委致心、誠恪心、恭敬心、
循理心、清介心、治無廉心、自愛心，積德心，治利濟心，治殘賊心。 以匡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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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治傾陷心。 仁慈心，謙遜心、損抑心、儉約心、謹慎心、坦夷心、忠厚心，
和平心、寬洪心、傷身心、妻女心、果報心、至信心、悠久心、始終心、施與
心、自然心、安分心、忍受心、推誠心、鎮定心、中正心，大體心。在《心經》
中，他說明正心的方法為即心治心，而所治物件，如下表：
即心
治心
以老老心，治不孝心
以長長心，治不悌心
以委致心，治不忠心
以誠恪心，治不信心
以恭敬心，治無禮心
以循理心，治無義心
以清介心，治無廉心
以自愛心，治無恥心
以積德心，治為噁心
以利濟心，治殘賊心
以匡扶心，治傾陷心
以仁慈心，治暴戾心
以謙遜心，治傲慢心
以損抑心，治盈滿心
以儉約心，治驕奢心
以謹慎心，治怠忽心
以坦夷心，治危險心
以忠厚心，治刻薄心
以和平心，治忿恚心
以寬洪心，治褊窄心
以傷身心，治沉酒心
以妻女心，治姦淫心
以果報心，治謀奪心
以至信心，治大疑心
以悠久心，治無恒心
以始終心，治反復心
以施與心，治慳吝心
以自然心，治勉強心。
以安分心，治妄想心
以忍受心，治怨尤心
以推誠心，治猜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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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鎮定心，治搖惑心
以中正心，治偏袒心
以大體心，治細務心
他表示：如此治心，人心得治，則天地清寧。這裡短短八字，啟示呂帝廟和呂
洞賓神明對敦養民心，施行大道的期待。

5、信仰文化與原鄉歷史事件
原鄉發生的一些事件，不但在原鄉發生影響，也波及海外。這種影響在原
鄉已經不見蹤跡，但在海外卻持續綿延。中國祭天拜日有悠久的歷史，但是在
明朝末年，太陽崇拜卻被賦上特殊的內容，特殊的意義。西元 1644 年甲申農曆
三月十八，李自成攻破北京，第二天，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甲申之變震動朝
野，江南反抗清人的力量先後被撲滅，反清的勢力遂化整為零，流入民間，建
立幫會，繼續展開和清廷的對抗。又稱天地會的洪門就是最大的組織。天地會
會眾拜天為父，拜地為母，拜日為兄，拜月為嫂，共圖反清複明大業。日月合
即明字。進行反清複明的活動。
中國國內反清複明不成功，很多參與者逃到海外避難，洪門勢力也擴張到
東南亞。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在印尼民丹島舉辦第八屆世界華人文
化會議，會後走訪當地寺廟，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溪旁建立許多小型玄天上
帝、感天大帝等寺廟，廟裏除了供奉主神外，還尊奉五祖、港主、萬雲龍等神
明，天地會等痕跡，斑斑可考，說是當年太平天國失敗，參與反清等天地會志
士，為逃避清軍拘捕，潛居於此，散居溪邊，嚴控人們進出小溪。
泰國客屬總會成立關帝廟，和中國歷史事件有密切關係。泰國關帝的信奉
甚早，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群客籍人士在太平天國舉事失敗後逃至泰國。當
時東南亞積極回應反清複明口號，集賢館遂成為這些人士的聚會場所。關帝信
奉，當從這時開始。《會史》載：
太平天國革命之後，反清復明之口號，遍傳海外，華僑思想，大受影響，
集會結社，乃應時而起。 1
該會總務長盧鈞元《客總會史沿革》亦雲：

1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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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客屬總會前身為集賢館，始於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之後，（約西元
1870 年），當時反清複明之口號，傳及海外華僑之思想乃大受其影響，
而集會結社之風，隨處應時而起。
同治初年，集賢館館址在三皇府左邊，主持人為李家仁和伍福。凡入會的
都要像入洪門那樣宣誓。因此當時集賢館有供奉關帝，自可想見。清末集賢館
分為明順和群英兩派，明順主持者為陳順欽、群英主持者為梁廣及林義生。兩
派各立公司，分庭抗禮。至宣統二年，兩派才統一，並嗣後正式成立泰國華僑
客屬會館。1936 年，為使組織擴大，訂立內地各埠分會規章，會名乃改為泰國
華僑客屬總會。
在關帝廟中，「忠義」的強調更是普遍。如關帝神龕對聯：
忠義著環球是君主時期最高人格
威靈昭海國合華僑士庶共沐神庥
忠義著全球，是對關帝忠義的高度禮讚。

近神龕有
一楹聯：
高義結桃園為弟為兄慷慨一言為骨肉
精忠昭漢代允文允武艱難百戰識君臣
慷概一言為骨肉、艱難百戰識君臣，都是高義結桃園的具體呈現。

結合客屬會館早期集賢館組織的
源流、宗旨，再看看「威靈昭海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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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士庶共沐神庥」的含義，可以有更深切的領會。
跟天地會習慣的信仰活動上，泰國最有特色的莫過於天地父母的崇拜。多
數寺廟供奉天地父母。最著名的曼谷打惱路玄天上帝廟，也稱為大老爺宮，就
有天地父母的供奉。天地父母神台後，常有高聳入雲惡龍柱，大老爺宮也是如
此，在離開寺廟兩百米之遙的路上，遠遠可以看到該廟高出屋脊的龍柱。

天地父母神壇之設更多在玄天上帝寺廟外，曼谷豆芽廊的呂帝廟，主祀呂
洞賓，副祀薑子牙、八仙、太上老君等，廟門口右側有天地父母神壇，神壇壇
頂雕刻精緻，兩旁懸掛燈籠，內有龍柱支撐，牌位天地父母四字，非常明顯，
神壇前方的神台，也雕刻細緻，更突出的是背後高聳的龍柱，應有二三十米高。

曼谷挽叻達信地鐵站旁的本頭媽廟，又名穀雞廟，廟門內右側，又一座天
地父母神壇，裝飾較為簡單，但是右旁後端也有一高聳的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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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抱魯爺廟是一座小廟，神殿需步樓梯而上，但殿前仍建立一小型天地父
母神龕，神龕旁有龍柱，外橫書合眾平安，內有天地父母牌位。

龍柱的設立，是寺廟大事。曼谷三聘城門天后宮設立龍柱，不但選擇吉日
安置，還立碑留念。

石龍軍路近龍船寺地區的新興宮，主祀媽祖，天地父母神壇耶很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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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著名的慈善機構報德堂大峰祖師廟，也設有天地父母神壇。

天后宮的天地父母神壇更像一座小廟，壇門上橫匾自右至左書明天地父母
四字，兩邊有以天地冠首的對聯。
主祀關聖帝君的吞府河南古廟的天地父母神壇，非常考究，神壇如間小廟。
廟脊雕刻雙龍奪珠，屋頂綠瓦黃磚，四周柱子七彩龍釣，壇內燈籠高掛。

天華醫院奉祀觀音菩薩。神殿前設一長桌，上置天地父母牌位，但是也迎
得許多信徒的膜拜，特別是觀音菩薩誕辰，人潮如龍。
龍蓮寺是泰國歷史悠久的漢傳佛廟，在泰國官府民間都有崇高地位，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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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聖佛外，還奉祀道教神明，其中也有天地父母神位，但是簡單，只置於殿
堂一隅。

天地父母崇拜，在泰國可以說是非常熱烈，以上只是舉出泰京曼谷的一些
例子說明，在曼谷，還有許許多多寺廟都有天地父母的神位，曼谷以外，更不
用說了。甚至有些天地父母的神位，不再寺廟，而在路邊，民間成立一個社的
組織，就進行天地父母的崇拜了。曼谷同興社的天地父母神龕，就是這樣。

龍柱高聳入雲，是玄天上帝往來天地的通道，也是民間百姓向上天祈求及
希望上天回應的管道。因此可以理解為何泰國曼谷秋千架之設與玄天上帝崇拜
的關係。泰國曼谷皇家素塔祀前方廣場，有一高聳入雲的巨型千秋架，據雲是
上帝公神明來往天地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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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這個千秋架的落成，有關組織還製作神牌。神牌正面為玄天上帝頭
像，背後泰文，表示這神牌是為秋千架落成而作。

而令人矚目的是素塔寺內唯一的道教建築就是一座頗為大型的天地父母神
壇。素塔寺是皇家寺廟，在泰國有崇高的地位。廟裡設立天地父母神壇，甚不
簡單，也可以看出秘密會社中人在當地的影響。

天地父母崇拜在泰國的普遍，反映了當地對天地會人士精神的景仰。每年
陰曆九月初一至初九九皇節，泰國民間，全都齋食。唐人街道，掛滿九皇黃色
紀念布條。各商店攤位，也紛紛掛起黃旗，人人身著素服，尤其是白色衣服，

154

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泰國的感遇

甚至披麻戴孝，

人說這是紀念天地會殉難的英雄。查天地會大哥萬雲龍是農曆八月二十起
兵、九月初九陣亡。九皇大帝崇拜 當與此有關，只是現代人只知膜拜，求取平
安，而不知歷史原委了。

參、結語
以上從信仰文化最接地氣、信仰文化與宗教和諧、信仰文化與地區開發、
信仰文化與社會教育和需要我與原鄉歷史事件五部分論述我在泰國的感遇，從
而深切認識信仰文化和生命關懷的深切意義。信仰文化和生命關懷，所牽涉的
不止個人的曾面，影響的不止是家庭、親人，更多的是宗教團體、寺廟、甚至
是宗鄉會給、社會的各層組織。這認識使我自 2003 年以來，把多年努力的文學
研究暫時放在一邊，而致力於推動世界華人民間信仰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動，在
各地各國舉辦了十幾場會議，出版了五本會議論文集，十一期華人文化研究學
報，目的簡單，希望在許多對推動信仰文化推動不足的地區盡一些棉力。泰國
在中華信仰文化的探討上，無論會議或出版，顯然不足，在泰國感遇信仰文化
情況，也是我決心推動信仰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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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莊子》教學策略對學生心性之啟發
────以〈養生主〉為例

戴碧燕
（高雄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轉念」是一句口號？還是一股可實踐的力量？現代人似乎有太多放不下
的包袱，以致身心靈都受到了束縛。尤其在教學現場常常遇上因執念而困的學
生，卻能因讀《莊子》而轉念，於是希望能透過推廣閱讀《莊子》，期待學生能
為自己找到安頓心靈的力量。本文乃從《莊子‧養生主》之教學策略出發，利用
教學引導與課堂活動兩大主軸，讓學生了解〈養生主〉之宗旨，再從莊子思想對
學生思維轉變的影響深入，探尋學生心性從中所受到的啟發，總結執行結果。筆
者發現 99%學生思維模式因此改變，具體點出這堂國文課所呈現效益的學生亦佔
56%，可見莊子思想能幫助莘莘學子們轉念，甚至度難關解困惑。故筆者希望未
來能結合更多專業領域，發展出一套適合現代人日常生活實踐的養生理論。
關鍵詞：莊子、養生主、心性、教學策略、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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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spiration of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Zhuangzi " to Students' Mind
────A

Case Study of " 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 "
DAY BIH-YAN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Is thinking positively a slogan or the power can be implemented? Modern people
seem to have so much mental burden that the body and mind are constrained,
especially in the campus. Frequently, the author encounters students constrained by
their obstinacy, and they are able to convert their thinking into positive one after
reading “Zhuangzi”. The author expects students to seek the power to settle the body
and mind through promoting reading of “Zhuangzi”.
The thesis concentrates on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Zhuangzi．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 uses teaching instruction and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help students
comprehend the purpose of “Zhuangzi．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 explores the
enlightenment in students’ minds from the influence of Zhuangzi’s philosophy on
students’ change of their thinking framework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author suggesting that 99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therefore change their framework of thinking, and that 56 percent of students
concretely find the class beneficial.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 can help students
change their thinking and even conquer their lif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e author
hopes to combine more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develop a set of theories designed for
modern people to practice the philosophy of being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y
and balanced in daily life.
Keywords: Zhuangzi, 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 minds, teaching strategies, mi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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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轉念」是一句口號？還是一股可實踐的力量？〈破窯賦〉曰：「天有不測
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然人總是把自己的不幸當武器，時時扛著大槍準備射擊，
怪東怪西就是不怪自己。正因為有太多放不下的包袱，以致身心靈都受到了束
縛。曾經筆者也是如此，埋怨自己不夠幸福，直到2013年3月24日Email信箱裡傳
來了〈給老師按一個讚〉，這封信是一位視覺障礙學生寫的，她說：
給老師按一個贊
老師您好，我是正修企管三乙的同學，我叫XX，從第一次上課，以五週了
每次分享的故事，都讓我感觸良深，這絕對不是偶然，我沒有白來正修，
這一切都值得了，因為我是後天有缺陷的人，我的是力受損了。
這十年來有辛酸、有感動的淚水，不管是家人、朋友、老師的每一句話，
沒有任何理由讓我說放棄，在這當中，我跌倒千千萬萬次，站起來就是有
機會，不站起來就是永遠跌倒了，同時我也了解人沒有完美的，不完美才
是真正的完美啊!也體會到人可以韌性，但不可以不任分，少了視覺上的
誘惑，我的心更加敏銳了，雖然我還沒看清楚老師的廬山真面目，但是老
師的聲音、上課的內容已經讓我驚心動破了，非常精彩，我想是這學期最
1
寶貴的禮物了，謝謝老師。
原來教《莊子》可以如此給力，也讓筆者更加明白，為何莊子總喜歡以形殘人物
的故事，來講述他的人生哲學。學生的正向回饋，不僅給了筆者莫大的鼓勵，也
一直是筆者兼教生涯中最佳的動力來源。隨著時間流逝，筆者更喜愛閱讀《莊
子》
，分享《莊子》
，尤其〈養生主〉為上課教材，每次閱讀總能在生活經歷上有
新的體悟，感悟這古老的智慧，在斑駁歲月中，依舊綻放美麗動人的花朵。陳鼓
應在〈從莊子中找到立情之所〉中說：
我讀《莊子》，從年輕時的「任其性命之情」逐漸轉入晚年的「安其性命
之情」
。﹍﹍。讀〈養生主〉
、
〈人間世〉
，亦將當時的現實處境置入其中，
看見牛身上的筋骨盤結，就像人間世人際關係的複雜性，若能順著人際關
係的脈絡去處理，刀便不易斷折。而庖丁解牛運神時主體與客體的交融契
合，即是藝術創作的境界，將人從人與人、人與物的疏離、孤立感中解放
出來，將現實人生點化為藝術人生，對主體心境產生安情的作用。2

摘錄自 2013 年 3 月 24 日，正修企管三乙的同學〈給老師按一個讚〉這封 Email 內容，因內文
乃屬私人信函，雖該學生說不介意，但筆者還是決定不公布學生名字，同時為了原文呈現，筆者
僅以紅字表達用字不宜之處。以下文本引述關於學生回饋書寫亦比照此例，不再多做贅述。
2
蔡壁名撰，《正是時候讀莊子》（台北市：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推薦序，頁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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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每當遇逆境難行，總能較往日更靜心轉念，煩腦事竟也能迎刃而解。漸漸
地，發現這些年，《莊子》似乎教會了筆者不少事，而筆者的學生似乎也潛移默
化，自然似之。尤其這兩年，在教學現場，常常遇上因執念而困的學生，卻能因
讀《莊子》而轉念，這樣的效益，每次皆能使筆者興奮不已。於是，希望能透過
推廣閱讀《莊子》，期待更多學生，能因此為自己找到安頓心靈的力量。蔡壁名
在《正是時候讀莊子》書裡說：
我們才是心的主人。心雖柔弱，但是只要經過有意識的訓練，
它也可以是護衛自己一生最有力量的武器！
要為生命找道理，要安定惶惶不安的心靈——
3

現在，正是時候讀莊子！

所以，這樣的信念與筆者不謀而合。除此之外，筆者亦想證明經典閱讀對現代學
生，甚至社會大眾的重要性，這正是筆者寫作此文的初發動機。蔡壁名亦說：
「兩
千多年前的中國經典《莊子》
，正是現代人強化心靈的實用法則！」4故筆者的推
論與實作策略若是可行，此文的終極目標，則是希望透過推廣閱讀《莊子》，期
待學習者能因「轉念」
，而遇見專屬於自己的幸福。更因為喜歡《莊子》
、想學《莊
子》，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一起將經典智慧真正落實於生活，一起建立一系
列適合現代人的養生法則。
教材之選擇與執行，乃是善知識傳承、師生交流成敗的關鍵，故本文即以《莊
子‧養生主》為主要教材，其餘篇章為補充教材，探尋且定義莊子的養生原則；
以 107 學年度授課於輔英科技大學哲理散文與生命教育課程的二個班級﹙簡稱實
驗班 A：52 位、B：41 位﹚共 93 位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再藉由教學引導與課
堂活動，引導學生閱讀〈養生主〉一文並歸納此文的重點，進而從學生書寫的反
應與回饋，來檢視莊子養生原則對學生心性之啟發與影響，總結其執行結果，期
許對未來教材編輯選文上，提供更周全的檢討與建議，讓莊子思想能陪伴莘莘學
子們，在未來人生道路上度難關解困惑。甚至期待不久的將來，也能推廣至社會
大眾，進而能持之以恆地進行審因施教，適度掌握調整未來在分享《莊子》，選
擇上的每一個細節，最好未來能結合更多專業領域，發展出一套適合現代人日常
生活實踐的養生理論。

貳、
〈養生主〉之教學策略
〈養生主〉的宗旨在於「養生」
，
「生」是生命，
「養」為保養、涵養；
「養生」
3
4

蔡壁名撰，《正是時候讀莊子》，頁書背引文。
蔡壁名撰，《正是時候讀莊子》，頁書背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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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保養、涵養生命。人生命的組成，不外乎有形的「形體」與無形的「精神」，
因此莊子「養生」究竟在「養什麼？」，如何養？必須先跟學生說清楚講明白。
郭象說：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
也。5
生因養而存，養之過與不及皆非養生之道，以養傷生則非莊子之意，故周紹賢說：
〈養生主〉為養生之專論，其要旨為順理而不滯於物，處世而不喪其真，
所謂『緣督以為經』也（順乎中道以為常法）。故莊子所講養生之道，首
重明哲保身之義。6
緣督以為經，順乎中道以為常法，養生順乎天理，不為外物所困，超乎形體；心
不為慾念所繫，怡然自得，則不因追逐無窮慾望，損耗精力，殘害本性、勞神傷
身，故必須謹慎而行，安時而處順。林雲銘則說：
養生主者，言養其所藉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也。此篇亦從
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其知無窮。若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
7
役、相刃相靡，遂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主之說。
人的生命有限，慾望執著無窮又無標準，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無窮盡的事物，
只會傷身勞神，為形物所限，精神無法超脫。莊子為此而悲，悲世人有所追求，
捨本逐末，故唯有養其生之主，才能真正的保全靈性，享盡天年。故其最佳方法
即如陳鼓應所說：
〈養生主〉篇，主旨在說護養生之主－精神，提示養神的方法，莫過於順
任自然。8
綜觀上述，
〈養生主〉不是長壽秘笈，而是受命於天，順乎自然，減少人為苦難，
提升存在價值，重視對人的形和神的保養和修煉，主動把握浮生，全性盡年，更
能接近〈養生主〉中「薪盡火傳」的意喻。故本文旨在探討〈養生主〉的實踐智
慧，是否能協助學生去執念，有效的解決問題，因此本節重點則在於強調如何讓
郭慶藩，
《莊子集釋》（台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
，頁 115。
周紹賢，
《莊子要義》（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1973 年 9 月），頁 46。
7
林雲銘，
《増註莊子因（上）》
（台北市：廣文書局，1968 年 1 月）
，頁 29。
8
陳鼓應註譯、王雲五主編，
《莊子今註今譯修訂版》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11 月），
頁 20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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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教學引導、課堂活動，快速理解教材，並表達其從中得失，甚至運用於
生活，改變其觀念，故將從引發學習動機、分組討論與分享，教材解析與統整三
大主軸，茲分述如下：

一、引發學習動機
首先在此單元課程施行前一週，先行請小老師提醒學生預習教材，並於該週
上課時詢問學生預習成果。此次實驗班 93 位學生中，確實在課前完成預習的學
生僅 2 位班級小老師，其預習率僅約 2％，可見其預習效率不佳。
接著透過延伸教材以短片〈濠樑之辯〉，即魚樂之辯，做為課程開端引導，究竟
魚快樂？不快樂？引發學生興趣之餘，乃在引導學生思考，這千年難解之爭，莊
子想告訴人們的究竟是什麼道理？究竟誰的論述合理？《莊子‧秋水》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
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9
我知之濠上也。」
這場辯論，究竟是誰輸？誰贏？並非筆者要學生討論的重點，因為基本上，這根
本是一個沒有輸贏的辯論。但兩人所傳達語意、邏輯思維、甚至思想終極境界，
卻值得學生深思。因為每個真理的背後都有看不見的故事，是否該努力的爭辯？
或者換位思考？也許隨著年歲增長，時間洗滌，能釀出一抹微笑甘甜，方知昔日
我執，何其愚昧。
接著由筆者簡介莊子生平及其思想，莊子之學，廣博無垠，然其要本，乃歸
於老子，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
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胠（ㄑㄩ）篋（ㄑ一ㄝ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
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
「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
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
9

陳鼓應註譯、王雲五主編，
《莊子今註今譯修訂版》，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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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10
莊子之學，不採老子直接說明的方式，而多用寓言故事來表達哲理。其繼承了老
子關於道的學說，但他把道的理論引申到人生方面，多方面地思考了人所面臨的
生存困境。尤其莊子處在亂世，生活貧困，學識淵博，卻能淡泊名利，以清靜修
道為其要務，勇敢去面對現狀。並在體認萬物皆受支配的基礎下，提出一視同仁、
樂知天命、不爭是非、生死達觀、達至人之境的逍遙解脫之道。在今僅存三十三
篇，為晉郭象傳本，包括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不論政治、經濟、
社會、學術…等都有其一番獨特見解，文辭汪洋恣肆，旨趣深奧，對中國文學影
響至為深遠，可謂對自然與人生留下有許多寶貴的啟示。筆者在簡述莊子學說的
啟示時，則透過現代短片分享，例如：
〈醜女大翻身〉11、
〈大陸奇女子〉12、
〈Victor
13
14
15
〈爸爸給女兒的一封信〉 、
〈向張艾嘉學習靜坐〉 ﹍﹍等，與莊子
MOLEV〉 、
思想做呼應，藉這些短片不僅拉近了古典與現代的距離，更突顯了古人與現代人
可能雷同的生命思維。
最後以泰國廣告短片〈只有自己努力才改變自己〉16總結，正如馬斯洛說：
「心
若改變，你的態度跟著改變；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你的性
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而莊子學說即是道盡生命的過程，
解答人生的疑惑，只是我們仍迷惑於現實的虛榮無法放下，所以焦慮不已，因此
我們必須學習莊子淡泊人生。當環境無法改變時，不妨試著改變自己，只有改變
自己的態度，方能改變人生的高度，只有相信自己，方能給自己最大的安全感，
方能不為外界所擾，過得逍遙自在。

瀧川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
（台北市，宏業書局，1987 年），頁 834。
陳永明發佈:〈金雅中-Beautiful Girl(醜女大翻身)-MV.wmv 原來一切都是假象 哈哈 注意最後一
幕〉，
（Youtube），2011 年 6 月 22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D0rO7zjos，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2
Wuyangmoz 發佈:〈不可思議：大陸出現無臂婦人，用雙腳過一生，非常靈活讓你大開眼界！〉，
（Youtube），2009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2dgG0R6TQc，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3
Jean-Marc Coquelle 發佈:短片〈Victor MOLEV〉
，
（Youtube），2012 年 5 月 24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DwmNdYWWc，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4
CardifLovehome 發佈:〈爸爸給女兒的一封信，感動 70 萬人的熱門影片，溫馨永留傳！〉，
（Youtube），2011 年 11 月 23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IkVrWoK2U，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5
《健康雜誌》發佈:〈【人物故事】向張艾嘉學習「靜坐」〉
，
（Youtube），2015 年 2 月 4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D-_hpkh1c，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6
艾騰創意發佈:〈
【泰國廣告】只有自己努力才改變自己〉，
（Youtube）
，2016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ITHA9u6RI，2018 年 8 月 16 日搜尋。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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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討論與分享
討論法是讓學生主動參與課程最基礎的課堂活動，在教學現場，討論法是介
於老師主導與學生自我探討的教學法，不僅是師生間問答過程，更常強調透過主
題討論，不論以遊戲或繪圖甚至辯論，皆能讓所有參與者在討論過程中彼此溝
通，進而達到教學目的。針對〈養生主〉一文，乃採分組討論、共同繪製心智圖
17
的方式，以培養學生思考、創意、整理與歸納的能力，進而繪製完成文本架構。
首先由筆者先簡介心智圖概念、繪製方法、分組規則、工具配置、分享方式
等課程施行步驟。如此可以讓學生快速理解，課程活動目的及完成路徑，因此在
此次實驗班級的活動進行過程皆能在時間內完成。
接著分組，原則上依班級人數分組，一組 4 至 6 位，最多分 12 組，以方便
控制時間，也可避免人多嘴雜或是完全不參與。此次乃以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
裡，學生管理機制中，分組名單的自動分組選項來決定組別，如此除讓學生覺得
分組方式新穎且快速外，也可以讓學生學習與不一定認識的同學協調溝通，也比
較不會產生被排擠的邊緣人。此次實驗班級的活動進行過程中，並未見到不願參
與者或被組員拒於組外的情形。
再者每組發給一張空白海報紙及一盒彩色筆。基本教具由老師統一提供，如
此可以讓學生在同樣資源下，運用巧思發揮創意，繪製出各式各樣的心智圖，因
此在此次實驗班級的 18 組中，未見完全重複者。
最後將完成之心智圖，由組員自行拍照並上傳 FB 班上群組分享。為了鼓勵
學生熱烈參與，舉凡前三組上傳者，則依上傳順序，分別給予該組組員加平時學
習成績 3 至 1 分，以茲鼓勵，如此除了能激起學生小小的競爭動力，也對時間掌
控上能發揮了不錯的效益。其施行成果表如下：
表1

〈養生主〉心智圖繪製成果列表
完成率
組數

40 分鐘內完成率

45 分鐘內完成率

50 分鐘內完成率

組數

百分比

組數

百分比

組數

百分比

A 班 10 組

3

30％

3＋3＝6

60％

6＋4＝10

100％

B 班8組

4

50％

4＋2＝6

75％

6＋2＝8

100％

總計 18 組

7

39％

12

67％

18

100％

心智圖（英語：Mind Map）
，又稱腦圖、心智地圖、腦力激盪圖、思維導圖、靈感觸發圖、概
念地圖、樹狀圖、樹枝圖或思維地圖，是一種圖像式思維的工具以及一種利用圖像式思考輔助工
具來表達思維的工具。Buzan, Tony.（2000）. The Mind Map Book, Penguin Books, 199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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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實驗班級而言，能在 40 分鐘完成，平均是 39％，而能在 45 分鐘完成，
平均則是 67％，至於在 50 分鐘完成，平均亦達 100％，由上述數據，可見針對
〈養生主〉一文心智圖繪製，50 分鐘施做時間能恰如其分。同時由上表數據亦
可推知，班級人數較少的 B 班，其施測效率相對較佳，故人數可能亦是影響施
做效率的因素之一，而其改進方法則應該推動小班經營，筆者建議每班人數在
30 至 40 人為最佳。
當心智圖繪製完成後則是三分鐘的成果分享。上台分享，除了培養學生自信
外，也是讓學生學習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一種能力訓練，最重要的則是成果的
相互交流，彼此學習，尤其藉由別人所提出的觀點，發現自己的盲點，如此可以
讓學生們共同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透過心智圖繪製與各組分享後，〈養生主〉
一文主題意識更清礎，文本脈絡更清晰，核心精神也更明確落實於學生心中。當
然在時間上的控制也因熟悉文本架構，更能發揮其效益，皆能在每組 3 分鐘的分
享時間內完成。由於施做當時並未完全的記錄完整細節，所以此處無法提出有效
數據以供論述，也是本文的限制與未來可以補充修正，甚至延伸研究之處。

三、教材解析與統整
針對課文解析，筆者先以心智圖講解分析〈養生主〉之核心精神及文章架構。
其圖如下：

圖1
此圖 1 以養生主為中心，分別從養生基本原則、庖丁解牛、右師形殘、澤雉啄飲、
老聃之死、薪盡火傳六部份論述。首先乃總提養生基本原則，以「生有涯，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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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涯。」立馬點出人們的通病，然最可悲的卻是明知故犯。所以告訴人們「為善
无近名，為惡无近刑。」18好的養生長壽，不好的養生則是折壽，唯有「緣督以
為經」，以督喻中道，乃言日常生活，行住坐臥，應常行中虛之道，不太過亦無
不及，如此可以保護身體，可以保全天性，可以孝養父母19，可以終享天年。
第二部份庖丁解牛，是〈養生主〉中敘述最長的段落，藉庖丁與文惠君的對
話，講述的是人生最難的部份，如何在這複雜的社會網絡中處之泰然。尤其以文
惠君與庖丁的腳色對比，更可能隱喻了莊子所處時代，社會階級不公不義的現
象。所以如果說「緣督以為經」是養生的基本原則，那麼此部份陳述的則是具體
的處世養生方法。文中記載庖丁解牛過程清楚明白，從解牛之初，所見為牛；三
年後，未見全牛；到今，神遇不目視。完全依照著牛身上天然的組織，順著孔隙，
依循著原有的構造使力。所以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還像剛從磨刀石磨過一樣，
解牛數千，遊刃有餘。然人生絕非僅有逆境難解，更有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窘境，
所以庖丁以解牛時遇上筋骨交錯的地方提醒大家，所遇困難越大越難解，就要更
加小心謹慎，專心應對。正因為這樣正向的心態，每次都能從容自得、心滿意足。
而最後「善刀而藏之」，也是最重要的步驟，正因為庖丁懂得保養刀子，懂得收
藏刀子，所以造就了「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可見養生得理，即為正道。正如宋末褚伯秀說：
20
「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 而筆者則偏愛林希逸所說：
世事之難易， 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
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21
寄庖丁以明養生之術，處世之態，說明凡事應順應自然，善於尋找空隙，避開一
切矛盾，這才能處在紛雜險阻的世界，卻可以圓通自在，恬然舒暢享盡天年。
第三部份右師形殘，藉公文軒與右師的對話，兩人論足，天與？人與？使獨
也？答案是接受天給予的形體，即使有缺陷，亦無須介意。尤其後天形殘更要豁
達看待，我們必須正視形體養護，因為只有完全接受形體的當下狀態，才不至於
產生厭惡形體的心態，或作出殘害形體的舉動，因為唯有破除形骸殘全的觀念，
方能逍遙自在地盡享天年。再者獨一足，若是「天」而非「人」，在人的意志之
外的，那便是自然的，因此切莫試圖改變它，反倒要好好保養它，畢竟上天如此
安排，一定有他的一番道理。
王叔岷：所謂善、惡，乃就養生言之。「為善」
，謂「善養生」。
「為惡」，謂「不善養生」。
「為
善無近名」
，謂「善養生無近於浮虛」
。益生、長壽之類，所謂浮虛也。
「為惡無近刑」
，謂「不善
養生無近於傷殘」
。勞形、虧精之類，所謂傷殘也。王叔岷，
《莊學管闚》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09。
19
成玄英疏曰「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成玄英，
《莊子疏》
，郭慶
藩輯《莊子集釋》本，頁 117。
20
褚伯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
《道藏》
（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年）
，第 15 冊，頁 224。
21
林希逸，
《南華真經口義》
，《道藏》
，第 15 冊，頁 7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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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澤雉啄飲，是〈養生主〉中敘述最短的段落，藉澤雉與籠中雉的生
活對比。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澤雉的自然本性，是「天」；畜乎樊中，是人
為的限制，因此縱然其神王，亦不善22，是「人」
。何以「不善」？眾所皆知，因
為形體受到了束縛，不能自由的緣故。顯然莊子是意有所指，「樊中」可以是有
形，也可以是無形的牢籠，亦可用以指形體與精神受到束縛。可見，免去形體方
面的勞累固然重要，追求精神層面的超脫也很重要。
第五部份老聃之死，藉秦失與老聃弟子的對話，表達生死如一的觀念。貪生
怕死，是人之常情。然人的生死，只不過是依時而來、順時而去，唯有能「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方能解懸。生與死，只是造物者把生物的形式，略加以
改變的一個過程。人的生死，只是依時而來、順時而去，在不同的時空中轉換，
《莊子‧至樂》說：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
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23
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雖然保養形體以確保不會中道而死是重要的，但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之路，在年
盡之時，只有我們能坦然的面對死亡，才可以將死亡轉化為生命的動力，才可以
悠遊自在的化解生死對立，破除喜生怕死的束縛，貫徹「盡年」的養生終極目標。
所以我們要學習超越生死，不因生而過分喜樂，更不因死而過度悲傷。淡然處之，
無大悲大喜大哀大樂，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
第六部份薪盡火傳，乃是〈養生主〉的結語。藉材薪與火的為喻，講述形體
與精神的相互關係。以「薪」
，用來比喻形體；
「火」則用來比喻精神，故薪盡火
傳，說明精神生命可以長存，並不隨形體磨滅，林希逸說：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
24
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
畢竟外在形體無論怎麼養，總有一天會消失，唯有精神才能與世長存，永不磨滅，
故在養生的目標下，乃以形神同養，不可偏廢，然莊子哲理之所以能千年不朽，

陳鼓應引《韓詩外傳》謂乃「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
也」。陳鼓應註譯、王雲五主編：
《莊子今註今譯修訂版》，頁 123。
23
陳鼓應註譯、王雲五主編，
《莊子今註今譯修訂版》，頁 469。
24
林希逸著、周啟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3 月），頁 5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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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是形滅神不滅的最佳見證，而這應該就是「不知其盡」的最佳註解。
最後在筆者講述完文本解析後，則進行短暫的師生互動交流，首先以自動發
言者為其上課表現加分為獎勵，鼓勵學生自由發言。此二班皆有三至五個學生會
主動發言分享。基本上在經過小組心智圖繪製與老師解析，發言的學生大都已能
掌握 90％的課程重點。再者建議此時若時間足夠，則可再以九宮格結合賓果遊
戲，簡單測試學生是否確切了解文本，其成效極佳，但此次遊戲則是在《莊子‧
至樂》篇中施作，故在此不多作陳述。當然亦可使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中的
隨機抽點方式，請學生發言，同時為答對者上課表現加分。根據筆者經驗使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效果極佳，因為不僅公平性較大，加上抽籤時是有音效的，
所以可以適時的提振大家士氣，學生反應也都覺得新穎。當然也有學生比較不喜
歡當眾發言，喜歡書寫，建議可兩者互用。

參、
〈養生主〉之教學影響
當筆者賣力將莊子思想以〈養生主〉為主要教材，其他篇章為輔助教材分享
給學生時，雖然莊子一直帶給筆者安身立命的正能量，筆者也期待學生的回饋亦
是如此，但心裡明白不可能強迫每一個學生皆能達陣。陳鼓應在〈從莊子中找到
立情之所〉中說：
我讀《莊子》，由任情走向安情，壁名同樣也在莊子中找到立情之所。從
重病中走出來，她詮釋下的莊子，是要讓在現實夾縫中苦苦掙扎的人，扔
有身心安適，甚至成藝達道、開花結果的可能。25
所以究竟在這門「哲理散文與生命教育」課程中，講授完〈養生主〉及其他篇章
後，是否能讓學生找到立情之所？帶給學生安心定性之啟發？是筆者非常期待的
教學成效，於是筆者將學生的回饋書寫整理分類，想了解學生，是否因為筆者的
教學策略，而學生改變原有的觀念或思維模式？結果令筆者十分欣慰，茲將成果
列表陳述如下：

表2

學生回饋書寫成果列表－思維改變與否對照表
思維改變

項目
班級

25

人數

思維不變
百分比

蔡壁名撰，《正是時候讀莊子》，推薦序，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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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班 52 人

52

100%

0

0%

B 班 41 人

40

98%

1

2%

總計 93 人

92

99%

1

1%

從上表 2 可發現，此次實驗二班中 A 班 52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的共有 52
位，班級轉變率是 100％，佔整體實驗班轉變率 57％；B 班 41 位學生，思維改
變者的共有 40 位，班級轉變率是 98％，佔整體實驗班轉變率 43％。而整體實驗
班級思維模式改變比率，則整理製圖如下：

圖2
整體實驗班 93 位學生，從上圖 2 實驗 A、B 班思維模式改變比率對照圖，
學生的觀念或思維模式，因這堂課而改變者共有 92 位，高達樣本數 99％。同時
筆者發現實驗 A 班有 36 位學生、B 班則有 16 位學生，佔樣本數 56％，都同時
關注自己過往與今日在國文課程中體驗上的差異，並給予筆者正向肯定，這又是
一個值得延伸探討的議題。究竟對學生而言，刻板的國文印記，到底從何而來？
何是？何非？從學生給予筆者的回饋，也確實深深撼動筆者內心，可見學生普遍
認同，其在這門課程中，筆者在整體課程設計上，都對其思維模式的改變有著不
同程度的影響，而且是正向的。其中曾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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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地成為您的學生，上您的課真讓人期待，對於老師感到佩服，專業
及用心，從製作 PPT 上可以知道。開學時英、中文對照，更顯得課程活潑
有朝氣，其內涵及深度，讓學生我對這堂課，更加受益良多，每次的影片
分享，其意涵在引導，教導人生不只是學習，而是長智慧，做一個不傷害
別人的人，確實不易，要跟老師說您辛苦了。
最喜歡您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讓我們學習，也喜歡課程設計中的九宮格及
報告時的遊戲互動，讓大家都有參與感，課程安排得宜，師與學生互動良
好，真的不容易，在您身上學到的是能轉位思考，及良好的態度，改變自
己就是好的開始。
要學生打幾分給自己，說真的學生還不算太認真，唸了又忘，在家庭與工
作和學習間要取得平衡，真有點考驗，記憶中的二專，也拿了三個學期的
奬學金，現今體力、時間、瑣事等，期許自己盡力，樂在學習，打 80 分，
謝謝！
學生詳細陳述其在課程中所見所感，說明這門課程能有效地幫助其思維轉換，甚
至樂在學習。至於改變究竟因何而來？有何改變？則是筆者更渴望了解的細項，
也是對未來教學修正的最佳指標，於是本節便根據學生的回饋書寫，整理出老師
解析、課堂活動、短片分享、作業設計四項教學策略，茲將整理成果列表如下：
表3

學生回饋書寫成果列表－影響思維改變因素 A、B 班對照表
項目
班級

老師解析

課堂活動

短片分享

作業設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A 班 52 人

51

98%

45

87%

23

44%

34

65%

B 班 41 人

35

85%

29

70%

26

63%

19

46%

總計 93 人

86

92%

74

79%

49

53%

53

57%

由於學生回饋書寫的回收率是 100%，故高達 93 份的回饋書寫，再加上學生回饋
反應熱烈，不僅人數多，字數亦多。由於本文篇幅的限制，因此無法一一列舉分
析說明，故僅就實驗班級中，其論述觀點，符合問題意識、具體實例、正向影響、
自我反思及生活實踐﹍﹍等，尤其最觸動筆者內心，亦是較屬於學生發自內心的
分享。因此在每一個項目中，僅挑選一例，在取得學生同意，原文呈現，分別論
述如下：

一、老師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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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 3 可發現，此次二班中 A 班 52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因老師解析而改
變者共有 51 位，班級學生受老師影響的轉變率高達 98％，佔整體實驗班轉變率
55％；B 班 41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的共有 35 位，班級轉變率是 85％，佔整體實
驗班轉變率 37％。
整體實驗班 93 位學生，其思維因老師解析改變者，共有 86 位，高達樣本數
92％，可見學生普遍認同，其在這門課程中，筆者在莊子介紹、文本解析、短片
涵義解說、學生作業評語與建議，甚至筆者個人生活經歷分享等方面，都對其思
維模式的改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是正向的。陳同學說：
給再次為我打門文學大門的老師
老師，這稱呼是多麼受人景仰的稱呼，而老師您對於我來說是一位心靈的
老師，心靈上是超過了學習了！在上莊子這門課程前，我就有讀過了！只
是當時看的心境與理解和上完課有所不同，當時會看莊子是因為我母親剛
去世，而我也有很多負面的情感不知所錯，而看莊子，那時是想在書中找
尋生命的答案，我應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日子，但上課時我找到的是生活的
哲理，那正是我對未來的日子應有的心態，在負面情緒看時只找到他人面
對生命的態度，而我也做不到，但時間的良藥也使我有不同的角度而看到
不同的觀點，由小的變看到大面向，謝謝老師的引導，是引導而非教導，
是引導了對於文學的讀法，更引導了對於人生與生命的態度，我覺得能選
到這門課真好！學期印象：上課很多元有趣，尤其是分組的九宮格，並說
出自己的看法與觀點，是與其他課程有所不同的。分數：60 分。原因：
在課堂中有很多時候老師希望我們回答問題，可是我心中有一百個答案也
沒說出一個字，就如我上台報告時台下無聲一樣的可怕，因為不勇敢，怕
他人的想法，而這與老師課程相背，我又不是無所受，就是及格而以。
看到這段回饋，筆者感到心疼卻也很欣慰，因為筆者能陪伴學生的就是這課堂
間，但讓學生愛上閱讀莊子，卻可以時時陪伴她身邊，讓她身心安頓、適時轉念。
學生稱筆者是心靈老師，其實是過度讚譽了，實在是因為莊子文章欬唾成珠，深
深撼動筆者心性，筆者方能成為好的引導者。正如蔡壁名說：「我們才是心的主
人。心雖柔弱，但是只要經過有意識的訓練，它也可以是護衛自己一生最有力量
的武器！」因此努力傳授莊子正能量，就是筆者護衛學生的小小心意。

二、課堂活動
從上表 3 可發現，此次二班中 A 班 52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因課堂活動而改變
者共有 45 位，班級學生受課堂活動的轉變率高達 87％，佔整體實驗班轉變率 48
％；B 班 41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的共有 29 位，班級轉變率是 70％，佔整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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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轉變率 31％。
整體實驗班 93 位學生，思維因課堂活動改變者的共有 74 位，高達樣本數 79
％，可見學生亦普遍認同，其在這門課程中，筆者在課堂活動的安排，不論分組
問題討論、對答、遊戲或短片搭配合宜，對其思維模式的改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
響，而且是正向的。何同學說：
感謝老師這一學期的指導，雖然我的到課率不是非常理想，可是我很喜歡
老師的上課方式，我是一個有點情緒化的學生，很感謝老師剛好在我有一
陣子情緒很不穩的時候帶給我很特別的東西，我現在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
一次火車的題目，我那周也出了一些不太好的事，也看清了一些人結果那
天的那幾題對我來說有點無解的題目，居然讓我不再去煩惱自己的問題，
而且也讓我與喜歡的人有了更深的互動，然後老師別頭痛其實我有時也不
知道自己在寫什麼，總知很謝謝老師，然後我沒有立可白有點亂，不好意
思。
看似淺顯易懂的道理，卻令喜歡鑽牛角尖的人陷入苦戰。但看著學生因思考而忘
記煩惱問題，甚至轉念遇見幸福。其實當看完這學生的回饋後，筆者曾問過這學
生：
「現在一切還好嗎？」一句簡單的回答：
「謝謝老師，還不錯。」當彼此相視
而笑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不言可喻，所有的一切盡在不言中。也許當下的片段
思考只讓學生短暫忘記煩惱，也許筆者生性樂觀，所以相信，只要曾經忘記，就
有機會永遠忘記，決定權還是回歸本心的起心動念間。

三、短片分享
從上表 3 可發現，此次二班中 A 班 52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因短片分享而改變
者共有 23 位，班級學生受短片分享影響的轉變率高達 25％，佔整體實驗班轉變
率 55％；B 班 41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的共有 26 位，班級轉變率是 63％，佔整
體實驗班轉變率 28％。
整體實驗班 93 位學生，思維因影片分享改變者共有 49 位，達樣本數 53％，
可見學生仍有超過半數認同，其在這門課程中，筆者所精心挑選搭配文本使用的
影片，對其思維模式的改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施同學說：
老師您好在這學期我在您那學到了很多有關莊子的思想，其實我還沒來上
你課之前是一個對世界有所不滿的小伙子，我的家庭並不是很美滿，父母
只要一見面就會大吵，讓本人從煩惱感到厭惡，甚至覺得我為什麼要出生
在這世界，但在上了你課之後學了莊子的思想，我發現我幹嗎要為這小事
煩惱，父母吵是父母的事，就算離婚也不會影響到我，一切講求緣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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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生不一定要太執著，而且在之前上課時播的一部影片，一個有名的將
軍征服全歐洲以後，生了重病而死亡，在快死王之前他跟他的部下講，我
死後請那六位醫治我的醫師陪同下葬，還有把我的手放在館財外把金錢灑
在地版。這部片讓我領悟到人死後一切都帶不走，所以老師您教會我一件
事對人生看看就好，別太執著。當初我以為老師您跟其他國文老師一樣照
本教學，但老師您不一樣，就是運用身邊經驗告訴我們怎處理人情事故，
真的很謝謝您。
曾經是一個嫉世憤俗的小子，因為莊子這門課裡的一部延伸短片而改變其對
人生的想法，也許他說筆者教會了他對人生看看就好，別太執著，並非全然是筆
者的本意，但不執著、不為小事煩惱，這樣的心性轉念則令人欣慰。

四、作業設計
從上表 3 可發現，此次二班中 A 班 52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因作業設計而改
變者共有 34 位，班級學生受作業設計影響的轉變率高達 65％，佔整體實驗班轉
變率 37％；B 班 41 位學生，思維改變者的共有 19 位，班級轉變率是 46％，佔
整體實驗班轉變率 20％。
整體實驗班 93 位學生，思維因作業設計改變者的共有 53 位，高達樣本數 57
％，可見學生普遍認同，其在這門課程中，筆者在作業設計的規範與作業分享的
方式，對其思維模式的改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李同學說：
這次選中這門國文課，改變我對國文的想法和看法，原本是厭惡的，但因
為上了老師您的課讓我重新有了新的想法，原來國文不用這麼死板，既可
以融入生活也能看見以往的人如何對事，尤其是做團體報告的方式，讓我
又驚艷又收穫滿滿，這也是我第一次國文有團體報告讓我印象深刻，從當
中能看見每一組心思及用心也讓我們學到很多，團報中不只有教學還有小
遊戲及演戲，將這些融入裡頭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了。您在課程的心放了許
多且顧慮我們都會分享一些人生道理還有影片，我覺得非常好的一種方
式，可讓學生們凝聚且學到課程以外的人生。我在這堂課自己給自己有
79 分，報告的付出及參與，複習也比以往用心，有您這門課才能改變我
對國文的想法。謝謝您。
常常有人問我：
「現在的學生，好教嗎？」我喜歡回答：
「還不錯，但得看你用甚
麼角度看他們。」換位思考是我在這課程裡作業設計的目標，因為唯有換個位，
才能發現不同的視野。以往總是老師教、學生聽，有位游同學說：作業上台報告，
讓學生當老師來授課，從未體驗過這樣的授課方式，自己當了老師，才發現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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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就是這樣的換位體驗，不僅可以看見學生的用心，也可發現
他們的細心與貼心。筆者始終相信善念堅持，總有一天被看見。

肆、結語
由於回饋書寫樣本高達 93 份，無法一一列舉分析說明，而這也成了本文的
研究限制及今後可再繼續延伸探討分析的內容。這樣經過設計的教學現場，從
99％學生思維改變的回饋中，確定了《莊子》的正面效應，教材的正向意義，是
可以啟發學生不同思維。至於未改變者僅 1 位，雖只佔樣本數的 1％。然針對此
部份雖比例極少，但會有如此反應者，往往可能是需要特別輔導的學生，反而需
要特別留意，故此部份只能歸究於筆者的疏忽，未能及時發現，給予補救，然卻
可以作為往後施測時的注意事項。至於這樣的結果中，真正影響學生的關鍵因素
為何？茲將所有列舉項目學習成效百分比，整理成果製圖如下：

圖3
從上圖 3 可清楚看見，學生思維的改變，因為多元的課程設計，然課堂的經營，
縱然必須是多元設計，但老師的引導方向卻掌握了首要的關鍵元素。這樣的結
果，似乎證明了筆者的教學引導策略成功，但卻也更加警示著筆者：「一念到天
堂，一念下地獄。」千萬莫刻意綁架學生思維，謹慎遵守學生所期待的引導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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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有句話說：
「幸福是一個方向，不是一個目的地。」推廣閱讀《莊子》
，期
待學生能因「轉念」，而遇見專屬於自己的幸福。筆者真正希望的是學生因為喜
歡《莊子》
，想學《莊子》
，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一起將經典智慧真正在生活
中實踐，創造更多元的教材意義，在不久將來，也能結合更多專業領域，發展出
一套適合現代人日常生活實踐的養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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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神仙故事與道教生命關懷
範

軍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摘要

《太平廣記》是北宋太平興國年間編纂的一部以收錄文言小說為主的大型類書，
它的編纂體例不同以往官修類書的舊例，在類目編排上突出了「道教優先」的特點，
也體現了其時「三教合一」的時代思潮。道教的核心信仰是神仙信仰，而神仙信仰則
首重長生不老，《太平廣記》中的神仙故事是傳播長生久視的神仙信仰的輔教文學作
品，集中表現了「神仙可致」的道教信仰和服食、行氣、辟穀和「孝親積善」等修仙
養生之術。道教文化傳統中有許多養生智慧和生命倫理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太平廣記，道教優先，神仙故事，生命關懷，養生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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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是北宋初年編纂的一部以收錄文言小說為主的大型類書，它與《太
平禦覽》《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並稱宋初四大書。作為第一次由官方組織編纂
的類書體小說總集，《太平廣記》對先秦至宋初的文言小說進行了全面的分類整理收
錄，共有 92 個類目，239 個小類，500 卷。《太平廣記》是一部內容和編排上都頗為
異類的大書，它是官方第一次將傳統觀念所輕視的「怪力亂神」主題的小說進行的彙
集編纂。

一、《太平廣記》類目編排上「道教優先」與「三教合一」思潮
與其他類書不同的是，《太平廣記》在類目編排上非常獨特，宗教文化色彩格外
突出，其類目編排順序，也與我們習慣的“儒釋道”序列不同，而是“道釋儒”這個
相反的順序。書中體現佛道二家宗教信仰的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神仙 55 卷, 女仙 15
卷,道術 5 卷, 方士 5 卷, 異人 6 卷, 異僧 12 卷, 釋證 3 卷, 報應 33 卷, 幻術 4 卷, 妖妄 3 卷,
神 25 卷, 鬼 40 卷，夜叉 2 卷, 神魂 1 卷, 妖怪 9 卷, 精怪 6 卷, 靈異 1 卷, 再生 12 卷, 悟
前生 2 卷, 龍 8 卷, 數量就達到 247 卷之多，再加草木鳥獸故事中涉及的道士僧人故事
等,占了 500 卷《太平廣記》的半壁江山。
本土宗教道教在《太平廣記》類目編排中居於首要的地位，道教類目居於《太平
廣記》第一大部類，包括「神仙」、「女仙」、「道術」、「方士」和「異人」幾個
類目。「神仙」是《太平廣記》道教類目的第一個類目，也是整部《太平廣記》的第
一個類目，並且是全書卷數最多的一個類目，共有 55 卷，卷一至卷五五。「神仙」類
目收錄的基本上是男仙故事。「女仙」是道教類目的第二個類目，共 15 卷，卷五六至
卷七〇。「女仙」類目收錄的是女仙故事。這兩類以下的第三類「道術」、第四類
「方士」、第五類「異人」，分別是 5 卷、5 卷和 6 卷。《太平廣記》前五類共有 86
卷，372 篇，占全書 500 卷的 17.2%。屬於道教的類目還包括妖妄 3 卷，神 25 卷，鬼
40 卷，神魂 1 卷，妖怪 9 卷, 精怪 6 卷，靈異 1 卷，約計 171 卷。就類目和篇目數量而
言，道教類小說遠勝佛教類小說。宋初佛道二教並重, 而官方對道教更為倚重和推崇,
宋太宗詔令編纂的《太平廣記》其類目自然也表現出更偏重道教文化的特點。
根據中國古代陰陽五行數術思想, 《太平廣記》「神仙」、「女仙」小說卷目數字
也隱含著宗教哲學意蘊。「神仙」五十五卷, 《易·繫辭傳》：「 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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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
九。」1「女仙」十五卷, 《易緯·乾鑿度·卷上》雲：「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
謂道。」2 「五十五」 乃合天地之數, 為大衍大吉之數。「十五」代表「道」，二者都
是極具宗教神聖意涵的數字。聯繫「神仙」、「女仙」在《太平廣記》全書中分列第
一第二的特殊位置, 《太平廣記》從卷目位置和卷次數字上都凸顯了道教小說在全書編
排中居首的象徵意義。
從類目編排的比重來看，《太平廣記》類目編排堅持了中國本土文化類目的主體
性。雖然道教、佛教類目被編排在優先的位置，但儒家文化類目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
從類目的數量來看，道教類目有 11 個，占全書 92 個類目的 12%；佛教類目有 4 個
（異僧 12 卷、釋證 3 卷、報應 33 卷、夜叉 2 卷），占全書的 4.3%；幻術 4 卷、龍 8
卷、再生 12 卷。悟前生 2 卷等 4 個屬於道釋思想兼具的類目，占全書的 4.3%。而其他
類目皆可歸入儒文化類目，有 72 個，占全書的 79.4%。從類目所輯有的卷數來看，道
教類目輯有 171 卷，占全書 500 卷的 34.2%； 佛教類目輯有 50 卷，占全書的 10%；道
釋思想兼具的 26 卷，占全書的 5.2%。儒家文化類目輯有 253 卷，占全書的 50.6%。儒
家文化類目比重最大體現了漢唐以來儒家文化在中國所具有的主體中心地位，盡管由
於《太平廣記》是一部輯錄「怪力亂神」故事的類書，道釋宗教文化受到格外的重視，
尤其是本土的道教文化在類目編輯中還居於優先地位，但儒家文化作為官方知識體系，
仍是《太平廣記》編纂的主導內容，這也體現了唐宋以來的「三教融合」是以儒家為
主導的。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長期以來是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
在唐代以前的類書編纂中，幾乎沒有涉及到道釋兩教的文化內容。唐初的《藝文類聚》
第一次增加了道釋兩教文化內容的類目。葛兆光先生曾在其《中國思想史》中討論唐
代類書《藝文類聚》時指出：「把佛教、道教相關的知識放在靠後的位置，並且只給
予各二卷的篇幅，似乎既表明了佛教與道教在七世紀知識與思想話語系統中不可忽略
的存在，又反映了主流意識形態對於佛教與道教的貶抑與排擠。」3

1

金景芳、呂紹剛著. 周易全解•系辭傳上：第八章[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39.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 緯書集成 [C].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13.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卷[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57.
2

179

范軍

宋初的《太平禦覽》與《太平廣記》是同時同批學者官員編纂而成的，共有55部
1000卷，也是按「天、地、人、事、物」傳統類書的類目次序來編纂。其中，道釋宗
教類目有兩個：「釋部」6卷，卷六五三至卷六五八；「道部」21 卷，卷六五九至卷
六七九。兩者分別處於55個部類中的第21部和第22部，緊接著「天、地、人」類目之
後編排，位置也相當靠前。這體現了宋初主流意識形態對道釋宗教文化的重視和主動
吸納的文化政策姿態。「宋元以後，儒、佛、道三教之間的融洽關係日益見深，『合
一』的思潮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4
《太平廣記》以符合當時時代思想潮流的「三教合一」的類目結構來輯錄宗教志
怪性質的文言小說，體現了唐宋時期「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太平廣記》「三教
合一」的編纂結構中突出了宗教類目的優先性，特別是道教類目的優先性。這或許與
宋初兩位開國皇帝對宗教的特別崇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宋初兩位開國皇帝政
權的取得都不具有傳統儒家倫理意義上的「合法性」，因此，他們需要特定的理論為
其政權「合法性」進行辯護和鼓吹，而道釋兩教分別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綜上，《太平廣記》是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的時代產物，是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主動吸納和融合道釋思想的體現，因此蘊含在其中的宗教文化內涵，尤其是道教思想
文化內涵，十分值得人們探究研討。

二、道教「長生不死」的追求
與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相比，道教在對待生死問題上的態度非常與眾不同。其
他宗教信仰都接受死亡的不可避免。然而惟有道教具有特殊的生命關懷，主張「我命
5

由我不由天，還丹成金億萬年」 ，認為通過道教修煉，可以延年益壽乃至長生不老。
「不死的探求，是中國道教的神話，也是人類亙古以來的一場夢境，它表達了每一民
族隱蔽在心靈深處的理想與願望，同時它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這一理想與願
望。」6曾有西方學者學者強調：「人類文明社會所呈現出的一切關懷思想最終都是圍

4

黄心川．「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J］. 哲学研究，1998( 8) : 2531．
5
王明. 抱朴子內篇校釋•黃白[M]. 北京：中華書局，1985：287.
6
李豐楙. 不死的探求：抱朴子[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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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個體人生而展開的，對於個體人生的關懷是一切生命關懷思想的起點和最終歸
宿。」7
「剛剛進入歷史的原始人，的確渾噩得像動物，連生死都不能分別。」8「死亡」
概念的形成，是原始人與動物區別，也是人類擺脫蒙昧的第一步。自此以後，對死亡
的痛苦思索就成了人類精神在最初發展階段中的重要主題。《山海經》等先秦古籍所
記載的我國古代神話，表現的更多的是希冀長生不死的主題，這是其後道教神仙思想
及文學中遊仙主題的共同淵源。日本窪德忠在其《道教史》中說：「神仙說的觀點就
是在地球上無限延長自己的生命，似乎可以認為現實的人使具有天生肉體的生命無限
延長，並永享快樂的慾望導致了產生神仙說的這一特異思想，這種思想在其他國家是
沒有的。」9而在中土，這一思想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萌芽，並逐漸成為神仙道教的核
心信仰。
《山海經•海外南經》載：「不死民在其東（交脛國之東），其為人黑色，壽，
10
11
不死。」 屈原《遠遊》中有「仍羽人之丹丘，留不死之舊鄉。」 《淮南子•時則訓》

有「石城金室，食氣之民，不死之野。」12《呂氏春秋•求人篇》有「羽人、裸民之處，
不死之鄉」13。
「性命」也是漢代文人用來思索生命及命運問題的一個重要概念。「性命」一詞
在漢代有多種含義，普遍用法是指生之受命於天的壽命與性行。《漢書•董仲舒傳》：
「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14陳攖寧就「性命」一詞
曾說：「性命相依，命為重：先生認為，『性』與『命』本來是一物，相依相守，不
可分為兩橛，就其『靈機』而言，便謂之『性』，就其『生機』而言，則謂之『命』，
一體二用。『吾人之身體，譬如一盞燈，燈中之油便是命，燈中之光即是性。若徒知
保存燈中之油，二不善於發揮光明以應用，仍舊常常處於黑暗境界，則亦何貴於有此
燈？』『由是可知，性命二者，乃互相為命，而不可分離。』」15
7

Carol B.Gartner.Since Silent Nature[M].Washington Squar Press，1958:129.
袁珂. 中國神話通論[M]. 成都：巴蜀書社，1991:12.
9
[日]窪德忠著，蕭坤華譯. 道教史[M].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56.
10
袁珂. 山海經校註[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6.
11
白化文、徐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註 [M].北京：中華書局，1983：167.
12
何寧撰. 淮南子集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98：435.
13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 呂氏春秋集釋[M]. 北京：中華書局，2009：614.
14
錢志熙. 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M].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131
15
陈撄宁.道教与养生[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46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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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攖寧曾指出：「佛教的休養法都偏重心性，對於肉體仍無辦法，不能達到去病
延齡之目的。」16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都比較不太注重身體，而道教對肉身修煉，即身
成仙，有濃厚的興趣。
道家哲學的核心是其生命觀念，「道教所抱持的生命態度與儒家異趣，也與佛教
的教理迥然不同。……從道教探求不死的本質上加以考察，將可以發現其生命觀並非
取自東來的印度佛學，而是中國本土固有的，在閒事中享有生命的不朽，並建立神仙
的樂土，正是中華民族的理想與願望，乃民族的夢，這就是古代神話中的變化神話與
17
樂園神話。」 道家的生命本位觀奠基於老子, 老子生命本位觀的基本內容是其貴德、

重身、珍生意識。貴德意識所反映的是老子對人的生命力及生命內在特質的珍貴。在
老子思想中，「德」是指萬物尤其是人得之於「道」的生命力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命內
在特質。由於這樣的「德」對於萬物的存在起決定作用, 故《老子•第五十一章》說：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 德之貴, 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18
老子不僅貴「德」，亦重「身」。舉凡老子論「身」之處，不僅對其持肯定態度,
而且主張觀之、修之、存之、保之、貴之、愛之。觀身、修身是老子生命修養論的重
要內容, 存身、保身是老子生命存在論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貴身、愛身是老子生命價
值觀的基本取向, 這些都是老子重身意識的具體體現。老子之重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重
視, 而是將「身」置於高於一切的位置, 在身與名、身與利、身與天下的價值對比中, 老
子的價值尺度是指向前者的。《老子•第二十六章》「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
下? 」《老子•第四十四章》曰：「名與身孰輕? 身與貨孰多? 」19
莊子生命觀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確立了重生、貴生的生命價值取向。「自三代以
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 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駢姆)與此不同, 那些得道者則將生命看得高於一切, 大舜曾三讓天下, 子華子則認為兩
臂重於天下, 生命重於兩臂。莊子對此持讚賞態度, 認為名利、天下均是身外之物, 只有
生命才是真正值得珍愛的。莊子生命價值觀是這樣描述的：「道之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
16

陈撄宁. 道教与养生•陈撄宁自传[M]. 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2.
李豐楙. 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M].北京：中華書局，2010：130.
18
朱謙之撰. 老子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84：203.
19
朱謙之撰. 老子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84：105、179.
17

182

《太平廣記》神仙故事與道教的生命關懷

為國家, 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 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 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
今且有人於此,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 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
也。夫生者, 豈特隨侯之重哉! 」20
其次，是主張全生盡年。莊子認為，人的生命是「道」賦予的，人從「道」那裡
得到了生命的固有長度即「天年」，便要善待生命以盡其天年, 才最大限度地體現了
「道」，實現了「道」的生命價值。基於這種認識, 莊子著力研究了全生之道，提出了
「無用之用」及「緣督以為經」的全生法。
三是主張養生。莊子提出了一整套養生方法, 包括養形、養神、導引、氣功、節食、
寡欲等等。總之, 莊子同老子相比, 其重生貴生意識更濃厚、更豐富。
依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的想法，宇宙運行的原理，在於它的生生不息，所謂
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若有其道，其道就是「生」，所以人也當「貴生」，寶貴生命、
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然而人能否長生，須憑自己的作為，不
是靠著神祇的庇佑。所謂「法由聖顯，道寄人弘」（卷八五）,強調一切均須自治自養。
因此道教是一種「自力宗教」，主張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種善因即得善果，種惡
因便得惡果，跟鬼神毫無關係：「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
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
無怨鬼神」（卷一一〇），「比若人種善得善，種惡得惡」（卷四八）。積善得善，
最終可以長生成仙：「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不止道致仙，乘雲駕龍
行天門。」（卷九四）後世道教成仙理論中有「積善」一派，即由此導源。21
道教指出，人們應該瞭解，人間最大的「善」事，不是高官厚祿、封妻蔭子，也
不是發財致富、錦衣玉食，而是人人都可以體會到的生存之樂，「是曹之事，要當重
生，生為第一。餘者自計所為。生氣著人身，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矣貴得其名。」
22

三、《太平廣記》中的神仙與長生
20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 莊子集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61
龔鵬程. 道教新論[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3.
22
王明撰.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97：8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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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信仰的核心就是長生不死。《釋名•釋長幼》:「老而不死曰仙。」神仙觀念
源自人類自我意識覺醒後對死亡的恐懼，渴望通過個人努力拜託死亡的控制，超越有
限的時空。神仙觀念在中國，戰國時期之前就有東西兩個系統——昆侖系統和蓬萊系
統。昆侖系統說，人可成神，蓬萊系統說，可以成仙。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
這一觀念的興起和傳播直接促進神仙小說的產生。神仙小說屬於道教輔教之書，宣揚
神仙實有、神仙可致。《太平廣記》是中國宋前志怪文言小說的匯集整理，保存了大
量宋前的神仙小說，藉此可以一窺道教神仙信仰在志怪小說中的表現。
《太平廣記》中的神仙小說有 171 卷之多，僅在前五類 86 卷之中就有 372 篇。在
這些神仙小說中，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只要一心求長生之道，避開人世俗
務，通過服食、導引、辟穀、行氣、房中術等修煉，得道長生，在世間享有數百、數
千、上萬年乃至永恆的生命，最上者則可以屍解仙化或白日飛升。
根據東晉道教理論家葛洪在其《抱樸子內篇》中曰：「按《仙經》雲，上士舉形
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屍解仙。」23我們可
以據此「神仙三品說」將《太平廣記》中的神仙小說裡的神仙分為天仙、地仙和屍解
仙三種。
天仙應屬神仙位階最高的一類，不僅長生久視，形容不老，而且舉形升虛，白日
飛升，成為天界神明。如卷四《蕭史》：「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升天而去。」《陽
伯翁》：「雲龍下迎，夫婦俱升天。」卷八《劉安》：「八公使安登山大祭，買金地
中，即白日升天。」
地仙則是或在煙火市井，或在名山大川居留逍遙的神仙。如卷四《鳳綱》：「綱
嘗服此藥，至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卷七《白石先生》:「至彭祖時，已二
千歲餘矣」，「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卷六十二
《魯妙典》中的魯妙典、《秦時婦人》中的秦時婦人皆為常住世間、長生不死的地仙。
屍解仙是修煉得道後遺棄形骸而仙化的神仙，屍解仙是神仙中品級最低的一類。
卷三五《栢葉仙人》中的栢葉仙人田鸞「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
忽告門人，無疾而終，顏色不改，蓋屍解也。」卷一三《成仙公》成仙公死後「令發
棺視之，不復見屍，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脫形仙去。」卷《程偉妻》
中的程偉妻、卷六八《楊敬真》中田家女楊敬真等都屬於屍解仙。
23

王明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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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豐楙在《神仙三品說的原始及其演變》一文中所說：「前道教時期歲也解
說先死後蛻然後舉形升虛，而重點所在則在巡遊名山與舉形升虛的遊仙過程；道教成
立之後則特別強調屍解成仙，此與成仙方法的落實有關。」24檢視《太平廣記》中的神
仙小說，也可以印證上述說法，唐代之前的神仙小說中的神仙多為地仙，唐代之後小
說中的神仙則多為屍解仙。李豐楙還就此申論：「屍解仙的地位較低，確實較能表現
出道教對於生死觀的突破，也最能代表中國人以神秘的宗教理論解釋死亡的難題。」25
《太平廣記》中的神仙小說大多數是為了道教信仰的傳播的宗教文學作品，它的
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信徒，所以神仙小說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神仙可致」：不是虛
無縹緲或者只有社會上層人物才能修道成仙。據曾禮軍對《太平廣記》前七十卷神仙
小說人物形象的統計26，在全部 345 人中，成仙者為 303 人，其中可以確認身份的有
255 人，除 3 人為僧人外，成仙者 140 人是世俗凡人（帝王後妃、官吏人物、士子書生
和底層民眾），佔到總數 255 人的 54.9%，在這 140 人中，又以社會平民最為突出，底
層民眾 57 人，士子書生 35 人，兩者共 92 人，佔 140 人的 65.7%，佔 255 人的 36.1%。
所以神仙小說的「造仙」運動的主體是普通平民，這突出體現了道教凡人成仙的信仰
27

宗旨，也印證了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所說的 ：「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

《太平廣記》中的神仙小說也描寫了得道成仙的修煉方法，主要有服食、辟穀、
行氣、房中術等等。
服食又名服餌，指服食藥物以養生，從而達到成仙的終極目的。《抱樸子內篇》
引《神農四經》雲：「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
羽，行廚立至。……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眾
妖並辟。」28《太平廣記》中有不少服藥成仙的神仙故事。如卷二《魏伯陽》中魏伯陽
煉神丹服食成仙。卷四《衛叔卿》中的衛叔卿合服五色雲母神方，成道升仙。卷八
《劉安》就是著名服藥升仙的故事。又如卷七《馬鳴生》敘馬鳴生得到神仙給的《太
陽神丹經》三卷，於是「歸入山，合藥服之」。因為「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恒居人間」，「經歷九州，五百餘年」，「後乃白日升天而去」。

24

李豐楙. 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象[M].北京：中華書局，2010：19.
李豐楙. 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象[M].北京：中華書局，2010：35.
26
曾禮軍. 宗教視域下的《太平廣記》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74-175.
27
王明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10.
28
王明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9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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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氣亦稱煉氣、食氣、服氣，是指一種以呼吸吐納為主，輔以導引、按摩的養生
內修方法。《太平經》卷四二曰：「神者乘氣而行，故人有氣則有神，有神則有氣，
神去則氣絕，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29《抱樸子內篇·至理》論述了
行氣的功用：「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
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30神仙故事中行氣
成仙的例子如下：卷一三《孔安國》：孔安國「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
子 」。卷二《彭祖》敘彭祖「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
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
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
末，尋即體和。」卷六六《謝自然》則敘述了行氣的方法和作用：「凡服氣，先調氣，
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
辟谷又稱卻穀、斷穀、休糧、絕粒，即不食五穀雜糧。道教認為，人食五穀雜糧，
腸中五穀輪迴，產生穢氣，阻礙成仙，因此須要辟穀。《太平廣記》神仙故事中有很
多辟谷成仙的故事。如卷五《陳安世》敘陳安世遇得道仙人，贈藥二丸後告誡：「汝
歸，勿複飲食，別止於一處。」其後，陳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不久
「安世道成，白日升天」成為神仙。卷九《孔元方》：孔元方鑿水邊岸，作一窟室，
方廣丈餘，「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複還，家人亦不得往來」。同卷《沈建》
中的沈建「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卷六一《王妙想》中
的王妙想是一位女道士，「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
是感通」，修道成仙。
房中術，是男女合氣之術，為道教的某些流派所宣導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養生和
修仙之術。道教認為，精、氣、神是人生的「三寶」，精足則氣充，氣充則神旺。凡
人在修道的過程中就應該保持精足、氣充、神旺，這樣才能使生命永恆。《抱樸子內
篇》卷六《微旨》：「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
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
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于
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
29

王明撰. 太平经合校•卷四二[M]. 北京：中華書局，1960 ：96 .
王明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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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亦無所益也。」31卷二《彭祖》中彭祖是一位深得房中術的神仙，他說：「身不知
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
「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于房中，豈不惑哉？……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
避眾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
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卷一一《劉根》亦雲：「不
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並神藥者，亦不能仙也。」
除了上述各種仙術之外，得道成仙更重要還有「尊道貴德」、「孝親積善」。東
晉葛洪在其《抱樸子內篇》中說：「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
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
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複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複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
大，惡不在小也。……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
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32五代杜光庭也強調修善對成仙的重要性：「善不
徒施，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洪纖，在立功而不休，為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
33

得不勖哉。」

道教並非是單純的道德教化而教化，而是把道德教化或自我道德涵養納入了生命
延續與健康活動的具體過程中，它是與整個生命健康活動相伴始終的。所謂「學之以
道，其人道；學之以德，其人德；學之以善，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
乃複大益善良。」34這體現了道門中人在生命活動中的倫理道德精神指向。在這裡，
「道」、「德」、「善」、「至道善德」是生命修行的倫理目標，也是健康長壽的重
要原則。
《太平廣記》中的神仙故事所蘊含的養生思想和生命倫理，愛護生命，尊重人性，
關懷現世，對促進人類身心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道家
道教文化中儲藏著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尚未被我們充分開發。正如陳攖寧先生所言：
「觀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則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家善於守成，道
家長於應變。……他教每厭棄世間，妄希身後福報。遂今國家事業，盡墮悲觀。道教

31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83：129.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53-54.
33
道藏（第 22 冊）.雲笈七簽•卷一一四:墉城集仙錄敘.上海書店,1988：792.
34
王明撰. 太平經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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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唯生學說，首貴肉體健康。可使現實人生，相當安慰。……道教基於民族，苟民族
肯埋頭建設，眼前即是天堂。」35

35

陳攖寧.道教與養生•前中華全國道教會緣起[M]. 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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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生命智慧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處於科技掛帥，年輕人多數沈迷於虛擬夢幻的網際網絡之際，易於失落生命
中的「樸」與「和」。面對社會紛擾、生命困頓的現代人，筆者認為所亟需尋求
的正是道家的生命智慧。因此，本文嘗試以道家的生命智慧為題，希望藉著強調
道家「生命之樸」的覺悟力，道家「生命之和」的融合力，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
的思想與理論基礎，期盼增加學習者對於生命自覺的智慧，並進而提升自我的生
命涵養與境界。

關鍵詞：生命教育、返樸歸真、生命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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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ist life wisdom
Hsiao-Ming T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Living in a technology-led era, most young people are easily addicted to the
illusory internet , thus losing the innocence and peace of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modern people who have caused the failure of life and social failu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the wisdom of Taoism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aoist life wisdom as a topic, hoping to emphasize the Taoist
consciousness and fusion power to achieve the basis of augmenting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today's life education, and hope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live, conscious
of life. The wisdom of the aspec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realm of life.

Key Words：The life education、Return to human nature basics、Lif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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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今世俗功利主義昌盛，造成物慾橫流、道德淪喪，導致多數人的價值觀念
混淆，使人心澆薄，犯罪叢生、治安敗壞。生活在這崇尚物質科技的時代，現代
人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的人們，更缺乏心靈的平靜祥和。由於暴力傷害、酗酒吸
毒、偷矇拐騙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時有所聞。生活在 21 世紀的人們反而承受
更多迷惘失落、徬徨無助的痛苦，生命惶惶不安，生活充滿壓力，多數人感受到
生命茫然、生命陷溺，身處精神焦慮，身心難以安頓的功利社會，自然興起了生
命究竟該何去何從的感嘆。筆者認為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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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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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生要想活得有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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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畢竟是由精神與物質，雙方面共同組合而成的，在強調精神文明的世代，
唯心思想蓬勃發展，雖然未必能給予生命全然正確的解答，但人們起碼還承認以
精神生活品質作為區分貴賤賢愚的標準；如今在科技指標、唯物是從的工商社會
裡，一面倒的唯物崇拜、金權掛帥，卻只會讓人以經濟效益買賣自己的生活乃至
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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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需求也憑藉市場消費手段獲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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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的訴求再難以具有說服力，人生失去崇
高的理想與目標，人格、道德、良知不再作為生命的依循，失去生命的情操，生
命價值、生命意義、生命尊嚴也就從此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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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理想的建立以及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之後，才能掌握人生的方向。一個
人的生活形態與生存方式，常決定於主體對於生命本質的認定與對生命價值的判
斷。不同的生命觀點，形成不同的生活態度，也塑造出不同的文化型態。因此，
從歷史文化的發展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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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形成不同的生命面貌。而當高科技與物質文明取代傳統倫理、道德、
信仰及精神文明之後，並沒有爲人類帶來幸福，隨之而來的反倒是更大的焦慮，
更多更新的心理、精神、生理病態問題的出現。生活在這樣一個資訊爆增、價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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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變動不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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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安寧難以保持，便容易形成空虛、不
安、焦慮、倦怠和絕望的心理傾向。如今面對資訊發達、高教育水平的時代，由
於對高科技上瘾、崇拜而造成情感空洞、人際疏離，生命陷溺，而原本最足以安
身立命的倫理、道德、信仰及精神文明反而在不知不覺中流失淡化，人心也因此
變得脆弱退化。事到如今，重新正視生命智慧教育，擬定新的教育方向、找尋新
的良方，筆者認為正逢其時！

二、生命教育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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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生命中去探究學習，它和生命本身有著相同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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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過於偏重實
用功利主義的教育似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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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教育」。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麽愛搜集資訊、知識，而將智
慧與資訊、知識混爲一談，相對的卻又這麽的不重視處世的智慧，品德與人格，
更談不上「生命自覺」心智的培養。這是一個缺乏覺悟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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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學
道家生命的智慧，就是要來破除愚癡，要來開啟智慧、解脫煩惱。煩惱的出現就
表明我們缺乏智慧，沒有破除愚癡的智慧力量，自然會盲動地去造作種種貪、瞋、
癡的煩惱。長期以來由於受到世俗功利主義以及物質科技掛帥的影響，導致社會
上大多數人習慣將思想與精力，長期盲目地致力於市場導向的功利追求，短視近
利、重物輕人的結果，因而藐視倫理道德及精神文明，加上國際經濟競爭的壓力
以及保護主義的抬頭，過度偏重「科技教育」
，忽略「生命教育」
。結果反而使威
脅生命的犯罪行爲層出不窮，不論是燒殺擄虐、酒駕害生，乃至於環境污染、食
安毒害，社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命教育」問題。一般年輕學子在如此的
社會環境下，沾染世俗習氣，沉迷於高科技帶來的物慾享受，嗑藥吸毒，迷戀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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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不實的人生；追求名牌，狂戀時尚，棄道德倫理於不顧，不知不覺中自然鄙視
精神生活的價值。

靜觀近來的整個社會現象，民粹理盲、是非顛倒，以及黑心企業的食安問題、
工業廢水惡意傾倒污染河川等現象，甚至街頭少年喋血事件層出不窮，聚眾互
毆，罔顧人命。而不管所傷害的是別人或是自己，都顯示出部分國人並不重視「生
命」
，不尊重別人的生命，也不重視自己的生命。由此深觀，
「科技教育」固然重
要，但「生命教育」的培育則更為根本，人如果只爲表面的事物而活，從不試著
去了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則將無法去營造生命的尊嚴與希望。
本文嘗試以「道家生命智慧」作為生命教育的核心理念，強調道家「生命之
樸」之覺悟力，道家「生命之和」之融合力。依此來培養解決面對生命議題的生
命涵養。而道家的生命智慧「返樸歸真」，正是體悟與反思每個生命在「自我」
心理層次、社會文化層次，所面臨的困頓處境、矛盾與兩難，並以老子、莊子所
教導的生命智慧來謀求解決之道。筆者認為道家的生命智慧強調「中氣以為和」
的觀點，正是處於科技叢林，面對生命困頓、社會紛擾的現代人，在失落了人間
的愛與關懷，在迷惘於虛擬夢幻的人際網絡時，所亟需尋求的生命智慧。因此，
筆者以道家的生命智慧為題，希望藉此闡揚道家的生命智慧，以厚實現今生命教
育的思想與理論基礎，期盼增加學習者對於生命自覺的觀照能力，並進而提升學
習者的生命層次與境界。

三、造成「生命困頓」的兩大議題
（一）「自我」迷惘與意義感的失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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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而無力去面對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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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色犬馬。這種只求避免眼前問題的自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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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瞞心理，會造成注意力及覺察能力逐漸模糊，終而形成了心智盲點。這是一種
「困惑時代」的精神匮乏病，也是造成心理疾病泛濫成災的首要成因。

一般人即使生命有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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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享受文明成果所帶來的各樣肉體的
安適，卻不知如何自處，自然也就頓失生命的方向。大部分人經驗的世界似乎如
同虛擬夢幻一片混沌。事實上，專家們可以用豐富多元的知識向我們解釋外在世
界的任何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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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的失落，如果僅以知識的累積、追逐利益效率，視爲一切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
就會喪失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二）傳統宗教生命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宗教生命關懷的目的即是要協助人去瞭解人「生而為人」的意義、價值、尊
嚴與希望，進而珍惜生命與人生，樂愛生命與人生，能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
自然，使其在互相尊重個人尊嚴與價值中，進而認識自我，實現自我，進而提升
自我，去經營有意義的人生，並使自我功能充分發揮，貢獻人群，善盡己責，去
造福鄉里社會。並經由人文陶冶，從宗教生命教育中找回人類最珍貴的理性智
慧、慈悲同情、利他共享等特質，早日進入「超物質化、超功利化的社會」，以
避免因科技化、資訊化造成人際關係的疏離與對立。而疏離與對立的人際關係易
造成自我懷疑和憤世嫉俗的情緒，這些懷疑與情緒最易消磨掉生命的自信、自尊
與希望，進而造成生命的焦慮不安，導致生命的困頓、沈淪，更侈談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自省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近年來，基於國人對於生命教育觀念的輕忽，心無所繫、情無所托，自然較
易欠缺有意義的人生目標，自然對人我生命不懂尊重，終將令「生命智慧」無法
發展而日漸封閉萎縮。原本宗教生命教育的立意，就在試圖覺知生命的真諦，以
幫助人們建立安身立命的正途。因此，不同的宗教各自發現生命的真諦，並且不
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所信奉的正是唯一的真諦也屬非常自然的現象。基於國人對生
命智慧教育「啟迪與增上」的殷殷期盼，本文嘗試以道家的生命智慧教育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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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教育面臨之兩大問題：（一）「自我」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二）傳統
宗教生命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藉由筆者對道家生命智慧教育的體認，本文
嘗試建構出「道家生命智慧」的體系架構，藉此體系希望營造出三個生命教育的
新方向：

（1）以道家「生命之樸」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
（2）以道家「生命之和」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命價值」
（3）以道家「生命之靜」的觀點，涵養「生命境界」提升「生命希望」

四、道家生命智慧之學
道家一向以發揚非暴力的傳統，加上強調理性融合、智慧道德，特別是主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命智慧」，正逐漸在各方廣為傳
布，受到更多有識之士的重視。因為，老子的哲學本就是一種生命智慧之學。理
由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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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的流程即是生命的流程，生命源於道，又復歸於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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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道家生命的精神呈現為：生命之真、生命之樸、生命之和、生命之靜
5. 藉由道家的生命智慧可活出：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
生命的希望。

基於上述五個理由，本文首先分析了在道家生命智慧的觀照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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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針對此三重內涵分析道家的
生命智慧與生存美學。至於，談老子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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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生命困頓」的議題，「道家的生命智慧」很早就已提出了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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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500 多年前，道家老、莊就已針對人類的「生命困頓」
，提出了針砭之道。
這些針砭之道，時至今日針對現今造成人類「生命困頓」的兩大議題：
（一）
「自
我」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二）傳統宗教生命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更能切中時弊，斧底抽薪，提供徹底療癒的解決對策。陳述如下：

•
•

1. 人的生存面對兩大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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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為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所以需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求意義和價值，
需要找尋繼續存活的理由、理想與目標。事實上逆境是覺醒的契機，許多人平時
無視於老、病、死的脅迫，或是任天由命、或是自恃少壯，成天忙於追逐世俗價
值，但當人們面對生命困境時，以所有熟悉的方法都無法解決後，才肯更深一層
去省思生命、探討生命的覺醒。
老子觀察到周文疲弊造成人心失落，逐漸向外追逐，致使生命失真。於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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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子先言明他所領悟到的「道之體」，他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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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子．第二十五章》）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一語，我們可以清楚的認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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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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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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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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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的精神生養萬物。因此，老子說：
「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第二十五章》，臺北：商務印書館，2000 年 3 月。（以下舉
凡《老子今註今譯》之篇章，皆只註明篇名，不註頁數，識者當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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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2（《老子．第五十一章》）「道生之」
：生命
的第一階段是「道」的轉化和生成＝＞接著「德畜之」：第二階段是依靠自身本
性即「德」來維持其存在＝＞再則「物形之」：第三階段就是憑藉「物質」賦予
生命以形體＝＞最終「勢成之」：最後再通過它所處的「環境」來完成生命，成
就生命。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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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自然生命（物）、
社會生命（勢）和超越生命（道）
。」因此，從老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
勢成之」一語中，我們可以體認到，老子生命觀建立的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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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老子又說：「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由此，我們
可以體認到，老子生命觀的三重內涵：

•生命是形而上（道）與形而下（物）的統一，
生命是有形（物、勢）與無形（道、德）的統一，
生命是現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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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然生命
（物）
、社會生命（勢）和超越生命（道）
。」而生命的內涵：自然生命、社會生
命、超越生命三者構成了生命的全部內涵。這三重內涵如果依「道」以自然生養
萬物的精神，本應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故謂之「玄德」
。然而
老子觀察到他所處的世代，所呈現的卻是反其「道」而行，違逆自然。周初封國
八百，天下共享共治。及至春秋封國百七十餘，由此可知大小戰爭不斷，兼併頻
2

仝上《老子．第五十一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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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上下交爭利，人心的失落，只在於欲望的無限追求與永不滿足，所以老子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
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3（《老子．第十二章》）又
說：
「『不見可慾，使心不亂。4（《老子．第三章》）』
、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5

（《老子．第十九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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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老子．第四十四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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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
子．第四十六章》）』」老子觀察到周文疲弊，造成人心失落，向外追逐。周人
的生命觀早已是背「道」而馳，自我執著、成心陷溺，成為生命的大敵，所以老
子說：
「吾之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8（《老子．第十三章》）。
「我」是眾迷之因，
「爭」成了國毒之本，所以老子大力疾呼：
「萬物恃之而生而
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9（《老子．第三十四章》）」他要人
效法天地之道，法道自然，清心寡欲，為而不爭，更進一步，解除以「人」為本
位的思考模式，復歸於「道」，復歸於自然，讓宇宙所有生命都能復歸於自然狀
態，復歸於原初形態，法道自然，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紛然失真。在老子
看來，「道」生養萬物，即是順乎自然法則，而沒有目的性，然萬物生生不息，
蓬勃滋長而自然和諧，於是主張「道法自然」。老子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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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展現萬物各自
不同的生命特質，這正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10（《老子．第三十七章》）的
作用。所以老子教導在上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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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
子．第二章》）他更提出「無為而治」的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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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上《老子．第十二章》
仝上《老子．第三章》
5
仝上《老子．第十九章》
6
仝上《老子．第四十四章》
7
仝上《老子．第四十六章》）
8
仝上《老子．第十三章》
9
仝上《老子．第三十四章》
10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11
仝上《老子．第二章》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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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敢為」12（《老子．第六十四章》）又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無欲，
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故聖人云 ：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13（《老子．第三十七章》）「樸」意謂未經
雕琢加工的木料。因此，老子言：
「樸散則為器」14（《老子．第二十八章》）。
老子〈第十五章〉更以「樸」來比喻修道者，體道後的心境「敦兮其若樸」15，
「道」化成萬物眾生，而「復歸於樸」，即謂復返於道的修養過程；老子深深體
會到慾望的危害，由於一般人「著有」
、
「著相」
，進而「著我」
，致使生命失樸、
失真，因此老子提出「以道為本、道隱無名、清虛自守、無為而治、返樸歸真」
的主張。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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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老子．第三十七章》）老子深刻體察到，「道」是創生天地萬
物的形上根源，為所有生命的形上基礎，一旦生命背「道」而馳，將使人紛然失
真，失去生命的純樸，種下生命憂患痛苦的毒苗，於是從宇宙本體的高度來看待
人與萬物，提出反返「道」本、返樸歸真，以「無為、無事、好靜、無欲」回歸
「道」的根源，其目的正是在解放陷於「周文疲弊」之中的生命，使之回歸自然。

五、道法自然的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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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內涵表現為自然生命、 社會生
命和超越生命的有機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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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尊嚴與希望。茲分述如下：

12

仝上《老子．第六十四章》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14
仝上《老子．第二十八章》
15
仝上《老子．第十五章》
16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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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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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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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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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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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子生於春秋之世，親見周文疲弊造成人心失落，向外追求，於是生命失樸、
失真。而生命的大敵就是在生命失樸、失真下的自我執著、成心陷溺。老子強調
「返樸歸真」的生命之道，特以「益生曰祥。」18（《老子．第五十五章》）、
「心使氣曰強。」19（《老子．第五十五章》）辨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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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老子．第三十七
章》）老子認為「樸雖小，若能返樸守之，萬物將自化。對於慾望的興作，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老子的目的在解放陷於「周文疲弊」之中的生命，使之回歸
自然、回歸道本。「周文疲弊」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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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子特以「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強調世人戕生、害生之為，最終使「生命失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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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非道而行，終遭
仝上《老子．第二十八章》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19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20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21
老子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
17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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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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老子．第四十六章》）所謂爭強好鬥而妄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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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子．第五十五章》）老子強調，不爭則清，無慾則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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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老子．第三十七章》）的作用。然而，一般人因縱欲而陷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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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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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生命的大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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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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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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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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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老子．第三章》)又
說：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29 (《老子．第十九章》) 要人復歸於「道」
，復歸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仝上《老子．第四十六章》
仝上《老子．第五十五章》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仝上《老子．第十二章》
仝上《老子．第四十六章》
仝上《老子．第四十四章》
仝上《老子．第三章》
仝上《老子．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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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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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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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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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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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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老子．
第五十七章》)無為、無事、好靜、無欲，正可使生命返樸歸真，反之生命將失
去純樸，使成心陷溺，生命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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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萬物」，「中和以養之」。
老子深闇天之道，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
以奉有餘。」35（《老子．第七十九章》）又曰：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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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32
33
34
35
36

仝上《老子．第六十四章》
仝上《老子．第四十八章》
仝上《老子．第三十七章》
仝上《老子．第五十七章》
仝上《老子．第四十二章》
仝上《老子．第七十九章》
仝上《老子．第七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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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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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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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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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老子．第二十七章》）、「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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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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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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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造成生命的沉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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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更進一步，老子要人解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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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及紛然失真。
仝上《老子．第六十八章》
仝上《老子．第七十七章》
39
仝上《老子．第四十九章》
40
仝上《老子．第二十七章》
41
仝上《老子．第二十七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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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里仁書局，2003 年第二次增訂，頁 219。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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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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老子．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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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精神的超拔與脫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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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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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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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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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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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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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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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上《老子．第二章》
陳錫勇：
《老子校正．第十六章》
，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第二次增訂，頁 189。
45
仝上《老子．第四十五章》
46
仝上《老子．第二十六章》
47
仝上《老子．第五章》
48
仝上《老子．第五十六章》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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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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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就能二六時中，
當我們懂得「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 （《老子．第十四章》）

令心清靜，正所謂 :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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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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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老子．第四十七章》）
，他
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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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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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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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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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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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語
仝上《老子．第四章》
仝上《老子．第十四章》
51
仝上《老子．第十六章》
52
仝上《老子．第十六章》
53
仝上《老子．第四十七章》
54
仝上《老子．第四十七章》
55
仝上《老子．第五十四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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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仝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58
陳錫勇：
《老子校正．第四十六章》，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第二次增訂。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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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於物質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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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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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多數沈迷於虛擬夢幻的網際網絡之
際，易於失落生命中的「樸」與「和」，自然更無餘裕去探索生命的真相。面對
社會紛擾、生命困頓的現代人，較難體察到生命中的「寧靜之美」，筆者認為所
亟需尋求的正是道家的生命智慧。道家的生命智慧，具有積極的「勸導自覺」的
作用，它是喚醒「自我意識」的絕佳利器。對於自我生命層次的提升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這也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者。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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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世間的資訊、知識廣雜多樣，卻無助於純淨心安的生活和解脫，無法激起人們
對生命的深刻探索與反省，而道家的生命智慧有助於人類心靈自我超越的文化功
能，應被重新加以肯定。
透過道家的生命智慧，不但有助於讓迷失於物慾而空虛迷惘的人心，獲得身
心安頓。更可激發人內在生命的自覺，以心靈自覺的力量來推動社會文化深層的
改造，為台灣下一代的「生命自覺」希望工程，紮下信實的根基。道家老莊，是
深入生命真相的智者，他們堅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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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透視生命的真相、去解決生命的問題。
在生命層次的提升覺醒中，去確立人生的目標及價值取向，由此開展具體的人生
行誼。因此，本文嘗試以道家的生命智慧為題，希望藉著強調道家「生命之樸」
的覺悟力，道家「生命之和」的融合力，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與理論基礎，
期盼增加學習者對於生命自覺的智慧，並進而提升自我的生命涵養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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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安頓生命的最佳指南；道家的生命智慧，重在開啓學習者的心智，令其「秉要
執本」
、
「順道而行」
，老子、莊子所強調的是回歸至道、生死齊一的自然生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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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自然法則是相對
應的。在老子看來，「道」生養萬物，即是順乎自然法則，而沒有目的性，這種
狀態卻符合了美。因為「道」自然渾成，故能呈現不事雕琢的自然之美，即「樸」
之美，也是「混沌」之美，故莊子發揮其意而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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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理而不說。」59（〈莊子．知北遊〉）這就是「道」所呈現
的極致美感。並且對於生命本質與死亡問題，道家生命智慧也有很深刻的探討與
論述，例如回轉像嬰孩、無智無欲、返樸（璞）歸真；上善若水、以其無爭天下
莫能與之爭；柔弱處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柔能克剛、
滴水穿石等，使得道家自然生命思想，趨於生命智慧與生存美學的完善和完美，
較一般人生哲學最核心的議題，更能切中時弊，實是探究生命實相與人生真義，
體現生命之中的：生命之樸、生命之和、生命之靜的最佳指南。

59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 年 2 月，十版，頁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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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雲南道教醫學文獻初探

1

蕭霽虹 任紅華2
摘要
道教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道教醫學家，在中醫理論基礎的奠
定，本草藥性的總結，以及臨床上的遣方用藥，乃至養生、預防疾病等方面，都做出了
重大貢獻，近年越來越受到宗教界、學術界的關註和研究。自東漢張道陵創教伊始，即
援醫入道,修養性命、濟世利民，以醫傳道也成為了道教重要的傳承方式之一。道教醫
學的傳承，主要有兩途：一為口傳心授，口口相傳，不記文字，這種方法多局限於師徒
之間；二為有道者將心得記為文字，著成經籍，以傳抄或刊刻的形式，得以流通、廣傳。
雲南與四川毗鄰，自東漢末年張道陵創教之初，道教即已傳入雲南。雲南歷代道教醫學
人士，載于史乘者為數眾多，也留下不少醫學文獻，但因朝代更迭、兵燹不斷，甚或毀
滅文獻之事，也間而有之，故不少珍貴文獻已遭毀滅。本文對明清兩代雲南道教醫學文
獻試作鉤沉，並對流傳至今的幾種重要道教醫學文獻分別予以探討。

關鍵字：道教醫學

邵以正

青囊雜纂

蘭茂

滇南本草

李裕達

蕭霽虹主持 2019 年度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當代宗教：宗教與生態文明建設”、2018
年度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雲南與南亞東南亞宗教文化交流研究創新團
隊”階段性成果。
2
蕭霽虹，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雲南省宗教學會會長；任紅華，雲南怡園康復醫
院中醫主治醫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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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道教醫學家，在中醫理論基礎的奠
定，本草藥性的總結，以及臨床上的遣方用藥，乃至養生、預防疾病等方面，都做出了
重大貢獻，近年越來越受到宗教界、學術界、醫學界的關註和研究。修養性命、濟世利
民，以醫傳道也成為了道教重要的傳承方式之一。東晉葛洪曾言：“是故古之初為道者，
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3陶弘景也言：“凡學道輩，欲求永年，先須祛疾。或有
夙痼，或患時恙，一依五臟補泄法例，服藥數劑，必使臟器平和，乃可進修內視之道。”
4

從道教自身來說，醫藥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從傳統中醫學角度來看，道教醫學也是其重

要組成部分，二者間形成了一種“醫道同源”的重要關係。雲南歷代道教醫學人士，載
于史乘者為數眾多，也留下不少醫學文獻，但因朝代更迭、兵燹不斷，甚或毀滅文獻之
事，也間而有之，故不少珍貴文獻已遭毀滅。本文旨在對明清兩代雲南道教醫學文獻試
作鉤沉，並對流傳至今的幾種重要道教醫學文獻分別予以探討。

一、 雲南道教醫學文獻背景
道教傳入雲南的時間，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東漢末年，張道陵創教之初，即已傳入雲
南。5張道陵創教時，設立二十四治，治是五斗米道在各個地區的教務活動中心。其中有
稠稉、蒙秦二治管轄範圍內的犍為、越嶲二郡涉及雲南地區，今雲南昭通、曲靖、麗江
等地在其轄區內。在道教傳入雲南的過程中，以醫傳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相傳在
東漢時，就有人稱“神明大士”的道士楊波遠在雲南傳教，常騎三角青牛游滇國、蒼洱
間，傳教佈道，替人禳災祈福。6漢末三國時的孟優，是現知最早的雲南本土道教醫者。
清雍正《雲南通志》載：

孟優，世居巍寶山，與土帥孟獲兄弟也。素懷道念，常往來於瀾滄、瀘水間，得異
人授長生久視方藥諸書，隨處濟人。後主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軍中誤飲啞泉者，
3

（晉）葛洪著、顧久譯註：
《抱朴子內篇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 月，第 381 頁。
衣之鏢、趙懷舟、衣玉品編著：《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研究》
，學苑出版社，2009 年 2 月，第 52 頁。
5
參看顏思久主編：
《雲南省志》卷 66《宗教志》
，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郭武：
《道教與雲南文化——
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
，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蕭霽虹、董允：
《雲南道教史》
，雲南
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 13 页。
6
明代諸葛元聲《滇史》、萬曆《雲南通志》、
（清）雍正《雲南通志》
、高奣映《雞足山志》均有記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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輒手足四禁而不語。或謂優有良藥，使人往求之，優進仙草立驗。武侯驚異之，與
7

語，人天運會，深有契焉。後入峨眉山，不知所終。子孫於元時賜姓猛。

明代蘭茂《滇南本草》“韭葉芸香草”條下，尚有補註云：“昔武侯入滇，得此草
以治煙瘴。此草生永昌、普洱、順甯茶山地方，形如蘭花，但葉有細白毛，且如韭葉，
但韭葉則軟，芸香草硬。”《三國演義》中，也有孔明向孟獲之兄孟節求薤葉芸香草治
療軍士瘴氣的記載，並云孟家兄弟三人，長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張澍《雜記》也
云：“孟獲之兄名節，以芸香草解軍士啞泉之毒”8。這一傳說，為數則文獻所載，略有
小異，雖均有可疑之處，但韭葉芸香草辛溫解表、和胃除濕，治療山嵐瘴氣、水土不服、
急性腸胃病症之功，至今仍廣泛應用於臨床，療效切確。
1963 年，昆明市道教協會整理了一份《昆明道教歷史資料草稿》，其中在“昆明道
教的起源”中有記載云：

自漢時莊蹻入滇，即有道士入滇流傳。民間以做齋祈禳為生，其龍沙一派最盛，隨
即有黃老之士來昆訪道。初期有金陵仙鶴觀羅乾熙來昆行醫濟世救民，住城東真武
9

祠。

漢時金陵仙鶴觀羅乾熙來昆行醫濟世救民，這一則資料或來源於雲南道教內部傳
說，可惜原草稿未註明出處，也未說明來源，和孟優的傳說一樣，雖難以令人盡信，但
結合學術界對道教傳入雲南的考證10，不難說明道教醫學在東漢末年即隨著道教的傳入
而進入雲南。
元明後發展迅速。隨著大量移民入滇，道教在雲南的發展呈現出繁榮景象，宮觀林
立，宗派紛呈，傳道甚至深入少數民族地區。明清時期活躍在雲南地區的道教流派主要
有天仙派、龍門派、靈寶派、隨山派、西竺心宗，以及為數眾多的正一派散居道士，三
丰派和淨明派在雲南也曾留下信仰痕跡。尤為重要的是，隨著明初高道劉淵然的入滇，
還在雲南開創了長春派，培養了聞名全國並屢有貢獻的多名高道。此一派道脈傳承至

7

（清）雍正《雲南通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乾隆元年刻本影印，1988 年 4 月，卷二十五，仙釋。
《諸葛亮集》
，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9
《昆明道教歷史資料草稿》
，昆明市檔案館藏，昆明市宗教事務處檔案，1963 年 11 有，20-1-102。
10
參看顏思久主編：
《雲南省志》卷 66《宗教志》
，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郭武：
《道教與雲南文化——
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
，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蕭霽虹、董允：
《雲南道教史》
，雲南
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 25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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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並且在歷史上以善於醫藥著稱。劉淵然在滇所收弟子邵以正，匯纂趙宜真、劉淵然
等多位道士之醫學著作，集成大型道教醫學叢書《青囊雜纂》，享譽道教界及醫學界。
並有推崇道家文化，善於丹道的著名人士，除修煉丹道外，更以醫學著稱。如明代蘭茂
著《滇南本草》
、
《醫門擥要》行世，滇人受益至今，又著《玄壺詩》
、
《性天風月通玄記》
內丹著作，嘉惠後學。再如明末清初姚安土司高奣映（字雪君，號結璘山叟、問米居士）
三十七歲時將世職傳給長子後，“隱遯結璘山，參禪悟道、煉丹著述。其人慈祥在抱，
喜施濟，凡施藥施棺、養老放生、掩骼埋胔，及一切濟貧拔困之事，皆捐資為之，無所
吝。”11著述多達八十餘種，涉及儒、釋、道、醫、音韻、史乘等，現存者唯《太極明
辨》
、
《增訂來氏易註》
、
《藥師經參禮》
、
《金剛慧解》
、
《雞足山志》
、
《迪孫》
、
《妙香國草》、
《滇鑒》及雜文數篇存世。餘如《莊子尋脈》
、
《易占匯考》
、
《心印經解》
、
《定觀經註》、
《元素千言》、《丹經攢圖》、《仁育輯要》、《保嬰輯要》、《胎息經解》等書則均已亡佚。
其中不乏關於道家、道教、醫家的著作，僅《心印經解》
、
《定觀經註》各存序一篇，甚
為遺憾。清代乾隆年間，有河陽（今澂江）方士李裕達，家世業醫，又隨留雲道人精研
脈法，著《通微脈訣》、輯《道餘錄》兩部脈法著作。另外，各地善壇還廣刻醫方，或
託名、或扶乩而得。內丹著作在滇中也較為常見，其中也有僅見於滇者，如《張祖三丰
仙師留滇遺書演玄關指秘》；一些祝由禁咒之書，則多以抄本流傳。還有不少雲南地方
刊本未能廣泛流通:

陳洞天，逸其名，居羅陋川，遇異人授以黃白之術，丹成以濟窮困，人多德之。有
丹藥，遇瞽者，投少許光明如平時。遠近踵門求濟，限為之穿。晚歲，以其所得註
《洞天秘典》一書，多屬前賢未發之旨，人爭購之，因號“洞天先生”云。12今即
已
亡佚。

又如清代蒙化（今大理巍山）道士馮 應 魁 ， 字 亦 九 ， 道 號 尚 元 ， 得 《 孫 真
人 安 樂 仙 方 》， 刊 存 巍 寶 山 朝 陽 洞 ， 人 爭 重 之 。 此 刊 本 今 也 失 傳 。

馮 應 魁 ， 字 亦 九 ， 道 號 尚 元 。 有 隱 德，安 貧 樂 道，精 醫 藥，治 人 甚 多 ，
11

民國·由雲龍纂《姚安縣誌》
，見《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誌全書·姚安卷》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月，
“高雪君先生家傳”，第 1971 頁。
12
（清）雍正《雲南通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乾隆元年刻本影印，1988 年 4 月，卷二十五，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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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輒 應 。 得 孫 真 人 安 樂 仙 方 ， 刊 存 巍 寶 山 朝 陽 洞 ， 人 爭 重 之 。 13

諸如此類著作，是史籍中有所記載的，尚有不見記載或失傳者，則又不知凡幾也。
故挖掘保護、整理研究現存文獻尤爲緊迫。

二 、雲南道教醫學文獻知見錄
明清雲南道教醫學文獻，主要包括由滇中道教人士或與道教有較深淵源的學者編著
的醫藥學著作，以及部分較有代表性的善壇乩方。由於道教內丹修煉攝養之學，返觀內
景直指性命，關乎醫道，故一併歸附在內。祝由禁咒之術，因向來多以抄本流傳，且內
容散見，多寡不一，故暫不錄。凡非滇人著述，而在滇刊刻流佈者，也簡作說明。茲略
錄如下：

1、 《青囊雜纂》
明代晉甯邵以正編，道教醫學叢書，成書于明天順三年（1459）。本叢書所收集方
書，涉及外科、傷科、兒科、內科及胎產，並全為道教人士所編纂。包括14：
（1）
、外科集驗（即《仙傳外科集驗方》），（元）楊清叟撰，（明）趙宜真編集。
（2）
、仙傳濟陰方，（明）劉淵然撰集。
（3）
、仙傳理傷續斷秘方，（唐）藺道人撰。
（4）
、上清紫庭追癆仙方，著者佚名。
（5）
、秘傳外科方，（明）趙宜真撰集。
（6）
、濟急仙方，（明）劉淵然撰集。
（7）
、（新刊）小兒痘疹證治，（明）許榮撰。
（8）、徐氏胎產方，（明）邵以正收編整理，此書現僅存《青囊雜纂》本，疑為邵
以正據元明間淨明派道士徐守真整編《急救仙方》中的胎產方整理而來。
（9）
、秘傳經驗方，（明）邵以正撰集。
現存版本如下：
（1）
、明弘治（1488-1505）崇德堂刻本：存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殘
存五種 ）、南京圖書館（殘本）；
（2）
、另一明刻本：存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資訊中心生命科學圖書館。
13

李春龍等點校：《新纂雲南通誌》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月，第十冊，第 532 頁。
參看《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
、《中國叢書綜錄》、
《中國醫籍大辭典》。

14

215

蕭霽虹

（3）
、清钞本：存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2、 《滇南本草》

明代蘭茂著。約成書於正統年間（1436～1449）
。本書是我國現存內容最為豐富的古
代地方性本草，地方特點顯著，所載多為民族民間用藥經驗，首載藥物較多，是研究雲
南藥物的珍貴資料。本書版本較多，載藥多寡也有出入，學術界普遍認為經後人增補。
現存版本如下：
（1）
、湯溪范行准收藏明代范洪（守一子)撰，清代高宏業、朱景陽遞钞本《滇南本
草圖說》卷三至十二。
（2）
、清初刻本。
（3）
、寶翰軒收藏清代钞本《滇南本草》卷上一冊。
（4）
、于懷清家藏清康熙年間钞本《滇南本草》一冊，二卷。
（5）
、從真堂任氏藏清中期新興州官钞本，一冊，三卷。
（6）
、琴硯齋舊藏清钞本一冊，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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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繼昌家藏清钞本，存卷下一冊。
（8）
、胡雲龕家藏清钞本一冊，不分卷。
（9）
、清光緒十三年（1887）昆明務本堂刻《滇南草本》三卷（卷一分上、下)。
（10）
、1914 年雲南叢書刻《滇南本草》
，三卷。
（11）
、1937 年上海世界書局據務本堂版《滇南草本》鉛印，改書名為《滇南本草》。
（12）
、陸良縣永和書局钞存本
本書版本，除上述外，尚有清道光年間吳其濬編《植物名實圖考》、《圖考長編》、
阮元等修《雲南通志稿》引《滇南本草》文，及晚清民國間多種抄本，不俱錄。

3、

《醫門擥要》

明· 嵩明蘭茂著。成書於明正統二年（1437）
。上卷論脈，以脈統症，主張四診合參，
精簡明晰；下卷論方證，融合經方、時方，結合地方時宜，論證甚為確當，尤益初學。
現存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清光緒十三年（1887）昆明務本堂刻《滇南草本》
附本、1914 年雲南圖書館刻《雲南叢書》本。

4、

《玄壺詩》

明·嵩明蘭茂著。蘭茂詩集，原有百首，現存九十七首。章四句、句六言，續以四言
二句，以證其義。內容涉及三教義理，昌三教同源，又多言金丹大道性功之旨，辭近旨
遠，言簡意賅。現存主要版本為道光八年（1828）了元子昆明刻本，題名《新刻元壺詩》
（雲南省圖書館藏），以及宣統元年（1909）昆明陳榮昌輯《滇詩拾遺》本（雲南省圖
書館藏）。

5、

《性天風月通玄記》

明·嵩明蘭茂著，是書又題《性天風月吟》
。傳統認為，此書為雲南劇壇上的第一個
傳奇劇本15，共二十折，是一個以修仙悟道為內容的劇本。清代道光年間，道士了元子
則認為《性天風月通玄記》“備述金丹大道，演為曲本，皆寓言隱語，非得師指，又從
何處索解”。道士玉陽子認為蘭止庵“尤恐金丹之失其傳也，於是作《玄壺詩》百章言
養性之功，作《性天風月》二十篇言修命之訣，分則為二，合則為一。”16了元子及玉
陽子均認為《玄壺詩》、《性天風月通玄記》乃金丹大道性命之學。現存清乾隆五十七
（1792）年抄本（李一氓藏，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據成都李氏藏清乾隆鈔本影印）
、清
道光十九年（1839）守中子雲間道人抄本（題名《藍真人通玄記》，北京市圖書館柏林
寺分館藏）、昆明華世堯琴硯齋舊藏咸豐钞本（雲南省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1924）
15

16

楊明、顧峰（執筆）主編《滇劇史》
，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 年 6 月，第 10 頁。
道光八年了元子刻《新刊元壺詩》序，雲南省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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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開明書局排印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6、

《洞天秘典註》

明·鶴慶陳洞天著，已佚。雍正《雲南通誌》載：“陳洞天，逸其名，居羅陋川，遇
異人授以黃白之術，丹成以濟窮困，人多德之。有丹藥，遇瞽者，投少許，光明如平時。
遠近踵門求濟，限為之穿。晚歲，以其所得註《洞天秘典》一書，多屬前賢未發之旨，
人爭購之，因號‘洞天先生’云。”

7、

《心印經解》

清·姚安高奣映（字雪君，號結璘山叟、問米居士）撰，一卷，民國《姚安縣誌》存
目及序一篇。為高氏註解道教內丹經典《心印經》之作。自序略云：心何所印?以人契
天，歸本還元者印也。印何所施?法其自然，格其非心者，施也。施何所明?至誠不息，
中立不倚者明也。明從何求?謙然會道，直養無害，定靜安慮而後為得也。此殆心印之
常經，以云亘古為昭者非耶?

8、

《定觀經註》

清·姚安高奣映撰，民國《姚安縣誌》存目及序一篇，為註解道教內丹經典《靈寶定
觀經》之作。自序略云：月懸水契，色入鏡分，一性精明，則鑒無不別。故《大學》一
書以明德為體，親明為用，要止至善而物不以遷，其蓋幾幾乎定矣。則定之入門在知止，
而莫不止於至善之一法。若定而能觀，必至安靜而後能慮，乃為得也。

9、

《丹經攢圖》

清·姚安高奣映撰，已佚。鹽豐高曜輯書目。

10、 《仁育輯要》
清·姚安高奣映撰，已佚。甘孟賢《高雪君先生家傳·文集》存目。

11、 《保嬰輯要》
清·姚安高奣映撰，已佚。甘孟賢《高雪君先生家傳·文集》存目。

12、 《胎息經解》
清·姚安高奣映撰，一卷，佚，民國《姚安縣誌》存目。《姚安縣誌》按云：“《心
印》
、
《定觀》均道家言，先生均以儒理及釋家言解之，極為圓融。
《胎息經》則未獲閱，
亦系道家言。合上《心經發微》共四種，均附入《金剛慧解》編次內。”

13、 《通微脈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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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陽（今澂江）李裕達撰，一卷，成書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
，中醫脈學著作。
李裕達先輩為明末著名中醫學家華亭（今上海松江）李中梓，因明末避亂，遷徙雲南，
以醫世其家，延綿至今。李氏家族世代為醫，名醫輩出，尤精診法。李中梓侄子李彥貞，
明沒後隱居為道，改名延罡，著有《脈訣匯辨》。李裕達幼承家學，博通典籍，後師于
留雲道人，得傳心法，數年之後，技藝大進。於是集諸書之說並其師留雲道人之口授秘
訣，加以畢生心得，編為一訣，著成是書。該書內容精簡至當而又辨析精微。分別論述
脈理、脈體、脈形、相兼脈，相似脈、本脈、時令脈，以及脈訣心法、辨證要訣，十二
經部位、諸脈主病等內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脈學著作。現存民國十五年（1926）宏道
居士江川善社钞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14、 《道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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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陽（今澄江）李裕達輯，一卷，內題《診家正眼》。為李裕達輯其先祖李中梓
及諸家脈論之脈學筆記。李中梓著有《診家正眼》
，
《道余錄》計摘《診家正眼》文有老
少異脈、因形氣以定脈說、脈無根有兩說、女人脈法、小兒脈法、諸病宜忌之脈、怪脈、
脈分五臓八篇；另為“診家雜錄”，輯錄岐伯、張仲景、張景岳、成無己、陳無擇等醫
家論脈之語。現存民國十六年（1927）宏道居士抄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15、 《孫真人安樂仙方》
清·蒙化（今大理）道士馮應魁刻，已佚。馮應魁有隱德，安貧樂道，精醫藥，治人
甚多，祈禱輒應。得孫真人安樂仙方，刊存巍寶山朝陽洞，人爭重之。

16、 《起死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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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彌陽（今彌勒市）飛化壇乩方合集，光緒四年（1878）新鐫，板存彌陽北鄉濟生
壇。以“八音”名集，以功效分類，每一集中載方三十。分別為匏集調元第一、土集表
散第二、革集清解第三、木集攻破第四、石集內消第五、金集提托第六、絲集婦科第七、
竹集小兒雜症、補遺第九。每集均有高真降序，如太乙天尊、南極仙翁、觀音世尊、關
聖帝君、藥王仁聖仙師、成湯左相任聖伊尹、孚佑帝君、三丰真人等序，後又有時賢跋
文。每集前有醫論，每方有方論及詳細用法，並編為歌訣。每方又附咒一、喻一。現存
光緒四年（1878）彌陽刻本、民國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本（題名《起死仙方靈籖純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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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藥方合刊》）。

17、 《張祖三丰仙師留滇遺書演玄關指秘》

傳為三丰真人遺著，內題《玄關指秘》
，內丹著作。共十八章，分別為守元章第一、
叩寂章第二、恭默章第三、正誼章第四、擇時章第五、步天章第六、服氣章第七、仰化
章第八、健鼎章第九、慧劍章第十、猿馬章第十一、龜鶴章第十二、吐鳳章第十三、跨
鼇章第十四、泛槎章第十五、入洞章第十六、蓬萊章第十七、符詔章第十八。前六章專
言玄門總旨，始於一元；中六章言自性功入命功之典要；後六章純是天機發動、指破真
玄，別有口訣心傳，必俟其人，能了性功，複了命功（純陽祖師序）。此書康熙年間，
經滇南蒼山月峰姚瓊窈冥子若谷、微陽子餐霞註解後九章於先，昆池養晦老人張洪宣、
覺夢山人玉佩註解前九章於後（註解時間不詳），註解分章旨及節旨。此書不見於三丰
全集，或系委託，然議論金丹大道之旨頗為高妙，註解亦屬不凡。現存民國四年（1915）
古滇宏文石印局代印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18、 《回生集》
清·佚名，內丹著作，共二卷。上卷含生理論、真儒論、正道論、擇師論、自了百修
論、急欲成道論、魔障論、止至善盡中庸論、鬼神報應論、酒色才氣論；下卷含金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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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訣、性天總論、煉性總訣、滾轆圖說。結合儒道二家精義，論述金丹大道。現存雲
南清刻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19、 《無根樹詞註解》

清·劉一明、李西月等註解，內丹著作，內題《無根樹二註》
、
《張三丰祖師無根樹詞
註解》，板藏空青洞天，晚清民國間雲南騰沖刻本。此刻本較《道藏精華》第八集本多
出“三丰張真人源流”、“本仙鑒所載永樂皇帝訪三丰書”、“三丰託孫碧雲轉奏書
詞”。現雲南地區尚流傳有多部。

20、 《登天指南》
內丹著作，清同治年間騰沖刻本，內題《靈佑帝君三丰張真人登天指南》
。共四卷，
卷一張仙遺跡、卷二指南詩文、卷三登天指南、卷四張仙詩歌（內含滇中降乩十三首）。
此書系滇重刻本，初刻為清道光十八年（1838）貴州安順李文明堂新刊本。

21、 《靈寶藏經、孚佑帝君金華宗旨》
內丹著作，光緒二十三年（1897）滇西明善堂重刻本。內題《文昌靈寶藏經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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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佑帝君金華宗旨全部》。

22、 《許真君七寶如意丹方》
旌陽許真君遜遺方，載藥十八味（滇本為十九味），修合甚精，治驗甚廣，尤善治
瘟疫，服者如意得效，因名如意丹。是丹於病無所不治，蓋符咒所加，神力存焉。含藥
品組成、修合制度、符咒、壇式、聖位、病症（治療湯頭（藥引））
。此丹方在滇中流傳
頗廣，自明代直至民國，各地善壇及施藥公會均配製濟人，功效甚偉。如設立于昆明三
牌坊三丰祠內之施藥公會，始自何時已不可知，自明清以來，配製丹藥施濟于人，常配
許真君七寶如意丹、三丰真人冷水金丹、三仙丹、鐵沙丸、太極丸、痧氣丸、復蘇散、
普濟散、午時茶、萬應茶、瘧疾丸、痢疾丸、觀音膏、萬應膏等方。許真君七寶如意丹
一直是其中配製量較大的一個丹方，在善資充足的情況下，每年配送七寶丹多達三十
料。17此方現存清嘉慶雲南刊本《淨明忠孝全書》附錄（臺灣李顯光藏殘本）
、許蔚如不
來室藏雲南舊刊《許真君七寶如意丹》（單行一紙，內容為如意單方並對症服用例，唯
18

符咒未載）。

23、 《三丰祖師神效萬靈丹》

題名張三丰傳。此方是紫霞和尚上真下空傳授，紫霞和尚又傳自三丰真人，專治
17

參見民國·羅養儒《雲南掌故》，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 年 3 月，第 192 頁；民國·陳榮昌修、李鍾本纂，
高國強、王飛虎校註《民國昆明縣誌》，雲南民族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 129 頁。
18
見許蔚校註《淨明忠孝全書》序言及參考書目，中華書局，2018 年 3 月，19 頁、24 頁；又見許蔚著《斷
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 年 3 月，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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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般危症，亦稱“神應萬靈丹”、“萬靈丹”。此萬靈丹，非複方，乃單味藥，因其功
用甚廣，故稱“萬靈丹”。名“矮陀陀”，又名“矮槐”、“萬年青”。此藥生於朝陽
之地、溪水之邊，形似小槐枝，冬不老、夏不枯、秋不落葉。五月五日午時采，連根帶
葉，采來陰乾，搗末，每兩入甘草三分，在內聽用。隨症用引，可治療一百零八種病症
（諸本可治病症多寡不一）。現存清代雲南刻本（從真堂任氏藏一舊複印本，原刻本未
見）
、道光《雲南通誌》轉引《滇南本草》本（名“矮陀陀”，記載較疏，無病症隨引）
、
同治钞本（名“神應萬靈丹”，從真堂任氏藏）、民國寶翰軒藏清钞本、李繼昌家藏清
钞本、從真堂任氏藏民國李詒陔《滇南本草》钞本。

24、 《藥王廟醫約》
清·蒙化（今大理巍山）梁朝炳撰文，康熙年間立碑于藥王廟。藥王廟為供奉藥王孫
思邈及歷代醫家之神祠，也為舊時代醫藥工作者集會之地。梁朝炳字鼎臣，附學監生，
精於醫學，深究脈理，名播遠揚，為當時著名儒醫，並善詩詞，有文行，康熙《蒙化府
志·文行》有其傳，並與明末清初文人多有唱和。其人持重不阿，以禮自范，樂施好善，
不惜財力，孝友慈愛，更足維風，於康熙二十二年公舉行優。年七十三，尚矍鑠強健，
鄉閭重之。梁朝炳醫術精湛，德高望重，故公推撰《醫約》，立于藥王廟，醫界同仁共
同遵之。此《醫約》上承孫真人“大醫精誠”之旨，立“約”二十條，為當時雲南地區，
尤其是滇西地區醫藥行業的行為規範。碑原存巍山縣城古皇宮內，“文革”中被毀。碑
19
文倖存于清康熙《蒙化府志》 。

三、雲南幾種重要道教醫學文獻探析
1、 邵以正與《青囊雜纂》
邵以正（？-1462）
，別號止止道人，又號承康子，雲南晉寧人。洪武年間，其父母
自蘇州移籍昆明。邵以正自幼丰神秀穎，警悟過人，志向卓越，超然物表。稍長慕道，
原欲拜入高道王雲松門下，雲松以其不凡，不欲使處弟子列。恰逢高道劉淵然在滇弘道，
邵以正於是前往師事，不辭辛勞，精勤習道，盡得其秘傳。成化十二年（1476）商輅所
撰《龍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記載了他的學道經過：

比長，志向卓越，超然物表，遂白二親，去從高道王雲松。雲松一見驚異曰：“是
19

清蔣旭纂修：康熙《蒙化府志》卷六《藝文志•文約》第 112～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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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凡，豈可使處弟子列。”因遜避之。時長春劉淵然倡道于滇，真人更往從之。
其居距長春所凡三涉水，日以為常。長春嘉其勤懇，悉以道秘授之。真人研幾極微，
一一領解。長春喜曰：“吾道有所屬矣。” 20

劉淵然（1351-1432）為明初高道，號體玄子，江西贛縣人。十六歲時入道，先受符
訣于胡、張二師，後又師事雩都紫陽觀著名高道趙宜真。趙宜真號原陽子，深得全真、
清微、淨明諸派之學。劉淵然玄悟超然，盡得其傳。明太祖洪武七年（1393）
，賜號“高
道”，命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宮居之，後擢為右正一；明成祖永樂初年，遷左正一；明仁
宗洪熙元年（1425），賜號“沖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演教長春真人”，後又賜誥加
“莊靜普濟”四字，畀以銀章，領天下道教事；明宣宗宣德初年，寵眷彌厚，宣德七年
（1432）以老辭歸南京朝天宮西山道院，宣宗親作山水圖，題詩以送。 道跡凡曆四朝，
因道德顯著，屢受封賜，一時玄教中人，罕有能比者！
在劉淵然的師承體系中，非常重視醫道的傳承，近年學術界已多有論及。無論是淨
明派祖師許真君，還是其師趙宜真，非但道法高妙，醫術亦臻至善。趙宜真被淨明派奉
為第五代嗣師，其幼時行儒家忠孝之道，故遵先賢之教“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

余少讀書，嘗聞先哲云：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於是遇好方書，輒喜傳錄，累至
數十帙。見有疾者，如切己身，常製藥施與。一日先君子訓曰：施人以藥不若施人
21

以方，則所濟者廣。從而有已驗之方，必與樂善之士共。

趙宜真每見好方，便動手钞錄，曾累至數十帙。“尤好濟人，至於醫藥，靡不研究，
所註方論為多。” 22編集有《外科集驗方》，撰《秘傳外科方》。其還精於丹道，撰《原
陽子法語》（劉淵然編集），述兼南北二宗之學。
劉淵然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相傳洪武七年（1374），劉淵然即在昆
明弘揚道教，創建昆明長春觀。永樂初年（1403），因其性情耿直，觸怒權貴而被謫江
西龍虎山，後又謫至昆明黑龍潭龍泉道院傳道，直到洪熙元年（1425）召命還京，先後
數十年的時間裡，劉淵然在雲南弘道，為雲南道教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且在雲南衍

20

蕭霽虹主編：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0 頁。
（元）楊清叟撰、（明） 趙宜真集：
《仙傳外科集驗方》序一，
《道藏》第 26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
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659 頁。
22
（清）胡之玟編撰、陳立立等整理：
《淨明宗教錄》，江西人名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68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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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長春一派，以至於“凡滇民有大災患者，咸往求濟，無不得所願欲” 。23 劉淵然在雲
南廣傳道法，弟子眾多，奇異有道，成就斐然，故當時學者稱“滇南自永樂中劉公淵然
以道法顯” 。24
劉淵然於明洪武三十年（1397），撰集成《仙傳濟陰方》一書，此書認為婦人生來
以血為本，及病之因，未有不先因氣所觸作，然後血氣相搏結成大病，故香附、烏藥乃
婦人仙藥。常用導血調氣之法治療婦科疾病，使陽不至強，陰不至弱。其次介紹包括調
經、胎漏、腹痛、產後血不止、玉戶女瘡等四十種證候的用藥、方劑歌括。所用之方藥
皆簡便實用，便於記誦。25他非常重視傳授弟子醫道，並願意將醫術傳給有緣、有德之
人，尤其忠孝之人。其曾在一夜間將醫道傳給嵩明孝子邱崙，留醫書一冊，遂造就嵩明
一醫學世家。據光緒《續修嵩明州誌》載：

邱崙，字太華，秉性純樸，少年游泮，髫齡喪父，事母至孝，母沒廬墓於城西靈雲
山三年。有道人劉長春授醫書一冊，囑之曰可以積功、可以濟人，長春真人借宿次
日辭去。崙因以藥治人，全活甚重。子孫遂以儒醫世其業焉。26

在劉淵然的眾多弟子中，邵以正是“盡得其傳”的一位優秀弟子。劉長春入京師領
天下道教事，請老後推薦邵以正，邵以正被召入京，歷任道錄司右至靈、右演法，英宗
正統中，升遷為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得賜“守玄沖靜高士”封號。27天順初元（1457）
賜號“悟玄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成化年間又封“體玄守道、安恬養
素、沖虛湛默、演法翊化普濟真人”。
正統九年（1444）
，英宗下詔，令邵以正主持督校《道藏》
，率弟子喻道純等人校對、
整編、增訂《道藏》。“所謂督校者，蓋刊版之際，主持校對耳。許彬謂重加訂正，增
所未備”28。這一次《道藏》的編修自永樂皇帝開始，歷經數十年，曾經四十三代天師
張宇初、四十四代張宇清天師等道士的主持，直到正統十年（1445）方告成，邵以正督
校《正統道藏》為道教經籍的整理作出了重大貢獻。

23

（明）陳循《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見蕭霽虹主編：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37 頁。
（明）蕭鎡《重建長春觀記》，見蕭霽虹主編：
《雲南道教碑刻輯錄》，第 27 頁。
25
裘沛然主編：《中國醫籍大辭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 834 頁。
26
光緒《續修嵩明州志》，見《中國地方誌集成·雲南府縣誌輯》第 15 冊，鳳凰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
54 頁。
27
蕭霽虹、董允：《雲南道教史》
，第 89 頁。
28
陳國符：
《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49 年 7 月，187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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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以正秉承宗風，同樣善於醫藥，並重視醫方的收集刊刻，於天順三年（1459）29編
撰成大型道教醫學叢書《青囊雜纂》
。此叢書含八種著作（版本及內容詳見前節知見錄）
，
並附由邵真人親驗別為一編之《秘傳經驗方》，共九種。此叢書收載書籍全為道教人士
所編著，內容涉及廣泛。由天順三年（1459）蘇州府常州人陳鑒（字緝熙，正統十三年
進士，國子監祭酒）《青囊雜纂》序言可知，此叢書內容，從趙宜真即著手收集，又經
劉淵然整理已成大概，並已有部分書籍經劉淵然刊刻流傳，至邵以正，則“周編廣洽”，
乃因舊籍文字漫漶，不利傳播濟世，於是附上《秘傳經驗方》，以《青囊雜纂》之名統
而合刊，“並大其書而疏其列”（均半頁 14 行，行 24 字，亦有 12 行 20 字者30），即便
耄耋老人，也方便閱讀。此書一經刊佈，流傳頗廣，後來如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清·
王子接《絳雪園古方選註》等書，均頻繁引用。
由於《青囊雜纂》現存諸本，目前均未公開，暫不能進行深入、系統地研究。《本
草綱目》等書所載《青囊雜纂》驗方，不過滄海之一粟耳。茲轉錄嚴世芸主編《中國醫
籍考·青囊雜纂》陳鑒序於後，論邵以正編纂此叢書及其師、祖輩事蹟甚詳：

醫仁術也，自古聖王莫弗重之。
《周禮·醫師》屬之天官，蓋可見矣。醫之為書，自
《素問》《靈樞》而下，無慮數十百家，或至百卷，且隱辭奧義，未易尋繹，專門
名
家亦或得此失彼，況窮鄉下邑窶人細夫，一或有疾，何克濟哉?是不能周編廣洽，
於
仁或歉焉，神仙者流為是慮也。時也，一奇方奧訣，使對證而藥之，無弗愈者，若
王省斡遇仙丹、黃姑山化氣丸之屬是也。間有得之者，又謹秘之弗泄，是亦非仁者
之所用心，君子有弗取焉。
若今悟玄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吾蘇郡尊師以正《青囊雜纂》一
書，殆所謂周遍廣洽，庶幾乎仁人之所用心者歟?自其師祖今封崇文廣道純德趙真
人宜真，已廣參博訪，搜羅於耳聞目睹之餘，手自傳錄，積久彌多，遂付其高弟弟
子沖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衍教莊靜普濟長春真人淵然，且曰：方以濟人，亦吾徒參
功一事也。然傳之不博，豈周遍之心哉？爾其識之，當有以成吾志也。未幾，長春
遂大倡其道于高皇時，暨事文皇、仁廟、宣廟，益衍益盛，乃拜真人之封。洪武間，
寓冶城朝天宮西山道院，爰取前所受方書，若濟急、濟陰、外科、胎產、小兒，追
29
30

裘沛然主編：《中國醫籍大辭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 1490 頁。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月，第 5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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癆、理傷、續斷諸家仙傳秘授神效奇驗者，類為八卷，刻梓以行，人受其賜者七八
十年。長春既歸老治城，尋亦仙去。而邵尊師日被顯用，其道之所以陰翊皇度、康
濟斯民者，亦不減于長春，恩寵之盛，駢養儷美，迨今進尤未已也。而其濟人之心，
蓋惓惓焉不能忘，故凡天下之至人真士，莫不願見以吐奇出妙為先容，師皆款接之
無虛日，乃得增其所未能，廣其所未聞。玄機密旨，海上局中，俱收並蓄，遂擇取
嘗親驗者別為一編，曰《秘傳經驗方》，以附于諸方之後。尋又以舊本書畫微妙，
且
歲久日就漫滅，乃謀新之，而益以所附，更為九編，釐為三卷，而以今名貫之。大
其書而疏其列，雖耄老眵昏，亦可辨其為某某，誠有便於人。人間持以示予，請言
首簡。
予嘗因師而慨慕二真人之遺風。趙真人為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幼穎悟博學，厭飫
經史，習舉子業將仕矣，每赴省鬧輒病，遂棄去，學道于塵外曾真人，既得法，精
修於粵都之紫陽觀。道成召風雷，驅鬼魅，時雨暘，援疾苦，施無不驗，值元社已
屋，弗克大顯于時，而遠近宗師之者無慮百數十人，位長春大亢厥宗，益鳴其道。
祭酒胡若思先生傳其事甚悉，獨予聞其羽化冶城時，八月尚署，公卿大夫及士庶人
弔祭瞻仰於門者凡七日，端坐凝然，容貌若生，此其有得于師者為不少矣。
今師實嗣二真人之派，且親炙于長春之門者既久，視他弟子獨厚，其所得者必深，
故能汲汲濟人，以仰承師志如此，又非周遍廣洽，以幾乎仁人之所用心者邪?是書
之
行，使天下之人家貯一本，則固不必召醫請藥，而可愈疾於目前，則亦不必冒寒數
百里而以迎醫為義矣。是雖未嘗調藥和劑以生活人，其所以陰厚斯人者不既多乎?
葛稚川著“金匱”“肘後”之方於世，已而仙化，而名益顯，是書要不與之同一揆
邪?師之名其亦與稚川同垂於後世無疑矣。雖然，師豈假是以徼名哉，不過推二師
之
惠，以廣濟人之心耳。然是心既行，而欲其名之不垂，不可得已。因序論是書之所
自而並及之。而予之荒鈍無似，亦因以托姓名於不朽云。
天順三年（1459）歲次己卯秋八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前經筵講官同郡陳
31

鑒緝熙書。

31

嚴世芸主編：
《中國醫籍通考》第四卷，邵以正：
《青囊雜纂》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
5285～5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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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以正除督校《道藏》
、編纂《青囊雜纂》外，還編撰有《沖虛至道長春真人語錄》，
又於天順四年編纂《玄宗內典諸經》11 種，以及邵真人編集、喻道純校、張道中重校《經
史通用古今直音》，明嘉靖十六年刻，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還編刊了《淨明
忠孝全書》等道教著述，可謂殊功異德、道行圓滿矣。

2、 蘭茂與《玄壺集》《性天風月通玄記》
蘭茂（1397-1476）是明代著名的醫學家、文學家和音韻學家，雲南嵩明楊林人，祖
籍河南洛陽，字廷秀，號止庵，又號玄壺子、和光道人。康熙《嵩明州志》載其“性聰
穎，過目成誦。年十三，通經史，長益嗜學于濂洛關閩之學。”32蘭茂一生，賦性簡淡，
隱居求志，以醫濟世，也教館蒙童，生平著述頗豐，著有《滇南本草》
、
《醫門擥要》
、
《玄
壺集》
、
《韻略易通》
、
《聲律發蒙》
、
《性天風月通玄記》
、
《鑒例折衷》
、
《經史餘論》
、
《安
邊策條》
、
《止庵吟稿》
、
《山堂雜稿》
、
《碧山樵唱》
、
《桑榆樂趣》
、
《樵唱餘音》
、
《甲申晚
稿》
、
《梅花百韻》
、
《秋草百詠》
、
《草堂風月》
、
《中州韻》
、
《四言碎金》等書行世，惜大
多已遺佚。關於《滇南本草》
、
《醫門擥要》兩部醫學著作，近百年來學術界研究成果頗
多，其學術價值，已成定論，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贅述，謹對蘭茂和道家道教的關係，
以及《玄壺詩》、《性天風月通玄記》兩部著作和道教內丹術的關係試做探討。
關於蘭茂的身份屬性，舊志多將其歸入“隱逸”條，也即當做“隱士”、“處士”
看待。由於其治學廣泛，凡音韻、詩詞、醫藥、丹道、陰陽、地理、兵法、書畫均有涉
獵，故又有人稱其為儒士，也有人稱作理學家。而雲南道教界老一輩道教人士，均稱止
庵為道士，並云已羽化成仙，甚至還有“仙籍”、“封號”及“止庵誥”。昆明長春派
岳大德老道長曾口述云：雲南道教界一直將蘭茂視為道士，而非儒士或醫生，蘭茂在昆
時常去真慶觀作法事的傳說一直在道門中流傳，並言蘭茂有道術，能從掌心摳出銅錢。
部分地方文獻也將蘭茂書作“止庵仙師”，民間則稱“蘭仙”、“蘭仙人”、“小聖”，
關於其“神仙”事蹟，民間還有較多傳說流傳。
上世紀 80 年代，地方文史工作者曾從白邑黑龍潭張宗亮道長處訪得一份其宗門道
派流傳下來的《止庵誥》，在此誥中，蘭茂已被仙化，並被封為“通玄妙道天尊”。現
將蘭茂研究學者李文炳據此整理版本附於此。其誥曰：

瑤山毓秀，滇海鐘英，芹泮流香，楊林設教。文賦詩詞行之如流水；榮華富貴視之
若浮雲。借箸運籌，比子房決勝千里；席珍待聘，似孔明高臥一廬。詠《性天風月》

32

蘇國有校註：康熙《嵩明州誌》
，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 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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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詩，克宣妙蘊；著《滇南本草》之集，足救沉屙。京邸遠遊而賣其神卜，家書遙
寄而露其仙蹤。昔采藥於鈴山，遇仙得道；今司籍于桂殿，贊化調元。嘉意梓桑，
時臨乩相，爰引儒門後進，常垂妙正真詮。協理龍沙，恩周中外。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明儒真仙止庵先師桂宮典籍仙卿通玄妙道天尊。

晚清民國間，雲南善書《聚善修緣》33，卷三內載有止庵降鸞詩云：

桂宮蘭止（原作芷）庵真人二絕句詩（小字註：公系滇南楊林人，今其地有蘭公祠）
（其一）雲間遙望古滇城，難免瘡痍淚交橫；試問繁華舊境界，風景淒淒腦人情。
（其二）運會迴圈治亂生，數百餘年每紛更；欲把乾坤長鎮定，海波沸湧總難平。
感舊詩二律
（其一）楊林來往各匆匆，遙隔古滇一旦中。經歲行商勞上下，每日遊宦馳西東。
塵霏霧影人難見，車走雷聲語不通。寄語奔忙徐駐足，浮生世事總成空。
（其二）放懷直眺五華巔，遙指昆陽在目前。四面雲間觀嶂疊，滿江風激聽潮喧。
一帆渺渺舟如葉，萬頃茫茫水拍天。無數大觀今尚在，雲山寂寂浩無邊。
在此善書中，蘭茂仍屬“桂宮”仙籍，與前《止庵誥》“司籍于桂殿”、“桂宮典
籍仙卿”同。雲南古籍收藏家尹恒曾收藏過一丹道書籍《仙演玄妙訣語》，民國十一年
雲南刻本，巨津（今麗江巨甸）楊大光松鶴氏註解校對。該書稱系涵虛真人命湘環女史
33

晚清民國間雲南刻本，共三卷，從真堂任氏藏二、三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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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筆所著，前有純陽祖師、三丰真人及止庵仙真降鸞之序，後有蘭止庵仙真召朱鼎環臨
壇撰玄妙訣語跋，中又有蘭止庵仙真顛倒歌以及蘭止庵仙真批語。其《顛倒歌》云：

顛顛倒、顛顛倒，玄妙訣語誰盡曉。頭章方言性功篇，下章又言命功好。性命兩功
雜錯言，閱過丹經方知曉。
顛顛倒、顛顛倒，玄妙訣語吾知曉。性命雙修證金仙，不是知音不能曉。蜻蜓點水
去複來，說盡雙修多合少。
顛顛倒、顛顛倒，玄妙訣語真個好。猶如孤舟渡弱水，一篙撐到蓬萊島。不知相隔
路多少。得斯訣語得還丹，回頭是岸無需我。
顛顛倒、顛顛倒，玄妙訣語如至寶。指點青龍降白虎，大藥已得真個巧。瀉盡天地
造化機，諭爾學人各須早。
壬戌四月朔日，滇南得道止庵蘭仙真乩筆。鈐印“蘭茂之印”、“止庵”。

此與《止庵誥》中“時臨乩相，爰引儒門後進，常垂妙正真詮”相符。筆者曾見一
光緒雲南钞本《藥王度厄增壽妙經》，前列有十四代明醫神像，第十四代即“止庵仙
師”。當然，塑造神仙之事，扶乩降鸞之說，或云偽造、或云無稽，不以為意。但由此
實可見蘭茂在雲南的“仙化”現象，有相當廣泛的民眾信仰基礎，由文化崇拜，上升到
神仙崇拜。道教信仰中，大多數神仙皆由人修，故稱“修仙”，也即道教認可“神仙由
人修”的現象。返觀歷史上的神仙高真，莫不如此。
釋家佛、道家仙，神仙信仰是道教的特殊信仰。只要釐清止庵和道家道教的關係，
便不難發現，後人對止庵的“仙化”是有依據的。止庵自號“和光道人”，也即取法老
子“和其光、同其塵”旨意，又自號“玄壺子”，這是道教人士典型的道號命名方式，
其在《關廟碑記》的署名為：“緱山七十二翁和光道人玄壺子止庵茂廷秀撰”。從蘭止
庵現存著述來看，其學問深邃，匯通百家，儒、釋、道、醫均有涉及。而從其思想來看，
宣導三教同源又更青睞老莊思想。關於蘭茂思想，其在《玄壼詩》序言中已述及：

天地萬物，有自然之理；三教經典，百家載籍，皆聖賢垂憲之言。世間萬事，善惡
皆由人心之所生，靜中觀之，了然在目，不待外求也。因作小詩百章，章四句、句
六言，續以四言二句，以證其義，名之曰《玄壺詩》，尚望巨眼相與可否云。34

34

明·蘭茂《玄壺詩》
，道光八年（1828）昆明刻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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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經典，百家載籍，皆聖賢垂憲之言”可知其對待三教的態度是三教同昌。這
在《玄壺詩》中也有多述及：
般若和而善應，波羅清淨無為。
密多常久如此，菩提道德同歸。
心經六字，即五千言。（其八）

和即冤清平等，清而色相俱無。
守得這些長久，修行不用功夫。
六萬《法華》，無非《道德》。（其九）

發而中節和也，合而不流是清。
悠久至誠無息，孔門妙法玄經。
禪宗道體，一本中庸。（其十）

清淨寂然不動，應即感而遂通。
混合波羅般若，一般教化無窮。
35

教立三門，理歸於一。（其十二）

“心經六字，即五千言”、“教立三門，理歸於一”“禪宗道體，一本中庸”、“六
萬《法華》
，無非《道德》”。此四首開門見山，融匯三教，已將其主張“三教同源”、
“三教同昌”的思想表明無疑。當然，在現存九十七首《玄壺詩》中，還是以論述道家
思想者居多，深得老莊“自然”、“無為”之三昧 。且看《玄壺詩》第一首及最後一

35

(明)蘭茂《玄壺詩》
，道光八年（1828）昆明刻本，雲南省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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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玄壺甚是玄壺，裝成墨水匏葫。
用著將些點化，隨緣者也之乎。
知己之白，守我之黑。（其一）
月到花前弄影，風來水面生紋。
相有諸般變幻，一無何所云云。
常應常淨，常清淨矣。（九十七）

一首一尾，止庵直指老子《道德經》旨意。《道德經》云：“知其白，守其黑，為
天下式”；又云：“清淨為天下正”。甚至直接引用《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言“常應
常淨，常清淨矣。”止庵對老子的無為思想，體會也頗為深刻：

年少孜孜格物，老來默坐如愚。
不是當時有作，焉能證此無為。
無為之妙，基於有為。（其九十二）”

此詩即可看做止庵對老子“無為而無不為”思想的深刻理解。似此之作，詩集中比
比皆是，直指道心。在第八十九首中，止庵甚至自稱“道人”：

道人只恁和光，常教虎蟄龍藏。
一切念頭不起，都無地獄天堂。
本來無物，何垢何淨。

“和光”即止庵自號。這些都不難看出止庵對老莊思想的認可和嚮往。止庵晚年，
對老莊體悟，愈發深刻。其《成化丙戌年予七十歲近體詩十首》進一步闡發“無為思
想”，坐臥行休均以此道為准。如其四云：

無想無為老矣乎? 年高七十漫支吾。
閑看好景山千疊，不負春風酒一壺。
黃土堆誰詢事業，青雲路枉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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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似此能多少，笑彼欷歔惜壯圖。36

止庵詩詞，均如此直指道心，其中也多直言性命煉養之作：

自己悟得真玄，形神保守堅全。
此外無功濟世，如何做得神仙。
性命既修，功行須立。（其七十三）

終日坐如泥塑，自然清淨無為。
見客一團和氣，增長善應玄機。
動靜之妙，與道合真。（其七十四）

三十六章大洞，黃庭向上幽微。
不向其中著力，誦念枉用心機。
衛淇註解，畫蛇添足。（其七十五）

悟真本乎參同，道言多別雌雄。
剛被愚夫執著，流傳九鼎三峰。
丹經隱語，愚者何知。（其七十八）

壬水常防恚焰，義鋤日鏟貪芽。

36

(民國)李文林、李文漢輯《楊林兩隱君集》卷一，民國八年（1919）
，雲南圖書館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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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抽胎換骨，不須陰汞陽砂。
自己靈丹，不勞採取。（其八十四）

夜夜牽牛繳水，朝朝運火燒田。
種得禾苗結實，快活受用餘年。
一升一降，總是功夫。（其八十五）

有守方能實腹，無思乃是虛心。
總為戶庭不出，百魔無計相侵。
抱一守中，外境不入。（其八十八）

道光八年（1828），道士了元子及玉陽子遊歷滇中，勤訪高人奇士並名山石室之著
述，凡有關於性命之理者，彌不旁搜廣索。後熟聞楊林有隱君子蘭茂，深通性命，洞曉
陰陽，了悟生死，參求大道，棄功名科第，隱於市纏，後遇至人授以金丹大道，潛修密
煉，其造詣已入形神之妙，蓋已成道多年。後恐金丹失傳，於是作《玄壺詩》百章言養
性之功，作《性天風月》二十篇言修命之訣，分則為二，合則為一。後了元子及玉陽子
經多方探尋，先後得止庵《聲律發蒙》及《滇南本草》，認為止庵具見啟蒙濟世之念；
而在得閱《性天風月通玄記》及《玄壺詩》後，經反覆玩索，喟然歎稱止庵此兩部著作，
果乃言金丹大道上乘之作。並云《玄壺詩》言性功處居多，世人學道，只講修命不講煉
性，所以命功亦不能成就。而蘭茂則先言性而後言命，其意良深矣。
《性天風月通玄記》
，師範(号荔扉)、袁文揆等人認為系託名蘭茂之作：“又有钞本
37
《性天風月通元記》
，南曲劇（原作“據”）本，此本寓言金丹之術，疑系委託。” 而

戲劇研究學家吳曉玲則認為屬蘭茂原作，且為明代傳奇開山之作，方國瑜、于乃義從其
說。袁嘉谷在雲南開明書局排印本《性天風月通玄記》後題有跋語（書現藏雲南省圖書
館）付方樹梅，其意似乎更偏於認可：
37

清·袁文典、袁文揆輯《滇南詩略》，見雲南省文史研究館整理《雲南叢書》，第三十六冊，184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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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扉、蘇亭皆疑此為偽書，人亦何樂而偽作止庵書乎？吾見明人著書有此體裁，臞
仙試一細評。
師範、袁文揆等人認為其是偽作的主要依據，是此劇寓言金丹，不符合儒家立世之
道，這是因師、袁二位均以儒者自居，並以儒家見識審視此作，以為止庵斷不會作此丹
經隱語，這種結論顯然是主觀臆斷，沒有依據的。實際上不僅僅《通玄記》有人質疑，
同樣有人對《滇南本草》
、
《玄壺詩》質疑。近賢方樹梅《明清滇人著述書目》論及《玄
（原作元）壺集》時云：“後人以語夾二氏，疑非茂作。茂學不株守一家之言，於其詩
38
見之。” 方樹梅認為蘭茂學問不守一家之言，也即認為《玄壺詩》乃止庵原作。據現

在所存資料來看，質疑《通玄記》者尚缺乏說服力，當然，認可者也沒發現太直接的資
料證實，僅能推論。由於雲南地處祖國邊陲，刊刻條件有限，很多原著無法較快刊印，
僅能以抄本流傳，傳抄極易走樣，更兼有後人篡改增刪，這為著作的權屬帶來很多問題，
尚待進一步考證。茲仍從舊說以為蘭茂所作。
《性天風月通玄記》全劇二十出，寫一因遭人嫉妒而歸隱的風月子得道成仙的故
事。全劇以修煉金丹為主線，幾乎將丹道修煉自入門至得金丹大道的方法、要訣、機緣
一一講述。如在楔子“師徒傳道”中言修丹道入門之理云：
欲修金丹大道，先要清淨為主。清其心，淨其性，定其意，守其神，自然達于大道。
修行之人，多不能成其道者，皆因心未澄，欲未遣。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心
為一身之主，主若一正，孰敢不正。主若一邪，眾皆歸邪。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若
39

躁動，神即去之。初學之士，先正其心。了心真性，了性真心……

從此段入門之教，可以看出蘭茂以《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之思想作為金丹大道的
入門基礎，可謂深諳修習之法。這也與《玄壺詩》中蘭茂思想相吻合。之後在劇中蘭茂
還闡述了“性命雙修”“築基煉己”“藥物火候”等丹理，煉養方法、首尾根由，無所
不談。他在每一出結尾都附詩一首，看似為本出的故事總結，實則為修煉金丹大道之無
上妙法，如第八出“黃婆議親”詩云：“姹女笑容勤接待，黃婆有意會金朗。請入黃庭
為夫婦，送歸土釜鍛柔剛。”實是論調引陰陽之道。第十出“問答玄機”詩云：“性定
神安靜，心安性自真。心性歸真一，空玄自道成。”第十五出“號令士卒”云：“道士
驅兵如震雷，一聲響亮振邊陲。擒將白虎歸家養，永世千年不放回。”白虎即是腎中元
精，此詩實是在講保精之要。第二十出“仙迎飛升”詩，道出了創作此劇之目的：“說
38

民國·方樹梅《明清滇人著述書目》，民國三十三年（1944）國立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發行，集部
第四，第 1 頁。
39
（明）蘭茂著《蘭茂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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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修真事一場，全憑金水配柔剛。鋒芒謹慎青龍肆，劍銳何妨白虎狂。再向蓬壺求橐籥，
更從顛倒別陰陽。我今說出通玄記，寄與高人作笑談。”
結合《玄壺詩》及《性天風月通玄記》兩部著作來看，確如玉陽子所言，蘭止庵“作
《玄壺詩》百章言養性之功，作《性天風月》二十篇言修命之訣，分則為二，合則為一。
若無前層煉性功夫，則命功必不能立；若無後一層修命功夫，則性功不能了。”
在止庵《成化丙戌年予七十歲近體詩十首》中，第三首極易令人誤解，以為據此可
斷言止庵不事金丹之事：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親燈火究殘篇。
因知有作皆虛幻，始信無為即聖賢。
愛景每於花下醉，避寒常是日高眠。
一閑如此隨班輩，已過春風七十年。

唐•施肩吾《鍾呂傳道集·論還丹》云：“呂曰：煉形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
40
始於還丹。” 修煉金丹大道，一般認為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初關，即“煉形成氣”，

將先天之精和後天水穀之精凝煉成氣，即所謂“藥”；第二個階段，將初關之氣（藥）
煉化成神，為中關；第三個階段則為 “煉神合道”，即上關。此一層功夫和前兩層功
夫不一樣，“煉形成氣”、“煉氣成神”，均是“有為”功夫，而“煉神合道”，則是
返先天，還虛無的境界，是道法無為的功夫，如此方能合道還丹。元·李道純《中和集》
也分三層功夫：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與《鍾呂集》實同，到“煉神還虛”
境界，即可“打破虛空”“煉虛合道”。故李道純云：“工夫到此（煉神還虛），一個
字也用不著。”

41

止庵“不煉金丹不坐禪”，此句何意，還需看下句“因知有作皆虛幻，始信無為即
聖賢。”可知其煉性功夫已深達“煉神還虛”之境界，也即李道純所云：“工夫到此，
一個字也用不著。”所以止庵才說“不煉金丹不坐禪”、“因知有作皆虛幻，始信無為
即聖賢”。但他自己也是從有為之中修煉而來，《玄壺詩》第九十二首云：“年少孜孜
格物，老來默坐如愚。不是當時有作，焉能證此無為。無為之妙，基於有為。”此真如
止庵所說：丹經隱語，愚者何知。（《玄壺詩》第七十八）
40
41

唐•施肩吾撰《鍾呂傳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第 32 頁。
元·李道純《中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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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近體詩為止庵七十歲時作，清李澄中《蘭隱君祠堂記》言其八十卒於家，則自寫
此詩到其謝世，尚有十年功夫，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止庵金丹大道的修為，已到了“煉
神合道”，結成大丹的境界。
茲將雲南省圖書館藏道光八年（1828）昆明《新刊元壺詩》了元子及玉陽子序言附
於後，對理解《玄壺詩》和《性天風月通玄記》以及止庵丹道均有較大幫助。
敘
世之談元學者眾矣！而入主出奴，往往互相枘鑿。信無為者孤修，矜有作者肆欲。
日言性，而性之旨轉晦；日言命，而命之諦益微。無惑乎，學道者如牛毛，而成道
者如麟角。有志之士，能不望洋興嘆乎。
僕來游古滇，足跡已遍迤之東、西、南。每勤訪高人奇士，並名山石室之著述，凡
有關於性命之理者，靡不旁搜廣索，而遇合緣慳，鮮所覯。止熟聞嵩明之楊林，前
明有隱君子蘭止庵先生，深通性命，洞曉陰陽，其造詣已入形神之妙，著書甚富。
因志在知希，輒散失無傳。初見《聲律發蒙》一篇及《滇南本草》，具見啟蒙濟世
之
念，而非先生之秘密旨趣也。既而讀《通元記》
、
《元壺詩》二冊，反覆玩索，寢食
與俱，恍然有會，夫乃歎先生之真面目見矣！雖然《通玄記》號“性天風月”，備
述金丹大道，演為曲本，皆寓言隱語，非得師指，又從何處索解。人惟《元壺詩》
六言百首，辭近旨（原作指）遠，言簡意賅，盡人世間功名富貴、恩愛牽纏之如夢
如幻。提醒此心，朗然于三教同源之境，真機妙理絡繹行間，每讀一過，如聞曉夜
踈鐘，發人深省。學者熟讀玩味而返躬體驗，淺之有解粘釋縛之助；精之即明心見
性之徵。然後再尋真師，講求性天風月，則丹道之鼎爐、藥物、火候、真詮畢露。
下手用功，自不誤入於旁蹊曲徑，斯為性命雙修，乃不負先生接引後學之婆心也。
爰錄其詩，先付之梓，願與究心元學者共證焉，是為序。
道光戊子秋杪，了元子題于五華山麓之客舍。
又玉陽子序
蘭茂，字廷秀，昆明縣楊林石羊山鄉賢。博學多能，長於詞賦，又能了悟生死，參
求大道，棄功名科第，隱於市纏。後遇至人，授以金丹大道，潛修密煉，蓋已成道
多年，人莫能識。然猶恐金丹之失其傅也，於是作《玄壺詩》百章言養性之功，作
《性天風月》二十篇言修命之訣，分則為二，合則為一。若無前層煉性功夫，則命
功必不能立，若無後一層修命功夫，則性功不能了。於（原作手）是以性命雙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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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純陽之體，方為金液還丹，歷萬劫而不壞，與天地同其長久，豈靜坐孤修，獨修
一物者所能臻此境哉。其書，文學之士取其詞藻，風流之士取其恢諧，學玄之士恬
其真機，有知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玄壺
詩》言性功處居多，世人學道只講修命，不講煉性，所以命功亦不能成就。先生故
先言性而後言命者，其意良深矣！

另外《通玄記》尚有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藏清道光鈔本，書名為《藍真人通玄記》
。
前有昆明坦弱道人序，序言後註“道光已亥（1839）仲春雲間道人抄，道號守中子。”
序中說：“詳夫《性天風月通玄記》者，乃學道修仙之玄範也。”又說：“滇南之東，
馬隆之邑，有先輩高賢，姓藍名茂，廣博仙經，參訪仙蹤，修煉金丹性命之旨，巧受異
人指教，修成不壞金身，脫胎神化，位列仙班。特著斯文，留為舟楫，以度後賢。”此
抄本蘭茂作“藍”，天頭有守中子眉批，從道經角度，指出何處是雙關諧音，寓意道理，
42

何處又是道家口訣等等。

結合道光八年昆明了元子、玉陽子刻本及上述道光十九年雲間道人钞本來看，《性
天風月通玄記》主要在道門流傳，並被道教人士視為修煉金丹大道的優秀典籍。誠如昆
明坦弱道人序云：“詳夫《性天風月通玄記》者，乃學道修仙之玄範也。蓋玄道幽深，
理微機顯莫過於此。經書萬卷，皆是設言譬喻，倘如根基深厚，巧遇明師指點，打破迷
觀看之，則頭頭是道，句句通玄，即可貫通萬卷丹經、千聖心法，莫作戲局，實乃宗風。”
43

3、 李裕達與《通微脈訣》
、《道餘錄》
李裕達，字子通，清乾隆年間河陽（今澂江）人。其先輩為明末著名中醫學家華亭
（今上海松江）李中梓，因明末避亂，遷徙雲南，落籍河陽，晚清時赴昆明開業設診。
李氏以醫世其家，延綿至今，二十餘代。雲南近代稱謂名醫之“四大一家”，一家即指
李家，以百歲名醫李繼昌（1879～1982 年）先生為代表。其曾祖李清安、祖李延齡、父
李明昌，兄李杏壇、子李幼昌均系雲南名醫。李繼昌先生曾詳述其家世：
42

呂薇芬、麼書儀：
《關於<通玄記>和<傳奇八種>——<古本戲曲叢刊>第五輯編輯外記》
，
《文學遺產》1985
年第 02 期，第 98 頁。
43
網站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20/11/3256622_272659100.shtml 有馬曉年《巧遇<性天風月通玄記>
的罕見行楷手抄本》一文，附有其在文物市場上所見抄本，封面題為《晴窗檢點白雲篇（辛丑夏四月南
橫街钞）》
，內钞有《混元老子》《性天風月通玄記》，也為昆明坦弱道人序本，從其所附序言頁來看，與
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藏清道光己亥（十九年）鈔本內容基本相同，辛应應在道光二十一年，二者時間
相近，唯未見柏林寺分館藏本，故不知二者間有甚關係。此段即據馬曉年附圖錄文，前坦弱道人序雲後
錄文也據此錄文，僅有數字不一。

240

明清雲南道教醫學文獻初探

昆明李家，從明代松江李中梓傳到澂江李裕達，現在已二十代。憶 1914 年，先兄
李杏壇曾和姚靜軒老中醫等創辦神州醫藥學社，已進行探討中醫中藥文獻。今又六
十餘年，繼昌雖年過百齡……44

李氏家族世代為醫，名醫輩出，尤精診法。李中梓著有《診家正眼》
、
《醫宗必讀》、
《本草通玄》
、
《病機沙篆》等多部醫學著作。其侄李彥貞，明沒後隱居為道，改名延罡，
秉承家法，爰引群書，參以己意，著有《脈訣匯辨》。傳至河陽李裕達，仍續家學。關
於李裕達的傳記資料不多，主要有：
清代師範《滇系·人物》
：李裕達，河陽縣人，武生。善太素脈，診病則其人之窮通、
壽夭、邪正，無不周知。所用藥皆常劑，或雜以食物，服之立效，他人襲之則不然。兼
習導養術，竟日默坐，顏如渥丹，臨卒，將其書盡焚之。吾滇多奇人，以予所見，公亦
其一也。

45

《澂江府誌·方技》：李裕達，字字通，河陽人，武生。喜太素脈，診病則其人之窮
通、壽夭、邪正燭照數計焉。用藥只以常劑調之，或以食物服之立效，他人襲之則不然。
傅忠勇公征緬凱旋，患瘴甚劇，子通服以蘿蔔汁遂愈，榜其廬曰“猶存古風”。兼習導
養術，竟日默坐，至老尚鶴髮童顏。46

兩則舊志，所載內容相似，道光《澂江府志》更為細緻。李裕達原為武生，後以醫
行世，醫術較高。以常法甚至食療方法即能治好疾病，說明其于醫道已光明洞達，以蘿
蔔汁治愈傅恒瘴氣即是一例。乾隆三十三年，傅恒（1768）擔任經略，都師雲南，次年
帥兵分三路入緬作戰，屢敗緬軍，乾隆三十五年班師回朝。期間沾染上瘴疾，據道光《澂
江府誌》記載，傅恒曾請李裕達治療，予蘿蔔汁遂愈。可能當時還是起到明顯效果，故
傅恒才贈其“猶存古風”匾。遺憾的是，傅恒回朝後，終因舊疾復發而亡。
兩則舊志均提到李裕達善太素脈，診病則其人之窮通、壽夭、邪正，無不周知。太
素脈法，歷來多為道教醫家所習用，至明代青城山道士張太素著《太素脈》，其法始盛
行，明清兩代，滇中即有多人以斯法診病。但因其平脈言命，歷來也受部分醫家、學者

44

李幼昌、于乃義、于蘭馥主編《祖國醫藥文獻叢書·緣起》
，昆明，1979 年 7 月，油印本，第 1 頁。
(清)師範《滇系》，見《》中國地方誌叢書》第 139 號，成文出版社，1968 年 12 月，第 308 頁。
46
(清)李熙齡纂修《道光澂江府志》
，見《中國地方誌集成·雲南府縣誌輯》第 26 冊，2009 年 3 月，第 389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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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議，尤其儒醫及儒士。李裕達兼習導養術，竟日默坐，顏如渥丹，應是靜坐修丹。
可知其有較深厚的道教淵源。
雖然，師範云：李裕達臨卒前將其書盡焚，但不知所焚為何書，何以要焚？或者以
為無人可傳，又或者以為傳之無用，不得而知。不過，其脈學著作《通微脈訣》及《道
餘錄》
，卻以傳钞的形式流傳下來。現雲南省圖書館藏有宏道居士于民國十四年（1925）
所钞《道餘錄》
，及民國十五年（1926）于江川善社所抄《通微脈訣》
。兩部著作俱言脈
法，精簡至當，辨析精微，然並非太素脈。
《通微脈訣》有序，詳言其脈學之去來甚詳：

脈理一道，古今名家諸書多矣，而論說紛紛，各立意見。予初年學脈，東塗西抹，
據諸書以證驗，有合有不合者，竟有陰陽表裏大相迥別者。極力研窮之下，不惟不
能會通，抑且難以遵從。後從先師留雲道人游，遂傳以心法，示以諸書曰某說可遵，
某說誤矣。於是以脈驗證，以證驗脈，毫髮不差。私曰：至微之理莫過於醫；醫之
要道莫微於脈。數年之久，漸覺稍通，因集諸書之說之可遵者，並先師之口授秘訣，
加以畢生之得心應手編為一訣，俾後之學者觀之。言簡而理明，則雖至微之難明者
亦見而可遵矣，即名之曰《通微脈訣》，珍之慎之，勿泄匪人，是為序云。

乾隆壬午桂月中秋日俞陽李子通撰，天運民國丙寅九月二十六日宏道居士抄于江川
善社。
此書作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李裕達在學脈之初，主要以閱讀諸家著作為主，
但卻不能會通，難以適從。自師留雲道人後，得傳心法要訣，數年之後，技藝大進，以
脈驗證、以證驗脈，毫髮不差。於是集諸書之說並其師留雲道人之口授秘訣，加以畢生
心得，編為一訣，著成是書。該書內容，實如其序所說“言簡而理明”，分別論述脈理、
脈體、脈形、相兼脈，相似脈、本脈、時令脈，以及脈訣心法、辨證要訣，十二經部位、
諸脈主病等內容。
該書論脈，先總舉二十八脈之陰陽，次分言二十八脈之脈體，進而論述二十八脈之
形狀，此節文字，音節鏗鏘，便於誦習，如“遲脈一息方二至，數來六至一呼吸。滑似
盤珠往來利，澀如鈍刀刮竹皮。虛脈遲大漸無力，實脈強實三候然。微似蛛絲容易斷，
洪如洪水湧波濤”。讀來朗朗上口，又極易記憶。由於脈形精緻入微，難以體察，心中
了了、指下難明，故李裕達分三次論述脈形，層層剖析，言簡意賅。試舉滑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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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脈：陽中陰
脈體：滑者往來流利也；
脈形：滑似盤珠往來利；
再辨脈形： 滑者往來流利，如荷葉上之露水，滉前滉後也。

脈之體形昭明，於是進而辨析相兼脈。如論浮脈之相兼脈：

浮而勝大有力為洪，浮而軟大無力為虛；浮而軟小中空為濡，浮而直勁有力為弦；
浮而強大中空為革，浮而滿指全無力為大；浮而中部無力為芤，浮而漸按漸無為散。

至此則諸脈之形體已明，進而闡述脈訣心法，尤為簡練：

診脈之道，醫家宜調息自氣。臨診時男左女右，令病人仰其掌後高骨，正對處是為
關脈。先以中指診關脈，次診寸脈，次診尺脈。初輕手以審浮脈，次重按以審沉脈。
以皮毛分浮部，以筋骨分沉部；以浮沉分表裏，以表裏分陰陽。浮部為陽，沉部為
陰，寸為陽，尺為陰，左手為陽，右手為陰。男宜左大，女宜右大。口中一呼一吸，
是為一息。以呼吸定遲數，以遲數辨平脈。一呼脈一至，一吸脈一至為遲脈；一呼
脈三至，一吸脈三至為數脈；一呼二至微先些，一吸二至微先些為平脈……

往後再闡述十二經部位及辨相似脈。“脈之相似又當辨”一節，尤其別開生面，運
轉樞機。臨床脈象，最易混淆，多一分則進，少一分則退，相似之間，不可不辨，也最
難體察。如辨數脈與緊脈：“數脈之急與緊脈相似，但數以六至得名，而緊則不必六至，
惟左右彈弦如切緊繩”。抓住緊脈的主要徵象，乃是言脈之張力過大如繃緊之弦，而非
以速言。臨床上多有醫者論緊脈以快言。又如辨遲脈與緩脈：“遲與緩皆慢也，但遲則
三至極其遲慢，緩則四至徐而不迥。”諸如此類，真給人以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
往後則論脈之主病，亦為歌訣，令人記誦有序。如“浮脈有力主外感，無力而浮是
血虛。沉脈有力主裏實，無力而沉是氣怯。遲脈有力真積寒，遲而無力是虛寒。滑在數
中生痰熱，滑在緩中生寒痰……代脈氣衰皆危候，散脈形損莫能醫。大凡診脈須仔細，
下手之時見精微。”進而更論“辨證要訣”，尤屬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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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脈者，氣血之神、邪正之鑑者也。有諸內必形諸外，故氣血勝者脈必勝，氣血
衰者脈必衰。無病者脈必正，有病者脈必乖。邪氣之至力強而峻，元氣之來力和而
緩。且外入之病多有餘，內出之證多不足……

真是字字如金，擲地有聲。再往後則論述本脈與時令脈、十二經六部主病、各部主
病，可謂步步深入，漸入佳境。
《道餘錄》內題“診家正眼全卷，河陽李裕達子通著”。按此書實為李裕達輯錄諸
家脈論之筆記，故封面題稱《道餘錄》
，可能民國宏道居士轉抄時，未究根底，特書“河
陽李裕達子通著”。裕達先祖李中梓著有《診家正眼》
，
《道余錄》計摘《診家正眼》文
有老少異脈、因形氣以定脈說、脈無根有兩說、女人脈法、小兒脈法、諸病宜忌之脈、
怪脈、脈分五臓八篇；另為“診家雜錄”，摘岐伯、張仲景、張景岳成無己、陳無擇等
醫家論脈之語。故李裕達題名《道餘錄》是比較合適的，而宏道居士內署之“李裕達著”
則不可，言輯可也。
李裕達素因家學，更兼敏悟，又得留雲道人秘傳心法，故其《通微脈訣》，論脈精
當，言簡意賅，誠為脈學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其尤重脈之象形，辨別精微可法。
嵩明蘭止庵先生之《醫門擥要》則偏重脈症，如將二書共同研索，必為醫家之一大助。
《道餘錄》雖為摘抄，而選擇確當，均為前賢精華，可充羽翼。

四、結語
雲南善於醫藥的道教人士，自漢至民國，載于史乘者，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也有百
餘人，失於記載者，又不知有幾何也。在眾多的道教醫學人物中，由於舊誌記載，大多
較為簡略，這對我們進行研究學習造成了很大困難。道教醫學的傳承，主要有兩途，一
為口傳心授，口口相傳，不記文字，這種方法多局限於師徒之間；二為有道者將心得記
為文字，著成經籍，以傳钞或刊刻的形式，得以流通、廣傳。歷史上的道教醫學家，大
多具有師承，也即上述“口口相傳”。而隨著時代變遷，這種傳承關係多有斷代，由於
“不記文字”，斯術旋告湮滅，甚為可惜。但也有較少一部分，將自己所學、所傳，或
所收集到的經驗心得，發為文字，結成著作，得以傳世。文獻的傳播，多以傳钞或刊刻
的方式進行。雲南地處祖國邊陲，刊刻條件不足，導致很多重要文獻不能刊刻流通。加
之朝代更迭、兵燹不斷，甚或毀滅文獻之事，也間而有之，故不少珍貴文獻已遭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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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私家所寶，秘而不宣，偶遭變故，遂成不測。已經遺佚的文獻，固屬遺憾。當下需
積極對現存文獻挖掘保護、整理研究，造福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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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祈雪儀式看道教的人文關懷
胡小柳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冬旱祈雪」在我國古代是一項重要祭祀活動。一則農業是國家穩定的基礎，如
果冬季沒有降雪或者少雪，將直接造成農業減產，嚴重時或引發饑荒，所以朝廷將組
織祈雪活動，以期「瑞雪兆豐年」
。一則，冬季少雪或無雪來年容易引發疾病，甚至傳
染病。道教作為我國的本土宗教，道士們也深切意識到降雪對農業生產和廣大民眾的
重要性，因此積極參與古代祈雪祭祀活動，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法術和儀式系統。本
文將通過梳理道教中的祈雪儀式和法術，闡釋在面對自然災害時道教所展現出的人文
關懷。
關鍵詞：道教 災害 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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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災害對個人及社會造成的損害極大，道教「重生惡死」
，所以它積極對抗自然
災害，從《道藏》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驅蝗、求雨、除瘟、祈雪等道教儀式。在這些
儀式活動中道教徒一方面對神靈虔誠祈禱，以求得到護佑；另一方面道教徒又以道教
法術役使鬼神，希望壓制災難。從中我們看到道教非常珍視生命，具有濃厚的人文關
懷，下文將以道教「祈雪」儀式為例進行分析。

壹、道教祈雪儀式的原因
我國長期以農立國，所以古人特別關注天氣與物候之間的關係；關注自然變化與
疾病之間的聯繫。下雪是水在空中凝結再落下的一種自然現象。經過長期觀察，中國
古人認為冬季少雪或無雪主要會造成兩個不良後果，即「冬無霜雪則疫癘侵人，寒不
嚴凝則蟲蝗蠹物。」①下面對這兩方面進行簡單介紹。

一、 雪與農作物
古時農業基本靠天吃飯，所以古人很關注天氣變化。下雪與農業生產關係密切，
我國二十四節氣有兩個就與下雪有關，即「小雪」和「大雪」。「謂之小雪大雪者，以
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②「小雪」「大雪」的時間夾在「立冬」和
「冬至」之間，其時間大致在每年農曆十月至十一月。
從農業生產與天氣之間的關係來看，雪對來年的農作物生產非常重要。
《道法會元》
卷五十一《清微祈雪文檢》雲：
「不資瑞雪，曷兆豐年。」首先，雪是具有很好保溫效
果的物質。因雪的導熱本領很差,土壤表面蓋上一層雪被,可以減少土壤熱量的外傳,阻擋
雪面上寒氣的侵入,所以,在雪的保護下莊稼可安全過冬。其次，雪融化後可以為農作物
提供良好的供水。雪是水的一種固態形式，入春後天氣暖和，雪又回復到水的狀態滋
潤農作物。最後，雪還能肥沃田地。據測定,每 1 升雪水裡,約含氮化物 7.5 克。雪水滲
入土壤就等於施了一次氮肥，這將促進來年農作物的生長。所以，如果冬季天氣暖和、
乾旱進而少雪，或者無降雪必將影響來年農作物的生長。
不過道教認為下雪對農作物的作用主要是殺死「蟲蝗」這些害蟲。如《道法會元》
中《祈雪行遣》：「伏為入冬以來，全無瑞雪，暖燠非時，以致萬民多生災疾，兼慮來
③
歲必有蝗蟲侵食禾稻，民心憂惶，投臣丐為祈求瑞雪，滌除沴氣，迎導禎祥事。」
對於冬季少雪將出現蝗災的具體原因，宋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之《禳

①
②
③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清微祈雪文檢》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十四《月令》第六
《道法會元》卷一百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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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蟲法》認為：「夫蝗之為災，乃冬雪不降，陰中生蟲妖，乘火而生羽，故遇夏能飛，
害苗損稼。蓋蟲之種子，一經雪炁，入地三尺。一年之內，三經雪炁，入地九尺。一
年無雪，出地三尺。三年雪少，必旱，蝗出為災矣。」①

二、 雪與疾病
除了農作物外，下雪及寒冷天氣還有利於健康。其一，部分病原微生物在低溫環
境下不能存活；其二，低溫可抑制部分病原微生物的活性，減弱其生長、繁殖、傳播；
其三，下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淨化空氣，增加濕度。比如《祈雪》曰：
「凡人間春溫夏
熱，秋凍冬寒，乃陰陽升降之常理。四時若順，則邪炁不生，疫癘不作。一時不應，
民即受災。應冬溫而無雪，是名陽戰，使人春多病。」②
再如《祈雪奏狀》：「伏為冬行春令，陽孕陰胎，杳無片雪之飛，曷有陰雲之氣。
天地否塞，陰腸失和。若非三白呈祥，恐致萬民疾疫。」③
《道門科範大全集》的《祈求雨雪儀》中言：
「冬祈雪自屆嚴冬，未霶嘉雪，懼陰
④
陽之失序，恐疫癘之興災。」
從上述我們看到，道教認為冬暖無雪引起人們生病的根本原因是陰陽失序。其因
果順序為：陰陽失序->冬暖無雪->生病。道教講求順應自然，顯然無雪的暖冬是違反四
時應有的規律，進而致人生病。
造成冬季無雪的原因，除了陰陽失序外，還有「人為」的因素。比如王良翰⑤《祈
雪文》言：
切以自秋八月至於今一百五十餘日，旱幹塵翳，雨雪杳然，民之病者甚眾，麥
之
槁者皇多，來歲夏望，民懷愁額，抑亦良翰為政之不善歟？抑亦有冤獄未雪歟？
然政之不善，吏之不職，民何辜焉。①
從王良翰的文中可以看出，因為五個月的乾旱、無雨雪，致使民病、麥槁，他認
為這是他為政不善的結果。這種想法是我國長期以「天人感應」來解釋災變的反應，
道教也吸收了這一觀念。
綜上所述，道教認為造成乾旱、無雪的暖冬有兩種原因：一、天地失和、陰陽失
序，這是一個根本性原因。二、人為因素，主要是一方管理者為政不善引起，這是一
個較為具象的原因。暖冬又會引發兩個不良後果：一、來年開春時人們容易生病，還
（宋）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之二十二《禳蝗蟲法》
《道法會元》卷五十六
③
《道法會元》卷一百二十八
④
《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十二
⑤
王良翰生平不詳，據金代《重修真澤二仙廟碑》記載，其碑為「中散大夫前南京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上騎都尉天水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安時撰，中靖大夫行潞州潞城縣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
良翰書」。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王良翰大致的仕宦情況。見清代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十。
⑥
《龍角山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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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引發傳染性疾病；二、來年農作物將會遭到蝗蟲的侵食，甚至可能出現蝗災。
無論哪種情況都令人擔憂，那麼該如何解決呢？道教祈雪儀式應運而生。

貳、道教祈雪儀式
道教祈雪儀式較早且完整的記載見於《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十二《祈求雨雪儀》
及卷十六《靈寶祈求雨雪道場》
，此為唐末五代杜光庭刪定。宋元以後，道教祈雪儀式
內容越來越豐富，並形成獨立的祈雪科儀。不過道教祈雪儀式因派別和區域的不同在
一些具體方面存在差異。
簡言之，道教祈雪儀式是希望借助神靈力量達成世人降雪意願的宗教活動。
《道法
會元》卷之五十六中簡要記錄了神霄派的祈雪儀式，文中言：
若國王、土人請雪禳災，錄其詞，飛奏上帝，申五雷使院，雷霆三司，並申東
靈
上相瑞光仙師，乞赦生靈之過，早降瑞雪，以壓邪氣。然後就太歲方上，依祈
雨
式建壇三層，命道士皆如前法。但於壇中供養香案，上添兩位供養東靈上相瑞
光
仙師，東靈一作東極八靈。法師每遇辰午酉三時，步作水召雷罡，仗劍登壇。
右
行六六遍，默念東靈咒六六遍。至香案前，上香啟白：上帝五雷使院，雷霆三
司，
東靈上相，瑞光仙師，早降瑞雪因依。方得下壇，不出一伏時，即應也。謝雪
亦
如祈雨式。
東極八靈咒
東靈上相，瑞光之家。密掌上帝，瓊瑤天花。主豁火厲，掃風滅邪。慈仁救物，
應時無差。願降瑞雪，遍佈中華。急急如律令。
又咒
金精太極，玉華散花。祈雪走草，風火氤氳。皓師火師，降瑞太虛。太清太極
上
真攝律令。①
從上可知，祈雪儀式是依照祈雨而行，儀式活動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書寫奏申等
聯繫神靈；二為建壇、供養香案；三是法師步罡、念咒等活動。下文將重點介紹祈雪
儀式中的文書與神靈、祈雪儀式中法師的存想與符咒。
①

《道法會元》卷之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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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祈雪儀式中的神靈與文書
文書是道教徒與神靈溝通的一種方式，是道教仿世間官府公文而來，「齋法之設，
必有奏申關牒，悉如陽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①《道法會元》中
的《清微祈雪文檢》②集中保存了道教祈雪儀式中所用多種文書，下面將以此為例，介
紹較為重要的幾種文書及其所涉神靈。
祈雪儀式活動中所涉道教神靈按照他們所在階位、職能，從高到低可分為三個等
級，第一等級神靈有九位元，文中稱為「九宸」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東
極青華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九天雷祖天帝、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
六天洞淵大帝、六波天主帝君、可韓司丈人真君、九天採訪使真君陛下。第二等級是
掌管降雪的神靈，主要有雷霆主令大神鄧某、正令大神辛某、行令大神張某、陽雷神
君苟某、陰雷神君畢某、紫極冰輪洪波鼓舞大元帥單閼、雷部萬神，九霄玉清府東靈
上相瑞光仙師、六華玉霙使者、散花玉女、主雪將軍、回風結雲使者、月府太陰神吏
等。第三等級是祈雪儀式舉行所屬地神靈，主要是當處城隍主者、近境潭洞龍神等。
《清微祈雪文檢》中的文書主要有奏、箋、牒、章、誥、檄等。
奏，是我國封建社會臣子上書皇帝以陳述政事的重要上行文種。奏作為一種文體
始于秦朝，並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兩宋時，「奏」演變為「奏狀」，又稱「表狀」。
③

道教也襲用了這種文體，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雲：
「應文字行遣，帝尊用奏狀，
④
余並用申狀，神司用公牒。」 在《清微祈雪文檢》共有奏文兩通，一為《奏九宸》，
是道教法師祈請九宸「赦民過咎」，然後「頒降符章經道，付臣奉行」，即賦予他們可
以調動第二等級神靈的權利。二為《奏玉帝》
，乃因奏請九宸祈雪失敗，所以又奏告玉
帝，祈求幫助。
「恭望天慈，俯垂省覽，即賜恩命詔拙閣，付臣奉行。 敕委主帥紫皇
天一天君李，躬承宣告九天三界合屬攸司，赦宥下土人民深愆重罪，及策役雷霆，當
令赦章符詔到處，如帝親行，鹹俾遵奉。」⑤
箋，東漢、魏晉時帶書劄性質的上行文，南北朝以後逐步定型為主要向太子、皇
后致謝賀的准上奏文種。⑥《清微祈雪文檢》中的箋文主要為《箋魏元君》
、
《箋雷霆九
司》、《箋太陰皇君》。
按照《道法會元》卷之三《清微帝師宮分品》魏元君被列為清微祖師，
「清微祖師，
⑦
總名清微肇慶宮。高元宸照法王清真紫虛魏元君，居高元宸照宮、高元紫虛宮。」 魏
元君即魏華存，西晉時任城（今屬山東濟寧縣）人，字賢安，幼而好道，曾為天師道
女祭酒，後尊為南嶽魏夫人。
《箋魏元君》是道教法師希望她看在同宗派的份上幫助降

《靈寶玉鑒》卷之一
文檢即道教齋醮儀式中書寫的文書總稱，大多有固定的格式。
③
《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第 46-47 頁
④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四十九
⑤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⑥
《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第 57 頁
⑦
《道法會元》卷之三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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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請頒敕旨，降付三省，宣告雷霆一府二院三司官君帥將，主雪將軍，結雲使者，
一合下降，督勒當處城隍主者，近境各處潭洞龍神，限三日之內，疾速斡旋造化，燮
理陰陽，凝凍結冰，屑雲雕雪。」①文檢中《奏玉帝》後也再一次出現《箋魏元君》，
懇求她「允俞所啟，俯念宗枝，垂憐末學」。②
《箋雷霆九司》是因為主雪的神靈好些位來自雷部，如雷霆主令大神顫某、正令
大神辛某、行令大神張某、陽雷神君苟某、陰雷神君畢某等。
《箋太陰皇君》乃是因為
降雪中要借助太陰皇君的能力，
「布太陰之正炁，結凍凝冰；散金母之真精，屑雲雕雪。」
③

牒，本義是竹木製成的短簡，春秋時把寫在這種短簡上的文書稱為牒。漢朝牒文
既用於下級官府行文上級官府，也可用于民眾上行官府。唐朝，牒成為國家機關法定
的正式上行文文種。至宋元時期，牒文除了用作上行、平行文外，也可作用于下行文。
④
道教中的牒，如前所言「神司用公牒」。《清微祈雪文檢》中的牒文有兩通，《遞牒》
和《符牒二雷君》，前牒給「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後牒給「元始一炁萬神雷司」的下
屬二雷君。《遞牒》的內容是降雪前向有關部門投送文件，為降雪做準備。
疾速齎捧紫皇上道寶章一通，箋狀一函，上詣高元宸昭宮請進。
九霄琅章一通，元始一炁萬梵洞章一通，家書一封，上詣
雷霆九司真君聖前請進，
素曜結璘月府太陰皇君聖前進呈，
金闕昭凝宮進呈。
九霄合章一通，上詣九霄玉清府東靈上相瑞光仙師，主雪眾神前投進。
紫皇內化玉符一道，前詣紫極冰輸洪波鼓舞單元帥前投落。
元始一炁開天通三界玉符一道，告聞天闕掌關諸君，三界主者，憑此印證，不
請
阻滯，徑奏帝廷，守待恩命，頒下施行。凡曆雲程，嚴加防護。若有妖魔遏截
者，
就便攝赴所在有司，依律治罪，以明天憲。事幹濟眾，非比泛常，星火奉行，
立
俟昭報。

①

《符牒二雷君》是用「玉符」召請「上清神列陽雷苟神君，陰雷畢神君」
，並告會
其他雷部神靈及主雪眾神一起降雪。
章，是漢代至隋唐時期臣下向君主表示謝賀的公文文種，章的語言特點是講究詞
①
②
③
④
⑤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60 頁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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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華美絢麗，俱有較濃的文學色彩。①《清微祈雪文檢》中的章比較多，如《奏九宸》
中要「進呈紫皇上道寶章」
；
《箋雷霆九司》時「上九霄琅章」②；
《箋太陰皇君》時「上
③
萬梵洞章」 。此外，文中還有一道《元始洞真天赦寶章》，該文是降雪失敗後，求來
寶章，
「謹請神烈主帥紫皇天一天君李某，齎捧宣告十方三界合幹考校真司，某府城隍
主者，當坊土地，合屬主執裡社等神，咸令照應。」一方面「遵奉太上寬恩，赦除本
境官民所犯一切深愆重罪，開以自新。」另一方面，
「督勒九霄玉清府東靈上相瑞光仙
師，六華玉霙使者，散花玉女，主雪將軍，回風結雲使者，咸令照依元承事理，上遵
太上敕命，即便斡旋造化，燮理陰陽，凝凍結冰，屑雲雕雪。」④
誥，誥是商周時期帝王勉勵、告誡、封贈臣下時使用的下行公文文種，是後代告
身、誥命等授官文書的源頭。⑤《清微祈雪文檢》中的誥文為《開天符誥》，符指「元
始一炁開天通三界玉符」，文中言：「元降道旨，符文所至，三界咸遵，萬神侍衛，奏
入天門。」⑥
檄，戰國時形成，起初為君臣用以徵召、曉喻或聲討，後逐漸定型為討敵、威敵、
曉諭的專用文體。⑦《清微祈雪文檢》中「檄」為《詔檄鄧天君》和《符檄城隍》。前
者為降雪失敗後，
「再具碧虛至道，懇奏帝陛，頒行元始洞真天赦寶章，專請上清神烈
主帥紫皇天一李天君，躬承徧告，開赦民愆，回斡氣運外，所合再行號令」
，鄧天君為
雷霆主令大神，因此讓他「承傳詔命」其他雷部神靈及主雪神靈一起降雪。
後者《符檄城隍》大概是降雪儀式中最後的一道文書。
右奉符檄，速召某府城隍主者，仰速遵承，行下所隸司局，裡域社令，英烈土
主
神祠，咸令照應。特為當境官民檢會所犯罪愆，並體太上寬恩，悉從原宥，開
以
自新。躬親統率部屬精兵猛吏，合屬諸廟英烈神祇，的限今月某日為始，前來
行
壇屯駐，肅清厭穢，迎接雷神，密佈同雲，凝結陰氣，飛花前水鼓，扇朔風，
轉
溫盎以布凝嚴，豁凶荒而成祥瑞。大降瑞雪，以兆豐年。消殄蟲蝗，肅清疵癘。
①

從上述可知，清微派祈雪儀式所涉神靈眾多，但是道教可以通過不同的文書與不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52 頁。
箋文中稱「九霄合章」
③
箋文中稱「元始一炁萬梵洞章」
④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⑤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75 頁。
⑥
《道法會元》卷五十一
⑦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101 頁
①
②

⑧

《道法會元》卷之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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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別的神靈溝通，建立聯繫，使之相互合作完成降雪。

二、祈雪儀式中的存想與符咒
如果說文書是道教溝通神靈的外在方式，那麼道教法師的存想是與神靈溝通的內
在方式，符咒是道教法師與鬼神溝通的半隱型方式。
能主持道教祈雪儀式的法師都必須有相當的修為，比如定要坐功好，
《太極祭煉內
法》雲：
「如能於靜室中閉目寂默坐一更餘，乃默念行持作用，是為內煉，靜坐愈久則
愈妙愈玄，勝如朗誦行持，實萬萬倍。祈雨、祈晴、祈雪諸法，一切要緊處，皆在坐
功作用好……。」①
《道法會元》之《雷霆飛捷使者大法》論「坐功」則介紹了如何練習坐功：
先要澄心定慮，握固，以兩目視中宮，內有真光一點燦然。①字運動，轉地軸，
抹天關，到絳宮住。存南斗第六星下有一星，使者從此處飛來，我作①字音合
之，
混成一金團，吸入中宮。再咽華池水下去。少頃，想渾身火熱，然後開目。但
念
念不忘，則報應自至。祈雨雪，祈晴，伐祟並同。①
為何如此強調坐功呢？《道法會元》卷四用「祈雨之法」為例進行了說明，文中
言：
「當天時亢旱，禾稼焦枯，豈得不救。當心啟大道師真，入靖打坐，物我俱忘。倏
忽間動念，見雷帝天真洋乎如在左右，遂祝之，即告符章，烈火焚遣……其入靖打坐
之後，一念不礙，物我俱忘，倏忽間，見面前雲氣往來，某方又見風來。耳熱，電光。
目眩，雷震。腹嗚，大聲大應。某方聲，則某方應。隱隱為雷，轟轟為霆，汗出為雨，
大汗大雨，小汗小雨。有一物動，則外一物應。」可見，法師可以在打坐、存想中完
成祈雪活動。
在道教的想像中，祈雪儀式中的神靈有雪的特性，
「祈雪梵號白，萬神皆冰姿雪貌，
③
「祈雪，各白麵白身，托雪號，白梵號也。驅水獸，豹狳猿蚓也。
綽約輕盈。」 再如，
萬萬成羣，噴雪行事。」④此外，有的教派認為這些主雪神靈有自己的住所，不過因為
祈雪儀式是依祈雨而來，所以祈雪神靈位居祈雨神靈之下，
「太乙碧玉之府，乃木郎皓
靈神君居其左，主祈雨，瑞華東靈神君居其右，主祈雪。」⑤
在祈雪儀式中，除了文書，最重要的就是符咒與存想。法師的存想又與道教內丹
丹法、符咒緊密相連。如「祈雪，存腎水上升，結成冰，湧成雪山，吸入肺宮混合，
《太極祭煉內法議略》卷中
《道法會元》卷之九十五
③
《道法會元》卷之七十七
④
《道法會元》卷之九十八
⑤
《道法會元》卷之八十七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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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入符。」①法師在書祈雪符的時候亦注入修為，使之靈驗。「符用皂紙粉書，左手掐
亥子文，提起兩腎玄氣入心，醞結瑤華之炁，引出灌筆書符。書了，又運此炁布之。」
②

祈雪儀式中的符咒多種多樣，飛符其講究。
《道法會元》卷一百一十五《祈雪飛符》
有較詳細的記載：
先奏上帝，申雷霆三司，次東靈上相瑞光仙師，掌雪仙官，負風猛吏。牒本司
主
師雷神，布雲布雪，黑面將軍負風猛神催風，黑面將軍辰星降雹，力士嚴風黑
面
將軍同布陰雲朔風，下降瑞雪。次步水火既濟罡。
然後飛“靈龜下雪符”（圖 1）
，該符黑紙粉書，飛符時掐醜文、存月、念太陰
呪，咒曰：
金晶太極，玉華散光。雷真陰神，浩師水君。呈瑞太虛，消災卻塵。水母風祖，
毋輒稽停。急急如太清太極上真雷師律令。

圖 1.靈龜下雪符

圖 2.催靈符

靈龜下雪符成後，又念：
「靈龜之神威嚴凝，塗之於月明下，同皂錢焚化。」如果
下雪符沒有效果，將啟用「催靈符」（圖 2）
，並施以咒語：

①
②

《道法會元》卷之九十一
《道法會元》卷之一百三十

255

胡小柳

咒曰
東靈上相，瑞光之家。罡風翦水，化作瑤花。天降發威，遍佈中華。萬物得
生，皓成無涯。急急如律令。
勑咒
天帝勑令，巽戶行風。吹遍天涯，雪滿長空。五穀受精，民不被凶。東靈上
相，速降神功。急急如律令。
水輪咒
東靈上相，瑞光之家。化生和炁，遍佈中華。六合驅癘，皓成無涯。五穀受
精，萬木成葩。滄風海凍，鳳觜銀牙。再召冰輪，速布瑤華。急急如律令。醜
文，念呪，取北方炁吹符。

焚符咒
四瀆元君，四指中。九江大靈。子。滿天降雪，亥。遍地嚴凝。巳。朔風似箭，辰。
霰雪如傾。辰出巳。雪山萬丈，巳。凍滅邪精。巳出。急急如律令。
法師在掐訣念咒的同時，還要「想九江水帝，四瀆源王，空中降雪。」然後「吸
炁吹符上，卻焚水盂中調勻。」接下來，法師步罡，「至罡立定念咒」。最後，法師面
向月亮噀符水，「無月面北噀之。水盡為度。」
從上面可知，在祈雪儀式中飛符這一環節包含了很多道教法術，書符、掐訣、念
咒、步罡等等，這是一個複雜的組合。
祈雪符的書寫，記載各有不同，有的如上文所載為「黑紙粉書」
；有的認為是「青
①
紙粉書」 ；或者「白紙粉書」，如「祈雪梵炁真文」（圖 3）
，這道符很特別：
符用白紙粉書於奏狀前，約空十行地，畫七符，奏瑞光仙師，牒霹靂劉君上
達，限某日時，雲合四天。焚符並奏狀，雪即降矣。①
有的「祈雪檄符」（圖 4）則要「立東靈上相瑞光仙師聖位於東方供養」，「掐閉火
門訣，子丑時望天門焚之」③，其間默念咒語。

《法海遺珠》卷之二十
《道法會元》卷之九
③
《道法會元》卷之六十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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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祈雪梵炁真文

圖 4、祈雪檄符

圖 5.祈雪符

有的祈雪符在使用時還附密咒，如圖 5 所示的祈雪符，其密咒為「天漢罡風姑射
青腰急急橫宮」①，該符白地粉書，其他的與圖 4 差不多, 使用時掐天門訣，望天門焚
之；於東方供養東靈上相瑞光仙師聖位，於子丑時念咒發符。
還有一種祈雪符叫「祈雪合同符」
（圖 6）
，該符「用皂紙書之，述意，取正冬令驅
②
瘟疫」。

圖 6.祈雪合同符

圖 7. 都天大雷火印印式

關於祈雪符的尺寸，有的記載為「白紙七寸長，三寸闊。粉書。」③
祈雪時除了符咒，有時還要用到「印」
，比如「都天大雷火印」
（圖 7）
，
「此印上帝
專降雷霆都司，役使風雷，驅除神怪，誅斬妖魅，祈雨祈晴祈風祈雪，應幹行移符牒，
宜以此印印之。」④
當然，祈雪中還有些符咒屬於秘法，在傳授上屬於隱受，
「其密奧隱符，蓬萊版冊
⑤
等，自當隱受。」
從上述內容我們看到，關於祈雪的符咒有很多，但它要真正靈驗離不開法師的存
想和內丹修煉。

參、道教與封建王朝祈雪活動

《道法會元》卷之九十四
《道法會元》卷之一百八
③
《道法會元》卷之一百二十五
④
《道法會元》卷之一百二十三
⑤
《道法會元》卷之一百七十七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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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雪儀式針對的是較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所以祈雪的組織者或是一方群眾，或是
地方官員，或是朝廷宰臣，甚至帝王本人。因為該儀式具有積極的救助性，故得到了
全國從上至下給予的認可和支持。而道教祈雪只是祈雪活動的一種形式，一方面它得
到朝廷的承認，融入封建國家祭祀活動；另一方面，道教祈雪儀式對整個封建國家和
社會的影響卻是有限的。
從正史記載來看，最初朝廷的祈雪活動是在佛教寺院，如根據宋薛居正《舊五代
史》記錄，後唐莊宗李存勖曾「幸龍門佛寺祈雪。」①其後，又有末帝李從珂兩次龍門
佛寺祈雪。②另外，後晉高祖石敬瑭亦祈雪相國寺③；少帝石重貴則“詔宰臣等分詣寺
廟祈雪。”④至宋，朝廷祈雪活動次數增加，而且有明確記載祈雪儀式在道觀舉行。根
據元脫脫等的《宋史》記載，宋太祖祈雪四次，但沒有明確說明在那裡舉行。宋太宗
祈雪三次，三次都是「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⑤，這應該是正史中道觀舉行祈雪活動
第一次明確記載，雖然它是與佛寺並行。至宋仁宗，只有一次祈雪活動記載，但「祈
⑦
雪於會靈觀」⑥。其後，宋神宗祈雪一次，
「分命宰臣祈雪」 ；哲宗祈雪兩次，但地點
不詳。總的看來，北宋時期大概共祈雪 11 次，只有一次在道觀舉行，另有三次是與佛
教寺觀一起舉行。不過宋太宗三次祈雪活動中前兩次祈雪後不久就來了「大雨雪」
，顯
示祈雪成功。
金元時期朝廷依然舉行祈雪活動，但是次數不多，具體地點不詳，如元仁宗皇慶
元年十二月丁亥，「遣官祈雪于社稷、嶽鎮、海瀆。」⑧
到了明朝，祈雪活動又活躍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冬季無雪的異常天氣成為當時
的自然災難，《明史》卷二十九《志第五•五行二(火 木)》「恒燠」一條專門對明朝冬
季無雪情況進行了整理和記錄：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京師一冬不雪，詔諭修省。正統九年冬，畿內外無雪。
十
二年冬，陝西無雪。景泰六年冬，無雪。天順元年冬，宮中祈雪。是年，直隸、
山西、河南、山東皆無雪。二年冬，命百官祈雪。六年冬，直隸、山東、河南
皆
無雪。成化元年冬，無雪。五年冬，燠如夏。六年二月壬申，以自冬徂春，雨
雪
不降，敕諭群臣親詣山川壇請禱。十年二月，南京、山東奏，冬春恒燠，無冰
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 卷三十二（唐書）《 莊宗紀六》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四十六（唐書）《 末帝紀上》；卷四十八（唐書）《末帝紀下》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七十六（晉書）《高祖紀二》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八十一（晉書）《 少帝紀一》
（元）脫脫等《宋史》卷五 《本紀第五•太宗二》
（元）脫脫等《宋史》卷九 《本紀第九•仁宗一》
（元）脫脫等《宋史》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神宗一》
（明）宋濂《元史》卷二十四 《本紀第二十四•仁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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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冬，以無雪祈禱。十五年冬，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無雪。十九年冬，
京師、直隸無雪。弘治九年冬，無雪。十五年冬，無雪。十八年冬，溫如春，
無
雪。正德元年冬，無雪。永嘉自冬至春，麥穗桃李實。三年冬，無雪。六年至
九
年，連歲無雪。十一年冬，無雪。嘉靖十四年，冬深無雪，遣官遍祭諸神。十
九
年冬，無雪。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禱雪於神祇壇。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命諸
臣
分告宮廟祈雪。三十二年冬，無雪。三十三年十二月壬申，以災異屢見，即禱
雪
日為始，百官青衣辦事。三十六年冬，無雪。三十九年冬，無雪。明年，又無
雪。
帝將躬禱，會大風，命亟禱雪兼禳風變。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冬，祈雪無虛歲。
隆慶元年冬，無雪。四年冬，無雪。萬曆四年十二月己醜，命禮部祈雪。十六
年、
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亦如之。崇禎五年十二月癸酉，命
順
天府祈雪。六年、七年冬，無雪。
從中我們看到，明朝長期受到冬旱無雪的困擾，因此朝廷很重視祈雪活動，而明
朝祈雪活動與道教之間的關係如何呢？
首先，明時祈雪地點有些在道教宮觀中，如《禮部志稿》卷八十八《祈雨雪祭》
雲：「景泰元年，以天久不雨雪，分遣大臣于京都各祠廟寺觀祈禱。」①據記載第四十
七代天師張原慶在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冬，「命祈雪於朝天宮」②。再如嘉靖
四十三年（1564）
，
「上禦西苑召見（第四十九代天師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
，命祈
③
雪於朝天宮。」
第二，明朝皇帝多信仰道教，他們的祈雪活動不乏道教色彩。比如嘉靖皇帝崇尚
道教，也熱衷祈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祈雪儀式中，他命「百官青衣辦事」
，使
祈雪活動明顯帶上了道教色彩。
第三，當然也有部官員反對道士祈雪。如成化五年（1469）
，道錄司向皇帝奏請舉
行祈雪活動，但六科給事中激烈反對，認為道教祈雪「穢言懟天，仗劍斬風褻天，慢
神莫此為甚。乞將祖銘明正典刑，以謝神人之怒。」還「乞敕禮部禁約各觀道士不許
④
擅自祈禱，以褻神明。」

《禮部志稿》卷八十八《祈雨雪祭》
《漢天師世家》卷之四
③
《皇明恩命世錄》卷之九
④
《禮部志稿》卷八十八《禁非理祈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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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雖然朝廷的祈雪活動次數更多，規格也高，但是因為皇室對道教的態度
總體上看並不親近，而道教的發展也趨向民間，因此道教與朝廷的祈雪活動並不緊密。
從上可以看出，明清封建王朝重視祈雪，但是道教與封建王朝的祈雪活動之間的
聯繫卻並不是必然的，因此道教祈雪活動的影響不大。不過從道教文獻來看，高道「祈
雪靈驗」的記載多次出現，祈雪為他們贏得了世人的認可和帝王的嘉獎，這神奇的故
事讓道教祈雪活動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面進行簡單介紹，作為本文的結尾。
1、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
他的神異故事之一，
「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為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
衣胱足，立于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①後其隱於西山。
2、王文卿，北宋末南宋初著名道士，徽宗宣和初，將渡楊子江時他遇一異人授以
飛章謁帝之法及嘯命風雷之書，然後他就有了神通，可以「召雷祈雨，叱詫風雲。久
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②從此開啟他人生的成功之路。
3、許道杞，茅山上清派第四十三代宗師，元「世祖以臂疾召見大都香殿，令試以
法，愈。覆命祈雪止風，皆奇驗。賜寶冠法服降璽書，大護其教。佩印南還，三茅山
悉統隸之。」③
4、留用光，南宋著名道士，淳熙十五年（1188）
，「冬不雪，受詔舉法，告於山川
百神，曉雪平尺。上（宋孝宗）益神之。」 紹熙元年（1190）光宗即位，「上即位，
祈雪。夜拜綠章，星斗猶離離。曉以賀雪奏，上奇之，升左街道錄擢太一宮都監。」④
5、徐元珊，號梓林，麗水人，「為玉虛道士，宋景定間應詔祈雪，用粉筆書青紙
為五出者，以進日：翼日辰時必雪，皆五出。及期，果然。賜號紫微惠濟先生。」⑤

《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三十五，又可見于《續仙傳》卷中
《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五十三
③
《茅山志卷》之十二
④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之五十七
⑤
《仙都志》卷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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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道德經˙首章》對道衍出多元面向的哲學詮釋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老子的哲學系統是宇宙論，而道是其宇宙論的基礎，宇宙的本源是道，天地
萬物皆由道所創生。老子的哲學系統，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再由人生論伸展
到政治論。《老子˙首章》為全書總綱，八十一章不出其大範圍。二千多年來研
究《老子》者，對首章的詮釋眾說紛紜，而對道的詮釋亦衍出多元面向的哲學詮
釋。本章從道家、道教內丹修煉、隱逸者、政治、養生、兵家等哲學面向略作探
討，不得不驚嘆，一章約六十字之文，千載之下，竟有諸多豐富瑰奇之見解！本
文分三部分：一為道德經首章的詮釋及道的闡述，二為首章對道衍出多元面向的
哲學詮釋，三為結語，說明《老子》之道對於人生各層面的哲學影響之大之廣。
關鍵字：道德經首章、哲學詮釋、人生論、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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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老子的哲學系統是宇宙論，而道是其宇宙論的基礎，宇宙的本源是道，天地
萬物皆由道所創生。老子的哲學系統，是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再由人生論伸
展到政治論1。
《老子》首章為全書總綱，八十一章不出其大範圍。二千多年來研
究《老子》者，對首章的詮釋眾說紛紜，而對道的詮釋亦衍出多元面向的哲學詮
釋。本章從道家、道教內丹修煉、隱逸者、政治、養生、兵家等哲學面向略作探
討，不得不驚嘆，源於一章約六十字之道論，千載之下，竟有諸多豐富瑰奇之見
解！
本文分三部分：一為道德經首章的詮釋及道的闡述，二為首章對道衍出多元
面向的哲學詮釋，三為結語，說明《老子》之道對於人生各層面的哲學影響之大
之廣。

貳、 《道德經˙首章》的詮釋及道的闡述
歷來研究《老子》的學者幾乎都不會否認，
《老子》書由於版本繁多，其異
文校勘問題的歧見以及釋義爭議之紛紜，在古籍中是少見的。句讀不同，釋義亦
異。

一、
《老子》首章的詮釋
主要有二種。本文重點不在譯文，但為方便敘述，仍各舉一家之譯文供參。
其一2：《老子》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茲以張松如之譯文為之參酌：
道，說得出的，就不是永恆的道；名，叫得出的，就不是永恆的的名。
無名，是萬物的原始；有名，是萬物的根本。所以經常沒有欲求，以觀
察無名自在的微妙；經常有欲求，以觀察有名為我的運行。無名和有名
這兩方面，是同一來源而稱謂不同，都可以說是極幽深的。從有名的幽
深到無名的幽深，便是通向一切奧秘的門徑。3
1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頁 11･1975 年 7 月･台北．三民書局。

2

本章句讀採用《老子王弻注》･頁1~2･1974年10月･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及參酌何澤恆〈老子

首章舊義新解〉(臺大中文學報第十期刊･頁83 ･1998年5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榮明《從老
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祕主義研究》･頁3･2006年5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因為
他們參酌帛書老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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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4：
《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茲以余培霖之譯文為之參酌：
「道」是不能解說的，可以解說的「道」，便不是永久不變的「道」；
「名」是不能稱謂的，可以稱謂的「名」，便不是永久不變的「名」。
「無」、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萬物創生的根源。所以常處於
「無」，以觀照道體的奧妙莫測；常處於「有」，以觀照道用的廣大無
際。「無」和「有」名稱雖然不同，卻都是來自於道，都可以說是用以
幽微深遠。幽微深遠到極點，那就是所有的道理和一切的變化的根本
（道）了。
《老子˙首章》在說明天地萬物創生與形成(名天地之始、萬物之母)之根源在於
道。無名和有名、或無和有是通向一切奧秘的門徑，也是所有的道理和一切的變
化的根本。

二、道的闡述
老子是中國古代最早把「道」當作哲學來論述者，亦是最早開創宇宙論之學
者。其對道之闡述，除見於首章，說明創生宇宙天地萬物之根源外，可從道之存
在與道之運行二方面做闡述。

(一)、道之存在－－先天地之始，宇宙之本體
1.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5
(25 章)
本章說道本無名，字之曰道，可以為天下母是萬物之根源。
2.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 章)
此章言道之為物，怳惚不清，但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其狀況是存在的。
3.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3
4
5

張松如《老子說解》･頁 2･1987 年･山東･齊魯書社。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頁 17~18･1975 年 7 月･台北．三民書局。(原文及譯文) 。
本文引用《老子》原文採《老子王弼注》版本，以下引用同，只註明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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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4章)
本章前段言道之作用無窮，後段說明道存在於天帝神鬼之先。

(二)、道之運行－－開創天地萬物
1. 運行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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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40章)
此乃言道之運行法則。
2. 開創天地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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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章)
此乃言道之創生天地萬物之運行。
3. 道創生萬物，德畜養萬物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
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
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51章)
此乃言道道創生萬物，德畜養萬物之運行。
《道德經》中對「道」地闡述雖不是一次性整篇完整的論述，但從81章中揀
擇而出之上述諸章，仍可窺出道之存在及道之運行的完整理論。「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是謂道與德創生畜養萬物，無心無為，因任自然的客觀存在。

參、《 道德經.首章》對道衍出多元面向的哲學詮釋
《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 》6: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
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
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
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
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6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832-833･1976 年･台北 ･中新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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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老子做過史官，從閱歷古往今來的政治成敗得失中總結出一套無為而治的政
治哲學。另一方面《道德經》中的宇宙自然道論，司馬遷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為務」是開創了春秋時代的隱者之路。《道德經》中確實包含了政治謀
略和隱逸兩種的矛盾思想，這兩種思想對後世道家影響至鉅。戰國時進一步繼承
光大老子自然之道理論的學者很多，流品頗雜，除隱逸派人士如列子、楊朱、莊
子、黔婁子、鶡冠子等外，有許多是奔走在君王之側的政治理論家和權謀之士。
政治謀略派的黃老道術，戰國末至漢初一度成為統治集團十分倚重的治國思想7。
而後世研究老子之道者，莫不從這兩派去發展，各取所需，盡情揮灑，衍出多采
多姿，多層面向的詮釋。

一、 道家－－莊子繼承老子，開創新道論
（一）莊子思想的醞釀背景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8：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
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
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
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中自快，無為有國所羈。終身不
仕，以快吾意焉！
這是司馬遷對莊子的記載，莊子為宋國沒落貴族後世，只曾當過短暫的漆園
吏，從《莊子》書中得知主要遊迹於社會下層，生活貧困，且生當戰國亂世，社
會動盪帶來嚴酷的自相殘殺，從《史記》戰國諸世家列傳中的記載，大規模的戰
爭，動輒斬殺十幾萬人。各國的嚴刑酷罰也導致大量平民被殺害，生命如草芥，
這種痛苦的體驗與感受，是莊子思想的精神根源。

7
8

顏世安《莊子評傳》頁 30･2011 年 4 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同註 6.頁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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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避世到游世思想
司馬遷謂莊子「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莊子繼承的是隱
逸派的路線。一般隱逸者無力對抗黑暗的亂世，只好求精神的消遙，精神絕對的
自由，成為獨善其身隱逸者的避世思想。但莊子選擇認真與黑暗的亂世對抗，就
產生了游世思想，並以戲謔的態度去對抗黑暗亂世，從避世到游世。莊子的生死
觀是齊死生，是戲謔地面對生命在宇宙中的卑微。莊子游世思想，是在黑暗無理
性的宇宙之中，不必再尋求生存的可行之路，不如就以從生活方式到生命本身的
自我放逐，來與不友好宇宙來對抗，在徹底的遊戲姿態中找到精神解脫。莊子的
遊戲姿態，還能表現為拆除人內心深處對宇宙最終合理性的信賴。莊子認為人生
在這樣被造化隨意撥弄的存在場景中，不僅生死無保障，而且生命可能獲得任何
穩定價值(包括死後的可能性)的希望也都被毀滅了，所以在其〈逍遙遊〉中的「無
所待」，實際上是把人置於絕對虛無之中。個人的存在，從本體論的意義上就是
輕鬆解除悲苦只是莊子部分的真實想法，游世思想真正深刻的東西是曲折表達對
9
世界的嘲諷與敵意，實質是冷峻和孤傲的。

（三）尋求生命的清新到開創自然之「道」
莊子逍遙遊是有意的自我放逐，包含著隨遇而安的平靜感及一種藐視現實的
孤傲感。莊子思想確實提出一種人生理想，就是尋求生命的清新，而不是只尋求
生命的自由，這個思想線索與自然道論密切相關。生命清新必須從一個更深刻的
意識起步，就是否定自我中心，即莊子謂之「無己」，只有否棄自我本位這個最
後的自私意識，人才能與世界發生一種全新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以及在這種關
係之意境中呈現的世界和人本身均可謂之「道」。在「道」的世界裡，人才能真
正獲得了生命的清新。人的生命清新，正是在否定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思想方式
以後開始的，這種生命清新的理想，就是「無我」。莊子的生命清新理想，是以
自然無限性的啟示為精神根源，這種自然無限的啟示，就是道論，此道論為現實
世界中彷徨無根的人，重新找到合理的居住之地。道作為一個「新世界」，道的
呈現與「無我」的境界一體，人在道的世界中走向生命清新。10

（四）莊子對老子道論的詮釋
老子是道家思想創始人，老子的自然道論，是其後各家自然道論之淵源。莊
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是自然之道的理論，雖然源於老子，但豐富深刻超越老子。

9
10

本段莊子游世思想的說明是參酌顏世安《莊子評傳》頁 123~139。
本段莊子尋求生命的清新到開創自然之道是參酌顏世安《莊子評傳》頁 163~176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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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之道就在自然萬物之中，不同於老子之道在自然萬物之上。老子最先提出道
生天地的問題，即宇宙本源問題。
老子之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25 章)
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 章)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4 章)
莊子詮釋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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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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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是對上舉老子三章之綜合詮釋，這只是莊子之道的奠基理論。但已有不同，
老子之道為道生天地萬物，為宇宙萬物本源，莊子則是道在萬物之中。其後在〈知
北遊〉及〈則陽〉中開展出「道即自然」、「道在自然萬物之中」。
1. 否定萬物有一原始起點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
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
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齊物論）
老子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25 章)、「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40 章) 為宇宙萬物本源。莊子的「有未始有無也者」是否定「無」
為原始絕對的起點，與〈知北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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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否定宇宙萬物本源的問題。
2. 道在自然萬物之中
莊子思想是老子原創性思想的進一步深化發展，老子道論中，道一方面是玄
奧難言的自然本體，此方面為其後隱逸派所宗；另一方面是解答自然因果政治君
人南面道術，此方面為黃老之道所宗。而莊子明確分辨出不可言之道(自然之道)
與可言的知識(黃老之道)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問題，莊子之道不是天地起源
11

本論文莊子原文皆引用郭慶藩《莊子集釋》1991 年･10 月･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版。只註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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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本原。莊子開創了道就在自然中，道就是自然世界的理論。老子是道創生
天地萬物，而莊子的道無所不在，宇宙天地萬物都是道，是天地萬物的和諧完美，
道是自然本身的呈現。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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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甚邪？」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 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 無乎逃物。至
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知北遊)
本段就是莊子的道無所不在，道在自然的思想。
3. 瓦解自我，達到忘我，開創新世界
莊子〈秋水〉篇「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相賤。」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
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齊物論)
這是以人自我為中心的看法。莊子的道是要「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首先要
改變以自我為中心看世界的習慣，即棄在現實世界裡積習已久的自我中心意識
， 即達忘我境界。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 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
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
後也。」 (大宗師)
忘禮義，忘仁義，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達於坐忘。坐忘，同於大通，就
是得道，是瓦解現存世界，看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道做為自然本真世界，是自古以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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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
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遍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
不沈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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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萬物自古至今一直存在，個體個物有生滅，但萬物
的存在卻是永恆的。即〈養生主〉所云：「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老子相信自然中隱含著比人的心智力更高的深奧法則，希望以此法則來解決
人類生活的問題。看到天地萬物的發展變化是自然的，並沒有什麼意志在安排控
制，一切都很簡樸，但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世界被組成十分和諧完美，這種自然
的運行就是「無為」和「虛靜」，人類一切失敗和困苦的根源，在於師心自用，
因此解救之道不在發揚人的私智，而在效法自然的「無為」和「虛靜」。「虛」
是「虛其心」，即「無私」及「去己」，是去除內心私見，以澄明的心境順應天
12
道。
莊子的「無我」之境，就是以非自我中心的態度重建人與世界之間的相互關
係，讚美宇宙萬物的永恆，信賴並感恩未可知的世界，在萬物一體中找到生命之
本。13

（五）、莊子道論對後世的影響
葉國慶在其〈莊子研究〉14一文結論云：
莊子融合諸小學派，創為有條理之學說。獨標新義，剽剝當代，籠蓋百
世。其養生解脫之旨，實為神仙家長生不老說之羽翼，開道教之端倪。
清虛無為之論，乃佛教之先導，後世禪宗之設立，莊學與有關焉。至於
委心任物之義，道體之發明，影響所及，儒家在經典上，遂拓出一新見
地，且植宋儒理學之基。其在政教上，則產生漢初黃、老之治。逮至晉
代，玄風獨扇，民俗國情，莫不披靡，遂為知識界開一思想自由之途。
於文學，由無為自然之哲理，乃生清虛恬淡一派之作風。於史，由彼之
寓言托古，乃造成一黃金時代之古史觀。總觀前後，莊學在學術上之地
位，可謂偉矣。

12
13
14

同註 7. 頁 317 ~ 319 。
同註 7. 頁 321。
業國慶〈莊子研究〉收入《莊子研究論集》頁 155･1982 年 9 月･台北･木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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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開創道論，發展為政治謀略道術及隱逸二派。莊子承繼老子道論，開展到無
我境界，且多面向的對後世文化思想的影響，如養生解脫、神仙長生成為道教的
開端。漢初南面君王之黃老道術、隱逸士人、佛教禪宗、宋明理學等皆有深入的
影響。

二、養生解－－ 河上公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一）河上公及其著作
皇甫謐《高士傳》
，
「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自隱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
章句，號河上丈人，亦稱河上公。漢文帝時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
經》
。 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
帝即駕從詣之， 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15《河上公章句》
傳為河上公所著。
河上公亦號「河上丈人」，實由傳說中的黃老學者河上丈人敷衍而來。《史
16
記·樂毅列傳》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並臚
列其傳承系統，自河上丈人凡六傳至漢初曹參。據此，生當戰國時代。《老子河
上公注》標示著東漢時期方士者流援引《老子》以自闡其長生之術的現象，這可
說是東漢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這股風潮對於東漢末年民間教團的出現，有著推
波助瀾之效，而對於中國傳統宗教之催生亦功不可沒。17
河上公亦稱「河上丈人」，河上真人，齊地琅琊一帶方士，黃老哲學的集大
成者，方仙道的開山祖師。河上公可謂是歷史上真正的隱士，其為老子作注的《河
上公章句》成書最早、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但是其姓名生地無人能知。《神仙
傳》載：「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河上公章句》是西漢方術之士的解老
之作，它吸取當時哲學、醫學和養生學的成果， 著重從養生角度解老，同時闡
發治國之道，主張通過自身修煉而長生不老，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論過渡的一個
重要標誌。其思想多為後世道教繼承發揚，唐時《傳授經戒儀注訣》規定它為道
教傳授的主要經書之一。河上本通行於道教中，為道士廣泛使用，不少道士解老
都以它為底本。至今一些學者認為，河上注本有的地方勝過了王弼注本，保存不
少精義，可與王注並行，取長補短。它對老子思想，漢代黃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
想的 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在版本學上也有其重要價值。18

15

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AD%90%E6%B2%B3%E4%B8%8A%E5%85%AC%E7%
AB%A0%E5%8F%A5
16
同註 6.頁 960。
17
鄭燦山〈
《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85BIBLID 0254-4466(2000)18:2
pp. 85-112 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民國 89 年 12 月）頁 111。
18
吾日發表《於文化》https://kknews.cc/culture/kkqajr.html20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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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上公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1.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河上公認為可道之道是君人南面之政教道術，非常道也。
2. 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
跡匿端，不可稱道。
河上公以養生的觀點，認為君人南面之政教道術，勞累傷身。有如莊子〈養
生主〉云:「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而已矣。」道家自有一
套「內聖外王」之道19如「無為而無不為」(道德經 48 章)是外王。
「夫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南華經．天道)是內聖也。修心養生內聖後而外王。
3.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
一也。
4. 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
5.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
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
河上公認為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不為物慾所役，才能長存。皆
從養生觀點觀之
6. 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聖賢；得錯亂污
辱，則生貪淫也。
7. 眾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
門戶也。
河上公主張養生在養氣，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聖賢；得錯亂污辱，
則生貪淫也。眾妙之門是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對道德經首章
全部用濃厚的養生觀點詮釋。這也是由道家思想走向道教養生長生久視理論過度
的一個重要標誌之證。

三、隱逸詩人陶淵明—－ 繁華落盡見真淳
(一) 陶淵明生平
見於《晉書》、《宋書》、《南史》等隱逸傳及蕭統《陶淵明傳》，晉潯
陽柴桑人。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 365 年），卒於劉宋文帝元嘉四年
（西元 427 年），世稱靖節先生。陶淵明為晉大司馬陶侃之後裔，二十九歲
起，因親老家貧，出任江州祭酒及鎮軍參軍、 建威參軍等小官，終因志趣
19

張榮明《中國古代氣功與先秦哲學》頁 162. .198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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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而離職。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八月（41 歲），出任彭澤令，居官八十餘日，
因質性本好自然，遂解印綬官，歸隱田園，劉宋後，躬耕自給，終身不仕。
淵明雖無豐功偉業，但他是華人文學 史 上 有 數 的 大 文 學 家 ， 其 詩 歌 、 散
文、辭 賦，無 不 自 然 沖 澹，雅 趣 天 成，人品之高潔，更是世罕其匹。自唐
代以降，後世文人，皆推崇備至。

(二) 老莊對陶淵明的影響
陳寅恪在其〈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文中，分析陶淵明的「形影
神贈答釋詩」指出，其對道家「自然」之道有自己的見解，不同於魏晉清談
以來的舊自然說，無沉湎任誕之行及服食求長生之志，把個人委身於天地萬
物的大化流行之中。陳氏對此新自然說評價甚高，認為是淵明據以安身立命
的基礎，且是漢末以來二百年學術思想變遷的總結，對後世影響深遠。 20
陶淵明的〈飲酒〉詩(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 〈歸去來
辭〉：「雲無心以出岫」，都是「無我」、「忘我」的境界。淵明的田園詩，影
響了唐代的田園山水詩。顏世安指出淵明的田園詩和唐代山水詩的一個重要
特點，就是以類似宗教的虔敬寫出天地自然中的美，這種美絕不只是賞心悅
目的優美，而是有一種使人精神沉靜並隱然對「存在」生出感激之情的力量。
在這些詩歌中我們看到，回歸自然不只是一種逃避，同時也是一個精神創造
的天地，唯有精神創造，才能安頓人的心靈，此精神創造的源泉，正是來自
21
莊子。
老莊對淵明的影響，例如：
1. 老子小國寡民思想影響〈桃花源記〉
小國寡民 … …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
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80章)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落英繽紛。… …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桃花源記)
這是陶淵明把老子的小國寡民烏托邦的理想更具象化、精緻化的呈現。
2. 莊子無我境界對淵明的影響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淵明的〈飲酒〉詩(五)。
雲無心以出岫(〈歸去來辭〉
20
21

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頁 117･1992 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見顏世安《莊子評傳》頁 327･2011 年 4 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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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詩呈現出陶然「忘我」，渾然「無我」之境，心已融入自然，即莊子的道
在然之境。

(三) 陶淵明用生命詮釋道
陶淵明兼受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對生命生死問題，非常達觀。可從其
詩〈形影神〉三首、
〈挽歌〉
、
〈自祭文〉闚之。多數人都強烈地表現出 對生命依
戀及對死亡的恐懼，唯有淵明是少數能勘破生死大關的人。
〈形影神〉三首序：
「大
自然循環行健不息，只有人一去不復返，還是「得酒莫茍辭」（有酒就喝吧！）
及時行樂吧！第二首談長生、養生技窮，學仙困難，
「身歿名亦盡」
，功名利祿隨
著人亡而消失，唯有「立善有遺愛」，只有行善遺愛人間比較實際。第三首「三
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位」
，人不分貴賤賢愚，即使像
彭祖活到八百多歲，終究乃不免一死。「立善常所欣」即使立善是大家所喜好，
但是「誰當為汝譽」，誰能肯定後人會稱譽你呢？
很少有人在死前自寫挽歌及自祭文。淵明的〈挽歌〉三首是死亡的三部曲。
首篇述乍死而殮，次篇述奠而出殯，三篇述親友送而葬之。「有生必有死，早終
非命促」，早死也不是短命。「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生死無常。「得失不
復知，是非安能覺」
、
「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人死一了百了，是非、得失、
榮辱已無意義，「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還比不上多喝兩口酒來得實惠。這
如同莊子的生死觀是齊死生，是戲謔地面對生命在宇宙中的卑微。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如同莊子「外死生」達「攖寧」之
境。(莊子˙大宗師)
淵明在其〈責子〉詩中，怨述生養了一群低能兒，結語是「天命茍如此，且
進杯中物。」命運既然如此，還是喝酒比較實際，看似消極逃避，實是達觀通悟。
淵明也處於亂世也如同莊子游世思想，是在黑暗無理性的宇宙之中，不必再尋求
生存的可行之路，不如就以從生活方式到生命本身的自我放逐，來與不友好宇宙
來對抗，在徹底的遊戲姿態中找到精神解脫。
讀通了淵明的〈自祭文〉就能體悟佛陀求「生老病死」的解脫真諦，也融悟
了莊子「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莊子･養生主)的最高境界。佛陀、莊子、
淵明所「覺悟」的智慧，可謂「繁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絕句〉）。
他迴避充滿陰謀詭計的世俗社會，鄙薄榮華富貴，回歸自然純樸的生活，在
故鄉享受躬耕愉悅的快活，是高潔超俗的隱逸詩人；這都是從老莊學來的。

四、道教內丹修煉解－－南宋道士呂知常對《道德經．首章》的詮
釋

273

金清海

（一）南宋道士呂知常生平
呂知常，南宋道士，著有《道德經講義》十二卷，於淳熙十五年（1188）上
表進獻給宋孝宗。表末署職「左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
。 呂知
常《道德經講義》的顯著特點是，常常在疏釋一章大意後，以「譬之身焉」
、
「以
身言之」
、
「以身論之」
、
「譬諸己之攝生」
、
「擬於己也」等詞語，轉入對養生修煉
的論述。其養生修煉之學，以道教內丹術為主。注中時引《參同契》
、
《黃庭經》、
《西升經》
、
《真誥》
、
《陰符經》
、
《內觀經》
、
《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等道經以
申其說。此注在疏釋各章大意時，除明引嚴君平注及《關尹子》等書外，間或暗
引、雜揉北宋陳景元、蘇轍、宋徽宗等人的注釋。呂著系較早以內丹學詮釋《老
子》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宋元道教老學的宗趣轉變。22

（二）道士呂知常對《道德經．首章》最後兩句的詮釋
《道德經．首章》最後兩句「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宋人呂知常獨闢蹊徑，
運用道教理論來詮釋：
「玄」，天也。「玄之又玄」，則天中之天、郁羅蕭台、玉山上京，在
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之瓊房、津液之山源、百靈之命宅，自己長生
大君居之。人能以神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以
茲而出入，故曰：「眾妙之門」。23
此為從道教內丹修煉之術，通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達道胎仙自成，天門自開，
萬神以茲而出入。呂知常將道轉入對養生修煉的論述。其以養生修煉之學，對道
教內丹術之詮釋。

五、軍事解兵家－－王真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一）王真生平
王真，唐德宗時任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州刺史充咸勝軍使。24又據維
基文庫「真，德宗朝官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25其着作有《道德真經論兵要
義述》可知其為軍事兵家無疑。
22

見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7%9F%A5%E5%B8%B8
見張榮明《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祕主義研究》轉引危大有《道德真精集義》卷一，
引呂知常說。頁 8･2006 年 5 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4
同上註･頁 6
25
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Author:%E7%8E%8B%E7%9C%9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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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真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王真上〈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表〉:
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
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眾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
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
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
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嚐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 (道德
經論兵要義述表，本作品收錄於：《全唐文卷 0683》)26
王真認為《道德經》未嚐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王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道
可道章第一云 :
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
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
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
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睹，故曰常有欲以
觀其徼。觀猶示也，且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
，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為
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為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
。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
曰眾妙之門。27
王真認為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
眾妙之門。將《道德經》首章視為安萬國，正師旅之軍事之解。

六、政治解 －－ 朱元璋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28

（一）明太祖朱元璋生平

明太祖朱元璋（1328 年 11 月 19 日－1398 年 6 月 24 日）
，或稱洪武帝，明朝
開國皇帝，朱姓，原名朱重八，曾改名朱興宗，投軍被郭子興取名元璋，字國瑞，
生於濠州鍾離縣 。廟號「太祖」
，諡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
26
27
28

同上註。
同上註。
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5%83%E7%9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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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成功高皇帝」
，統稱「太祖高皇帝」
。在位三十一年，因年號洪武也俗稱洪武帝。
太祖之後的皇帝除明英宗（二度在位），皆實行一世一元制。
朱元璋出身貧農家庭，幼時貧窮，曾為地主放牛。後因災變，曾一度剃髮出
家，四出流浪，化緣為生，25 歲（1352 年）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
蒙元政權。先後擊敗了陳友諒、張士誠等其他諸侯軍閥，統一南方，後北伐滅元，
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皇朝政權，國號「大明」。 明太祖在位期間，為其家族能夠
長期統治平民用殘酷方法殺害了許多人，自著大誥三編宣揚部份經過。據臣下劉
辰所著國初事跡他又發明使用多種殘酷殺人方法。
明太祖下令農民歸耕，獎勵墾荒；大興移民屯田和軍屯，組織各地農民興修
水利，大力提倡種植桑、麻、棉等經濟作物和果木作物；下令解放奴婢；減免賦
稅。派人到全國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等等。經過洪武時期的努力，社會生產
逐漸恢復和發展，史稱「洪武之治」
。同時立《大明律》
，用嚴刑峻法管理百姓與
官僚，禁止百姓自由遷徙，嚴厲打擊官吏的貪污腐敗，設立錦衣衛等特務機構，
整肅顯貴的勢力及他認為對他的朝廷有威脅的人、並廢中書省，由皇帝直領各部，
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駕崩後傳位於嫡長孫朱允炆為明惠宗。
明太祖的生活儉樸、工作勤奮，在南京的皇宮內，沒有設立「御花園」，只
有「御菜園」
，其中種滿蔬菜，使得皇宮自給自足。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歲祿，
不授職任事。至明朝中後期，朱元璋子孫人口繁殖至近百萬人。洪武元年令：「凡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名，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
達上司，旌表門閭。又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
者，旌表門閭(貞節牌坊)，除免本家差役。」洪武二十六年令：「凡婦人因夫、
子得封者，不許再嫁。如不遵守，將所授誥赦追奪，斷罪離異。其有追奪為事官
誥赦，具本奏繳內府，會同吏科給事中、中書舍人，於勘合低簿內，附寫為事緣
由，眼同燒毀。」明朝婦女守寡盛行。又創立明朝入宮婦女生殉制度。

（二）朱元璋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29

明太祖朱元璋從政治學的角度對《道德經．首章》的詮釋 ：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
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
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
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29

見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卷上.頁 1。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A4%A7%E6%98%8E%E5%A4%AA%E7%A5%96%E9%AB%98%
E7%9A%87%E5%B8%9D%E5%BE%A1%E8%A8%BB%E9%81%93%E5%BE%B7%E7%9C%9F%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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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認為道猶路也。有心即可行。
2.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
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
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
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朱元璋主張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
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
明太祖朱元璋是以人君施政治國的觀點，用君人南面政治之術治國，詮釋道。
這是用於政治學的詮釋。

肆、結語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會形成菁英文化與常民文化的雙軌發展。菁
英文化是由知識份子發展出來的文化。常民文化是一般百姓大眾的文
化。由菁英文化領導常民文化，繼續創造歷史。華人世界的菁英文化，由知
識份子集體創造，奠基於先秦諸子，滲入魏晉玄佛，而成為儒、釋、道三家
融合的世界。華人世界的常民文化，受到菁英文化中心思想、受到漢代陰陽
五行思想、受到黃老思想、以及受到佛教思想等的影響，發展出也是儒、釋、
道不同層次的民俗信仰。這就是魯迅所說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二千多年來研究《老子》者，對首章的詮釋眾說紛紜，而對道的詮釋亦衍出
多元面向的哲學詮釋。本章僅從道家、道教內丹修煉、隱逸者、政治、養生、兵
家等哲學面向略作探討，實際上應還有更多，如以佛教解、理學解、房中術、陰
陽五行等觀點詮釋。讓吾人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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