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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乘飛鳧舄，尚識仙人面；  

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練。 1

 

 

    無論我們在面對任何具體事物時，首先在我們的印象中會留下痕跡的

通常是外表的部分，即使我們再怎麼否認外在的重要性，終究無法抹滅外

貌上的第一接觸往往有著最直接的震撼力。因而當我們談及仙人的形象

時，他們外在的形體面貌對我們的所要思考的「神仙形象」而言便佔有決

定性的影響，甚至在古人對於神仙的認知上，外在形貌往往是第一個判斷

的準則，因為從一個人的外在形貌便可充分地看出這人的年壽、貴賤與否，

如王符所說：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類，骨

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

行八卦之氣具焉。 2

 

也正因為人們認為一個人的面相可以反映出他的人生，因此仙人之所以為

仙人，必定在外貌上有其異於常人之處。  

 

    當我們談到神仙的形貌時，第一個在腦海中浮現的印象便是他們青春

不老的外表，然而仙人這種難老、不老的面貌實際上並非一開始就所固有

的。不可否認這種不老形貌的確是仙人最大的外在特徵，但是早期神仙之

所以被人們認為是神仙，主要是在他們異於常人的面貌，甚至這種特異的

程度是幾乎要達到「殊類」3的地步，也就是說這些神仙的外在形貌與「人」

                                                 
1  李白，《李白集校注》（台北：里仁書局，1981 年），卷 11，〈贈王漢陽〉，頁 741。  
2  漢‧王符、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論箋校正》（《新編諸子集成一》，北

京：中華書局，1985 年 1 版），第 6 卷，〈相列〉，頁 308。  
3  漢‧荀悅撰、明‧黃省增注，《申鑒》（台北：世界書局，1967 年 2 版），〈俗嫌第三〉，
頁 16：「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行。

參之於時。相成也。亦參相敗也。其數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或問神僊

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惡生也。終始運也。短長數也。運數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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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不同；然而這種奇形異貌的仙人外表到了漢代以後在文獻紀錄中變得

極為稀少，取而代之的是越來越美麗的仙人姿態。本章的目的便是希望透

過對神仙外表的觀察，瞭解古人對於神仙外在形貌的認知，究竟對於古人

而言神仙的外表特徵為何？而在漢代至唐代這一千多年的歷史中，人們對

於神仙外表特徵的認知有無改變？若有所改變，其改變的主軸或方向為

何？  

 

 

 

第一節  異：其狀如人的神仙形貌 
 

一、先秦以來怪異形貌的仙人  

 

目前記載秦漢以前各種上古神話、風土民情與人種物類最完整的地理

誌首推《山海經》一書 4，其中記載了相當多奇怪樣貌的人、神，或是半人

半獸樣態，例如「凡西次二山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

百四十里。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

操杖以行，是為飛獸之神」5；或是面臂異於常人，如「大荒之中，有山名

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

不死」6這等特殊的記載。其中關於神仙不死的主題有著許多相關的記載，

除了關於地理（記載崑崙、仙都所在）、物產（不死藥、仙藥存在的地點）

之外，我們所要關注的焦點而言，主要相關的有不死民、羽民等種族，以

                                                                                                                                            
力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異俗。就有僊人。亦殊類矣。」其作

者認為神仙之不可學，所有生死之數皆在天生命定，並非人力所能改變；世間倘若真有

仙人存在，仙人也必定與人殊途、異類。  
4  參見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收於《山海經校注》（台北：里仁書局，

1981 年 11 月），頁 497-516 中考訂《山海經》大抵上為楚人所作，其成書的時代除了〈海

內經〉四篇成書於漢代初期，其餘的都成於戰國時代，其中以〈大荒經〉以下五篇成書

最早，大約在戰國中期以前。李豐楙，〈山海經的編成與內容〉，《山海經》（台北：金楓

出版社），頁 1-9 中針對山海經的編成有一番論述，大抵而言，山海經是中國最古老的

人文地理誌，其原始應該是周代官方所收集地理檔案，大約到戰國晚期形成今本山海經

的雛形，經過漢人整理而成為重要的地理圖誌。因此，即便其成書時間相當晚，歷代編

次也多有更動，我們將之視為可見的最古老記載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5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年），頁 38。  
6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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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於西王母 7的幾條敘述。而關於仙人的這些敘述都有一個共通的特徵—

外表造型非常怪異，而他們的這種奇形異貌大體上又可以區分為兩大類：  

 

一是人形而異形的怪異外表。仙人最主要的特徵—不死，倘若我們以

此為一個標準來審視《山海經》中可能作為仙人的存在，有相當的記載可

以被我們討論，例如上面已經提及的「三面之人」，從文字上來看，「三面

之人不死」似乎意味著這種異於常人的三面一臂外表是不死的一個外在表

徵，也就是說這種擁有人形卻又異於常人的畸形外表，是古人心中認為那

些不死之人（或稱之為仙人）的外在形貌。此外，整部《山海經》中談到

不死最重要的是不死民的存在：  

不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不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8

 

從外在形體來看不死民，他們看來具有人的外形，其特殊之處似乎只在於

「其為人黑色」，這或許是膚色上的問題，但從文字上來看不死民，顯然他

們的外表比起三面之人是要「正常」多了。或者是被視為東方海上仙境的

「大人之國」、「大人之市」，從《楚辭》〈天問〉：「何所不死？長人何守？」

的記敘，而漢代王逸注解時則引《括地象》：「有不死之國，長人長狄。」

9來看，顯然這些大人也能不死，他們的形貌在有關文獻中並沒有被多加描

述，或許他們與尋常人的模樣沒什麼差別，只是體型上甚為巨大，然而對

於當時的古人而言，這種樣貌也是夠特殊了。 

 

一是獸形未脫的半人獸外表。這種包含人形與獸形的型態，究竟人的

部分多或是獸的成分多我們很難確定，事實上文字所描述的只是片段的印

象，以某幾個獸形的身體結構凸顯出他們的獸形特徵，以西王母為例來看，

《山海經》中關於西王母的記載共有三段，分別出自〈西山經〉、〈海內北

                                                 
7  西王母在《山海經》中的角色似乎是司天之厲及五殘的神祇，日後她卻逐漸地演變成
為金母崇拜，是為統領諸多女仙的長者，而在這種演變中道教化的過程是其主要的關

鍵，關於這部分初步可參見李豐楙，〈西王母五女傳說的形成及其演變—西王母研究之
一〉，《誤入與謫降：六朝隋唐道教文學論集》（台北：學生書局，1996 年 5 月初版）一
文。  
8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196。  
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北：大安出版社，1995 年 6 月 1 版），〈天問章句第三〉，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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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荒西經〉：  

又西三百五十里，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狀如人，

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10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

北。 11

西海之南，流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

之丘。有神——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

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

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12

 

從西王母的整體形象來看，「其狀如人」、「有人」可以看出她至少具有「人」

的形體或外表，細部的描述最明顯的只有「蓬髮戴勝」、「梯几而戴勝杖」

的一些外在裝飾；但是又保有獸的一些特徵：虎齒、豹尾，透過這兩個主

要特徵所勾勒出的是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的殘暴面，如此看來這種

獸形的外表事實上也只是象徵著西王母的某些本質或是職司罷了，事實上

與這種獸形厲殘形象在不同的時間中還並存了一些其他的形象，例如在《穆

天子傳》中西王母是西方昆侖山旁的國家或部落君王的稱呼，更進一步被

認為是一個地區的地名；在《莊子》中西王母則成為不朽的神祇，而這種

現象不僅僅是文化或文學上的變遷使然，更可能是來自不同文化與區域的

起源。 13事實上這三種形象如何在時間中被斷限，或者並存，或者有先後

出現，更細緻複雜的時間問題我們恐怕無法真正弄得清，但是就整體來說，

西王母的形象確實在時間中有所轉變：最早期的西王母的確是虎齒、豹尾

的獸形模樣，但到了戰國早期，或至少在整個後漢時期這種形象已經消失，

西王母成為《莊子》中「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的神仙，到魏

晉南北朝時期則明確地成為西方樂園中年輕、美麗而具備強大力量的女

王。14這種形象上的轉變似乎與其本質、職司的改變有相當密切的關係。15   

                                                 
10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50。  
11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306。  
12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407。  
13  相關討論請見R. Fracasso, “Holy Mother of Ancient China—A New Approach to the 
His-wang-mu西王母  Problem”, T’oung Pao 74(1988): 1-19. 
14  R. Fracasso, “Holy Mother of Ancient China—A New Approach to the His-wang-mu西王
母  Problem”, T’oung Pao 74(1988):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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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獸形的姿態，且對日後仙人外在形象的塑造有著莫大影響便是「羽

民」的存在：  

羽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羽。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

為人長頰。 16   

 

從描述上來看雖然寫到他們是人，但羽民活脫脫就是鳥模樣的一種人，戰

國時期的獵壺上也出現相對應的羽人圖，長頭、長頰有學者認為這是這是

從鳥頭變化出來，是從鳥頭化為人頭的中間過渡階段。 17然而有趣的是在

《山海經》的這段記載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支持羽民就是日後的仙

人，顯然在漢代以前他們並不絕對就是仙人，東漢王充就認為羽民是羽民，

不死民是不死民，身生毛羽與長生不死並無所關連：  

毛羽之民，不言不死；不死之民，不言毛羽。毛羽未可以效不死，

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18

 

晉朝張華《博物志》〈外國〉也云：  

羽民國民，有翼，飛不遠，多鸞鳥，民食其卵。去九疑四萬三千

里。 19

 

自漢代至魏晉這段期間，羽民究竟是仙人或是殊方之類仍有一定的爭議。

但是在與羽民相距不遠的紀錄中往往都伴隨著不死民、不死國的出現，加

上在〈遠遊〉中「仍羽人於丹丘」、「留不死之舊鄉」之文，因此有學者以

為「不死舊鄉」、「羽人丹丘」實際上是同一個地方，以此論證羽民國即不

                                                                                                                                            
15  筆者認為西王母形象的不同固然如Fracasso所言與不同文化、地區有關，但是當這些

不同的形象傳入中國而被試圖濃縮在「西王母」之上，而在歷史時間上產生所謂的「轉

變」時，已然在西王母的本質上做出了不同的區隔，從「司天之厲及五殘」到「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的神仙，西王母的本質、職司已經出現重大改變，因此在外

型上也就必須做出區隔，如此才能合理說明兩者之間的起與承。  
16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頁 187。 
17  孫作雲，〈說羽人—羽人圖羽人神話以及飛仙思想之圖騰主義的攷察〉，《瀋陽博物館
籌備委員會彙刊》，1 期，1947 年，頁 31。  
18  黃暉撰，《論衡校釋》（《新編諸子集成一》，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卷 2，〈無
形〉，頁 67。  
19  晉‧張華，《博物志》（《漢魏六朝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2 月 1 版），卷 2，〈外國〉，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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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國。 20此外，漢人以及晉人的注疏中這些羽人都被視為是仙人，乃因其

身覆毛羽、輕身飛翔的形象與漢朝人觀念中的仙人形象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從圖像資料上來看，目前最早關於羽人的造像是出土自江

西新干縣的商朝遺址，大量出土的青銅器、玉器中有一件玉羽人，形制為

高十點五釐米，色澤棗紅，頭頂有冠，鳥喙有鬚，體側有翼，背股有羽毛，

其頭後掏雕成三個鍊環，這羽人形象的塑造與後世羽人相當接近，顯然具

有一脈相成的關係。 21戰國晚期的獵壺上也出現鳥首鳥喙，兩翼飛舉，人

身人足之形，或是人首人身人足而胸附鳥翼，而這種一半為鳥，一半為人，

或者也可以說鳥成分多於人成分的鳥人圖，在後代隨著社會的變遷變成人

成分多於鳥成分的仙人圖， 22至漢代這種羽人形象更是廣泛地被使用於墓

葬，以及青銅雕塑的生活用具。 23長沙砂子塘出土的棺槨漆畫上也描述著

羽人乘豹出現以迎接墓主 24，馬王堆的帛畫中出現在墓主上方的羽人也是

來迎接乘龍舟昇仙的墓主（附圖一） 25，足見這種以羽人為神仙的想法，

不僅僅只限於文獻的紀錄上，而是實際人們信仰的一環。漢鏡的形制上也

可以發現羽人的蹤跡，流行於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的「禽獸帶鏡」，其形制

多區分為三圈同心環帶，內區主圈帶布以四至九乳，乳間配以四靈及羽人、

怪獸，有羽人戲龍、戲虎及仙人騎鹿等多種圖樣（附圖二）； 26仙人六博畫

像鏡，上有兩個捲髮有翼的仙人，相對而坐，中置一案，旁有六箸，一人

                                                 
20  孫作雲，〈說羽人—羽人圖羽人神話以及飛仙思想之圖騰主義的攷察〉，頁 46-47。  
21  李學勤，〈江西商代大墓的驚人發現〉，轉引自郭武，〈有關道教神仙思想的考古新發
現〉，《中國道教》1994 年 4 期，頁 41；另外，楊美莉，〈淺論江西新干出土的玉羽人〉，

《南方文物》，1 期，1997 年，頁 52-57，則是由工藝的角度，從石材、姿態、時代風格、

地方色彩等方面來分析這件玉羽人。  
22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台北：允晨出版社，1995 年 10 月 1 版），頁 200-201。關
於羽人的進一步討論可參見孫作雲，〈說羽人—羽人圖羽人神話以及飛仙思想之圖騰主
義的攷察〉，頁 29-75，其中有關獵壺上的圖像主要可參見頁 30-31 的兩張插圖，或參見

容庚，《寶蘊樓彝器圖錄》（台北：台聯國風出版社，1978），頁 171。  
23  梁英梅，〈漢代羽人形象試探〉，《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年增刊，

頁 13-15。  
24  參見曾布川寬，《崑崙山への昇仙—古代中國人が描いた死後の世界》（東京：中央公
論社，1981 年），頁 51 的圖版 7。  
25  曾布川寬，《崑崙山への昇仙—古代中國人が描いた死後の世界》，頁 91-93。圖版部
分請參見湖南省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關野雄等譯，《長沙馬王堆一號漢

墓》下冊（東京：平凡社，1976），圖版 74。  
26  張金儀，《漢鏡所反映的神話傳說與神仙思想》（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1 年 1
版），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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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骰狀（附圖三）。 27畫像鏡上飾有在西王母前表演蜻蜓倒豎的毛民羽

人，蜻蜓倒立正是漢代樂舞百戲之一，鏡上的景象正反映出漢代貴族觀賞

倡優伎樂的實況，也反映出漢代的人們對於神仙世界的想像其實是來自於

對上層社會歌舞昇平的日子。（附圖四）羽人燈方面，以羽人蓮花燈為例，

此燈以羽人捧盞狀做為主體，羽人形象為大耳、短髮、著羽等。 28或如羽

人座銅燈，在燈柄部分作羽人頂柱形，下端作兩面羽人形，羽人的跽座，

雙手據膝（附圖五）； 29由這些具體的實物來看，顯然羽人形象已普遍地滲

入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大耳、短髮、著羽跽座等形貌與姿態的描繪，在

日常用品中都相當常見。  

 

對於日後藝術影響的層面上，敦煌壁畫中所描繪的十四種樂伎 30，其

中伽陵鳥樂伎很可能便與羽人形象有關；早期斯坦因以為佛畫中有翼的神

像，其來源是印度、希臘，並且認為伽陵鳥是乾達婆的化身，然而伽陵鳥

在敦煌壁畫中出現較晚，且其造型是完全是中國化仙鶴形式，與希臘帶翼

天使的形象並不一致，這種伽陵鳥的形象應該是由羽人的形象延伸而來。

31

 

 

二、漢晉「生六翮於臂，長毛羽于腹」的仙人形象  

 

    秦漢帝國建立以前，羽人的形象便已經深植在人心中，究竟羽人本是

仙人或是異於人之類屬，答案已然不可考，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自戰國晚期

以來對於仙人形象的描繪，仙人體生毛羽是相當普遍的想法，從文獻記載、

考古資料的出土來看，這種形象的塑造並非某個階層所特有，而是一種普

遍根植於人心中的觀念，而且至漢代時顯然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器

                                                 
27  張金儀，《漢鏡所反映的神話傳說與神仙思想》，頁 55-57。  
28  梁英梅，〈漢代羽人形象試探〉，頁 13-14，梁英梅將漢代羽人以其載體呈現的方式分

為：鑄造類、畫像類、其他類，其中鑄造類最主要部分便是以青銅鑄造的羽人燈具、羽

人博山爐等實用器物。  
29  郭燦江，《燈具》（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31 版），頁 92-93。  
30  十四種樂伎之分請參見鄭汝中，《敦煌壁畫樂舞研究》（蘭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年 9 月 1 版），頁 23-32。  
31  鄭汝中，《敦煌壁畫樂舞研究》，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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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中。之所以產生這種身生毛羽的奇異樣貌應該是與古人對於飛翔的概

念有關，飛翔是仙人很重要的一個能力，也是古人所看重的，那麼仙人如

何能飛翔呢？一種素樸的聯結便呈現在我們面前了，身生毛羽的鳥類可以

自在地飛翔於天空，所謂「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那麼同樣翱翔自

在的仙人自然也是毛羽覆身。  

 

儒書有仲長統《昌言》云：「得道者生六翮於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

之蒼天，度無窮之世俗。」 32此外王充在《論衡》中質疑仙人毛羽之形，

他認為仙人身生毛羽而長生不死乃是虛妄，毛羽與壽命短長並無關連：  

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行於雲，則年增矣，千歲不死。

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類，非真正

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羽民，羽則翼矣。毛羽之民，土

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羽也。禹、益見西王母，不言有毛羽。

不死之民，亦在外國，不言有毛羽。毛羽之民，不言不死；不死

之民，不言毛羽。毛羽未可以效不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

壽乎？ 33

 

這兩位漢代儒者都不約而同地指出當時人們的觀念中普遍都認為仙人的外

在形貌是毛羽覆身、雙臂為翼，同時也反映出對於仙人毛羽覆身的兩種看

法，仲長統以為這種羽人姿態並非天生所致，是得道使然，而王充則以為

毛羽乃是原本的形體，是殊方之類，非仙人之屬。無論是肯定得道成仙乃

變異形貌，或是否定仙人毛羽覆身的外形，這似乎僅限於學者的討論範圍，

對於神仙的信仰似乎沒有什麼特別的影響。《列仙傳》中有數條仙人形體生

毛的資料可資例證：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數寸。兩目更

方。 34

毛女，⋯⋯形體生毛。 35

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 36

                                                 
32  仲長統，《昌言》，收於《論衡校釋》，卷 2，〈無形〉，頁 66。  
33  黃暉撰，《論衡校釋》，卷 2，〈無形〉，頁 66-67。  
34《列仙傳》，（《正統道藏》第 8 冊，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8 年版），卷上，頁 3a-b。 
35《列仙傳》，卷下，頁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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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得道之後所產生的身覆毛羽、兩臂化翼的仙人姿態，一種最終極的變化

便是化身為鳥：  

        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

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 37

丁令咸，本遼東人，學道于靈虛山。後化鶴歸遼，集城門華表柱。

時有少年，舉弓欲射之。鶴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

令咸，去家千年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不學仙冢壘壘。」

遂高上沖天。今遼東諸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不知名字耳。 38

 

    然而這種由普通人得道之後變化為身生毛羽，乃至於化身為鳥的仙人

形貌，對於許多人而言並非毫無疑慮，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種變化形貌

是否真的有益於長生？王充便以為變人之形而為禽獸，於壽命無益：  

冶者變更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年，欲比

於銅器，宜有若鑪炭之化乃易形，形易壽亦可增。人何由變易其

形，便如火爍銅器乎？禮曰：「水潦降，不獻魚鼈。」何則？雨水

暴下，蟲虵變化，化為魚鼈。離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不

敢獻。人願身之變，冀若蟲虵之化乎？夫蟲虵未化者，不若不化

者。蟲虵未化，人不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見食則壽命乃

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類，蝦蟇為鶉，雀為蜄蛤。人

願身之變，冀若鶉與蜄蛤魚鼈之類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

雖身之不化，壽命不得長，非所冀也。魯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

成虎；鯀殛羽山，化為黃能， 

                                                                                                                                           

願身變者，冀若牛哀之為虎，鯀之

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不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

之形，更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老翁變為嬰兒，其次，

白髮復黑，齒落復生，身氣丁彊，超乘不衰，乃可貴也。徒變其

形，壽命不延，其何益哉？ 39

 
36《列仙傳》，卷下，附於子主條之下。  
3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北：大安出版社，1995 年 6 月 1 版），〈天問章句第三〉，

頁 146。  
38  晉‧陶淵明，《搜神後記》（台北：木鐸出版社，1982 年初版），頁 1。  
39  黃暉撰，《論衡校釋》，卷 2，〈無形〉，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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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化身為鳥獸之後，是否還可以變化得回來？《抱

朴子》中引用彭祖之言說：  

        古之得仙者，或身生羽翼，變化飛行，失人之本，更受異形，有

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 40

 

倘若變化為羽翼之形，雖可飛行，但是卻已經失去人的形體，反而受限於

其他的鳥獸之形，如此便是「失其本真，更守異氣」。而這既是批評古代得

仙者，可以想見至少葛洪認為那些古代成仙之人他們變化為毛羽之形後，

是無法再度恢復成人身的，他們已然失卻作為人的本質，這種態度可能也

影響了日後對仙人形象的建構，至東晉以降關於神仙成仙之後變化形體、

舉體生毛的半獸狀態已然逐漸減少，而越來越著重於人類形體的塑造。  

 

人們不再認為得道者會身覆毛羽、兩臂化翼，這種羽人形象逐漸轉變

成為詩歌中詠頌的對象，例如：  

        安得金仙術。兩臆生羽翼。 41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兩仙僮。不飲亦不食。與我一丸

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羽翼。輕舉乘浮雲。倏忽

行萬億。流覽觀四海。茫茫非所識。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

老聃適西戎。于今竟不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識真

偽。愚夫好妄傳。追念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

我所觀。 42

 

其他有關身覆毛羽的記載，至南北朝之前便已經寥寥無幾了，而且此身覆

毛羽之人也顯然地與漢代被視為仙人的羽人不同，他們雖如同仙傳般被記

載形體生毛，但顯然地著錄者對於他們究竟是是否為仙人則是採取一個比

                                                 
40  晉‧葛洪撰、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3 月 2 版 5 刷），
卷 3，〈對俗〉，頁 46。 
41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北齊詩》（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卷 1，
〈邢邵‧詩〉，頁 2266。  
42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魏詩》，卷 4，〈魏文帝曹丕‧樂府‧折楊柳行〉，

頁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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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曖昧的態度，並不直接稱之為神仙，而只是將之當作一則奇異的故事記

載下來：  

漢末大亂，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不復飢。舉

體生毛，長尺許。離亂既平，魏武聞而收養，還食穀，齒落髮白。

43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精，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

餘，遍體皆毛，從山北來。精見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

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便去。精因採茗。須臾復來，

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精，甘美異常。精甚怪，負茗而歸。 44

 

無論是小黃門也好，秦精所遇的毛人也罷，他們都符合漢代對於仙人形象

的認知，然而在文字敘述上看來著錄者是採取保守、存異的態度，不直接

稱之為仙人，可能便是對於古代仙人形象的一種反動。  

 

神仙羽人形象產生一種素樸的變化，不再是直接舉體生毛，而是以羽

毛做為外衣，這種想法最早可能來自於漢武帝時欒大身披羽衣作法：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金不就，乃拜大為五利將軍。居月餘，得四

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陸，隄繇不息。朕臨天下二十有八年，

天若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龍』，『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

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樂通侯。」賜列侯甲第，僮千人。乘

轝斥車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衞長公主妻之，齎金萬斤，更

命其邑曰當利公主。天子親如五利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

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羽衣，夜立白茅上，五利將軍亦衣羽衣，

夜立白茅上受印，以示不臣也。 45

 

                                                 
43  劉宋‧劉靜叔，《異苑》（《漢魏六朝小說筆記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2 月 1 版），卷 8，〈漢末小黃門〉條，頁 673。  
44  晉‧陶淵明，《搜神後記》，頁 50。  
45  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引、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

三家注》（台北：鼎文書局，1975-1981），卷 28，〈封禪書第六〉頁 1390-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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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大之所以身披羽衣，乃是模仿仙人飛羽之狀，人無毛羽，遂以羽衣代之，

載入史冊以致其影響甚廣，許多關於神仙形貌的描述便不再強調毛羽之

姿，而是披羽衣，例如：  

陶侃字士行。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刺，字不可識。

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

來相看。」於是脫衣帢，服仙羽，升鵠而騰颺。 46

荀瓖字叔瑋，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卻粒。嘗東游，已上

四句類聚一引作寓居江陵憩江夏黃鶴樓上，望西南有物，飄然降

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鶴之賓也。鶴止戶側，仙者就席，羽衣

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鶴騰空，眇然煙滅。 47

 

這種將身覆毛羽轉化成為外在衣裳之後，其功用事實上似乎並無太大的差

異，主要仍是神仙用以飛翔工具，但是這樣從原本得道之後體生毛羽，到

衣服并皆毛羽的轉變，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自先秦以來的羽人神仙圖像在

魏晉時期已逐漸脫去其獸形的部分，神仙形貌越來顯現出人的模樣，體生

毛羽便已不再適合，因此遂將毛羽轉變成為仙人的衣裳，可衣可卸，而有

所謂羽衣的出現，對於日後仙人衣仙服的概念有一定的啟發。  

 

然而這種以羽為衣的狀況，在唐代還有一個有趣的記載，其中仍舊描

述仙人舉體生毛的異貌，然而卻認為體生毛羽這種狀態雖是迥異於人，使

人恐懼，但這種外型也不過是一種外衣，仙人可以穿脫自如：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老人，相契為友。多游嵩、華二

峰，採松脂、伏苓為業。兩人因攜釀醞，涉芙蓉峰，尋異境，憩

於大松林下，因傾壺飲，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

「莫非神仙乎？豈不能下降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

精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女子。聞君酒馨，頗思一醉，

但形體改易，毛髮怪異，恐子悸慄，未能便降。子且安心徐待，

                                                 
46  劉宋‧劉靜叔，《異苑》，卷 5，〈王子晉〉條，頁 640。  
47  任昉，《述異記》，輯於《古小說鉤沈》（《文史叢刊》，台北：盤庚出版社，19778
年 1 版），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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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當返穴易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 48

 

足見這種仙人舉體生毛的形象確實逐漸無法為人所接受，即便在此仍言仙

人形體改異，毛髮怪異的外貌，然而這種形貌卻是可以變換的，在想像中

就如同是一件外衣一般，可著可卸。自漢代以降，仙人獸形異貌的形象在

實際記錄上便越形減少，主要呈現在詩文當中而有「兩臆生羽翼」等文學

上的修辭，其主要的意義除了敘述飛翔的概念之外，更重要的是透過對飛

翔形象的描寫，用以描述仙人的遠離塵世與脫俗。即便在筆記小說中有相

關的故事，我們也可觀察到這種毛羽覆身的情況並不多，而是將神仙身上

的毛羽轉化成為以毛羽為仙服，而不再是一個從人的角度看來相當「異形」

的神仙。  

 

 

 

第二節  常中之異：異相與青春不老 
 

漢晉時仙人形象雖然還是呈現出獸形未脫的羽人姿態，但在整個外在

形象的發展上，神仙的形體確實是逐漸地脫離獸形，呈現出「人」的姿態，

然而人們對於神仙的外貌仍舊有著特殊的想像，其特殊之處在於人們對於

神仙的想像仍保有「異人」的觀念，以神仙之於凡人，必是有其異於人之

處，表現在神仙外在形貌上的主要有兩種呈現方式：異相、青春不老。  

 

一、「異之於人，謂有奇表異相」  

 

從人之外貌來見到人之吉凶禍福，這種「相人」之術在中國傳統具有

很長的歷史，秦漢之間的典籍已常見此名， 49一個人壽命短長與否也被認

為可以從外貌得知，王符便針對人相有一番見解：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類，骨

                                                 
48  唐‧裴鉶，《傳奇》，收於（《唐五代小說筆記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年 3 月 1 版），頁 1096-1097。  
49  關於相人術早期的發展歷史，可參見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台北：學生書局，

1990 年 2 月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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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

行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不壽」，火家性易滅也。易之

說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金伐木也。經

曰：「近取諸身，遠取諸物。」「聖人有見天下之至賾，而擬諸

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來，而著為憲則

也。 50

 

因此對於相人之術自有一套法則來蠡測，王符所謂：「人之相法，或在面部，

或在手足，或在行步，或在聲響」 51應該可以被視為漢代相法的總綱。 52

然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有許多關於古代聖人相貌的記載，基本上完全不符

合漢代的相法，有許多惡相反倒出現在古代聖人的形貌上，而有「聖人不

相」的問題。 53王充便列出這些不相的聖人：  

傳言黃帝龍顏，顓頊戴午(干)，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

禹耳三漏，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

口，孔子反羽。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

共聞，儒所共說，在經傳者，較著可信。 54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聖人形貌的來源是「儒所共說，在經傳者」，亦即這種

「不相」的概念應是來自於儒家學者，而非相人術的傳統，是戰國末年至

漢代的學者在描繪他們心目中完美的領導人物時所產生的問題。 55我們在

前文中曾討論過這段期間「學」，以及透過學可以「成聖」的概念，刺激了

「學仙」的發展，那麼是否這種儒家學者對於聖人「不相」之形象的描繪，

也影響了神仙形象的建構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除了上述那種舉體生毛的奇異外表，漢晉時期神仙在外在形貌上已逐

漸與人無異，然而神仙是神仙，凡人是凡人，在外在形貌上也勢必有所區

                                                 
50  漢‧王符，《潛夫論箋校正》，卷 6，〈相列〉，頁 308-309。 
51  漢‧王符，《潛夫論箋校正》，卷 6，〈相列〉，頁 310。  
52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頁 61。  
53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頁 77-93。  
54  黃暉撰，《論衡校釋》，卷 3，〈骨相〉，頁 108-112。  
55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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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而這種外在形貌上的差異已經不再是上述那種獸形未脫的毛羽模樣，

而是在根基在人形的基礎上來區別出神仙異於凡人的面貌。而這種著重神

仙異相的想法在漢代時顯然十分流行，桓譚便曾指出漢代時人們動輒以外

表的奇貌來判別神仙：  

余嘗與郎冷喜出，見一老翁糞上拾食，頭面垢醜，不可忍視。喜

曰：「安知此非神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 56   

 

而桓譚反對動輒以怪狀而說是神仙的這種看法 57，正好也反映出當時這種

認為神仙皆有奇表異相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當時社會中。而這種看法

一直到魏晉時期都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力，詩文中屢屢出現描述仙人的特

殊相貌，例如：  

        仙人騎白鹿，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來到主人

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彊。髮白復更黑，延年

壽命長。 58

故赤斧吕練丹頳髮，涓子吕木精久延，偓佺吕松實方目，赤松吕

水玉乘煙，務光吕蒲韮長耳，卭疏吕石髓駐年，方回吕雲母變化，

昌容吕蓬蔂易顏。 59

老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唯有黃髮老叟五

人，或成鴻鶴，或衣羽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

握青筠之杖。與老聃共談天地之數。及老聃退跡為柱下史，求天

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不爭至。五老，即五方之精也。 60

 

這種認為得道的神仙具備特殊樣貌的想法也同樣地影響到佛教，即便在佛

教傳統中，也認為得道者必然具有某種異於常人形貌：  

有廣州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旅黃鐘。天監之十四年十

                                                 
56  漢‧桓譚，《桓子新論》，(《全後漢文》，收於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

國六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年)，卷 15，〈辦惑第十三〉，頁 550b-551a。 
57  董俊彥，《桓譚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75 年 1 版），頁 78。  
58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漢詩》，卷 9，〈樂府古辭‧相和歌辭‧平調曲‧

長歌行〉，頁 262。- 
59《全三國文》(收於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卷 48，〈嵇康
二‧荅向子期難養生論〉，頁 1327-1。  
60  前秦‧王嘉，《拾遺記》（《漢魏六朝小說筆記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2 月 1 版），卷 3，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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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三日。采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類尋仙招隱。

登峯十所里。屑若有來。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

潔流。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不自覺。見澗之西隅。

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畱。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

年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長五六寸。髭半於鬚。耳過於眉。眉

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清。

毛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帔。下有赭布泥洹僧。手捉

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則奉持。望禮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

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若至。宜作三七日宿齋。若不曉齋法。

可問下林寺副公。 61

 

    根植於中國傳統，神仙具有奇表異相的觀念也一直存在於道教傳統

中，但是這個概念並非一成不變，從仙傳的記載來看，較早期《列仙傳》

中尚保有相當的資料可資證明神仙異相，例如： 

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62

陽都女者，市中酤酒家女。眉生而連，耳細而長，眾以為異，皆

言此天人也。 63

黃阮邱，⋯⋯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64

 

《神仙傳》中也保有兩條，分別是若士與老子外貌的描繪：  

燕人盧敖者，以秦時游乎北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

之山。而見若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元準，鳶肩而修頸，豐上

而殺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 65

老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

有三五種達理，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漏門，足蹈二

                                                 
61  《全梁文》（收於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卷 51，〈王僧孺
一‧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頁 3248-2。- 
62  《列仙傳》，卷上，頁 7b。  
63  《列仙傳》，卷下，附於犢子條之下。  
64  《列仙傳》，卷下，頁 13b。  
65  晉‧葛洪，《神仙傳》（《道藏精華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年 1 版），卷 1，
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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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把十文。 66

 

除此之外，一直到唐代諸部仙傳中所記載神仙異相越形減少，往往只有一

條，甚至沒有，分別存於《洞仙傳》、《神仙感遇記》中：  

劉（心+畫）者，不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 67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不知道。年數歲，眼

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 68

 

這種外在形貌的特殊，歸結起來主要是從五官、身體四肢的特異開展，其

分別具體地描述出這些神仙異於常人之處，這種特異的外型基本上與漢代

相法中的上相大異其趣 69，足見這種神仙奇表異貌的描述確實是受到儒家

「聖人不相」的影響。  

 

從整個資料上的呈現來看，自漢代到唐代，時代越晚，關於仙人形貌

上奇表異相的紀錄也就越少，但這並不代表日後的人們認為仙人形貌就無

特殊之處，反而對於仙人形貌的想像整個是朝另一方面的異相發展，也就

是青春不老的神仙形象；人生經歷生老病死本是自然，然而仙人駐顏不老

或返老還童對於尋常人而言都是不可思議的異事，自然也是一種異相，而

這便是其下我們所要關注的另一焦點。  

 

 

二、「正以不老、不死為貴耳」  

 

    學界目前普遍認為古人對於不死的希求是自戰國以後才逐漸發展出來

的，但是長生思想在中國則是淵遠流長，就目前的資料來看，至少周代便

                                                 
66  晉‧葛洪，《神仙傳》，卷 1，頁 2a。  
67  見素子，《洞仙傳》，收於嚴一萍編，《道教研究資料（第一輯）》（台北：藝文印書館，

1974 年 2 月初版），卷 1，頁 32。  
68  唐‧杜光庭，《神仙感遇記》，收於《雲笈七籤》（《正統道藏》第 38 冊，台北：新文

豐出版社，1988 年版），卷 112，頁 10b。  
69  有關於漢代的相法的基本概念，可參見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頁 51-108，總結
漢代相法中以臉方而豐腴、大口、高鼻、眼睛有神、手腳深細明直、身體長大，且身體

各部位皆均衡為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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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便已經開始祈求壽命的延長，而周人希求生命的延續主要是在宗廟中

向祖先禱請，祈求「眉壽」、「黃耇」，再綴以「萬年」、「無期」、「無疆」等

飾詞， 70例如《儀禮》〈少牢餽食禮〉便有言：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福無疆，于女孝孫。來女孝孫，使女受祿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年，勿替引之。 71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周人雖然希望壽命得以延長，但他們的觀念中這種延壽

很明顯地與後世人們所希望的不死有一段差距，這裡的延壽所希求的是壽

命的延長與保全，也就是在現實社會中盡量地延長自身壽命，以及終養天

年。  

 

    不過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周人所祈請的「眉壽」、「黃耇」，固然都是在

希求長生，更進一步來看，這兩者其實也是身體特徵，老人的身體特徵：  

        人年老者，必有豪毛秀出。 72

人生至老，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老則髮白，白久則

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老則膚黑，黑久則黯，若

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禮曰：「黃耇無疆。」髮膚變異，故人

老壽遲死，骨肉不可變更，壽極則死矣。 73

 

這種頌壽之詞，雖是「壽徵」，其實就是對老態的描述，當這種詞彙在使用

時我們很清楚可以知道周人還沒敢奢望長生不老、輕身童顏，不過這種情

況到了春秋時代便開始有所轉變，在現今保存的銅器銘文中已經出現少數

「難老」、「毋死」、「永保其身」的文句，這也顯示出到了春秋時代人們對

於生命的延長有了遠比「眉壽黃耇」更高的期待。 74從殳季良父壺的「靈

終難老」、歸父盤和叔夷鐘的「靈命難老」以及（素命）鎛的「壽老毋死」，

                                                 
70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念的轉變〉，《中研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66：2，1995 年 6 月，頁 385。  
71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注疏》（《十三經注疏》，台北：藝文印書館，1955
年初版），卷 48，〈少牢饋食禮第十六〉，頁 572。  
72  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台北：藝

文印書館，1955 年初版），卷 8，〈國風‧豳〉，頁 285。  
73  黃暉撰，《論衡校釋》，卷 2，〈無形〉，頁 66。  
74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念的轉變〉，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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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句基本上是有所區別的，既言「靈終」，應當還沒有不死的非份之想，

經過「靈命」的過渡，最後才完成「毋死」的概念。當然，就以上這些器

物的年代來考定，觀念的演變實在不可能如此井然有序，我們今日也只能

根據這有限的資料來推定個大概而已。大概在春秋早期產生了難老的欲

望，春秋中晚期則更進一步希冀「不死」。 75而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則可說

是古人對於不死渴望的一個具體開端：  

公曰：古而無死，其樂若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樂。也

君何得焉？ 76

 

然而這種不死思想中還必須注意到其中尚且包含了「難老」的問題。

從外在體態上來看，原本壽徵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一種對於老年人的描述，

既然企求生命的無限延伸，如果今天一個長生不死之人還維持著一個老年

體貌衰弱、纏綿病榻或眼昏耳聾、難以行步的狀態，這種長生不死實在是

與其「有生不如無生」。因而學者指出對於長生不死的追求是有極廣泛而深

厚的現實世界中的世俗欲望和享受為其背景的，而人們對長生不死的追求

則是希望能夠無限地滿足自身對於世俗欲望或是享樂的要求，在後世遂有

所謂地仙的出現。 77因此長生不死還是不夠的，至少還要「難老」或「不

老」才行，這種對於神仙不死乃至不老遂在後世成為仙人外在形貌上很重

要的一個特徵。  

 

    人們之所以追求長生不死是有著對世俗欲望、享樂的追求，而要享受

一切世間的樂趣，從現實世界的生活經驗來看，最好的方式便是擁有青春

年少的強健體魄，這種想法大概在春秋晚期便已然萌發，而具體關於神仙

青春不老外貌的描述則出現在戰國時期，最著名的便是《莊子》〈逍遙遊〉

與《列子》〈黃帝〉中便同樣記載了藐姑射山或稱列姑射山上的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神人居焉，肌膚若冰雪，淖約若處子，不食五穀，

                                                 
75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念的轉變〉，頁 434-435。  
7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台北：藝文印

書館，1955 年初版），卷 49，〈昭公‧傳二十年〉，頁 861。  
77  Yü, Ying-shih, “Life and Immortality in Ha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 pp. 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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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風飲露。乘雲氣，御飛龍，而遊乎四海之外。 78

列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神人焉，吸風飲露，不食五穀；心

如淵泉，形如處女。 79

 

這位仙人肌膚潔白細膩宛若冰雪，風姿卓約，更擁有如同待字閨中少女般

的美貌與青春容態。而這種不僅僅是長生不死，還能夠保有不老青春的外

表是叫人羨慕的，也才是真正值得人們去追求的：  

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更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

者，以老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復黑，齒落復生，身氣丁彊，

超乘不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不延，其何益哉？ 80

        夫神仙之法，所以與俗人不同者，正以不老、不死為貴耳。 81

 

而這種對青春不老的欣羨與追求在漢代的社會中相當的普遍，在漢代

最能夠吸引人們目光、影響群眾的方士、修道者往往就是那些年壽雖高卻

能夠擁有年輕面容，或是能夠提供達成這種效果的方術的人，例如為漢武

帝所尊信的李少君最初就是以「卻老方」等方術為武帝所接見，甚而時人

也多相信他是個「數百歲人」：  

        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匿其年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

能使物，卻老。其游以方　諸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不死，

更饋遺之，常餘金錢衣食。人皆以為不治生業而饒給，又不知其

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

侯飲，坐中有九十餘老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老人為兒

時從其大父，識其處，一坐盡驚。少君見上，上有故銅器，問少

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年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

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神，數百歲人也。 82

                                                 
78  周‧莊周撰、清‧王先謙撰、沈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台北：文津出版社，1988
年），卷 1，〈逍遙遊第一〉，頁 5。  
79  周‧列禦寇、楊伯峻撰，《列子集釋》（台北：華正書局，1987 年初版），卷 2，〈黃
帝篇〉，頁 44-45。  
80  黃暉撰，《論衡校釋》，卷 2，〈無形〉，頁 62。  
81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北京：中華書局，1960 年 1 版），卷 9，〈道意〉，頁 174。  
82  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引、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

三家注》，卷 28，〈封禪書第六〉，頁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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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更著名的例子出現在《神仙傳》中，淮南王劉安廣求天下道書與方術

之士，因而有八公前往拜訪劉安，與閽人有一段對話：  

        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吏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

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年長生不老之道，中欲得博物精

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力扛鼎暴虎橫行之壯士，今先生年

已耄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豈能究於三墳五典，八

索九丘，鉤深致遠，窮理盡性乎？！三者既乏，餘不敢通。八公

笑曰：「⋯⋯何以年老而逆見嫌耶！？王若必見年少，則謂之有

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索珠之謂也。薄吾老，

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年可十四五，角髻青絲，

色如桃花。門吏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不履，跣而迎登思

仙之臺。 83

 

這充分顯示出自漢代以降，包括好學仙道的淮南王劉安在內的一般人心目

中，既然神仙不老不死，那麼仙人或是確實有道的修仙者必然是容貌青春

或老有少容的；而反過來說，從這樣的觀念也必然會將容顏的青春與否歸

結為檢驗是否為真神仙或真有道者最簡單而直接的辦法。 84

 

事實上，在記載了仙人事蹟的諸部仙傳中，上自漢晉的《列仙傳》、《神

仙傳》，下至唐代的《神仙感遇記》、《鏞城集仙錄》等等，關於神仙青春不

老的外在形貌，主要的描述方式有兩類：一類是不老，顏貌不改、不衰的

仙人；另一類則是髮白再黑，齒落更生，還年益少，老而更壯，或顏如童

子等等。以數量上來說，第二類的仙人記載明顯地多於第一類，這種現象

或許可從仙傳作者本身的立場來談，這些傳記的作者試圖透過對神仙外向

形貌的描述，傳達神仙信仰的基本訊息—亦即長生方術可以使人駐顏不

衰，更重要的是即便人已然老去，透過神仙方術仍舊可以使人轉老還少，

                                                 
83  晉‧葛洪，《神仙傳》，卷 4，〈劉安〉，頁 14a-b。  
84  蕭璠，〈長生思想和與頭髮相關的養生方術〉，《中研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1998 年 12 月，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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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白再黑， 85而這種觀念宰制了日後中國對於神仙外在形象的描述與勾

勒。此外，談到神仙青春不老時，由於不老本身是一種顯現於外的樣貌，

是可以直接觀察的現象，因此在描述上往往強調外表的幾個特徵，分別是：

肌膚、頭髮、牙齒。之所以注重在這些人體表徵的描述，除了是可直觀的

現象之外，是否有其文化上的意涵？因為談論仙人的不老時，談論仙人青

春形象以「不老」、「不衰」、「少容」等等修辭來概括，其實也應該足夠塑

造出神仙不老形象，因此特別在傳記中強調肌膚、頭髮、牙齒等表徵，是

否我們可以將之設想為是一種對於外貌老化的焦慮心態之呈現？由於神仙

思想主要的部分正是「以不老、不死為貴」，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對於可

見形體老化的恐懼、焦慮，便需要透過描述神仙的肌膚、頭髮、牙齒等等

具體而易見的身體表徵來消弭，並且透過這些描述使得神仙形象更加具

體，也更吸引人。  

 

 

 

第三節  美：仙風道骨形象的塑造  

 

    自魏晉以降，神仙外在形象大體上以「青春不老」為主導，然這種仙

人保持「青春不老」的形象顯然還不夠，魏晉的人們還更一進勾勒出神仙

超凡脫俗的美貌，塑造出仙風道骨的神仙姿態。  

 

一、魏晉風流與神仙清美的姿態  

     

漢朝以察舉制舉薦人才，遂使鄉閭議論成為人才仕進的主要途徑，乃

致有「吹枯噓生」之事，對於人物的品評也由原本針對其行為是否符合孝、

廉等原則，逐漸對於人物的外表也抱持著相當重視的態度，這種對儀表的

重視與人們拜訪當時名士，希望可以獲得名士的讚許從而提昇自己的身價

有關，因為很顯然地名士們鑑人之術所根據的多是「一見」的印象，在這

種初次面會中予以認識，自然就不能不從一個人的儀表觀察起；而為了博

                                                 
85  蕭璠，〈長生思想和與頭髮相關的養生方術〉，頁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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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個好的印象，使人「一見即識」，也就不得不重視儀表了。 86

 

在劉邵作《人物志》從各方面來品評人物，其中首篇〈九徵〉便開宗

明義點出「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以外在的表徵推驗內藏的資質，這種看

法溯其本源實是與漢代認為人之命運皆顯露在骨相之上脫離不了關係，但

我們必須考慮到在政治上有人倫鑑識的理論，社會上有重視風姿神貌的事

實，時人都相信由外表形貌可以得知其神韻、神采，在魏晉此時則更進一

步強調的是外在形貌上的美麗與脫俗，因為一個人的形貌好壞往往牽涉到

其神采好壞，而這正是給人賞識的具體根據。 87則一般所謂魏、晉風流，

之所以形成流風則與魏晉士人的個體自覺有關 88，其實在漢末已開其端，

而齊、梁襲之而已。魏晉時期對於人物外在容貌、形神、姿態上的喜好與

推崇備至，甚至使得庾亮在動亂之中得以保全性命：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

祖顧命不見及，且蘇峻作亂，釁由諸庾，誅其兄弟，不足以謝天

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見陶，

庾猶豫未能往。溫曰：「傒狗我所悉，卿但見之，必無憂也！」庾

風姿神貌，陶一見便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89

 

陶侃是否究竟真因庾文康外表風姿神貌而不殺他，甚至不追究他致使朝廷

混亂，反而愛重頓至，這段記載一直是有所爭議的，然而我們如果除去其

真實性不談，單純地將之視為一個時代的風氣，起碼就劉義慶而言，這樣

的一件事並不足以為奇。  

 

    魏晉時所重視的風姿神貌為何？亦即所謂的「美」究竟該如何判別？

基本上學界有相當的討論 90，但從品評人物上來看，我們可以從時人相當

                                                 
86  王瑤，《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 年），頁 80-81。  
87  王瑤，《中古文人生活》，頁 83。  
88  余英時，〈魏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於氏著，《中國知識階層史論（古代篇）》

（台北：聯經出版社，1997 年 4 月 1 版 5 刷），頁 243-46。  
89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台北：華正

書局，1984 年），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頁 616-617。  
90  在中國美學的發展上，魏晉六朝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奠基時期，有關的著作可參考

袁濟喜，《六朝美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 8 月 2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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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究「清」的概念著手 91。魏晉士人往往以「清」來描述一個人的神態，

而具有高度抽象的特質，然主要的範疇仍舊在於一個人的儀容、舉止。從

儀容上來看，「清」主要的表現可以從肌膚的白晰細膩來看，雖然肌膚白細

不能以「清」概括，然而膚色槁黃、黧黑，或是形容憔悴則是與如何也與

「清」聯繫不起來，因此魏晉時人以肌膚白晰為上，而有「膚清」一詞，

最耳熟能詳的例子便是何晏：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

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92

 

用以形容一時人物也多以白細之物來比喻，特別是傳統用以象徵君子德行

的玉，在此主要是作為外貌上的比擬，例如：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93

裴令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亂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見

者曰：「見裴叔則如玉山上行，光映照人。」 94

 

舉止方面，魏晉士人強調的是種風姿颯爽的姿態：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見者嘆曰：「蕭蕭肅肅，爽朗清舉。」

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

巖巖若孤松之獨立；其醉也，傀俄若玉山之將崩。」 95

 

而這種流風所及，時人競相模仿，非但競相敷粉施朱，以為風尚，舉止之

間亦強調超然脫俗，當時貴族子弟雖多不學無術，多行此事：  

梁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車不落則著

                                                 
91  可參見陳昌寧，〈試論魏晉風流的“清＂〉，《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6 期，1996 年，

頁 93-97；靳清萬、趙國乾，〈“清＂與魏晉審美精神〉，《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5 卷 1 期，1997 年 3 月，頁 62-68。  
92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卷下之上，〈容

止第十四〉，頁 608。  
93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卷下之上，〈容

止第十四〉，頁 609。  
94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卷下之上，〈容

止第十四〉，頁 612。  
95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卷下之上，〈容

止第十四〉，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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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不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車，

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列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

望若神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 96

 

魏晉強調「清」的形象，主要是呈現出一種超凡脫俗的美感，亦即超

乎塵世的「清」，在魏晉以來人們的觀念中，本就視神仙為超凡之存在，兼

之老莊玄學盛行，姑射山上高潔脫俗的仙人便成為人們脫俗清新的最終想

像，因此時人往往描述這些具有清逸之美，最終總以「神仙」一詞形容，

而有所謂「神仙中人」、「望之以為神仙」美譽，例如：   

王右軍目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神仙中人！」

97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見王恭乘高輿，被鶴氅裘。于時微雪，

昶於 籬間窺之，歎曰：「此真神仙中人。」 98

 

這固然顯示出神仙思想在此時已然廣泛地流傳，另一方面也由於這種人物

清議多以神仙總稱之，顯示出在魏晉這段時間人們對於神仙形象的塑造在

外在容貌上有了更進一步的發展，不限於「青春不老」的容貌，更重要的

是神仙還呈現出一種脫俗高雅、甚至與世隔絕的美感。  

 

神仙外在形貌的描述，自魏晉以降除在青春不老之外，還更重視神仙

美麗的姿容，以史書中所記載的陶弘景為例：  

陶弘景字通明，丹陽秣陵人也。祖隆，王府參軍。父貞，孝昌令。

初，弘景母郝氏夢兩天人手執香鑪來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

建三年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異操，年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

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神仙傳，晝夜研尋，便有養生之志。

                                                 
96  北齊‧顏之推撰、王利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年 1 版），
〈勉學〉），頁 145。  
97  晉‧裴啟，《裴子語林》輯於《古小說鉤沈》（《文史叢刊》，台北：盤庚出版社，

19778 年 1 版），頁 39。  
98  南朝宋‧劉義慶、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席箋疏，《世說新語校箋》，卷上，〈企羨〉，

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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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不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

終身不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神儀明秀，朗目疎眉，細形長

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數十黑子作七星文。

99

 

陶弘景整體外表「神儀明秀」，足見他在舉止風姿之上顯然相當從容脫俗，

而有「明秀」形容，不過較特別的是他容貌雖是「朗目疎眉」，但卻仍然保

有特異之相，這種異相的描述如同我們在上一節所談論的，是用以強調神

仙與凡人的差異。而要看到這段時期人們對於神仙美貌的想像，范豺便是

個典型：  

范豺，⋯白晰而美髮，秀眉明目。容止都雅，不言先見，不說禨

祥。閒適無欲，終日默然。 100

 

從容貌上來說，范豺完全符合魏晉對人物「清美」的理想，不僅肌膚白晰，

眉目之間更是俊秀清明，舉止上也呈現出一種雅寂的美感，透過這種神仙

外在形貌上的描繪，勾勒出神仙超凡脫俗的形象，日後所謂「仙風道骨」

之詞，事實上便是來自於魏晉時期神仙美麗姿容、高逸風骨的塑造。  

 

 

二、衣冠法具呈現仙官威儀  

 

除了透過容貌、舉止的形容塑造出神仙超然形象之外，還透過服飾來

進一步呈現神仙的威儀。六朝士人崇尚老莊、自然，在此心理因素之下其

服飾穿著上多傾向於寬大、舒適， 101所謂「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流

相放，與台成俗」 102，其衣著寬大的程度乃至於「一袖之大，足斷為兩；

                                                 
99  唐‧李延壽，《新校本南史》（《中國學術類編》，台北：鼎文書局，1975-1981），列

傳，卷 76，〈列傳第六十六‧隱逸下‧陶弘景〉，頁 1897。  
100  陳‧馬樞，《道學傳》，收於（陳國符，《道藏源流考》，台北：古亭書屋，1975 年 1
版），卷 4，〈范豺〉，頁 459。  
101  傅江，〈從容出入，望若神仙—試論六朝士族的服飾文化〉，《東南文化》，1 期，1996
年，頁 121-25。  
102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中國學術類編》，台北：鼎文書局，1975-1981），
卷 27，〈五行志‧貌不恭‧服妖〉，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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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裙之長，可分為二」 103。這種現象的產生除卻心理因素使然外，還有兩

個現實因素是我們可以觀察的，首先是魏晉服食五石散風氣盛行，然而服

食之後身體發熱難耐，乃至於要以冷水澆身以解其熱，倘若此時尚穿著貼

身窄衣則恐怕會更加不適，因此在服飾上也就轉而穿著寬大的衣物，而這

便蔚為一種風尚，即便不服食，人也多寬衣緩帶。 104其次，則是經濟因素

使然，衣著寬大本身在製作上所需要使用的布料便多，倘若其寬大的程度

至於一裙之長足以作二裙，那麼所費的布料恐怕不少，而要能夠穿著這種

寬衣，在經濟上應該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足以負擔，因此我們可以設想透過

穿著寬大衣服與否，其實也可以表現出當時人們經濟地位如何，在人們競

相仿效的風尚之外，其實也應當含有虛榮炫耀的心態在內。透過穿著寬大

的衣物，可以呈現出一種飄逸美感，對於上述神仙清美絕俗的神仙形象  

 

    此外，在上清經派的傳統中，還更進一步透過對於神仙服飾的著重，

呈現神仙威嚴的形象。上清經派之所以注重神仙衣冠服飾的描述，主要可

以從通過儀禮理論來思考，亦即神仙唯有通過錫封儀式之後，方能穿戴符

合自己階次職位的法服，以作為眾多仙真形象的辨識，並且透過這種穿著

服飾上的轉變，確認轉化成為神仙的事實， 105例如周紫陽：  

受書爲紫陽眞人，佩黄旄之節，八威之策，帶流金之鈴，服自然

之衣，食玉醴之飴，飮金液之漿，治葛衍山金庭銅城，所謂紫陽

宮也。 106

 

同在《紫陽真人內傳》中，周紫陽入嵩高山洞室之中，參見中央黃老君，

中央黃老君的服飾則主要以「巾」來呈現：  

黄老君巾三華九陽之巾，手彈流徴雲珠素琴，被服金光，天姿嚴

峻，眼有電精，口含玉膏。君既至，頓頭再拜，乞長生度世，願

                                                 
103  梁‧沈約，《新校本宋書》（《中國學術類編》，台北：鼎文書局，1975-1981），列傳，

卷 82，〈周郎傳〉，頁 2092。  
104  見魯迅，〈魏晉風度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於氏著，《魯迅全集‧而已集》（台

北：谷風出版社，1989 年 12 月 1 版），頁 499-527。  
105  謝聰輝，《修真與降真—六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博士論文，1999 年 5 月，頁 162-64。  
106  晉‧華僑，《紫陽真人內傳》，（《正統道藏》第 9 冊，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8 年

版），頁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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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佐仙宮。 107

 

在此黃老君「巾三華九陽之巾」是一有趣的現象，巾在漢代以前本為庶民

所帶，一般高位的貴族、士人是不戴巾，然而自東漢末年至魏晉時期，風

氣上產生很大的變化，「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 108，士人們

透過著巾這種特異的行為體現一種放達的風度，並且表明不仕、歸隱的態

度，然而流風所及遂形成一種風尚，許多士人紛紛卓巾，甚至許多巾子便

是因名士而得名，例如諸葛巾、林宗巾等等。 109這種流行於士人之間的巾

子也被用以塑造神仙形象之上，唯在形容之上飾以「三華九陽」，藉以顯示

出黃老君作為神仙之超然不凡。  

 

    在《真誥》中雖然有相當多關於神仙降真的記載，然而特別在外在形

象上來鋪陳的，往往是關於女性仙人美好樣貌的描述，例如隨著紫微王夫

人降臨的九華安妃，鉅細靡遺地描繪出這位身上的服飾式樣，以及身上的

配飾，更重要的是對於她髮式的描述；  

興寧三年，歲在乙丑，六月二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見降，又與

一神女俱來，神女著雲錦襡上丹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綠繡帶，

帶係十餘小鈴，鈴青色黃色更相參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

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朗室內，如白中映視雲母形也。雲

髮鬃鬢，整頓絕倫，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著金環，

白珠約臂。視之年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兩侍女，其一侍女著朱

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

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見刻檢上字云：玉清神虎內真

紫元丹章。其一侍女著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

牙箱形也。二侍女年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神女及侍者顏容

瑩朗，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 110

 

                                                 
107  晉‧華僑，《紫陽真人內傳》，頁 8a-b。  
108  梁‧沈約，《新校本宋書》，志，卷 18，〈禮五〉，頁 520。  
109  傅江，〈從容出入，望若神仙—試論六朝士族的服飾文化〉，頁 121-25。  
110  梁‧陶宏景編，《真誥》，（《正統道藏》第 35 冊，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8 年版），

卷 1，〈運象篇第一〉，頁 11b-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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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卻對於九華安妃容止、衣飾的雕琢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關於她隨身兩

位侍女的敘述，兩位分別穿著朱衣、青衣的侍女，手中各自持捧錦囊、玉

箱，在其形容上亦相當整齊，這類的敘述其實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魏晉時

期貴族女子的生活、舉止之反映，除九華安妃之外，女性神仙幾乎都呈現

出類似的形象，以東宮靈照夫人為例來看：   

        北元中玄道君李慶賔之女，太保玉郎李靈飛之小妹，受書為東宮

靈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館中。夫人著紫錦衣，帶神虎符，

握流金鈴，有兩侍女，侍女年可二十許，夫人年可十三四許。聞

呼一侍女名隱暉，侍女皆青綾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

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夫人帶青玉色綬，

如世人帶章囊狀，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 111

 

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上清經派發展的早期，雖然對於神仙法服有所描

繪，但尚未產生嚴格對冠服規定，而是一較為單純的描述，甚至在諸多關

於神仙服飾的描繪上，主要都是以當時貴族風尚投射作為神仙外在形象。  

 

成書於北周《無上秘要》卷十七、卷十八中特列有〈眾聖冠服品〉，其

中所引的道經大多為洞真部的上清經典，因此這種對於詳細仙真冠服外在

形象的描寫，確實是上清經派的一大特色。 112〈眾聖冠服品〉對於神仙冠

服、法具等等外在形象有著相當多的描寫，並且此中對於諸位仙真所冠、

所服、所帶，隨其地位不同、稱號不同而有不同，相當強調品秩與服飾的

相符，但整體歸納來看，在男性神仙形象方面可以分為三大類：第一類是

冠；第二類是服，而有披帔、穿袍（衣）、著裘、衣裙、巾巾、帶授等等；

第三類則是配戴的飾品，而有繫鈴、帶囊、帶劍、執節、執經、佩符（執

符）、佩玉、配章、配璽、配策等等繁複的飾品。這些冠服飾品隨著所描述

對象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搭配，例如同樣是我們在上面已然提及的中央黃老

君，〈眾聖冠服品〉中，他的裝扮顯然比起《紫陽真人內傳》中記載的要來

得更複雜：  

中央黃老君，佩龍玄之文，神虎之符，帶流金之鈴，執紫毛之節，

                                                 
111  梁‧陶宏景編，《真誥》，收於《正統道藏》第 35 冊，卷 3，〈運象篇第三〉，頁 1a-1b。 
112  謝聰輝，《修真與降真—六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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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金精巾，或服華晨冠。 113

 

而女性仙人的服飾部分，基本上與上述男性仙真的服飾並無太多差別，多

加了「帢」、「衣掛」等服飾，或許由於是女仙的衣著，因此還特別強調衣

裙的花樣，如衣有「帢襡」、裙有「飛裙」、「飛錦裙」等，並且加強對髮型

的描述，凸顯出女性特殊的形象，茲舉白素元君為例：  

        白素元君即太素元君之少女，白元君之母。頭建太真晨嬰之冠，

三角結，餘髮散之垂腰，上著白錦光明帢襡，下著飛霜綠錦飛裙，

佩六山火玉之珮，鳳文之綬腰，帶日延耀暉之劍。 114

 

這種對於神仙衣冠法具等外在形象的強調，最主要的概念是透過不同的等

差冠服帶授來分別仙階次第。  

 

 

 

小結 
 

從外在形象來看，整體來說仙人在外表上的變化，與他們的「人化」

有關。先秦以來的神仙形象仍舊是古代神話傳說中獸形未脫的怪異外表，

特別是羽人形象在中國傳統的神仙形象建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直至魏

晉時期仍舊視身生羽翼為神仙的一種表徵、嚮往。然而自漢代以降，神仙

的外表逐漸地脫去獸形，呈現出一個「人」的形體，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

是漢代儒者對於聖人形象的建構，由於儒者認為「聖人不相」，以為聖人必

有異於人的形貌，這也大大地影響了神仙形象的建構，神形象雖整體呈現

出「人」的姿態，然而卻在五官、身體比例等等凸顯神仙與凡人的不同，

甚至這種異於常人的外在特徵，往往是古人用以區別為仙人的指標。另一

方面，所謂的「異相」還有另一種含意，亦即青春不老，由於人生而長，

長而盛，盛極而衰，人都是會衰老的，因此無論是駐顏不老，或是轉老為

                                                 
113  《無上秘要》（收於《正統道藏》第 42 冊，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8 年版），卷

17，〈眾聖冠服品上〉，頁 1b。  
114  《無上秘要》，卷 17，〈眾聖冠服品上〉，頁 3b-4a。  

 



86 第三章  異至美：神仙外在形象的轉變 

少，基本上也都是迥異於常人的一種「異相」。  

    而受到魏晉時期人物品藻的影響，時人對於神仙外在形象的描述

也轉而更加重視其容止，容貌上講究白晰細膩，舉止上著重超然脫俗，主

要的發展主軸是在「清」之上，並透過對於「清」的講究達到神仙外在形

象上的美麗姿態。同時在這種著重神仙容止清美的基礎之上，更透過對神

仙衣冠配具的規定，試圖更進一步強調出神仙的威儀。觀察先秦以來神仙

形象的發展，大體上是呈現出由異至常的發展，蛻去獸形之後的神仙形象，

仍舊有著某些表徵來區別出神仙的身份，更進而透過美麗姿態的強調、衣

冠法服的授與，塑造出神仙美麗而威嚴的形象，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

雖然神仙形象的發展的呈現，我們可以粗略地概括為由異至常，由常至美，

足以見到人們對於神仙形象塑造的轉變，然而其背後的心態卻不見得有所

不同。由於人的觀察往往從外開始，事實上當人們描繪出這些或異、或常、

或常中有異、或清美、或威嚴的神仙形象之時，雖然呈現出越來越「人化」

的傾向，然而其主要的想法仍舊是透過這些文字的描述來區別出神仙與凡

人的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