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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魏華存教法的三個來源 

 
 
 
 

對於句容許家、或是受真仙委託以「通傳旨意」於許謐的華僑來說，如何清楚掌握

來降真仙的來歷、傳承系譜，甚至修行方法，成為能否順利入道與行道的重要關鍵，「內

傳」在這個關鍵點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透過茅山當地傳說、茅

君誥語，乃至受獲傳記而漸漸深入茅君教法的許謐身上。如同上述兩個案例所昭示的那

樣，「內傳」成為受學者了解其師承的來歷、系譜、教法，乃至 終得道境界與歸宿的

重要教材。那麼，當華僑漏泄冥旨而遭到撤換，由楊羲入替為接真人選之後，以「紫虛

元君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華存（252-334）1為代表的另一組真靈便肩負起傳經的重任。

面對這樣的變革，如何讓許謐重新認識新降真靈，進而接受、信仰其教法成為首要工作，

而擔負這樣工作的《南嶽夫人內傳》（以下依《真誥》多數用例略稱為《魏傳》）的傳授

便顯得至為重要。 

 

一、《南嶽夫人內傳》的成書與傳授 

帶領眾真降授楊、許，從而興起崇奉、修習《上清經》風潮的魏華存，被後世喻為

「上清第一代太師」2或「上清運動的教長」3，然而我們對於她的理解卻僅限於《真誥》

中的降誥資料，以及唐人傳抄的傳記資料，後世仙傳、類書、方志、文集雖多所述及，

但實多出於上述兩個來源，如此資料來源過於集中化的情形致使魏華存的真實性受到質

疑，或有以為東晉上清中人所虛設之人物。然而，一九九八年於南京北郊象山出土的一

方東晉墓志，證實了魏華存夫家南陽劉氏的真實性，及其與琅琊王氏的姻親關係。4學

者更以此墓志所述內容與魏華存傳記進行比對，推斷魏氏確有其人，且傳中所述在世生

活也多屬實。5這樣的研究確實讓我們更為貼近作為歷史人物的魏華存，也能肯定傳記

中留存了部分史實。 
儘管傳記中的真實性有其重要意義，但對於宗教內部教材性質的「內傳」來說，其

                                                      
1 關於魏華存的生卒年，賀碧來推測為公元二五一至三三五年。但據《魏傳》言「凡住世八十三

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334）歲在甲午」解化，則其生卒年應為二五二至三三四年。其他學者

亦均作此。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tome 2, p. 399. 
2 《茅山志》（10:4b）。 
3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99. 
4 一九九八年在南京北郊象山發掘到的東晉王氏（王彬）家族墓葬群中，編號第九的王建之、劉

媚子合葬墓中有三方墓志，其中之一的〈王建之妻劉媚子墓志〉提到：「夫人（劉媚子），修武令

乂（劉乂）之孫、光祿勛東昌男璞（劉璞）之長女」，與《魏傳》所述魏華存之夫、子基本資料

相符。詳見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 8 號、9 號、10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 7 期。

墓志文字轉引自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66。 
5 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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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立傳、流傳的目的恐怕才是更需要留意的部分。關於這一點，目前我們所能獲得

的訊息有《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一所引《真誥》佚文：「以興寧中降楊君，又授許掾

上經，自此後數數來降也。王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于世也。」6這段佚文明確交待

《魏傳》的撰作是由魏華存之師清虛真人王褒授命，由魏氏同門范邈執筆，其目的在於

令魏氏事蹟彰顯於世。如此清楚表明了《魏傳》的撰作動機與作者。只是《太平御覽》

所錄此文未見今本《真誥》，而且又是附錄於《魏傳》引文之後，使其真實性受到懷疑。
7然而，顏真卿（709-785）〈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中亦曾提

及：「（夫人）師於小有清虛真人王裒，裒命中候上仙范邈為立傳」8，同樣表明了范邈

為立傳者以及王清虛的授命，只是未言顯世的立傳動機。顏氏此言代表了唐人已有如此

看法，而且根據顏氏作此碑銘曾經參考陶弘景《真誥》的情形來看的話，9此語應是前

有所承。如此或可加強上引佚文的可信度。 
除了《真誥》佚文與唐人〈碑銘〉所保留的看法之外，如須更確切地了解《魏傳》

的撰作與傳授情形，恐怕還是得根據與《魏傳》同期的降誥資料。目前所見陶弘景整理

的諸真降誥並未提及《魏傳》及其傳授，《真誥》中的《魏傳》資料都是出自陶弘景的

註解，如此的情形只能肯定陶弘景見過《魏傳》，卻對於楊羲、許謐是否得到《魏傳》，

以及何以得到、如何得到、何時得到等問題沒有直接的幫助。然而，陶弘景取其所見的

《魏傳》以之與諸真誥語進行對比，以求了解、映證誥語內容的作法，卻對我們進一步

了解楊許時期《魏傳》的傳授與內容有所助益。 
興寧三年（365）七月十五日茅中君（茅固）授書回應許謐欲知華陽洞天宮府的期

盼，鼓勵其「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真誥》

12:5a-b）陶弘景推測此處茅固所言「善建重離之明」，「似指《魏傳‧青錄》文」（12:5b）。

後來陶弘景撰作〈真誥敘錄〉時，為了推測《上清經》開始傳授的時間，亦曾引錄《魏

傳》（此處引作《南嶽夫人傳》）所載《青錄》中的文字：「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

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19:2b），用以證明南

嶽夫人魏華存降授楊君諸經的時間乃在晉哀帝興寧二年（364）的正月。10 
《青錄》本為預言性質的作品，其中所述未必實行，然而此處所言的傳經預告，卻

因為後來的一封許謐答書而得到證實。許謐的答書寫於興寧三年，其中提到：「南真（魏

華存）哀矜，去春（去年春天）使經師（楊羲）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

                                                      
6 《太平御覽》卷六六一此段前引《真誥》，但其中雜引了裴玄仁與魏華存的傳記， 
7 謝聰輝曾以此敘述口吻近於陶弘景，推測其為陶氏案語，而此案語與《魏傳》內容都被抄錄《真

誥》之中，因而論斷《魏傳》曾經陶氏的整理。謝氏所謂陶氏案語的推測或有可能，然若要因此

論斷陶氏曾經整理《魏傳》則又太過。自顏真卿以來，唐宋文人傳抄《魏傳》時即多參考《真誥》，

並以之補充《魏傳》內容，恐怕不能只因《太平御覽》的例子便做如此推斷。詳見謝聰輝，〈修

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頁 90。 
8 〔清〕董誥等奉敕編，《欽定全唐文》（台北市：大通書局，1979 年），卷三四○，頁 17a。 
9 其銘文中有：「（夫人）自後屢降茅山……事具陶宏景《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同前註，

頁 20a-b。 
10 陶弘景：「謹推按晉曆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陶註：）曆忌可祀先農。

］四日甲寅羽水。［（陶註：）正月中炁。羽即雨也。］起者，興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

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楊君諸經也。」（《真誥》1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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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以漸修行，不敢怠懈」（2:22a5-7）。這說明了許謐在興寧二年春天確實透過楊

羲受傳了魏華存的經書，而這恰好是《青錄》所載的傳經時間，如此或可證明《魏傳‧

青籙》的預言已被依循執行。順著這樣的觀點，可以進一步推測作為興寧二年傳經依據

的《魏傳‧青錄》在當時已經成書。11這個問題在後文中會有進一步的討論，現在先回

過頭來看陶弘景對於「善建重離之明」的理解。陶氏之所以認為茅固此言似指《青錄》

之事，應該是推測茅固鼓勵許謐依照魏夫人所傳真經好好修用，則可期待那個即將來臨

的運會。12 
除了上面關於《青錄》的引述，陶弘景還在其他三處地方提到《魏傳》。第一處是

在「范中候」誥語之後，註明此即「撰《南真傳》」的范邈（7:10b）；同樣在《真靈位

業圖》（CT167）第二右位「北牖弟子中候仙人」條下，陶氏註明：「姓范，諱邈，字度

世，曾名永，漢桓帝侍郎，撰《魏夫人傳》」（5b）。可以確知陶氏以范邈為《魏傳》作

者，這樣的看法與前引「王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于世」的部分內容一致，只是

不知陶氏這樣的看法出自何處？歷來學界亦對《魏傳》作者多所討論，或有同意原傳所

述，13或有以楊羲或許翽托名范邈所作的不同看法。14其中托名范邈所作的討論未能考

慮上清經派賴以成立的靈降傳授模式，令人感到遺憾。與其武斷判定《魏傳》為楊羲或

許翽依託之作，或許更應該依照《周傳》所謂「周自作傳」的說法，包容地接受真授的

經典出世模式。 
陶氏提及《魏傳》的第二處註文在〈稽神樞第四〉所收二許抄錄經文的部分，其中

一段提及「莊子師長桑公子」，陶弘景註言：「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

（14:14b）。陶氏此說未見於今本《魏傳》，但在其所增補的《葛仙翁肘後備急方》（CT1306）

卷一「救卒中惡死方第一」中曾經提到：「按此前救卒死四方，并後尸蹷事，並是《魏

大夫傳》（應作《魏夫人傳》）中正一真人所說扁鵲受長桑公子法。尋此《傳》出世在葛

後二十許年，無容知見，當是斯法久已在世故」（1:3a-b）。如此則收錄於《葛仙翁肘後

備急方》中的救卒死四方以及尸蹷事，亦應為《魏傳》的部分內容。王家葵即引此推論

陶弘景認為《魏傳》是成書於葛洪（283-343）死後二十許年的「興寧初年」（363-）。15

                                                      
11 王家葵認為〈青錄文〉中已經暗示了「興寧」年號，可知其成書在興寧初年（263）。武麗霞、

羅寧也認為《魏傳》出世或撰作的時間應該與〈青籙文〉所記「經乃始傳」的時間點一致，推測

大約在興寧二年至三年間，並揣模「楊羲在自己造作的《內傳》（即《魏傳》）中提到魏華存降授

之事，也是為了向別人証明他所得到的上清經典是真實可信的。」詳見王家葵，《陶弘景叢考》

（濟南：齋魯書社，2003 年），頁 161。武麗霞、羅寧，〈《南岳夫人內傳》考〉，《宗教學研究》

2004 年第 1 期，頁 142。 
12 九華真妃明白地指出聖君將臨的時間為歲次壬辰的太元十七年（392），亦即此時宇宙將由六

天之治「反正三天」之時，而許謐將成為聖君之卿。（《真誥》2:7b） 
13 陳國符和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直接引用陶弘景的看法。陳國符，《道

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1989 年三刷），頁 13；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99.  
14 謝聰輝從范邈為西晉時人，不當晚於東晉初年存世的時限，判定《魏傳》不可能為范邈所作，

並推論應是楊羲依託范邈所作；武麗霞、羅寧、周治均同意謝氏的看法；王家葵則以陶弘景所言

「掾（許翽）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解讀所謂的「掾抄魏傳」，實為「掾作

魏傳，不過托名范邈而已」。詳見；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84-85；武麗霞、羅寧，〈《南岳夫人內傳》考〉，頁 142；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世界宗

教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67。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頁 161。 
15 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頁 161-162。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頁 67。楊立華則同意《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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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的證據確實對於了解陶弘景所認定的《魏傳》成書時間有很大的幫助，給了一個較

小跨距的時間範圍。而且陶弘景的看法有其權威性。只是陶氏所謂的「二十許年」的說

法過於籠統，未必便是王氏所謂的「興寧初年」，即便到了泰和元年的公元三六六年，

距離三四三年也只有二十三年，同樣符合陶氏所言的「二十許年」。 
第三處則是陶弘景所整理的〈真經始末〉，其中提及「掾（許翽）抄《魏傳》中《黃

庭經》，并復〈真授〉數紙」的流向：「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

同學章靈民處」（《真誥》20:4a）。如果相信陶弘景所見的《黃庭經》確為許翽抄自《魏

傳》者，則自傳經之始的興寧二年（364）至許翽去世的太和五年（370）16間，二許已

經受授《魏傳》。另外，許謐在世時修用《黃庭經》的記錄（《真誥》18:4a-b），也可以

進一步推斷二許已經受授《魏傳》。 
除了上述陶弘景註語中所提及的資料外，許翽在泰和元年（366）八月三十日夜裡

的夢境記錄也是了解《魏傳》傳授的重要資料：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神母（魏華存）17書，或

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為秩，秩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楊羲）18亦在間，

又為玉斧（許翽）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

布亦不正似布。謹記。（18:14a） 

許翽在夢中得到的書帙共有四小卷書，並且得到訊息說是魏華存之書或《傳》；當時楊

羲也在夢境之中，並為許翽將此《傳》文之上篇抄寫於寢戶外壁的白色方形生絹之上。

楊羲當時所寫傳文或如夢境所記為「似符，或如獸像」的天文，但可以合理推想，此天

文應在不久之後即如其他經傳轉譯的方式，重新以隸字改寫授予二許。19這裡的《傳》

似乎是指魏華存的傳記，也就是《魏傳》，若此，則夢境中的情形可能便是《魏傳》的

傳授過程，即是許翽在《青錄》所記甲子傳經之後的兩年，也就是泰和元年的八月三十

日，才透過楊羲書寫傳文的方式受傳《魏傳》，而這也可能是《魏傳》的首次傳授。 
重新考慮上述所有資料，即便《青錄》預告傳經之事得到執行，說明了《魏傳》在

當時可能已經成書，卻無從得知二許是否也已受傳。唯一能夠證明二許已經得到《魏傳》

的證據是二人自傳中抄出《黃庭經》並修用該經的記錄，可惜的是這些記錄並未紀年，
20我們只能肯定他們在生前確實受傳此《傳》，卻無法為受《傳》之事明確繫年。至於陶

弘景所言《魏傳》「出世在葛後二十許年」的說法，也可能指的是泰和元年許翽自「戶

外壁辟方素」上所得的《魏傳》，畢竟泰和元年距離葛洪卒年也只有二十三年而已，仍

                                                                                                                                                        
傳》為范邈所作的說法，根據一段沒有考証過的葛洪《神仙傳》的佚文「中候上仙范邈，字度世，

舊名冰，服虹景丹得道，撰《魏夫人傳》」，便斷定《魏傳》的成書早於葛洪卒年晉哀帝興寧元年

（363）以前。楊立華，〈《黃庭內景經》重考〉，《匿名的拼接──內丹觀念下道教長生技術的開

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73。 
16 《真誥》18:3b, 20:10a。 
17 《真誥》18:3b。 
18 陶弘景註：「先生即楊君也。」（《真誥》18:14a） 
19 關於道教經典的轉譯問題，詳見謝世維，〈聖典與傳譯──道教經典中的「翻譯」〉，《中國文

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頁 185-233。 
20 雖然許謐修用《黃庭經》的記錄載有九月十七日至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期記載，卻無紀年

可供參考。（《真誥》18: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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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陶氏的「二十許年」。如此一來，只能根據《青錄》中的資訊與許翽的夢境記錄，

如下地理解《魏傳》的成書與傳授過程：《魏傳》成書於興寧二年左右，其中資料已為

諸真降誥所採用，21然正式授予許翽，則是在泰和元年的夢境之中，透過楊羲的轉寫完

成的。 
從上述資料可也了解，不論傳授與否，《魏傳》都在二許的修道生活上，乃至上清

經派的形成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上清真經的始傳是根據《魏傳‧青錄》中的預言指

示；二許所傳抄與修用的《黃庭經》出自《魏傳》，而他們之所以看重《黃庭經》也應

是受到《魏傳》的啟發，或者說是希望追隨「玄師」的步伐；即便魏華存在興寧三年（365）

七月二日，敕使施用拜靜之事（9:12b-13b），教導楊許入室朝靜之法，也應是以《魏傳》

所錄天師入靜法為教材。凡此，在在說明了《魏傳》在上清教法中的重要地位。然而，

目前所見的數則與《魏傳》有關的誥語或註語所能給予的訊息仍然有限，要了解《魏傳》

的教導，仍然需要仰賴對於《魏傳》內容的確實掌握。 

 

二、兩種《南嶽夫人內傳》 

遺憾的是，傳為范邈所作的六朝本《魏傳》已經亡佚，目前只能根據現存的許多節

錄傳記的文字復原其內容。這樣的工作，過去陳國符、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李豐

楙、謝聰輝、王家葵均曾多所著力，22其成果對於我們的研究課題有著莫大的助益。惟

因未能詳細比對所有版本，而使他們的成效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在前人基礎之上，

將繼續復原《魏傳》，甚至希望能對《魏傳》的發展情形有所說明。 
現知的《魏傳》版本計有二十七種，本章〈附錄一：《魏傳》的版本與說明〉中即

列出此二十七種版本並附上簡略的說明。其中作為所有版本之源頭的即是第一種傳為范

邈所作、泰和元年所傳的《魏傳》祖本，《真誥》陶弘景註語多稱此為《魏傳》，但也有

稱作《南真傳》、《魏夫人傳》、《南嶽夫人傳》者，這或許是因為東晉、南朝時期的《魏

傳》未有確稱。如許謐稱其所見《茅傳》也只言「傳記」（《真誥》11:17b1, 11:19a1），

陶弘景則稱《茅傳》（9:18b, 13:11a, 14:17a）、《三茅傳》（11:4b）或《茅三君傳》（8:2a, 
11:1a）；楊羲寫給許謐的信中稱《紫陽真人內傳》為《紫陽傳》（14:14a3-4），陶弘景卻

稱為《周紫陽傳》（20:14a）。楊羲的稱法當然也有可能是傳名的省稱，但更大的可能是

當時的傳記並無確切傳名，所以才出現如此多種異稱。然而，根據目前所見傳名如《紫

陽真人內傳》、《南嶽夫人傳》，或如陶弘景稱清靈真人裴玄仁的傳記為《清靈傳》（2:18b）

的情形，可以推想後來正式的稱法應是根據傳主位業，即如後來《隋書‧經籍志》史部

雜傳類或《舊唐書‧經籍志》史錄雜傳類所著錄的《南嶽夫人內傳》或《紫虛元君南岳

                                                      
21 如後所論，興寧三年（365）七月二日，魏華存敕使施用拜靜之事（9:12b-13b），即與《魏傳》

有關。 
22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31-32。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 tome 2, pp. 400-401. 李豐楙，〈孟郊〈列仙文〉與道教降

真詩──兼論任半塘的「戲文」說〉，《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文集》（臺北市：臺灣

學生書局，1997 年），頁 189-214。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台

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頁 95-110。王家葵，《陶弘景叢考》（山東：

齊魯書社出版社，2003 年），頁 12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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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內傳》，都是以魏華存封爵或封地為稱。同時，我們也可以因為這些正史的著錄情

形，推測到了隋唐時期，范邈的《魏傳》已有較為固定的傳名《南嶽夫人內傳》，尤其

到了唐代出現了另一種《魏傳》，即《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項宗所撰《紫虛元君

魏夫人內傳》。23項宗此傳之所以特標《魏夫人內傳》，或許便是為了區別原有的《南嶽

夫人內傳》。 
范邈的《南嶽夫人內傳》與項宗的《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以下簡稱《魏夫人內

傳》見附錄一第 6 條，以下僅引條數）均已亡佚，同樣亡佚的還有唐五代杜光庭《墉城

集仙錄》中所引用的版本（第 14 條）。除此之外，在其他的二十四種版本中篇章結構保

存 為完整的本子則屬顏真卿（709-785）的〈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

仙壇碑銘〉（第 12 條，以下簡稱為〈魏夫人碑銘〉）。24〈魏夫人碑銘〉是顏真卿於唐代

宗大歷三年（768）擔任撫州刺史時，為紀念魏夫人得道之所的仙壇觀增修觀宇所作的

碑銘，故於文章後段大篇幅地介紹撫州臨川郡（江西省臨川）臨汝水西魏夫人仙壇自長

壽二年（693）由女道士黃令微（華姑）尋獲之後，至大歷三年七十餘年間如何受到歷

位唐皇支持的發展歷史。25文章的前段，顏氏節略地引錄范邈的《南嶽夫人內傳》

（17a1-20a9），26並於傳末，根據陶弘景《真誥》補述魏華存降楊傳法之事（20a9-b3）。

根據與宋人所抄《魏傳》版本的比對（詳後），可知〈魏夫人碑銘〉所錄《魏傳》雖然

只是節本，但仍然保留了相當完整的結構。 
在〈魏夫人碑銘〉中，顏真卿還記載了開元九年（721）華姑黃令微仙逝與忌辰時

所發生的異象，以及玄宗因為這些異象而詔令將黃令微的事跡編入仙傳：「元（玄）宗

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21b）。玄宗「聞而駭之」的對象是

黃令微的神跡，所以玄宗詔令蔡偉編入《後仙傳》的女仙也應是黃令微。然而，顯然後

人誤會了顏真卿的這句話，以為蔡偉曾將魏華存編入《後仙傳》，故有一蔡偉所作的〈魏

夫人傳〉的本子。現存於《藏外道書》第十八冊中的唐蔡偉〈魏夫人傳〉即是這樣誤解

的結果。如果仔細地閱讀其內容，便可發現蔡偉的〈魏夫人傳〉中提到顏真卿所講的這

件事：「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過八十……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

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茸，立碑以紀其事焉。」27此傳作者顯然看過顏真卿的〈魏夫人碑銘〉

並引錄其內容，所以不可能是蔡偉的作品。如後所論，此傳的內容與《太平廣記》卷五

十八〈魏夫人〉完全一致，應是誤解顏氏之語者抄錄《廣記》內容，托為蔡偉之作。 
〈魏夫人碑銘〉之後，宋人所傳抄的《魏傳》現存三種較為完整的本子，分別是：

《太平廣記》卷五十八〈魏夫人〉（第 16 條，以後簡稱《廣記》本）、《太平御覽》卷六

七八引《南岳魏夫人內傳》（第 18 條，以後簡稱《御覽》本），以及《雲笈七籤》卷四

                                                      
23 《新唐書‧藝文志》子錄道家類神仙所著錄，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3。 
24 吉川忠夫曾對此碑銘有通俗性的介紹，見氏著，〈南真仙昇──魏夫人仙壇碑〉，《書と道教の

周邊》（東京：平凡社，1987 年），頁 107-124。 
25 顏真卿所所撰〈撫州臨州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亦曾敘及此事。見〔清〕董誥等奉敕編，《欽

定全唐文》，卷三四○，頁 1a-3b。吉川忠夫，〈女仙傳統──華姑仙壇碑〉，《書と道教の周邊》，

頁 125-142。 
26 顏真卿於〈魏夫人碑銘〉中自言：「（夫人）師於小有清虛真人王裒，裒命中候上仙范邈為立

傳，其略云：……」（17a），故知其所引為范邈之《南嶽夫人內傳》，且為略引。 
27 《藏外道書》，第 18 冊，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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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經述〉所引錄的內容（第 19 條，以後簡稱〈上清經述〉本）。其中，《廣記》本

的文字近於〈魏夫人碑銘〉，且更詳盡，應是在共同文本來源的情形下各自有所節略的

結果；相較於此，《御覽》本與〈上清經述〉本則來自另一種《魏傳》的繁簡不同的抄

略本。（詳細比對情形，請見〈附錄二：兩種《魏傳》的比較〉）如此便出現《廣記》本

與〈魏夫人碑銘〉為代表的一種《魏傳》以及《太平御覽》與〈上清經述〉為代表的另

一種《魏傳》。為了更詳細且確實地了解這兩種《魏傳》的差異，我們根據每個段落所

敘述的主題，區劃出二十五個段落，並以這些段落為基本單位，進行兩種《魏傳》的差

異比對（這部份也請參見〈附錄二：兩種《魏傳》的比較〉）。其中明顯性的差異共有以

下十五項： 

A. 第 3 項「婚姻家庭」，《廣記》本提到「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御覽》本

未曾提及二子及其名諱。 
B. 第 4 項「四真來降」，《御覽》本有「入室百日」，並明確提及四真來降的時間

為「季冬之月夜半」，並言及「四真人」；《廣記》本則非「入室百日」，而是「離

隔宇室，齋於別寢，將逾三月（或言「清修百日」）」，且未提及四真來降時間。 
C. 《御覽》本有第 5 項「夫人拜乞」，《廣記》本則無。 
D. 《御覽》本有第 7 項「夫人自陳」，《廣記》本則無。 

E. 第 10 項「授《黃庭內景經》」，《御覽》本兼及《黃庭內景經》異名，《廣記》

本則無。 
F. 《御覽》本有第 11 項「告誡修行次第」，《廣記》本則無。 
G. 《廣記》本有第 15 項「日夕來降」，《御覽》本則無。 
H. 《廣記》本有第 16 項「攜子渡江」，《御覽》本則無。 
I. 第 17 項「夫人解化」所授之藥，〈魏夫人碑銘〉本與《廣記》本均作「遷神白

騎神散」；《御覽》本則作「隱遷白醫川神散」。 
J. 《廣記》本有第 18 項「清齋讀經」，《御覽》本則無。 

K. 《廣記》本有第 19 項「天師傳訣」，《御覽》本則無，〈上清經述〉則略有論及。 
L. 第 21 項「諸君授錫」，《廣記》本只言「各令使者致命」；《御覽》本則詳列諸

君授錫物。 
M. 第 23 項「諸真歌宴」，《廣記》本有三元夫人馮雙禮珠，及其彈雲璈而答王母

之歌；《御覽》本則無三元夫人及答歌，卻多列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赤

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三位仙真與宴。 
N. 第 24 項「來迎赴任」，《廣記》本提及赴任時，「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御

覽》本則無。 
O. 《廣記》本有第 25 項「授甘草穀仙方」，《御覽》本則無。 
王家葵也曾發現《廣記》本與《御覽》本之間有所差異，並進行簡略地比對，得到

的五項比對結果：其中的第一項即上述第 A 項與第 H 項；第二項即第 E、F 項，兼及第

B 項內容，唯王氏對《廣記》本來降真靈諱號斷句有誤，而以為是七真來降；第三項即

第 L 項；第四項即第 K 項；第五項則提及《廣記》於傳末補錄《真誥》內容。28根據這

                                                      
28 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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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比對結果，王氏做出如下的推論：「《御覽》與《廣記》所載《魏夫人傳》實非同一

文本」。這樣的推論很具啟發性，可惜的是王氏沒有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只是輕

率地以此兩種文本附會范邈、項宗兩種《魏傳》，認為「《御覽》引文疑即范《傳》的節

略本，而《廣記》所錄，則主要出自項《傳》」29。如此出現兩種《魏傳》的情形，的確

容易令人聯想起歷來著錄的范邈、項宗兩種《魏傳》。30就如陳國符也曾經以《顧氏文房

小說》所收〈南岳魏夫人傳〉提及女道士王靈徽事，以為晚出之本，故而推測為項宗所

撰者。31不論是王氏或陳氏的推論，都因為沒有堅實的證據証明其論點，而使其論斷顯

得輕率。如果要判定目前所見兩種《魏傳》與范、項二人作品的關係，實在有必要找到

更有力的證據才行，而上列的十五項差異將是幫助我們判斷的重要依據。 
目前所見的廿四種版本中， 為接近《魏傳》祖本者即屬《無上秘要》卷二十所引

南齊顧歡《道迹經》。其中描述命侍女陳曲成之鈞，王母擊節而歌一段，〈魏夫人碑銘〉

本的結構與文字與之或有出入，但仍可看出其據同一文本來源的節略、改寫：  

 
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

極元君（《無上秘要》下缺） 

 
後，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

禮珠、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

蓋公子等，爾乃靈酣終日，講寂研无。上

真徊景，羽蓋參差。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

金石揚響，眾聲紛亂，鳳吹迴風，鸞吟琳

振，九雲合節，八音零粲。於是白王母徘

徊起立，折腰俯唱，錦袂攝霄，雲裙乘空，

流鈴煥射，衽帶琳琅，左佩龍書，右帶虎

章，澄形容放，窈窕四暢，徐乃擊節而歌

曰：……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紫陽彈雲璈而

答歌曰：……。（《無上秘要》20:13a-b）

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

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

齋戒三日。 
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

禮珠、眾諸真仙並降夫人於小有清虛上宮

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為賓主焉。神肴

羅陳，金觴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

九雲合節，八音零粲，於是西王母擊節而

歌：……歌畢，馮雙禮珠彈雲敖而答

歌：……。（〈魏夫人碑銘〉，《全唐文》

340:19b-20a） 

 
而《廣記》本則是較〈魏夫人碑銘〉更為簡略的本子。（詳見附錄二第 22、23 項）相較

於此，雖然《御覽》本部分文字亦與《道迹經》所引相同，但簡省更多，甚至改動了來

降仙真，尤其是刪去了三元夫人馮雙禮珠，而使王母歌畢再無三元夫人答歌一節（亦見

兩種《魏傳》比較之第 M 項）： 

                                                      
29 同前註，頁 159-160。 
30 除了這兩種《魏傳》外，陳國符曾據《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有《上清紫虛元君南嶽夫人

內傳》三卷有符，而《顧氏文房小說》所收僅一卷無符，故而推論此為第三種《魏傳》，只是已

經亡佚。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3-14。王家葵則以此三卷有符本《魏傳》不見於唐宋史

志，推測為宋、元間人所作，應非《廣記》或《御覽》所引用者。詳見王家葵，《陶弘景叢考》，

頁 160，註 1 。 
31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3-14。謝聰輝則基本上同意陳氏的判斷。見氏著，〈修真與降真

──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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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還王屋山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月。九微元君、龜山王母、

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並降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

中，各命侍女金石發響，於是西母徘徊起立，折腰俯唱曰：……。歌畢，須臾司

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神靈迎官並至，西母等與夫人同去，詣天台霍山臺。（《太平

御覽》678:8a） 

從這個案例的比較可以清楚看出：相較於《御覽》本與〈上清經述〉本，〈魏夫人碑銘〉

與《廣記》本更為接近六朝古本《魏傳》，如果同時考慮《道迹經》成書的時代還未有

項宗《魏夫人內傳》的話，則知其能依據的只有范邈一本，如此則可進一步推論〈魏夫

人碑銘〉與《廣記》本較為接近范邈祖本。而另一種已經改動的本子，其來源或許便是

項宗本。 
《道迹經》之後，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下所錄《魏傳》訣五事也是較早的、來自

范邈祖本的引錄資料（附錄一第 3 項），其中所錄五訣更是研究魏華存教法的重要資料，

只是此五訣除了《要修科儀戒律鈔》（附錄一第 10 項）外，不見於其他版本，因此未能

提供我們判斷其他版本之歸屬。同樣在唐代以前成書的《無上秘要》，除了卷二十引《道

迹經》外，同時也在卷六十六引《南嶽夫人傳》，只是此處所引青童君誥語同樣未見於

其他版本。（附錄一第 4 項） 
唐五代所傳《魏傳》版本則有十項。除了前述顏真卿〈魏夫人碑銘〉、朱法滿《要

修科儀戒律鈔》確定來自范邈傳本，蔡偉〈魏夫人傳〉因是後人抄自《廣記》的偽託之

作，也可歸入此類。此外，《諸真歌頌》所錄因包含〈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與《道迹

經》、〈魏夫人碑銘〉一致，亦可歸入范邈傳本；改寫四首諸真歌頌的孟郊〈列仙文〉，

則因只錄出方諸青童君、清虛真人、金母、安度明等四位仙真所唱仙歌，而無法判定其

歸屬。32王懸河《三洞珠囊》卷三所引《南嶽夫人傳》詳列「甘草丸方」（3:28a8-29a8，

見附錄一第 7 項），王松年《仙苑編珠》所引用的版本也提及此方（附錄一第 15 項），

故知其近於《廣記》本（以及兩種《魏傳》差異比較之第 O 項）。 
然而，同樣是王懸河的《三洞珠囊》，卷八引《南嶽夫人內傳》所論「夫人之質」

卻只見於〈上清經述〉的本子，而且同樣是王懸河所作的《上清道類事相》，其引兩段

《南嶽夫人內傳》中的文字也都見於〈上清經述〉與《御覽》本（見附錄一第 8 項），

如此似乎顯示王氏當時所據的本子與〈上清經述〉和《太平御覽》所參用的本子有一定

的淵源。另外，路敬淳〈大唐懷州河內縣木澗魏夫人祠碑銘並序〉所引用的「本傳」，

其敘述「四真人」來降的時間，也如〈上清經述〉一樣是為「季冬之月夜半」（《全唐文》

259:15a，另見附錄一第 9 項），因而可以依照第 B 項的差異來判定其近於〈上清經述〉

本或《御覽》本。33因此，唐代所見的十種《魏傳》版本，出現了三種與〈上清經述〉

或《御覽》本相近的本子，而這些作品不是類書便是碑銘，明顯引自另一個更早的來源。

由於這個來源與確定來自范邈祖本的《廣記》本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它所根據的便是異

                                                      
32 李豐楙，〈孟郊〈列仙文〉與道教降真詩──兼論任半塘的「戲文」說〉，頁 196-205。 
33 謝聰輝無法分辨兩種《魏傳》版本的差異，而徑將此本歸為「六朝古本」。詳見氏著，〈修真

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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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范邈本的另一種《魏傳》，很可能就是已經亡佚的項宗《魏夫人內傳》。34如此的話，

則項宗此《傳》的成書，至少是在王懸河（683 在世）之前。 
宋代的部分，除了先前已經討論過的《廣記》本、《御覽》本與〈上清經述〉本外，

陳葆光《三洞群仙錄》所引「本傳」出現「季冬夜半」的真降時間（附錄一第 20 項），

則知近於《御覽》或〈上清經述〉。而《上清道寶經》所引《紫虛元君內傳》則因卷一

所引景林真人誥語亦見於〈上清經述〉，卷四所引傳文亦有「季冬之月夜半」的真降時

間，且所授藥劑作「隱遷白醫神散」（附錄一第 21 項），亦近於《御覽》本（見兩種《魏

傳》差異比較的第 I 項）。 
元明時期流傳的《魏傳》的版本情形相對單純許多，六個版本中只有趙道一《歷世

真仙體道鑑後集》所錄提及「季冬夜半」與「四真人」（3:7a）等詞，而知其近於〈上清

經述〉，35其餘的五個版本都是出自《廣記》本這一系統的。其中劉大彬《茅山志》本近

於《廣記》本，但有所改寫（附錄一第 23 項）；張宇初《峴泉集》本則是據《茅山志》

改寫的（附錄一第 24 項）；36王世貞輯的《有象列仙全傳》亦近於《廣記》本（附錄一

第 26 項）；顧元慶的《陽山顧氏文房》本與楊爾曾的《新鐫仙媛紀事》本，則完全抄自

《廣記》本。37 
以上根據現存四個較完整的早期版本的比對，得出兩種具有顯著差異的《魏傳》，

分別為：《廣記》本（〈魏夫人碑銘〉本）與《御覽》本（〈上清經述〉本），並以此兩種

《魏傳》間所存在的差異點，逐一與其他版本比對，得出如下兩大系統的版本分佈： 

 
《廣記》本（〈魏夫人碑銘〉本） 《御覽》本（〈上清經述〉本） 

1. ［東晉］范邈《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內傳》  

2. ［齊］《道迹經》引  

3. ［梁］《登真隱訣》引《魏傳》訣  

4. ［北周］《無上秘要》引《南嶽夫人傳》  

5. ［唐］《諸真歌頌》  

 6. ［唐］項宗《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 

7. ［唐］《三洞珠囊》卷三引《南嶽夫人傳》 7. ［唐］《三洞珠囊》卷八引《南嶽夫人內傳》

 8. ［唐］《上清道類事相》引《南嶽魏夫人內傳》

 9. ［唐］〈懷州河內縣木澗魏夫人祠碑銘〉 

10. ［唐］《要修科儀戒律鈔》引  

11. ［唐］蔡偉〈魏夫人傳〉  

12. ［唐］顏真卿〈魏夫人仙壇碑銘〉  

                                                      
34 謝聰輝受到陳國符以《顧氏文房小說》本（即《廣記》本）為項宗本這樣說法的影響，而誤

判〈上清經述〉的本子即六朝本《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內傳》。詳見氏著，〈修真與降真──六朝道

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01。 
35 謝聰輝以《通鑑後集》卷三〈南嶽魏夫人〉乃本顏真卿〈魏夫人碑銘〉，但不知所據為何？見

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97。 
36 同前註，頁 98。 
37 謝聰輝已指出《顧氏文房》所收與《廣記》本全同。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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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唐］孟郊〈列仙文〉  

14. ［五代］《墉城集仙錄》引  

15. ［五代宋初］《仙苑編珠》引《魏夫人傳》  

16. ［宋］《太平廣記》引「本傳」  

 17. ［宋］《太平御覽》引《真誥》 

 18. ［宋］《太平御覽》引《南岳魏夫人內傳》

 19. ［宋］《雲笈七籤》引 

 20. ［宋］《三洞群仙錄》引「本傳」 

 21. ［宋］《上清道寶經》引《紫虛元君內傳》

 22. ［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引 

23. ［元］《茅山志》引  

24. ［明］《峴泉集》引《紫虛元君傳》  

25. ［明］《顧氏山房》引《南岳魏夫人傳》  

26. ［明］《有象列仙全傳》引  

27. ［明］《仙媛紀事》引  

 
從這樣的版本分布情形，可以發現唐以前確實只流通范邈本這一系的版本。直至唐代，

項宗的版本出現後，似乎有過一段市場優佔時期，但自八世紀初《要修科儀戒律鈔》成

書時，范邈本似乎又重新取得閱讀市場的佔有率，只是這樣的情形並沒有一直延續至宋

代。李昉編《太平廣記》時（978）仍然使用接近范邈的本子，但在《太平御覽》（984
年完成），甚至之後，便由項宗的本子獨佔市場，直至元朝，項宗的本子才從歷史上消

失，38致使《茅山志》以下全為源自范邈的《廣記》本一系。 

   

三、魏華存的修道歷程 

以上大致介紹了現存《魏傳》的版本，說明其間差異並爬梳源流。以下便以此版本

研究為基礎，根據較為接近范邈祖本的《廣記》本，輔以《御覽》本或〈上清經述〉本

的內容，討論《魏傳》所述魏華存的修道歷程。39 
如同其他上清內傳，《魏傳》亦採取以家世籍屬為始，中論遇真修道歷程，以得道

受封赴任為終的敘述結構。40然為了突顯魏華存身為兩晉時人的時空處境、教法源流的

地域因素，除了依循時間推衍的順序外，更依其活動的地域空間而將《魏傳》中所描述

的魏氏修道歷程，大致區劃如下七個時期：（一）任城、南陽時期；（二）修武時期；（三）

                                                      
38 《茅山志》卷九〈道山冊〉中還列有項宗的《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9:13a）。 
39 賀碧來曾依《廣記》本的內容，簡介《魏傳》的內容。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 tome 2, p. 402. 
40 賀碧來將魏華存的修道歷程分為：幼年；四十八歲 初的啟悟；八十三歲尸解，以及昇天等

四個時期；而謝聰輝則依李豐楙「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的理論架構，以「修鍊之前」、「修鍊過

程」、「修鍊成果」的結構討論上清內傳。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 tome 2, p. 402；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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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時期；（四）陽洛山時期；（五）上清宮受賜；（六）王屋山之宴；（七）赴任南嶽。 

 
（一）任城、南陽時期 

傳記一開始論及魏夫人的籍屬「任城（山東濟寧縣）」，以及身為「晉司徒文康公魏

舒41之女」的家世背景，並及於「靜默恭謹」的性格、好學好道的心志，及其從事的簡

易修行：「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附錄二第 1、2 項）這一部分的

內容，各個版本基本相同。由於「靜默」性格與「攝生夷靜」的修行方式，夫人「常欲

別居閑處」，卻未得父母的同意，並於二十四歲時（275）強迫嫁予南陽（今河南省宛縣）

劉乂42，育有二子劉璞、劉遐43。（附錄二第 3 項）如前所述，《御覽》本並未提及魏氏

二子，而我們卻已根據考古資料，證實劉乂與劉璞確實存在。 
這一時期的記述主要交待夫人的家世、幼年以來的好道志向與作為，以及履行人倫

的俗世生活，並及其向道心志與俗世生活之間的衝突。傳記特別彰顯這樣的衝突，在於

說明了上清教法所追求的清修特質。44如果考慮這裡沒有提及、卻在後文指出的，魏華

存在世時曾為天師道派祭酒這樣的身份，而以天師道所重視的夫妻、家庭甚至社區生活

為其重要的宗教生活形式的這一點來看，45《魏傳》所凸顯的修行與家庭生活之間的衝

突的確顯得別具意義。 

 
（二）修武時期 

隨著劉乂擔任汲郡修武縣（今河南省修武縣）縣令，魏華存亦遷居於此。來到修武

的魏夫人似乎更為積極投入修行，尤其在子息成立之後，更是「離隔宇室，齋於別寢」，

徹底實踐清修生活，以「接遇仙靈」為其目標。（附錄二第 4 項）如此的宗教目標與先

前所強調的「志慕神仙」、「欲求沖舉」有所不同，相較於後者所代表的是近乎傳統方仙

道的修行目標，所採行的修行方式也停留在服食與吐納階段，來到修武之後所標舉的「心

期幽靈」顯具上清經派所強調的接真見神的宗教目的與體驗。如此宗教目標的改變，或

許與修武當地流行的信仰傳統有關。修武縣雖位處汲郡，卻臨近河內郡，縣西約二十里

的河內郡城（河南省沁陽縣）附近即為陽洛山，46此山便是魏氏之師王褒的受學之地，

                                                      
41 《晉書》錄有魏舒傳記，卻未提及魏華存。見［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市：

鼎文書局，1976 年），卷四十一〈魏舒〉，頁 1185-1188。 
42 《廣記》本作「劉文」；〈上清經述〉與《茅山志》作「乂」（4:6b; 10:5a）；《體道通鑑後集》

作「又」（3:7a）。今據一九九八年出土的東晉〈王建之妻劉媚子墓志〉，確定魏華存之夫為南陽

劉乂，字幼彥。詳見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頁 68。 
43 《廣記》本作「劉瑕」（第 3 項），或作「劉遐」（第 16 項），周冶以其應作「劉遐」。見氏著，

〈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頁 69-70。 
44 謝聰輝曾討論這樣的衝突所彰顯的上清清修特質。見氏著，〈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

派仙傳研究〉，頁 114。 
45 天師道重視黃赤種民之術（一種天師道式的房中術），並以其為救度的方式之一；同時也重視

家庭乃至社區的生活規誡的遵守。詳見張超然，〈入道與行道：趙昇一系天師教團的黃赤教法〉，

林美容主編，《臺灣宗教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03 年），頁 49-87；王天麟，1996，〈天師道教

團的罪觀及其仙德思想〉，李豐楙、朱榮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會議論文集》（臺北市：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年），頁 511-545。 
46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臺北市：曉園出版社，1991 年），第三冊，頁 35-36。張景

華、秦太昌，〈晉魏華存修道陽洛山考〉，《中國道教》2001 年第 1 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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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向西方不遠之處即是王褒治所王屋山所在。《真誥》所錄裴玄仁的誥語即曾提到：

「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陶

弘景的註語即指出：「此山在河內泌水縣，即濟水所出之源也。」（5:14b）如果王褒修

行、受學於陽洛山並以此為「清虛之別宮」（附錄二第 9 項）的傳說不只是上清經派內

部所流傳的神話，而是如同流行於茅山的茅君信仰那樣，47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當地的信

仰活動，那麼魏華存來到修武之後，特別厲行清修，所「心期」的仙靈也可能有特定的

對象，也就是那一位受學於陽洛山、治於王屋山的清虛真人王褒。 
魏夫人的清修很快有了結果，百日之後便有四位真人來降（附錄二第 4 項），根據

陶弘景的說法，時值元康九年，魏氏當時四十八歲。48在這裡必須留意的是，《廣記》本

只提及四真來降，未言降於何處，依先述夫人「齋於別寢」，應可推測此亦真靈降所；

相對於此，《御覽》本則言「入室百日」，並言「四真人來降于室」，而與《御覽》本同

一系統的〈上清經述〉便直言「來降夫人之靜室」。因此，《御覽》本使用「入室」一詞

顯非尋常之義。「入室」作為六朝道教慣用語，特指進入天師道信徒設於家中的宗教場

所──「靜室」（靖室）的一系列相關儀式。《御覽》本使用「入室百日」來描述魏華存

在修武時期的修行，〈上清經述〉言四真人來降「夫人之靜室」，顯然是基於魏氏為天師

道祭酒的認知之上所作的敘述。而這樣的認知卻在《廣記》本中一無所見，似乎《廣記》

本這一系的作者刻意忽略魏氏的天師道色彩。 
首次來降修武的四位真人分別為：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君、扶桑碧

海湯谷神王景林真人49、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50。其中王褒明白表示此次的降臨乃受

扶桑大帝君敕命，特來傳授魏氏「神真之道」（附錄二第 6 項）；青童君則向魏氏介紹清

虛真人王褒為其受業之師；太極真人安度明對於魏氏的苦心求道表示贊許；景林真人則

向魏氏說明其勤感用思已受到「虛皇」51的肯定，並已獲「太極」注名。四真發言的次

序與內容各版本沒有太大的出入，唯在文字的繁簡上有所差異，其中又以〈上清經述〉

                                                      
47 詳見本文第四章。 
48 《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一引《登真隱訣》佚文：「按王君初降真之時，是晉元康九年（299）

冬，於汲郡脩武縣廨內。夫人時應年四十八也」；另劉大彬《茅山志》卷十則作「太康九年（288）

戊申歲十二月十六日夜半……元君時年三十七。」（10:5a）王明直取後說；謝聰輝並存兩說；賀

碧來則依陶弘景說法，推測為元康九年。詳見王明，〈黃庭經考〉，頁 335。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 tome 2, p. 402. 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

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05。 
49 《廣記》本作「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魏夫人碑銘〉則作「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

真人」，《御覽》本作「碧海景林真」，〈上清經述〉作「榑桑碧海暘谷神王景林真人」（以上見附

錄二第 4 項），《無上秘要》卷二十引《道迹經》即稱「扶桑神王」（20:12a3）、「扶桑暘谷神王」

（20:16a4），所歌又有「晨啟太帝堂，越超匏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亦嶽峙」（20:12a）。《登真

隱訣》陶弘景註語作「湯谷」、「榑桑」；《真誥》亦作「湯谷」（9:21a）、「扶桑」（4:4b）。歷來「扶

桑」、「榑桑」，「湯谷」、「暘谷」多有混用，今依《真誥》與陶弘景用法，稱「扶桑碧河湯谷神王

景林真人」。另《上清眾經諸真聖秘》（CT446）卷八引《天地宮府真經》有：「暘谷神王景林真

（人）虞翁生」（8:16b10） 
50 《廣記》本原作「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裒」，然其同樣在《廣記》本中有西城王君授王褒寶經

三十一卷時，言其「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附錄二第 9 項），故此應作「小有仙王」

清虛真人」。 
51 《黃庭內景玉經》（CT331）：「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1a），則「虛皇」應為上

清之 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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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為詳盡。然而，即便在〈上清經述〉本，我們也只能從四真的發言中了解王褒乃受

太帝君敕命為魏氏之師，傳其「神真之道」，以及景林真人所言：「帝誨王褒相為盟師，

故遣太極真人鑒子之精」（附錄二第 6 項），了解王褒與安度明來降的用意，除此之外，

傳記中沒有對其餘二真來降的用意有所說明。 
然而如後所見，此次真降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授「寶經三十一卷」而來，來降真靈

在真經傳授上有其重要意義。其中清虛真人小有仙王王褒乃以「三十一卷」持有者、同

時為魏氏之師的身分而來，事跡詳載於《清虛真人王君內傳》（詳後）。而身為大司命的

方諸青童君，52其降臨應與魏華存未來將被授命為「上真司命」（附錄二第 21 項）之職

有關，且其為「金闕上相」的身份也應當考慮。安度明則為太極四真人中的第四真人，
53其降臨鑒試之來意已如景林真人所言，即如當初降臨王褒的太極第三真人西梁子文所

言：「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學者，領舉正真爾」（《雲笈七籤》卷一○六〈清虛

真人王君內傳〉106:3a）；而在《真誥》中，清靈真人裴玄仁也曾說明太極真人在傳經時

臨見試觀的身份。54至於扶桑碧海暘谷神王景林真人，55封號所冠「扶桑碧海暘谷」之

地名，已能知其承自《山海經》、《河圖》類諱書以來的扶桑神話而來，（詳後）然而在

此必須留意的是扶桑湯谷神王與扶桑太帝君之間的關係。首先，從兩者同冠「扶桑」之

號，可以理解祂們來自相同的神話地理位置，而受太帝君敕命而來，似為太帝屬官，後

來神王所歌：「晨啟太帝堂，越超匏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亦嶽峙」（《無上秘要》20:12a），

其中啟稟太帝之後，飛越碧海而來的情形也確實可以理解神王為太帝屬官的看法；其

次，在「寶經三十一卷」的傳授之後，神王又另傳魏氏《黃庭內景經》（附錄二第 10 項），

則其降臨似乎是專為傳經而來，而此經又名「太帝金書」，因此或可理解湯谷神王此來

乃是受命於太帝，特來傳授魏氏《黃庭內景經》。因此務成子注《黃庭內景經‧序》時

便言：「暘谷神王當是大帝之臣，授此經之時，與青童君俱來。夫人初在修武縣中也。」

（《雲笈七籤》11:1b-2a） 
四真面誥來意之後，《廣記》本即由青童君總結說明，而在《御覽》與〈上清經述〉

本中卻另有一段夫人回應諸真降誥的陳辭（附錄二第 7 項）。謝聰輝以此為內傳慣有的

敘述模式，頗受天師道入室朝禮或受道誓詞所使用的套語影響。56如此看法頗具見地。

然而，《廣記》與〈魏夫人碑銘〉本完全不見夫人回應的情形，也令這段陳辭的真實性

有待保留。在此須留意的是夫人陳辭中提及修行中所遭遇的需求與努力的方向：「須者

少閑，內外乖隔，容得齋思，謹按道法，尋求經方、入室之制，為欲靜護五藏，辟諸疾

                                                      
52 詳見本文第五章。 
53 《真靈位業圖》（CT167）即將安度明安排於太極天右位，並明言其為「太極右真人」，且在太

極右真人西梁子文之後（10a）。而《無上秘要》（CT1138）卷八十四〈得太極道人品〉中所列太

極真人即言：「第四安度明，初降南真於脩武縣中者。」（84:16b）關於太極真人的討論，另見本

文第五章。 
54 「君（裴玄仁）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

可不慎哉！」（《真誥》5:5b） 
55 謝聰輝受到後出經典《洞真上清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太帝君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所撰三十

一卷獨立之訣」的說法影響，將暘谷神王等同於扶桑大帝，而將景林真人獨立「為暘谷神王的僚

屬」，以太帝為太上道君，應是誤讀。詳見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

頁 123-124。 
56 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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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中的「入室之制」與日後天師所傳「入靜」（附錄二第 19 項）有關；而「靜護

五藏，辟諸疾病」的經方似指《黃庭內景經》，57如景林真人傳授《黃庭內景經》時言其

具有「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主（生）華，色反嬰兒」（附錄二第 10 項）的功能，

此即同於《黃庭內景經訣》（CT402）前序所言「誦之萬過，……五藏生華，色反嬰孩，

百病不能傷，災害不得干」（1a）。如此魏氏自陳努力的方向，亦可理解為向來降真靈述

說其所遭逢的困難與修行上的需求，後來真靈對於這些陳述也都有所回應，分別授予《黃

庭內景經》與入靜之法，而傳末所言魏氏「又述《黃庭內景注》」（附錄二第 25 項），似

乎也印證她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反過來說，這也可能是後人根據魏氏所受，而改

動或造構其陳辭的結果。 
在諸真誥語與夫人陳辭之後，即由青童君總結：「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

仙道無緣得成」，並與魏氏期會於陽洛山，勉勵其在這段住世時期勤奮修行。（附錄二第

8 項）這裡所謂的「上道內法、晨景玉經」究竟何指不甚清楚。從字面上來判定，有可

能是指景林真人所傳《黃庭內景經》，如此似乎表明此經為成就「仙道」的重要教法，

同時可能意指其為「寶經三十一卷」的基礎修法；另一方面，如果依照青童君的發言之

後隨即由王褒手授夫人「寶經三十一卷」的情形看來，「上道內法、晨景玉經」也有可

能是指三十一卷寶經。 
如王褒降臨之初所表明的來意：「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附錄二第 6 項），

四真來降的目的很清楚是為了這「三十一卷寶經」的傳授而來。傳文中並沒有詳列出所

有的「三十一卷」經目，只是舉例式地列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

《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八部寶經。這可

能反映了當時還未完成「三十一卷」經書的出世與整備工作，只是單純地提出一個整體

性的經群概念；58而且，在《王》、《魏》二傳成立的東晉中期，這一套具有整體意義的

「寶經三十一卷」也還未有一個更容易辨識的叢書名，也因此才會發生王褒稱其為「神

真之道」，青童君稱其為「上道內法、晨景玉經」的情形。即便如此，王褒此來乃以傳

授「寶經三十一卷」這樣一個具有整體性意義之經群為目的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此經群

的整體性意義不只來自於它們被賦予一個以自身卷數總合的叢書名，更多的原因在於它

們所具有的固定傳承，以及受到特定傳授科律規範的情形。 
傳記描述王褒手授魏氏「寶經三十一卷」的同時，起立北向，向太上玉晨大道君等

神靈祝誓，說明此次授經乃為「太帝所敕」，所授經典為「真人太師（西城真人王遠）59、

紫元夫人（南極元君王華林）60書」，並向魏華存說明受經之後所需遵守的科律要求。（附

                                                      
57 謝聰輝也注意及此，唯其將「尋求經方入室之制」連讀，只以其指天師道的「入靜之訣」，而

未留意後句「為欲靜護五藏，辟諸疾病」，故忽略了《黃庭經》的部分。詳見謝聰輝，〈修真與降

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136。 
58 詳見本文第九章的討論。 
59 如傳後即曾提及「太師西城王君」，則知此「真人太師」即為西城真人王方平，據《王傳》的

記載可知，王褒的之師為西城王君，故稱其為「太師」。 
60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二〈南極王夫人〉：「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華）林，

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2:16a）；《上清

眾經諸真聖秘》（CT446）卷五引《清虛王真人內記》云：「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諱華

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治太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作上保司命。」（5:2b）

《上清眾經諸真聖秘》所引應是《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如此或可推知《墉城集仙錄》中關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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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二第 9 項）其他版本中多只留存前段簡短的祝誓之語，而未提及後段傳授的時間、內

容、來源、科律等內容，唯有《廣記》本保留上述完整的內容。如果依照誓言本應具有

規範性科律的說明，甚至授經者說明此規範性科律後，以類似「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之類的套語，確認誓言內容已完整傳達給受者，甚至要求受者複述誓言的情形，則其他

版本所存的誓言根本無法發揮任何規範性力量，而不成其為誓言。 
王褒授書的同時，並向魏華存說明這一套經書即是當初他在陽洛山學道時，由南極

元君與西城王君所授，同時根據《太極白簡青籙》所記「得見此三十一卷書」之七人名

單，表示魏氏乃名單所記第四人。（附錄二第 7 項）這裡的《白簡青籙》即是陶弘景在

〈真誥敘錄〉提到的載於《魏傳》之中的《青錄》，或應說是《青錄》的文本來源，而

《青錄》所記甲子之歲始傳的真經即是此三十一卷寶經。也就是，《白簡青籙》不只記

載了「得見三十一卷書」的名單，同時也規範傳經的時間。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連繫

《王傳》、《魏傳》以及《真誥》中的記錄，還原《白簡青籙》中所記載「得見此三十一

卷書」的七人名單為：(1) 南極元君王華林、(2) 西城真人王遠－(3) 清虛真人王褒－(4) 
南嶽夫人魏華存－(5) 楊羲－(6) 許謐、(7) 許翽，而這樣的名單也是同時是「寶經三十

一卷」的傳承系譜。 
如此，《魏傳》此一部分可以說是清楚地具現了一個《上清經》的傳授場景。在這

個場景之中，有鑑試受傳者資格的太極真人在場，還有未來的上司（大司命青童君）在

場， 重要的當然是擁有經典的受業之師，由祂親自舉行傳授儀式。傳授的過程必須向

教派中的 高神靈（太上）祝誓，說明此次傳授的合法性（太帝所敕）與傳授對象（使

教於魏華存）；誓言同時須向受傳者說明道法的效果，以及違犯科律的下場。傳授儀式

前後，經師向受傳者說明經典的來源、傳承系譜，以為教派的歷史教育。可以相信，如

此傳授場景以及在此之中所傳授的知識日後都將成為內傳撰述的資料來源，如魏氏為其

師王褒所作的傳記（附錄二第 25 項），而其他內傳雖未詳述這樣場景，如《王傳》描述

王褒受傳「三十一卷」時便僅以「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寶文》……凡三十一

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雲笈七籤》106:4a），但是，所謂「依科立盟，結誓而付」

的套語背後，應該都有著《魏傳》所描述的傳授場景的背景脈絡支持才是。 
授予三十一卷之後，再由景林真人出面傳授《黃庭內景經》，傳經工作基本上便已

完成。如前所述，景林真人特為「太帝金書」《黃庭內景經》的傳授而來，卻未說明何

以須在「三十一卷」之外另傳此經。《御覽》本一段王君誥語為這樣的疑惑提出了解釋：

「若不在山中，隱身齋戒」或「齋戒絕世」，不得妄讀《大洞真經》或施行其餘三十一

卷寶經；留待人間的這段時間只「可誦《黃庭內經》，步躡七元，存五星之神而已」。（附

錄二第 11 項）這樣的解釋看似合理，61魏氏也確實在解化至陽洛山才開始誦讀《大洞真

經》（附錄二第 18 項）。但是如果仔細研究王君誥語，除了誦《黃庭內景經》之外，還

提及步躡七元、步五星之神兩種方法，62而這兩種方法卻不在傳授之列；另外，王褒傳

                                                                                                                                                        
極夫人的記述也應是來自《王傳》。 
61 賀碧來與麥谷邦夫都直接引述的說法。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 tome 2, p. 402；麥谷邦夫，〈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をめぐって〉，吉川忠夫編，

《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 年），頁 58-59。 
62 這兩種方法曾授傳楊羲，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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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卷」之後，還進一步地為魏氏「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

口訣」，待得「諸要備訖，徐乃別去」（附錄二第 13 項），但如果不齋戒絕世，無法施用

這些寶經的話，那王君如此大費周張地在魏氏尚在修武時便為其解釋三十一卷寶經的修

行節度、行事口訣，似乎也顯得怪異。《御覽》本似乎也留意到這樣的矛盾，故而在解

釋經訣一節便只簡單地以「王君乃語夫人口訣諸要」帶過，（附錄二第 13 項）而《廣記》

本未見如此王君誥語，便令人疑心此非原傳所有。即便如此，但魏華存曾受得《黃庭內

景經》並錄存《魏傳》之中卻是可以肯定的，甚至還為其作注（附錄二第 25 項）。而此

錄於《魏傳》中的《黃庭內景經》即許翽日後所抄出者，目前見存於《道藏》中的諸多

版本，即應是源自這部獨立成篇的《黃庭內景經》。63 
完成經典傳授之後，諸真便命玉女彈奏，各自發歌。（附錄二第 12、14 項）64歌辭

之中不乏諸真自述其所自來的天界景象以及降臨人間的飛行儀駕，歌辭後段則多表達祂

們對於魏氏的肯定，並勉其勤修上道，相互約定日後在陽洛宮（清虛別宮）中相會。（詳

見〈附錄三：諸真歌辭點校〉）四真歌畢，便在王褒解釋經訣之後別去，初降便告結束，

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真降，往後的日子諸真「日夕來降」、「互有來往」（附錄二第 15 項），

似乎目前在《真誥》中所見諸真降誥楊羲的情景也曾在修武縣舍上演。可以想見如此類

似的諸真降授情景，對於楊、許諸人來說是如何熟悉，因而對於這樣的宗教活動有更多

的認同。 

 
（三）江南時期 

修武時期一直延續至三世紀末，65時值「天下荒亂」，魏氏在「真仙默示其兆」的指

點下，預知「中原將亂」，故「攜二子渡江」，遷居江南。（附錄二第 16 項）若從《真誥》

中所反映的楊、許捲入東晉政爭的情形，以及仙真不避諱人主安危或政權轉移之類問事

而多所喻示的情形，66則其在西晉之末提出中原即將易主的預示便絲毫不令人意外。 
傳文中未曾提及渡江後的魏氏落腳何處，若據後來「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真

《誥》20:11b）的楊羲在永和六年（350）就劉璞受《靈寶五符》的情形，或許可以推測

亦在金陵一帶。另外，若以三世紀末渡江，時至咸和九年（334）解化，這一段三十幾

年的江南時期，傳文除了敘其「守靜之思，與日而進」，再無任何相關宗教活動的記述，

唯以王褒與青童君降授兩劑靈藥，以為託劍解化之用，徑至陽洛山。（附錄二第 17 項） 
相對於周義山與茅盈二人所獲致的白日昇天的得道方式，67《魏傳》在此所詳述的

劍解過程：真人授藥，「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飇車來迎」；及以「藏景之

法」所解釋死亡過程：「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

                                                                                                                                                        
taoïsme, , tome 2, p. 403. 
63 《太平廣記》卷六十六〈謝自然〉亦有：「李堅常與夫人於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

《內篇》，內即《魏夫人傳》中本也。」現存於道藏中的《太上黃庭內景玉經》（CT331）以及兩

種《黃庭內景玉經註》（CT401）、《黃庭內景玉經註》（CT402）。 
64 現存諸本《魏傳》多存敘事體的傳文，而不見韻文體諸真歌頌，這些歌辭端賴《無上秘要》、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上清道寶經》等類書的記錄而留存。（附錄一第 2、5、19、21 項） 
65 周冶以為《魏傳》所描述「天下荒亂」的情形，「可以比定為西晉惠帝（290-306）時的社會狀

況，所以魏夫人渡江當在三○一年以前」。詳見氏著，〈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頁 71。 
66 鍾來因，《長生不死的探求──道經《真誥》之謎》（上海：文匯出版社，1992 年），頁 56-65。 
67 詳見本文第二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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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絕」（附錄二第 17 項），成為日後學道者所依循的新成道範式。如仙真們對於許翽與

楊羲的建議：「許子（許翽）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真誥》4:14b, 20:10a-b）、

「君（楊羲）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

（2:10a, 20:11b），均以此尸解方式隱化。而陶弘景日後從茅山當地耆老所流傳的見聞：

「掾（許翽）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以及實地

考察發現「此壇今猶存歷然」，證實許翽確實「故求隱化，早絕世塵」（20:10a-b）。 

 
（四）陽洛山時期 

較之修武時期的四真降授，隱化之後的魏華存在陽洛山「隱元臺」68得到更多仙真

降教，三天之內甚至多達四十七位真人。而王褒也在此時要求魏氏清齋讀誦《大洞真

經》，併再為其「分別《（大洞）真經》要秘」。（附錄二第 18 項）雖然在修武時期已然

傳授《大洞真經》，但卻直至解化陽洛之後，才正式清齋誦讀。這樣的方式與周義山巡

行名山，「受諸要訣」之後，才回到恒山石室之中受傳、修習《大洞真經》（《紫陽真人

內傳》8a-12a）的情形有所不同，但卻都是修習諸法之後才誦讀《大洞真經》，並以其為

成道依據。亦即，周義山在十一年的晝夜修習《大洞真經》後，便「乘雲駕龍，白日昇

天，上詣太微宮」（《紫陽真人內傳》12a）；而魏華存則是在十六年的「誦經萬遍」之後，

在太真金母、金闕帝君、南極元君的接引之下「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附錄二第 20
項） 

在周義山或茅盈的例子中所見到的一次性白日昇天的成道模式，到了魏華存便因為

人間靜室與名山洞天等兩種不同的修行場域，而使修行階段裂解為二。前段由於身處濁

世的環境限制，能夠受學修用的內容有限，同時也造成只能使用解化方式象徵完成階段

性的成道；直至解化至洞天，仙真降教的密集程度以及修真之益的精進程度顯然與人間

靜室的修行不能等量觀之。 
降教陽洛山的四十七位真人中，需要特別留意的是作為天師道教主的「三天法師張

道陵」，及其降授魏氏的「明威章奏、入靜、存祝吏丘符籙之訣」，（附錄二第 19 項）而

此天師教訣則見存於陶弘景錄存於《登真隱訣》的「《魏傳》訣」中。（見附錄一第 3 項）

如此在上清內傳中特別敘及非關魏氏成道的天師降授教訣，確實令人感到突兀，傳文為

此特別提出說明：「道陵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

如此說明同時也可以解說魏華存降誥楊、許時，何以會敕使施用拜靜之事（9:12b-13b），

指導如何入室朝靜。只是從傳記內容來看，唯有在此才明確提及魏華存在世為天師道信

仰者，甚至擔任女官祭酒，領有宗教職司並治理道民的情形，69卻又給人一種刻意忽略

其天師道背景的印象。 

 
 

                                                      
68 據張景華、秦太昌的訪查，今陽洛山中還留有隱元臺遺跡，見氏著，〈晉魏華存修道陽洛山考〉，

《中國道教》2001 年第 1 期，頁 40-43。 
69 關於天師道的組織，詳參大淵忍爾，〈後漢末五斗米道の組織について〉，《初期の道教──道

教史の研究．其の一》（東京：創文社，1991 年），頁 367-406；陳國符，〈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

《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初版，1989 年三刷），下冊，頁 30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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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清宮受賜 
在太真金母、金闕帝君、南極元君的陪同下北詣上清宮，魏華存即於宮中接受太微

天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大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等遣使授賜章符、法

服、法器、儀仗、車駕、侍女，令其轉換身份為得道者。（附錄二第 22 項）70 
由扶桑太帝君遣八玄仙伯與五方天帝君所授的「玉札金文」，則封賜魏氏為主司諸

學道者之生死圖籍，並能「攝御三官，關校罪考」的「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這裡對

於司命職能的說明與《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所見頗為一致。非但如此，若比對茅君的封

賜過程：「五帝各乘方面色車，從群官來下，受太帝之命，授盈為司命東卿上真君文，

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茅山志》5:11a），則可以發現其司命職位同樣是由太帝君遣

五帝（五方天帝君）授予「玉札（或玉板）金文」的方式所封賜。 
另外由金闕後聖帝君所授予的「青瓊之板」，則賜封魏華存「位為南岳夫人」，使其

治於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負責教授未來即將成為真仙的奉道之人。（附錄二第 21 項）

如此受封於地域性的名山，令其教授當地奉道者的職司，可以從日後魏氏降臨茅山教授

楊、許的情形得到理解。而此由金闕帝君所封賜的特定地域的指導者職司，則與帝君所

領導的救劫任務有關，即《上清後聖道君列紀》（CT442）所描述的，金闕帝君命西城

王君總司下教學道者的二十四真人，由王君決定學道者名單，再敕告二十四真人下教的

傳道救劫模式。71想必受到金闕帝君封賜為南嶽夫人的魏華存，便在這二十四真人之列。
72 

 
（六）王屋山之宴 

受賜之後魏華存便與王褒回到王屋山小有洞天之中齋戒。齋戒結束之後九微元君、

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與諸真眾仙來降清虛宮，73由魏華存與王褒主持，宴請諸真。其中

所現「神肴羅陳、金觴四奏」的行廚、伎樂之樂本為神仙生活的描述，在此更為歡慶魏

氏之成道。除了《廣記》本中所述仙宴伎樂之外，《無上秘要》卷二十所引的版本還提

及：諸真在宴會之中「靈酣終日，講寂研无」的論道活動，以及「上真徊景，羽蓋參差，

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的往來盛況。（20:13a）在上真侍女曲成之鈞的音樂伴奏下，

西王母「澄形容放，窈窕四暢」地「擊節而歌」。 
王母歌辭的內容同樣先及其儀駕飛行、逍遙自適之情境（第 1-6 句）；其次則對眾

真「講寂研无」的議題提出自己的見解（第 7-12 句）；再者則盛讚魏氏的仙質（第 13-16
句）； 末兩句則是言此清虛絳房之內的嘉會之樂。三元夫人答歌雖則述及更多主題，

                                                      
70 謝聰輝對此封賜過程有詳盡的討論，見氏著，〈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

頁 157-161。 
71 詳見本文第五章的討論。 
72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中有：「今遣下教於骨命及精心學仙守誠者，遣馬明、張陵、陰生、王

褒、墨翟、司馬季主及洞臺清虛天七真人、八老先生，凡二十四人，或名隱名見，改易姓字，實

難分別也」（7b），似以此諸人為下教之二十四真人。然其後又云：「欲知二十四真人姓名，在吾

（青童君）《青要眾文經》，未是其定人」（8a），似乎又有意保留變動此二十四真人名單的可能性。 
73 前來參與宴會之仙真，《墉城集仙錄》所存版本有較詳細的記述，除了上述三位之外還包括：

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童子、西城總真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右

弼王王子喬。（1:19b-20a, 2:1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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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同樣對此嘉會有所回應：「萬真啟晨景，唱期絳房會，挺顈德音子，神暎乃高拂」。 

 
（七）赴任南嶽 

傳記之末則述魏華存在其擔任的司命職司與南嶽治所的隸屬、神靈的迎接，以及王

母諸真的陪同下，赴任南嶽霍山。（附錄二第 24 項）只是在上任時順道過訪茅盈所在的

句曲金壇。傳記之中未言何以過訪茅盈。或許與二人同為司命，又同樣治理於南嶽霍山

有關。74然而，如此過訪句曲的伏筆恐怕更是魏氏未來即將降誥楊、許所作的張本。另

外，我們也必須留意，如此在魏華存傳記中提及茅盈的情形，更將茅、魏兩個系譜有所

連繫。 

 
以上即是《魏傳》大致的內容，我們無法仔細地考察傳文中所有的內容，而且目前

我們所見的也是傳抄者有意節略後的版本，必須承認有太多細節可能是我們永遠無法得

知的，而且，有限的敘事性文字也無法包含住世八十三年的魏氏生平，更遑論其修道細

節，這在傳末以補述方式所提到的四個附註（附錄二第 25 項）即可知道： 
1. 在學道初期，王褒曾告魏華存：「學者當去疾除病」，因而授予〈甘草穀仙方〉。

《太平御覽》卷六七一引《登真隱訣》佚文亦言：「清虛王真人授南岳魏夫人

穀仙甘草丸方。魏夫人少多病疾，王君於脩武縣中告夫人曰：學道者當去病，

先令五藏充盈，耳目聰明，乃可存思服御耳。」顯然這是提供魏氏在世學道前

的身體保養所需。而這個藥方的內容可以在《三洞珠囊》中找到。（附錄一第

7 項） 
2. 魏華存曾「隸書」其師王褒的傳記。這與目前所見題作「弟子南嶽夫人魏華存

撰」的《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致。其中以「隸書」傳記的方式與楊羲以「隸

字」寫出仙真誥授內容的方式相同（《真誥》19:9b），似可以此理解《王傳》

也是在王褒降誥時所授，由魏氏以隸字寫出。 
3. 如前所述，魏華存不只受傳景林真人的《黃庭內景經》，應該也恪遵真人的指

示，殷勤修誦，甚至還為其作注。雖然我們目前還能見到抄自《魏傳》的《黃

庭內景經》，但魏氏注本卻已亡佚。 
4. 《魏傳》同時提到魏華存敘〈青精飠迅飯方〉。如後所見，此方見存於魏氏所

撰的《王傳》。因此，所謂的魏氏敘〈青精方〉應理解為撰作《王傳》的同時，

曾經敘及其師王君所傳〈青精方〉的內容。 

 
【魏華存年譜】 

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曹魏嘉平四年 

252 (01) 

出生 據卒年逆推 

西晉咸寧元年 

275 (24) 

適太保掾南陽（今河南省宛縣）劉乂 《魏傳》 

                                                      
74 詳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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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太康元年 

280 ( 29) 

長子劉璞約於此時出生 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

東晉太康年間 

??? (??) 

隨劉乂上任修武（今河南省修武縣）縣令  

西晉元康九年 

299 (48) 

眾真首降（河南省修武縣） 《太平御覽》卷 671 引《登

真隱訣》 

西晉永寧元年 

301 (50) 

攜二子渡江 周冶〈南岳夫人魏華存新考〉

推斷渡江在 301 年以前 

東晉建武元年 

317 (66) 

西晉滅亡，東晉始立  

東晉咸和九年 

334 (83) 

魏華存解化，住世八十三年。 
解化至河內郡陽洛山（河南省沁陽市） 

《魏傳》 

東晉永和六年 

350 

劉璞傳楊羲（時年 21）《靈寶五符》 《真誥》 

東晉興寧二年 

364 
 

《魏傳》載《青籙文》預言此年傳經。 
疑《魏傳》即此年成書。 

《真誥》 

 
 

四、魏華存受傳的三種教法 

《魏傳》的記述可以說是以「寶經三十一卷」的傳授為其主軸。修武時期降臨的四

真即是為了傳授「三十一卷」而來，解化至陽洛山之後也是因為誦讀「三十一卷」之一

的《大洞真經》而得道昇天。然而，這卻不是魏氏所受教法的唯一內容，來降修武的四

真，除了王褒傳授「三十一卷」之外，也由景林真人授予《黃庭內景經》。如此由景林

真人獨立傳授，以及未被列入「三十一卷」的情形，說明了《黃庭內景經》與「三十一

卷」之區隔；此外，陽洛時期由天師張道陵所傳的天師教訣，則又是獨立於「三十一卷」

之外的另一教法系統。以下便進一步考察魏氏所受傳的三種教法，或兼及其傳承源流。 

 
（一）寶經三十一卷 

如《魏傳》所述，王褒與魏華存之間師徒關係是建立在「寶經三十一卷」的傳授之

上。青童君初降時所言：「清虛真人，爾之師也」，即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提出的。而在傳

授「寶經三十一卷」時，王褒更向魏氏說明這些經書的來歷，將此教法傳承上推至西城

真人以及南極元君。如此傳承系譜在魏華存為王褒所作的傳記75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

                                                      
75 定錄君茅衷曾誥：「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

陶弘景註：「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讖書，即尹公度弟子，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

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真誥》12:13b）又陶弘景曾記錄他所尋得的《王傳》來源：「楊

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間中，又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並加註強調

「己還封昭臺」（20:2b）。如此，可知《王傳》在東晉中期已經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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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雲笈七籤》卷一○六《清虛真人王君內傳》（1a-8a，以下簡稱《王傳》）76所言： 

（王褒）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並降。南極夫人乃指西城曰：「君

當為王子登之師。子登亦佳弟子也。」……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隱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106:3a-4a） 

《王傳》的說明與《魏傳》大致相同，沒有為這個傳承提供更多的訊息。另外，五代杜

光庭所輯「南極王夫人」的傳記也提到這個傳承，但同樣只是引述《王傳》的內容。77依

據上述幾種傳記，我們大概可以將「三十一卷」的傳承重建為：「南極夫人、西城真人

－王褒－魏華存」。如同王褒所言，這樣的傳承仍受到《白簡青籙》中所記傳授名單以

及太帝君敕命的規範。78 
在《太平御覽》卷六七六所引《南嶽夫人內傳》佚文，可以找到此籙的相關敘述：

「《白簡素籙》，以白玉為簡，以青玉為字，故謂之《白簡青籙》，皆記得道之人名姓。」

這樣的敘述基本符合裴玄仁的誥語：「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真誥》5:2b6），

亦即，《白簡青籙》是記錄得道者的名冊。而這樣的名冊應與西城王君提供給二十四真

人的學道者名單有關。只是，這樣的名單並不單純只是記錄著「得道人之名姓」這樣簡

單的內容而已，它同時也是後聖帝君所領導的官僚名冊，詳細記錄著自「四輔大相」以

下乃及「卿司仙公及大夫官三百六十人」的名冊，79其中又詳細記述得任這些官僚職司

者所需受學的「書符神訣篇目」： 

                                                      
76 現存《王傳》的其餘版本，除少數差異外，多與此本相近，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CT296，

以下簡稱《通鑑》）卷十四〈王褒〉（14:8b-12b）；《茅山志》（CT304）卷十〈聖師小有天王太素

清虛道君〉（10:3b-4b）。其中《通鑑》本即以《雲笈》本為底本進行節略的結果；《茅山志》本

所錄亦不出《雲笈》本，但較《通鑑》本更為節略。此外，《墉城集仙錄》（CT783）卷二〈南極

王夫人〉（2:16a-18a），其內容亦與《雲笈》本一致，唯其言主仙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

（2:17a10-b1）則未見於後者；《仙苑編珠》（CT596）卷二「王君上清」條引《上清經》（2:13a），

其內容與《雲笈》本一致，但其中提到「感西梁真人降授青精飠卂飯方」是為《雲笈》本所無；

《三洞群仙錄》（CT1248）則分別於卷九「王褒神策」條（9:15a）與卷十四「清虛小有」條（14:1a）

引《王氏神仙傳》，其內容亦不出《雲笈》本。以上《王傳》版本說明，乃據賀碧來的研究所進

行的比對。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69-373.  
77 《墉城集仙錄》卷二〈南極王夫人〉：「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號

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洛山石室之中，

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2:16a-b）杜光庭此處所記南極

元君降於陽洛山的說法應根據《王傳》而來。《雲笈七籤》卷九十七引錄三首南極王夫人授楊羲

詩（97:10b），其前小序則是完全引自《墉城集仙錄》此文。 
78 《白簡青籙》不只記錄「三十一卷」的傳授對象，還同時及於其他上清教法，如《真誥》：「案

《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為太平民，亦不得為後聖

之臣。」（9:2b）《無上秘要》引《三天正法經》：「凡名參《太極白簡青文》者，得見《除六天文

三天正法》。」（31:10b）《道教義樞》卷二引《玉緯經》：「昔元始天王以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

中時，三天玉童傳皇上先生，教曰：若白簡青籙之人，自然得乎此法。」（2:11a，亦見於《雲笈

七籤》6:9b） 
79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後聖

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右四輔大相，其餘卿司仙公及大夫官

三百六十人，並列《白簡青錄》之篇，不復一二紀其姓字矣。」（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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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真人）所教書符神訣篇目，並列之于《經》（《青要眾文經》）上。《鬱儀

結璘》、《大洞玄經》、《上清金闕靈書紫文》、《八素真經》、《太上隱書》、《九真中

經》、《黃老八道秘言》、《太丹十訣》、《玉字洞房》，此經所授，皆位為左右仙公

及大夫左右卿相上司也；其餘《九丹變化》、《太清上經》、《黃素》、《道精》、《青

錄》、《天關》，此經所授，皆位於真人，及領真宮上監，封仙國侯伯也。各有次

第品差，在方諸宮《白簡青錄》具載其序。（《上清後聖道君列紀》8a-b） 

也就是說，這個由三百六十人所組成的官僚組織並未完成授命任職，由王君所領導的下

教學者的二十四真人即根據《白簡青錄》中的名冊，積極找尋合適的人選。因此身為二

十四真人之一的王褒才在授予魏華存「寶經三十一卷」，向其說明她在《白簡青籙》中

的位置；而魏華存也是根據《白簡青籙》，在興寧二年開始傳授楊、許真經。《真誥》中

錄有一場楊羲的夢境，即生動地描述了仙官如何根據這部名冊召收人選：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楊羲）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

有二版，召許玉斧（許翽）出。版皆青為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

楊仍指此是許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

尓，可作剌。」玉斧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玉

斧揖而去。［（陶注：）此掾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內楊事中。侍中

之位，所謂侍帝晨者也。版青為字，即《青籙白簡》也。］（17:5b-6a） 

「朱衣籠冠」的天界官僚便是根據《青籙白簡》，來召許翽擔任「侍中」之職。這

說明了許翽已在名冊之中，列位於後聖帝君的官僚組織之中。如同前述魏華存按照《青

錄》之文所預示的，在興寧二年始傳真經，依我們對於魏氏傳記的研究，則其所傳真經

應即受自王褒的「寶經三十一卷」，而從《真誥》的記述則何知傳經的對象是為楊羲、

許謐與許翽，甚至可以更精確地描述為：「魏華存－楊羲－許謐、許翽」的傳承。80如此

則可推知楊、許三人亦應名登《白簡青籙》，為即將得道之人，在「三十一卷」的受傳

之列。正因如此，顧歡的〈上清源統經目註序〉中才在王褒、魏華存二人受傳「三十一

卷」之後，接著提到楊羲與許翽也是「三十一卷」的受傳者：「楊君（羲）師事南嶽魏

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一卷」（《雲笈七籤》4:2a）；「（許翽）師楊先生（楊羲）

授《上清三天正法》、《曲素鳯文》三十一卷，遯跡潛化」（4:3a）。如此依照《王》、《魏》

二傳的「三十一卷」傳承來描述《上清》源統的作法，無疑獨標王、魏二氏以來的傳承

為上清主流系譜，並以「三十一卷」為《上清經》的代表性作品。這樣的觀念恐怕不是

南齊時才有的，而是在《魏傳》成立時即有意以此「三十一卷」涵蓋其他傳承系譜所提

出的教法。只是在《魏傳》中，這樣的觀念表達得還不是非常清楚，但其提出具有整體

性質之「三十一卷」的經群概念，對於有意統整上清經典的人來說，的確是個頗為方便

利用的概念，可以之涵蓋所有的《上清經》。後出的《洞真上清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

                                                      
80 從許謐自言：「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真》」（2:22a），

此「經師」即指楊羲。而陶弘景〈真誥敘錄〉中亦曾言及：「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真，

無由見經。故南真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真哀矜，去春使

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為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既違真科，故告云：『受

經則師，乃耻之耶？』」（1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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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331，以下略稱為《神州經》）81便是運用這樣的概念，先虛擬出一套總數三百卷

的《上清寶經》，並以如此整全的《上清經》無法「悉備」為由，再由太帝君敕命扶桑

大帝暘谷神王據三百卷的《上清寶經》撰成「三十一卷獨立之訣」（26b-27a）。如此，「三

十一卷」即是在一個整全的《上清寶經》的概念上所提出的精簡版本。82顧歡〈上清源

統經目註序〉即以這樣的成經神話，來說明王、魏傳承的來源，也就是《上清經》的來

源。 
只是，《神州經》中所說的「三十一卷」的傳承來源並非《王》、《魏》二傳原有，

二傳只將傳承上推至南極元君與西城王君，其上再沒有任何來源說明，勉強只能從王褒

自言受太帝所敕前來傳授「三十一卷」的說法，83推測「三十一卷」的傳承乃與太帝君

有關，《神州經》以太帝君敕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撰成「三十一卷」的成經神話便是運

用這個與太帝君的關係發展而成的。然而，除了上述《神州經》所提說明之外，目前所

見東晉中期的上清經傳再不見扶桑大帝君與三十一卷相關的資料，頂多只是談論扶桑、

湯谷所在位置與島上的情形。如《真誥》所錄南極夫人誥語介紹青童君所在的方諸島時

即曾提及湯谷的位置：「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

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9:21a）。另外許謐所抄寫的真靈誥語則提到： 

八渟山高五千里，周廻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

乘林真人鬱池玄宮，東王公所鎮處也。此山是琳瑯眾玉、青華絳實、飛間之金所

生出矣。在滄浪山之東北，蓬萊山之東南。（《真誥》14:19b-20a） 

陶弘景註明：「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載在《五嶽序》中

耳。」（同上）顯然，陶弘景以東王公為扶桑太帝。而他所提《五嶽序》乃與今本《五

嶽真形序論》（CT1281）有關，84所論海中仙島幾乎與《十洲記》（CT598）一致，乃是

源自於更早的河圖類緯書資料，85甚至是中國傳統的扶桑神話，86其中即提到： 

                                                      
81 《洞真上清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中已見「三奇寶文」（26b、28a），則其出世在《洞真太上

素靈洞元大有妙經》之後，而又被顧歡（420-483 或 428-491）〈上清源統經目註序〉引述，則不

會晚於南齊。另見賀碧來的考證，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146. 
82 詳細的討論，見本文第九章。 
83 《魏傳》中王褒數次提及其傳授乃受太帝敕命，如初降時的「扶桑太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

（附錄二第 6 項）；傳授儀式時的祝誓：「褒為太帝所敕，使教於魏華存」（附錄二第 9 項）；以及

關於三十一卷傳承說明時的「子今獲之，太帝命焉」（附錄二第 9 項）。 
84 施舟人已注意到《五嶽序》與《五嶽真形序論》之間關係；而李豐楙則進一步以陶弘景所提

到的兩則《五嶽序》的文字都見於今本《五嶽真形序論》中，因而推論兩者「應為近似之物，或

同襲一共通的祖本」；並以《五嶽真形序論》「當是《五嶽真形圖》譜系的產物，其撰成時期當在

宋、齊之時，此為《十洲記》撰成後的另一種形式的轉變」。詳見 Kristofer M. Schipper 著，M. ス
ワミエ譯，〈五嶽真形圖信仰〉，《道教研究（二）》（東京：昭森社，1967 年），頁 137；李豐楙，

〈十洲記研究──十洲傳說的形成及其衍變〉，《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1986 年初版，1997 年二刷），頁 137-138。 
85 李豐楙已指出「今本《十洲記》的撰成約與《漢武內傳》同時或稍後編撰於東晉末期」，而以

「河圖類的緯書」為其重要來源之一。詳見李豐楙，〈十洲記研究──十洲傳說的形成及其衍變〉，

頁 126、129。 
86 從扶桑太帝君與扶桑碧海湯谷神王的稱諱之中，可以知道此治於扶桑之中的太帝君乃與中國

傳統的扶桑神話有關。目前所見扶桑神話起於《山海經》，其中所及「扶桑」為「東南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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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在東海中央。……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直上岸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今萬（《十洲記》作

東）海等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十

洲記》有「宮」字），太真東王（《十洲記》有「公」字）所治處，多生林木，葉

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

以名為扶桑芝（《十洲記》無「芝」字）。仙人食其椹，體皆作金色。其樹雖大，

其葉椹故，如中夏無異，但味絕甘香耳。地生黃金白玉瓦石狀，仙人身亦有長十

丈者，亦有長五六尺者。87 

蓬丘，蓬萊山也，對大海（《十洲記》作「東海」）東北岸。……（《五嶽真形序

論》12a-b） 

由此可知扶桑島並非如方丈、蓬萊一樣座落在東海之中，而是位在東海東岸復東行萬里

之後的碧海之中，因島上林葉如桑且「兩兩同根偶生」而稱「扶桑」；其上有太帝宮，

為太真東王公治處。陶弘景雖然沒有明指八渟山即扶桑，但因兩者同樣在碧海之上，且

《五嶽真形序論》提到扶桑島上有太真東王公所治的太帝宮，因此陶氏將兩者等同的可

能性很大。只是《無上秘要》卷二十二〈三界宮府品〉根據《洞真經》、《道迹經》、《真

迹經》所整理的宮府資料卻提到：「扶桑宮、明真殿、素林臺、積霄房。右在八渟山，

太帝君所居」（22:12b），如此或許可以理解陶弘景沒有明言八渟山即扶桑島的原因在

於：上清經派中的扶桑，已由原本的仙島之名，改為太帝君的宮府之名，該島則已改為

八渟山。 
除此之外，《王傳》中也曾提到王褒成道之後，「（自西城山）東行渡啟明、滄海（《登

真隱訣》引作「滄浪」，見下引文），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太帝君」（《雲笈七籤》106:6a）。

而《墉城集仙錄》南極王夫人傳亦言：「（南極王夫人）乘飛飈之車，遊觀天下，東度啟

明之宮、廣桑之山，謁見太帝，受《紫鳳赤書》」（2:17b）如此，則在八渟山外，又有

太帝君所治的廣桑山、始暉庭。亦即《上清道類事相》引《上清經》所言：「廣桑山、

始暉庭、希林臺，扶桑太帝君居之。」（3:6） 
諸如此類出自《真誥》、《王傳》等不同資料的湯谷、扶桑、八渟山、廣桑山的記述，

雖然都與太帝君有關，但卻混亂不堪，似乎沒有一致的說法。因此，陶弘景在辨明太帝

                                                                                                                                                        
一棵神樹，在「湯谷」之上，「扶桑」為日之所居者，「湯谷」則為十日所浴之地。《山海經‧大

荒南經》：「東南海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常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

妻，生十日」；〈海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

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孼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

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袁珂，《山

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頁 381、260、354。賀碧來討論六朝上清經派中具有仙

界意涵的邊境概念時，曾介紹扶桑。另見 Is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1, pp.133-135. 
87 《十洲記》（CT598）：「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

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

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

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

如中夏之桑也。」（9b-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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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方位時，從這些資料中所得出的結論也顯得有些莫明其妙： 

又方諸在會稽東南，其東北則有湯谷。又云：入（八）渟山在滄浪之東北、蓬萊

之東南。入（八）渟山即太帝所治處也。又清虛王君東行，渡啟明、滄浪，登廣

桑山，入始暉庭，謁太帝君。如此則榑桑在湯谷東南，於金陵正東亦小南看矣。

（《登真隱訣》3:1a-b） 

除了這些關於扶桑太帝君所在位置的討論之外，我們再無資料可以了解太帝君與

「三十一卷」的關係，乃至其在早期上清教法中的地位與意義，因而對於《魏傳》中扶

桑太帝敕命王褒傳授「三十一卷」的了解實在有限。但如《神州經》所見，後來上清經

派確實在《魏傳》的基礎上，對於「三十一卷」的來源說明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二）《黃庭內景經併序》 

除了「三十一卷」之外，魏華存在修武時期還從景林真人受《黃庭內景經》。現存

傳文關於此這項傳授的敘述不多，除了兩種版本均提及景林真人令魏氏晝夜誦經外，《御

覽》本多及《黃庭內景經》異名，而《廣記》本則論及誦經後的效果（附錄二第 10 項），

並於傳末提到魏華存「又述《黃庭內景注》」（附錄二第 25 項）。 
除此之外，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下引錄了五種抄自《魏傳》的施用要訣（見附錄

一第 3 項），其中一種即為包含「拜祝法」與「存神別法」在內的〈誦《黃庭經》法〉。
88陶弘景認為此拜祝、存神兩法很容易被人誤認是由《魏傳》所出，但自東晉以來卻沒

有發現楊、許抄寫此二法的真跡，89且其分別依據的《三九素語玉精真訣》以及《帝君

填神混化玄真》二經均為當時流傳的「偽經」（3:1a4、3:2b8），其中又多有違反「真例」
90、「辭事乖淺」（3:5a10）的情形，因此陶氏認為「恐是後學淺才，率意立此，不能詮

簡事義，故多致違舛，相承崇異，莫能證辯」（3:2b），「必應是夸競之徒，傍擬偽經，

構造此訣」（3:5a-b），甚至以其學道生涯作為賭注，捍衛自己的論點：「若以吾所據為非，

想諸君可覓真本見示。若必其有者，則吾緘口結舌，終身不復敢言學道也。」（3:5b） 
雖然陶弘景只是站在「疑誤後學」的立場而抄錄此〈誦黃庭經法〉並詳加注釋辨偽，

但其中多所提及原附於《黃庭內景經》前的〈序〉，卻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魏華存所受的

《黃庭內景經》有很大的幫助。〈誦黃庭經法‧拜祝法〉一開始即言：「誦東華玉篇，《黃

庭內景經》云：『十讀四拜，先謁太帝後北向』，〈經序〉無旨訣。」（3:1a）〈誦黃庭經法‧

拜祝法〉即是立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發展出來的。也就是《黃庭內景經》 末一章有「十

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十四個字，提出誦讀《黃庭內景經》的方法，卻在〈序〉

                                                      
88 王宗昱認為五種《魏傳訣》不包括〈誦黃庭經法〉，而是指「入靜」、「章符」、「請官」與「平

旦入靜」、「當夜半入靜」（以上兩者即「二朝」）。王氏並未說明何以不包含〈誦黃庭經法〉，恐怕

是因為陶氏以其為偽造之訣，故未將其包含在五事之中。謝聰輝則根據《上清握中訣》的引用情

形，而以五事為：二朝與出入靜的三條口訣。詳見王宗昱著，土屋昌明譯，〈《登真隱訣》にみえ

る天師道〉，《東方宗教》第 96 號（2000 年），頁 20；謝聰輝，〈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

派仙傳研究〉，頁 87-88。而本文認為《魏傳訣》應包含〈誦黃庭經法〉的原因詳見後文。 
89 陶註言：「右此禮祝、存神兩法，皆想《傳》出，自東晉間並無真書。」（3:5a） 
90 〈誦黃庭經法〉中的陶弘景註文幾乎全為批評其內容違反「真例」的情形，如其所言「統體

而論，皆違真例」（3: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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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相關的旨訣說明，因而《三九素語玉精真訣》便在這十四字經文的基礎上發展出

〈拜祝法〉。陶弘景對此提出批評：「《黃庭‧前序》不說朝謁之法。按此《經》中十四

字已足明其事，何假復須發序」（3:1a），即認為《經》中所言「十讀四拜」等十四個字

已經足以說明誦經法的內容，所以《黃庭內景經》的〈序〉中才不需要再次提出誦經法。

陶弘景的批評可以說是代表傳統保守勢力對於舊有經義的迴護，而這裡也同時展現了新

經訣在過於簡化的經文基礎上繼續發展的過程。 
此外，還應注意當時〈拜祝法〉作者與陶弘景所見《黃庭內景經》卷首錄有序文一

事。陶弘景多次引用〈序〉的內容來反駁〈誦黃庭經法〉的內容，如： 
1. 「〈經序〉本云萬遍方得徹視五藏而已，今始得十轉，便乞登龍軿，如違旨。」

（3:1b8） 
2. 「《黃庭》之〈序〉已備載誦讀之法，若此二事不知修者便無感效，則兼應說

之，乃更論怖畏疾病及遇穢之法而了不及此，神王、王君寧當不欲分明指的垂

告耶？」（3:3a） 
3. 「東華謂之玉篇，今啟太帝而云玉經，將不濫乎？」（3:1b7-8） 
4. 「按《黃庭》是調和五藏，制練魂魄，本非昇化七祖之法。又內（景）黃庭止

是不死而已，何上清之可騰乎？」（3:1b10-2a2） 
5. 「太上謂之琴心，黃庭而說榑桑之目，何期兩祝而乖耶？」（3:2a8） 

現存於《正統道藏》中的梁丘子注《黃庭內景玉經訣》（CT402）91在本文之前有三段序

言，同時也見於《雲笈七籤》卷十一、十二所錄的《上清黃庭內景經》務成子注本。其

中梁丘子注本的第三段序文即是梁丘子自撰的〈注釋叙〉（3a3-b3＝《雲笈七籤》

11:1a6-b7）；而第一、二段（1a2-2b3）則應是陶氏所見的〈序〉。如上述陶弘景的第一

條批評，即〈序〉中所言：「萬過既畢，自然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藏」（11:3b）；

第二條批評所言〈序〉中已備載誦讀之法，應指「讀《黃庭內景經》者，常在別室燒香、

潔淨，乃執之也」之後的一整段文字（11:7a5-8b7b）；第三、五條則是〈序〉起始所言：

「《黃庭內景》者，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11:2a-b），

亦見於《御覽》本《魏傳》；第四條則是〈序〉中所言：「使調和三魂，制鍊七魄，除去

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華，色反孩童，百病不能傷，災禍不能得干」（11:3b），而此亦

見於《廣記》本《魏傳》。 
除了陶弘景所引〈序〉文可以証明梁丘子或務成子注本所保留的為《黃庭內景經》

原序之外，務成子為此〈序〉所作的注文也有幾處可以作為佐證。務成子注文中曾提到：

「按《經》後云：『入室東向讀玉篇』，而〈序〉云：『北向讀內景經一過』者，此謂却

邪折惡時，與和神召靈時異也」（11:8b-9a），其中所引〈序〉文即「向北讀內經一過，

即神靜意平」（11:7b）。由此可知，務成子所見《黃庭》並有〈序〉。另外，〈序〉中有：

「子有仙相得吾書」一句，務成子注言：「吾者，應是暘谷神王自稱也」（11:4a），由此

也可知曉此〈序〉並非務成子所為，而被認為是暘谷神王傳魏華存時所誥序文；而務成

子引〈序〉中原有之注文也提到其中的一段文字為「暘谷神仙王口訣」（11:6a），如此亦

可證明此〈序〉被視為神王在修武傳授魏氏的內容之一。另外，務成子在兩段「暘谷神

                                                      
91 梁丘子注本另見於《修真十書》（CT263）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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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口訣」（11:5a7-6a4）與「清虛真人口訣」（11:6a9-6b10）之後，註云：「本文止是二匠

授南真時口訣，故並題注言之也」（11:7a），則更明白地將〈序〉中部分內容直指為在修

武縣時神王與清虛王君傳授的口訣。如此，我們或可將務成子注本中所保留的〈黃庭內

景經序〉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1. 暘谷神王序（11:1b-4b） 
2. 暘谷神王口訣（傳授科格，11:5a7-6a4） 
3. 清虛真人口訣（傳授科格，11:6a9-6b10） 
4. 誦讀之法（11:7a5-8b7b） 

 
除了序文本身之外，務成子所見的〈黃庭內景經序〉原本就有注文。務成子的注本

即錄存此原注，並以「此○○字，本經所注」的形式標示出來（11:2b6, 11:2b9, 11:3a3, 
11:6a4, 11:7a1-2）。如此在〈序〉中原有的注文，極易令人與《廣記》本所言魏華存所述

的「黃庭內景注」聯想在一起。 
相對於現存《魏傳》留存為數不多的記述，〈序〉則提供更多訊息幫助我們了解《黃

庭內景經》的教法淵源。序文開頭即言：「扶桑太帝君命暘谷神仙王傳魏夫人」（11:1b），

而在「一名大帝金書」條下，原注有：「扶桑太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

曰金書」（11:2b）；以及另一處原注提到的：「夫《內景黃庭經》者，扶桑太帝君之金書，

錬真秘言矣」（11:6b-7a）。如此清楚表明暘谷神王所傳《黃庭內景經》乃扶桑太帝宮中

所誦之經，神王受命於扶桑太帝君來傳魏華存的看法與我們先前的推論一致。只是序文

同時也提到此經又名「東華玉篇」（11:2b），而經中原注則解釋：「東華者，方諸宮名也，

東海青童君所居也。其中玉女仙人皆誦詠之，刻玉書之為玉篇」（11:3a）。如果配合另一

個異名──「太上琴心文」（11:2b），以及經文所言：「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

君 。 閑 居 蘂 居 作 七 言 ， 散 化 五 形 變 萬 神 ， 是 為 黃 庭 曰 內 篇 ， 琴 心 三 疊 儛 胎 仙 」

（11:10b-11b）、「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12:26b）、「太上微言致神仙，不

死之道此真文」（12:27b），則可知此經乃為太上玉晨大道君所作，故可謂為「太上琴心

文」、「太上微言」，因此誦讀時必須在「謁太帝」之後北向「朝太上」。只是從經文的敘

述方式看來，卻又不是出自太上親撰，且經文中另有「是昔太上告我者」（11:24a1）一

句，可知太上所作此經，另有其人將之寫錄而成，而務成子對此寫錄者的推斷則令人信

服：「我者，扶桑太帝君自謂也。言我道成，昔承道君授以黃庭之術也」（11:24a）。如此，

結合經、序兩者便能清楚描述《黄庭內景經》的完整成經神話，亦即太上大道君在上清

虛皇之前作此《黃庭內景經》，由扶桑大帝君寫錄，故而太帝宮之中「盡誦此經」，同時

也由其負責傳授此經的工作，暘谷神王景林真人即是受太帝君之命前往授予魏華存此

經。而作為太帝屬官的暘谷神王肯定也因在太帝宮中盡誦此經而了解其施用之法，因此

授予經文、序文與口訣。 
至於《黃庭內景經》的傳授與「三十一卷」之間的關係，雖然先前我們曾經懷疑《御

覽》本中提及的《黃庭經》與「三十一卷」乃至《大洞真經》之間修習次第的真實性，

但其說法並非全然無據。《黃庭內景經》所言：「過數已畢體神精，黃華玉女告子情。真

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12:26a-b），實已指出其與《大洞真經》之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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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文之中多所提及上清教法的情形，92更令人懷疑修行這部經典是為「三十一卷」的

準備階段。93《御覽》本的說法恐怕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而《七轉七變儛天

經》將其與「三十一卷」並舉的方式，則是在《魏傳》之上繼續發展的結果：「太帝君

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所撰三十一卷獨立之訣，皆備天地之運。《黃庭玉景》，調理五藏，

通暢神關，誦之萬遍，亦得飛騰。」（27a） 
如此，則見載於《魏傳》中的《黃庭內景經》的傳授實則包含：經、序、注幾個部

分。經乃太上所作；序則有暘谷神王的序、神王與王褒關於「傳授科格」的口訣，以及

誦讀之法； 後則可能是魏華存所述的序注。從如此的成經過程來看，太上大道君所作

的七言經文似是此經法的 初源頭。當然，這是就成經神話所作的討論。如果將其放回

《黄庭經》的發展史來看，則自《列仙傳‧朱璜》或邊韶〈老子銘〉所提及的《老君黃

庭經》或其中相關概念，94乃至曹魏時期流傳於天師教團之中的《黃庭經》，95也就是現

存的《黃庭外景經》，96很可能才是《黃庭內景經》的傳承源流。97如同施舟人（Kristopher 

                                                      
92 此外經文中亦提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12:7a-8a），似乎是以太帝君的口吻，

說明《黃庭內景經》與《鬱儀結璘》奔日月之道的關係。關於《黃庭內景經》與《上清經》的關

係，可以參見 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Translated 
by Julian F. Pas and Norman Girardo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58-59.
楊立華，〈黃庭內景經重考〉，頁 175-183。 
93 賀碧來認為《黃庭內景經》的七言詩體形式，像是一種幫助記憶的提示性作品，一種專為存

思設計的簡明卻隱誨的文字。詳見 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p. 58. 
94 《列仙傳‧朱璜》中記雎山道士阮邱給朱璜《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

王叔岷，《列仙傳校箋》，頁 153。邊韶〈老子銘〉中則有「出入關元，上下黃庭」之語，與今本

《黃庭外景經》上部第三句「上有黃庭下關元」幾乎如出一轍。虞萬里因而推測此應東漢時期流

傳的黃庭內修訣，為天師道作品《黃庭外景經》所依據的來源。虞萬里，〈《黃庭經》新證〉，《榆

枋齋學術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527、536-537、539。另外，葛洪《抱朴

子內篇‧遐覽》亦列有《黃庭經》；以及〈袪惑〉篇言蔡誔「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

《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

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34、348。 
95 收錄於《正一法文天師教誡科經》（CT789）之中的〈大道家令戒〉為曹魏時期張魯的後續者

為維持自身的權威，依託張魯所發布的戒令，其中即提及《黃庭》，並與《想爾》、《妙真》並列，

並言及「《妙真》自我所作，《黃庭》三靈七言，皆訓喻本經，為《道德》之光華」，可知當時天

師道團中流傳《黃庭經》。見虞萬里，〈《黃庭經》新證〉，頁 534-537。 
96 虞萬里即透過《天師教誡科經》中所錄七言歌訣〈天師教〉、《女青鬼律》與《黃庭外景經》

進行比對，推測其同出一源。見虞萬里，〈《黃庭經》新證〉，頁 534-536。另外，身為天師道信

徒的王羲之所寫的《黃庭經》即《黃庭外景經》，這不但可以說明，即便到了晉朝天師道中還流

傳《黃庭經》，且其所傳承的本子是《黃庭外景經》。關於王羲之的道教信仰，詳見吉川忠夫，〈『官

奴帖』と道教──王羲之の信仰生活〉，《書と道教の周邊》（東京：平凡社，1987 年），頁 187-198。

關於王羲之所寫的《黃庭經》，則參見中田勇次郎，〈黃庭經諸本鑑賞記〉，《中田勇次郎著作集》

第二卷（東京：二玄社，1984 年），頁 230-234；虞萬里，〈王羲之與《黃庭經》帖〉，《榆枋齋學

術論集》，頁 581-604。 
97 關於《黃庭經》的發展，王明曾以「《真誥》記述《黃庭內景經》，多云黃庭而已」，故而推論

「所謂《黃庭》或《黃庭經》，概指《黃庭內景經》而言」，並認為自《黃庭外景經》成書之後，

《黃庭內景經》的名稱才出現，也就是說《黃庭內景經》早於《黃庭外景經》，但在《內景經》

之前已有「黃庭草篇」；王氏同時根據《太平廣記》所錄《魏傳》記述魏華存受《黃庭內景經》

一事，認為，魏華存得此黃庭草篇，「詳加研審，撰為定本，並予注述；或有道士口授，夫人記

錄，詳加詮次」。王氏的錯誤顯而易見，《黃庭內景經》經文本身即有「是為黃庭曰內篇」，如此

則其成書之始即以「內篇」自居，由此也可以想見當時早有另一《黃庭經》存在，為了與之區隔

而以「內篇」自我定位。而且王氏承認有一「黃庭草篇」的存在，卻未討論其內容，與《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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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pper）與虞萬里對於《內景》與《外景》文句比對，所得到的論斷：《內景》乃在《外

景》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只是其中加進了許多上清教法內容。98透過兩者的詳細比對

研究，則能清楚呈現《黃庭內景經》自原本的天師道作品改造成上清經典的過程，然而

限於篇幅無法在此詳加說明，只能將焦點放在《黃庭內景經》的傳授與發展上，透過經

文與序文的比對研究，討論在傳授過程，暘谷神王與清虛王君所扮演的角色在經法發展

過程發揮什麼樣的功能，造成什麼樣的經法發展。 

 
（1）暘谷神王序 

如前所言，〈黃庭內景經序〉分為四個部分。其中暘谷神王序文部分即： 

黃庭內景者，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當清齋九十日，

誦之萬遍。使調和三魂，制鍊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華，色反孩童，

百病不能傷，災禍不得干。萬過既畢，自然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藏。其

時，當有黃庭真人、中華玉女教子神仙焉。此不死之道也。 

子有仙相，得吾此書。 

此文羅列一形之神室，處胎神之所在耳。恒誦詠之者，則神室明正，胎真安寧，

靈液流通，百關朗清99
，血髓充溢，腸胃虛盈，五藏結華，耳目聰明，朽齒白髮，

還黑更生
100
。所以却邪痾之紛若者，謂我已得魂精六緯姓名也。形充神寧

101
而曰

欲死，不可得也。故曰內景黃庭為不死之道。（11:2a-4b） 

其中「子有仙相，得吾此書」（11:4a）一句似是對於讀序者，也就是《黃庭內景經》的

新擁有者的資格確認，但若將此序置回《魏傳》所描述的傳授場景，則此句應是暘谷神

王向魏華存解釋何以得受此經的說明，其中話語的發話與受話兩端因為傳記所給予的脈

絡而有固定的指涉，由此可以推想此序乃暘谷神王授予魏華存經書之時，為她所作此經

的介紹與說明，其中包括：經典的異名；誦經齋日與誦經次數、誦經效果、受傳資格、

                                                                                                                                                        
是否有關，便斷然以《內景》早於《外景》，更因此而懷疑《列仙傳‧朱璜》中所提及之《老君

黃庭經》的真實性。更不用說王氏沒有注意到〈大道家令戒〉中所提到的作為天師道經典的《黃

庭經》。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則實際比對內外景兩種文本入手，發現《黃庭外景經》的

內容多已包含在《內景》之中；且《外景》的篇幅較為簡短，其句子多不以原來的形式，但卻相

同的次序出現在《內景》之中，因此推論《內景》是《外景》的後續發展。賀碧來則保留兩種說

法，而不對於內外景的先後問題有所論斷。虞萬里則根據兩經的用韻、文字比對，以及目前所見

關於《黃庭經》的所有資料，得到相對令人信服的結論：「《外景》早於《內景》，《內景》是《外

景》的疏解」、「《外景》定本的作者不出張魯及一幫祭酒的範圍，《內景》的作者當是魏夫人」。

詳見王明，〈黃庭經考〉，頁 328-338。Kristopher Schipper, Concordance du Houang t’ing king. (Paris: 
École fraçaise d’ Extrême- Orient, 1975), préface. 轉引自 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p. 56. 虞萬里，〈《黃庭經》新證〉，頁 513-550。 
98 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p. 59. 虞萬里，〈《黃

庭經》新證〉，頁 529-531。 
99 梁丘子注《黃庭內景玉經註》（CT402）以及《修真十書》（CT263）所引均作「百關調暢」。 
100 梁丘子注《黃庭內景玉經註》以及《修真十書》所引均作「白髮還黑，朽齒更生」。 
101 原作「形充魂精」，梁丘子注《黃庭內景玉經註》以及《修真十書》作「形充神寧」，據務成

子所注：「今形既恒充，則神棲而逸；神既常寧，則形全無毀」，恐怕務成子所見的本子應是「形

充神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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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內容與主旨、誦經效果與原理等主題。 
亦即，暘谷神王首先依經文中出現的不同稱呼方式，102向魏華存介紹《黃庭內景經》

之經名與異名，並要求誦經前須清齋九十日，並誦詠萬遍，而後者也同樣是依照經文「詠

之萬過昇三天」（11:11b）、「約得萬徧義自鮮」（12:25a）的說明所提出的。至於誦經效

果則可依誦經萬徧為分野，只要一開始誦經，即能針對身中原有之魂魄、三尸、藏腑，

依各自性質，發揮調和、制鍊甚至除去的功效，從外在來看則有「色反孩童」、「百病不

能傷，災禍不能干」的效果，這基本上符合《真誥》所記的誦經效果：「山世遠受孟先

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

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

（9:23）；至於誦經萬徧之後，則能洞觀鬼神、徹視五藏，同時得到黃庭真人與中華玉

女的進一步教導。同樣的，這些誦經效果也多見於經文的說明，103即便是以此法為「不

死之道」的定位，也是根據經文「不死之道此真文」（12:27b）而來。而序文中交待不

甚清楚的黃庭真人與中華玉女的教導，根據經文所言：「過數已畢體神精，黃華玉女告

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12:26a-b），即可知曉其指「隱芝」104與

《大洞真經》的授予。 
暘谷神王向魏華存說明其因具有「仙相」，故而得到暘谷神王的授書，便接著說明

此書的內容主要是在於「羅列一形之神室，處胎神之所在」，並強調能夠長久誦詠這部

以神室、胎神所在為內容的經書，即能保持神室的明正，令處於神室之中的胎神得到安

寧，而使具有流體性質的身體能夠保持滿溢與流動狀態，而作為流體空間性質的身體則

保持通暢，105如此身體機便能夠得到活化。106神王同時向魏華存解釋透過經典的持誦之

所以能夠獲致這樣的效果，其關鍵在於對於身神名諱的掌握。經中不乏關於身神諱字的

記錄，尤其是第七章的「一面之神」、第八章的五藏六腑神、第十四章的膽部童子、第

十五章的中部老君。以第十五章為例，其言「脾長一尺掩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厥字

靈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穀粮」（11:34b-35a），即透過誦讀的方式呼求中部老君之名諱，

令其發揮消除胃宮穀粮之氣，達到治病的效果，亦即所謂的「三呼我名神自通」（11:35b）。

透過如此呼求胎神之諱字以令其安住於身中神室之內，如此則能「形充神寧」、形神合

一，而達到不死的境界。 

 
                                                      
102 如「是為黃庭曰內篇」（《雲笈七籤》11:11a）；「琴心三疊儛胎仙」（11:11a）；「金書玉景乃可

宣」（12:27a）；「但修洞玄與玉篇」（12:1a）；「入室東向誦玉篇」（12:25a）。 
103 如關於消災治病之功效者：「千災以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以却老年永延」（11:12a）、

「百病千災急當存」（11:31a）；制煉魂魄者：「和制魂魄津液平」（11:28b）、「魂魄內守不爭競」

（11:40a）、「三魂自寧帝書命」（11:40b）、「高拱無為魂魄安」（12:1b）；除去三尸者：「含漱金醴

吞玉英，遂至不飢三蟲亡」（11:37b）；關於見神者有：「宅中有真常衣丹，審能見之無疾患」

（11:20a）、「清靜神見與我言」（12:2a）、「內視密盼盡睹真」（12:3a）、「神華執巾六丁謁」（11:35a）。 
104 此或指太極隱芝，相關討論見本文第五章。 
105 關於流動的身體觀，詳參石田秀實著，楊宇譯，《氣‧流動的身體》（台北：武陵出版社，1996
年）。 
106 上述的觀念在經文中隨處可見，如「九室正虛神明舍，存思百念視節度」（11:45b）、「開通百

脉血液始，顏色生光金玉澤」（12:20a）、「齒堅髮黑不知白」（12:20b）。而賀碧來也曾從「徹視內

臟與身神」、「氣與精的循環」等兩個主要觀點討論《黃庭內景經》。詳見 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p. 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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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暘谷神王口訣 
為魏氏介紹《黃庭內景經》之後，暘谷神王則說明傳授此經之科律： 

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受之。授者為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

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九雙，以代割髮

歃血，勿泄之約。此物是神鄉之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

青布，鈕可用金鐶，亦足以誓信九天，制告三官矣。皆奉有經之師，散之寒棲。

違盟負約，七祖受考於暘谷河源，身為下鬼，考於風刀。（11:5a7-6a4） 

其中及於三個重點，即：授經對齋日數、所需誓信及其用途，以及違盟負約的下場。首

先說明受經者須齋戒九日、七日或三日。務成子解釋日數的差異取決於受者「履步世塵」

的程度，程度嚴重者則需多日自潔，或「山居清整」之人則三日便足。受者須奉授者為

師，師弟子結盟立誓，約定不能泄露經文。盟誓之信物以「玄雲之錦」、「金簡鳳文之羅」

與「金鈕」代替傳統的割髮歃血之盟。這樣的規範乃依據經文而來：「授者曰師受者盟，

雲錦鳳羅金鈕纏，以代割髮肌膚全，携手登山歃液丹，金書玉景乃可宣」（12:27a）至於

誓信，則是交奉經師，由其救濟貧困。 後則是依據經文所言「傳得可授告三官，勿令

七祖受冥患」（12:27b），說明違盟負約之人，其七祖父母將淪為「下鬼」，並於「暘谷

河源」受風刀的考掠。 

 
（3）清虛真人口訣 

《魏傳》中原只提及暘谷神王授經之事，但據此口訣，似乎王褒亦參與《黃庭內景

經》的傳授。王褒此訣論及二事，即：說明傳授人數與對象的限定，以及傳授須有所感

應。 

一人受書，得傳九人。審視形氣，必慈仁忠信、耽玄注真、不毀真正、敬樂神仙

者，乃可示耳。自非其才，是為漏泄。謹量可授，亦誠難也。 

又當先求感應，推訊虛靈者，乃佳也。審可傳者，亦將得夢以告悟。臨時之宜，

亦玄解於心矣。宣泄之科既重，傳之者良為嶮巇。有《黃庭內經》之子，寧慎密

之。（11:6a9-6b10） 

王氏說明受書之後得傳九人，但必須觀察其形氣，須符合「慈仁忠信」之性格，以及「耽

玄注玄」、「敬樂神仙」之好道心志者才能受傳此經。而此正是《魏傳》開頭對於魏氏個

人特質多所著墨之處。然而，單純透過觀察以掌握受者質性的方式實在風險太大，且傳

非其人即為漏泄以及宣泄違盟的處罰實在太重，因此在觀察的方法之外，王褒特別提伿

了「先求感應」的另一種判斷方式，並以此叮嚀《黃庭內景經》的擁有者須審慎此一宣

泄之科。 
相對於暘谷神王關於傳授科格的口訣乃在經文的基礎上所提出的，則王褒此訣所

論，卻在經文之中未見相關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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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誦讀之法 
〈黃庭內景經序〉的 末則提供此經的誦讀之法，包括：一般誦讀法、辟邪誦讀法、

誦經效果、誦經禁忌以及潔淨儀式： 

讀《黃庭內景經》者，常在別室燒香潔淨，乃執之也。 

諸有此經，能辟百邪。若入山林空闇之地，心中震怖者，正心向北讀《內經》一

過，即神靜意平，如與千人同旅而止。 

能讀之萬過，自見五藏腸胃，又見天下鬼神，役使在已。 

若困病者，心存讀之，垂死亦愈。 

大都通忌食六畜及魚臊肉，忌五辛、淹洿之事。若脫履淹洿之者，沐浴盥漱，燒

香於左，讀經一過，百痾除也。（11:7a5-8b7b） 

一般性的誦讀法只強調「別室燒香潔淨」便能執誦，這與經文所言：「沐浴盛潔棄

肥薰，入室東向誦《玉篇》」（12:25a）大體相合；除此之外，經文還提到「晝夜存之自

長生」（11:25a）、「晝夜七日思勿眠，子能行此可長存」（12:13a），此則應即《魏傳》中

暘谷神王令魏華存「晝夜誦之」的說法來源。 
除了一般性的誦讀法外，《黃庭內景經》原本具有的辟邪效果，如經文所言「却滅

百邪玉鍊顏」（11:15a）、「明神八威正辟邪」（12:21a），故而序文提供與之相應的誦讀法，

即「正心向北讀《內經》一過」。經文中則有「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

（12:26b），但未說明此為辟邪讀法，甚至這並非指北向讀經之法。先前已言：「入室東

向誦《玉篇》」，而此謂「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似是補充前句，說明每

讀誦十徧所須施行的禮拜儀式，而非在東向之外另有北向讀經法。陶弘景《登真隱訣》

所錄〈誦黃庭經法‧拜祝法〉雖是後出的發展，但它便是在「十讀」之後分別於東向、

北向再拜太帝與太上的拜祝法。相較於〈序〉中所論北向辟邪讀法沒有相應的經文可供

依據，則〈誦黃庭經法〉則是在正確地理解經文的情形下，繼續對拜祝法的發展與補充。 
至於誦經效果，原則上與前述一致，唯此非但洞觀鬼神，還能役使在己，亦即經文

所謂：「能存威明乘慶雲，役使萬神朝三元」（11:34a-b）。另外，序文也根據經文所說的

「臨絕呼之亦登蘇」（11:27b）、「垂死念神死復生，攝魂還魄永無傾」（11:29a）、「百二

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獨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

（12:18a-19a），提供困病時的讀經法，甚至強調「垂死亦愈」。 後，誦讀之法則在食

物禁忌與污穢禁忌以及如何在履污之後透過誦經恢復潔淨的儀式說明下結束。 
以上，透過序文的分析及其與經文的比對，可以發現序文大體依循著經文的內容，

多只是將原本經文的韻文體改以較能完整、清楚表達的散文體的方式呈現，其間沒有

太多的發展。也就是說，暘谷神王在修武傳授魏華存此經法時，忠實地依據經文的內容

介紹此經，而沒有太多創造性的發展， 多只是根據《黃庭內景經》和神、辟邪、治病

等不同的功能而發展出相應的誦讀法。或許這也可以說明，經法的發展與衍進較多時候

是表現在施用要訣，亦即是儀式性的口訣上面。前述《登真隱訣》卷下所引〈誦黃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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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者是務成子注本所錄存的〈誦黃庭經訣〉（11:10a-b）、〈推誦黃庭內景經法〉

（12:57a-60a），即是這一方面的發展。 

 
（三）天師教訣 

解化陽洛之後的魏華存，因「在世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而得天師張道陵降授「明

威章奏、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附錄二第 19 項）。即便傳文對此天師降教有所解

釋，但陶弘景對於天師降教的動機有所懷疑：「然昔雖為祭酒，於今非復所用，何趣說

之」（3:5b），後來才以魏華存即將受命為下教學道者的職務，解釋如此「演出示世」天

師教訣的目的，乃是為了教導天師道的男女官祭酒：「此既是天師所掌任，夫人又下教

之限，故使演出示世，以訓正一之官」（3:5b）。陶氏此言並非無據。《真誥》所錄存的

魏氏降誥資料中也確實存在許多關於燒香、入靜、拜靜的教導，甚至引用天師道的《正

一平炁經》作為說明的依據。（9:12b-13b） 
天師教訣的內容雖未見於今本《魏傳》，卻因陶弘景《登真隱訣》的抄錄而留存。（附

錄一第 3 項）《登真隱訣》卷下題為「入靜」、「章符」、「請官」的三段文字，開頭即明

確表示此為「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諱告南嶽夫人口訣」（3:5b），其末亦言：「右正一真

人口訣，治病制鬼之要言也」（3:22b），此雖針對「請官」一節所說，亦可以此為界，

以之區別其後由王褒所授的「二朝」（3:23b）之法。 

 
（1）入靜 

「入靜」一節中包括「入靜法」（3:6a-10b）與「漢中入治朝靜法」（3:10b3-11b1，

以下簡稱「漢中朝靜法」）兩個部分。只是「漢中朝靜法」並非原本天師所告口訣，而

是陶弘景推測魏華存在修武縣時為了配合修用王褒所授上清朝儀──「二朝之法」所採

行的「朝靜之法」，因此將其抄附於後。如陶氏所言： 

至於後用二朝之法云：「當先朝靜，乃行此。」按夫人于時尚在修武，何容已究

陽洛之義？若此時已受，判後不應更用授，判當別有朝靜之法。世有穀紙古書，

云漢中入治朝靜法，必應是此。但今既幸有所受，便宜用之；又復用漢中法，唯

前後祝鑪應小回易其辭耳。（3:6a） 

亦即，陶弘景認為未至陽洛山得天師新授「入靜法」前，王褒所傳「二朝之法」107須於

靜室施用，故需入靜儀式，因此指明「當先朝靜，乃行此」，若以魏華存時為天師道祭

酒的身份，可以想像王君所言「朝靜」應指傳統天師道的入治朝靜法。陶弘景即是以這

樣的想法推測修武時期魏華存所行的朝靜法可能為傳統的「漢中朝靜法」，故而將其所

見「穀紙古書」本抄附於新訣之後，108並認為既然已受新訣，便應在「二朝」時配合使

                                                      
107 又稱「東華青宮秘法」，見存於《登真隱訣》卷下（3:23b-26a）。呂鵬志從道教儀式發展史的

角度，指出上清朝儀乃是模仿天師道朝儀的結果。參見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一）〉，《宗

教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14。 
108 吕鵬志認為所謂的「漢中入治朝靜法」應指「入靜和靜中朝神的儀式」，「不過，陶弘景所看

到的『穀紙古書』本只記錄了朝禮四方之神的先後方位及禱辭，對具體如何入靜和朝神未做說明。」

詳見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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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訣，如果仍然使用傳統漢中舊法，前後祝辭便需要稍作修改。 
如此原將上清朝儀架構在傳統天師道朝靜法之上結合施用的情形，說明了上清教法

乃在天師道環境中發展而成的；而其後又以接受天師新訣的方式，提出具有上清特質的

新入靜法，以之取代傳統天師道朝靜法的方式，顯示了上清教法的擴展，並有意逐漸淡

化自身教法之中的天師道成份與色彩。 
天師所授「入靜法」包括：（一）入戶祝爐，即入靜戶之時，目視香爐，於心中祝

禱太上玄元五靈老君敕召身中功曹使者等神靈，上天啟告三天太上玄元道君即將入靜朝

神之事，並乞求八方正氣來入身中；（二）燒香；（三）四朝，即依序西、北、東、南四

向再拜三自搏，向天師與太清神靈關啟乞願，乞願後再拜。（四）出戶祝爐，即臨出靜

戶時，正向香爐，小聲祝禱香官使者等神靈，令靜室充滿「芝草、金液丹精」與神靈並

侍衛香火、書記所言。（五）出戶。 
比較新舊兩種朝靜法，即可發現魏夫人所受天師口訣「入靜法」不僅在四方朝之外

增加了出入靜戶時的前後祝鑪法，109而且在四朝時的繞行方向與祈請之辭也有所不同。

呂鵬志詳細分析了兩種朝靜法的差別，並指出新訣在天師道舊法的基礎上吸收南方方士

傳統乃至佛教儀軌後的創新情形。110 

 
（2）章符 

至於魏華存所受天師「章符」（3:11b-14a）口訣則是關於：書章方法（包括題署、

所用筆墨紙硯、書寫方向）；上章完畢搗章作丸，令病人吞服；因病入靜，安四香爐，

四面燒香（此與「入靜」相關，而非章符）；上章事效為所請官君及身中功曹吏兵言功；

書符之法等方面的規範。111相較於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根據《赤松子章曆》

（CT615）對於完整的上章儀式過程所作的詳細描述，112這數則口訣顯得零星而片斷；

即便單就「書章」此一部分來看，《赤松子章曆》的描述也相對系統化。這當然與天師

「章符」口訣所反映的可能是早期較為素樸的情形有關；而後出的《赤松子章曆》113也

                                                      
109 Ursula Angelika Cedzich, “Das Ritual der Himmelsmeister im Spiegel früher Quelle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1987, pp. 112-116. 本文轉引自 Anna Seidel, “Early Taoist 
Ritual.” Cahiers d’Extrême-Asie 4(1988), pp. 199-204. 另有呂鵬志、常虹譯，〈早期道教儀式〉，《宗

教學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3, 81。 
110 即：1) 三自搏的除罪行為明顯繼承漢中天師道的靜室思過法；2) 出入靜戶的儀節為天師道

吸收南方方士傳統後新創的儀法；3) 前後祝鑪辭是受到江南煉丹服藥風氣影響下的產物；4) 形

成「入靜戶－祝鑪－四朝－祝鑪－出靜戶」的對稱儀式結構，影響後世深遠；5) 四朝時的祈請

之辭更為繁複且富文采，其中不乏具有方士信仰色彩的用辭；6) 接受了上清經派的祖先崇拜的

影響；7) 四朝時的繞行方向與漢中舊法相反，與佛教禮儀所行相同。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

綱（一）〉，頁 14。 
111 同前註，頁 13。 
112 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著，呂鵬志譯，〈天師道上章科儀──《赤松子章曆》和《天辰

章醮立成曆》研究〉，黎志添主編，《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3 年），

頁 37-71。另外，丸山宏也曾討論上章儀式的諸多制度，見氏著，〈冢訟を分解する章について

──章本の研究（一）〉，《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頁 40-46。 
113 傅飛嵐提到《赤松子章曆》之中的部分內容已經受到唐代特有的信仰和實踐影響；而丸山宏

也認為此經是六朝末至唐代成立的。見傅飛嵐著，呂鵬志譯，〈天師道上章科儀──《赤松子章曆》

和《天辰章醮立成曆》研究〉，頁 38-39；丸山宏，〈冢訟を分解する章について──章本の研究

（一）〉，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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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顯吸收了此一教訣而使其內容更為豐富。114 
雖然如此，天師所授「章符」口訣仍然具有共通的主題，亦即以「治病」為主的教

導，115如特別提及因病入靜時的燒香方式；書章方法也多及於「治邪病章」、受「注氣

鬼病」時的「繫鬼章」或「逐鬼章」等；書符法也在一般書符法外特別說明「治邪病符」

的方式；以及上章之後如何擣章作丸，令病者服用的情形。尤其是 末擣章作丸的詳細

描述： 

上章畢，用真朱二分，合已上之章，於臼中擣之，和以蜜成丸，分作細丸，頓服

之。用平旦時入靜，北向再拜，服之，垂死者皆活。勿令人知擣合之時也。使病

者魂神正，鬼氣不敢干，他病亦可為之也。若病者能自擣和為佳，不爾，即上章

祭酒為擣之。先以蜜漬紙令軟爛，乃擣為丸。（3:12a-b） 

幾乎已將所上之章視為藥材，將原本上章呈事的文書轉化為治病療疾的藥丸。只是，如

此吞服入體內的藥丸並非以物質性原理發揮療效，而是以精神性原理，如《赤松子章曆》

所言：「謹依道法，以道真符與某甲吞、帶。當願敕下真官直符使者、百千萬重道氣，

隨禁降入符中，行神布氣，搜索邪精，誅戮鬼賊，救濟天人。」（2:1b）116 
如此在天師教訣中集中討論「治病」主題的章符規範，恐怕是因為此教訣是在某種

特定話語脈絡下完成的結果，或許天師便是為了回應魏華存的個別詢問，才會形成如此

具有特定主題的教導。 

 
（3）請官 

天師降教的「章符」口訣未及章本的內容，然而陶弘景的注文卻曾論及此一問題，

其中提及當時所見的章本，「並無正定好本，多是凡校祭酒虛加損益，永不可承用」，117

認為應依古法，依如下內容書寫章本： 

先自申陳疾患根源，次謝愆考罪咎，乃請官救解，每使省衷。若應有酬貝危金青

紙油等物，皆條牒多少，注詔所貝危吏兵之號，不得混漫。（3:12b-13a） 

即章文內容應分三部分：首先應該詳述目前所遭遇的疾病、禍患及其根源；其次則懺悔

所有可能的罪行； 後便奏請與其問題相應的天君（或地君）官將進行解救。118其中請

                                                      
114 《赤松子章曆》的部分內容：「若急事上章，……若因病入靖，書章即四面燒香火」（2:4b），

幾乎完全與此天師「章符」口訣的內容一致。另外，《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一亦有引用情形。（14b、

15a）見王宗昱著，土屋昌明譯，〈《登真隱訣》にみえる天師道〉，頁 23-24。 
115 丸山宏曾整理《赤松子章曆》與《太上宣慈助化章》中所列舉的一三四種與二十四種章名，

並將其略分出十七種分類，以此見出天師道道士所面對的信眾需求的多樣性，治病章即其中一

類。詳見丸山宏，〈治病の章について──章本の研究（二）〉，《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東

京：汲古書院，2005 年），頁 70-75。 
116 王宗昱著，土屋昌明譯，〈《登真隱訣》にみえる天師道〉，頁 24。 
117 關於天師道章本的流傳問題，詳見丸山宏，〈治病の章について──章本の研究（二）〉，頁

68-75。 
118 丸山宏分析天師道章本，亦得到如此三段式的構成內容；而傅飛嵐根據《赤松子章曆》的敘

述，而對章本內容有更詳細的說明。見丸山宏，〈治病の章について──章本の研究（二）〉，頁

76；傅飛嵐著，呂鵬志譯，〈天師道上章科儀──《赤松子章曆》和《天辰章醮立成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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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部分，陶弘景認為應當依照「漢中舊儀」《千二百官儀》（以下簡稱《官儀》）119的

內容，「取所請官并此二十四官與事目相應者請之」（3:12b）。在此，陶弘景即一方面遵

循原始天師道的傳統，採行《官儀》中所列天地君官將名目，但卻又同時結合天師在陽

洛所新出「請官」（3:14b-23b）口訣中的二十四官系統。 
現存《登真隱訣》所見天師「請官」口訣羅列了二十五種天地君官將，說明在什麼

樣的情形底下，須入靜上章，啟請治於某宮的某天君或地君多少人官將多少人，前來解

決所面對的問題。其中二十二種天地君官將為《官儀》中所有，但因所述主職之事小有

差異，因此陶弘景便依《官儀》的次序，120重新整理「請官」口訣的次序，並以相應的

《官儀》內容與「請官」口訣並排對比，方便上章請用者能同時參考取用。121其餘不見

於《官儀》的三種天地君官將，陶氏懷疑其為天師新出：「《儀》中無此三君名號職主，

今既併在後，或當是天師新出也，亦並為要用，但依此所主請之」（3:22b）。 
天師所授「請官」口訣即以此二十五官為主，並言其對應於身中二十四神：「右正

一真人口訣，治病制鬼之要言也，以應二十四神，身中之三宮也」（3:22b），甚至強調

如此對應關係乃此二十四官與《官儀》中其餘官將的重要差異，所謂：「其餘官號多在

《千二百官儀注》上，蓋互相支附，非如此二十四號以應體中二十四神之分明也。」（3:23a）

身中三宮乃至於三部八景二十四神的系統向為上清經派重要的身神概念，《紫陽真人內

傳》中所傳「三元真一之法」即與此三一、二十四神有關，122即便是魏華存所受《黃庭

內景經》中也曾提及此法：「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12:1b）。123因此，或

可推想天師在陽洛所授的「請官」口訣即是受到上清二十四神的影響，將原本被登錄在

道籙之中的諸多官將整理出一套與身神對應的系統，以使外向的符籙法術與內煉的存思

修法有所結合，這種結合在後來的靈寶經派的《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CT1407）中

有進一步的發展。 
儘管我們或能了解天師「請官」口訣成立的意義，但對於陶弘景或之後的男女官祭

酒者來說，天師新出口訣與傳統《官儀》或有重疊卻又有所差異的情形將對其上章實踐

造成影響。對此，陶氏一方面向後來的學道者說明傳統《官儀》仍然具有有效性，所謂

「上章時亦宜兼復取《官儀》中相配用，不必專止此二十五」（3:22b），但又同時強調

此二十五官為新授口訣，相較於傳自漢中、時代久遠的《官儀》來說，發生誤傳的可能

性較低，較為可信，因而傾向先行考慮「請官」口訣的內容：「《千二百官儀》始乃自出

自漢中，傳行於世，世代久遠，多有異同，殆不可都按。此之二十四官亦頗有同彼名者，

                                                                                                                                                        
頁 46。 
119 王宗昱即取《登真隱訣》中所記天師「請官」口訣與《官儀》的相關敘述，與現存《正一法

文經官章品》進行比較，以了解《官儀》的內容。王宗昱著，土屋昌明譯，〈《登真隱訣》にみえ

る天師道〉，頁 21-23。 
120 《登真隱訣》：「此次第猶是取《官儀》上，小復參差，而《官儀》唯無後三官，不知那得爾。」

（3:14b） 
121 《登真隱訣》：「自後諸名題宮府所主治，往往小異，並朱書，各載之」（3:14b）；「凡有二十

二官，並出《千二百官儀》中，所主職事小有差異，今上章請用，當作兩邊求之。」（3:21b） 
122 詳參本文第二、三章。 
123 賀碧來也認為茅山傳統之中有一重要且有名的二十四身神系統，但她卻認為《黃庭內景經》

沒有提到祂們。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p. 59. 然

而根據上述引文，《黃庭內景經》確曾提及此二十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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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真書未久，必無差謬。」（3:23a） 

 

五、小結 

以上，我們大致整理了目前所見的《魏傳》版本，比對出其中隱然存在的兩種不同

系統：《廣記》本（〈魏夫人碑銘〉本）與《御覽》本（〈上清經述〉本），並追索這兩種

系統的流傳歷史。在版本研究的基礎上，接著以《廣記》本為主，輔以其他版本的傳文

內容，討論魏華存的修道歷程，其中的修武與陽洛山兩個時期可以說是魏華存受道的關

鍵時期。根據傳文，魏華存分別在這兩個時期，自王褒、景林真人與天師張道陵受傳了

「寶經三十一卷」、《黃庭內景經》與「明威章奏、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三種不同

的教法，124而且這三種教法各自有著不同的傳承系譜。 
首先，從《魏傳》上溯至《王傳》，乃至於《白簡青錄》所記載的七人名單，清楚

描繪出「寶經三十一卷」的傳承系譜，因其作為上清經法的主要內容而被提出，故而後

續《上清經》的發展幾乎是立基於《王》、《魏》系譜所做的推衍，而成為上清經派發展

史的主流系譜。其次，暘谷神王景林真人所傳授的《黃庭內景經併序》也清楚地描繪出

太上所作、太帝成書、神王傳授，並與清虛王君授訣的成經神話，而這也同時可以視作

此經的傳承系譜，只是這樣的系譜並不能直接視為歷史現實的反映，相反的，卻是凸顯

出上清經派繼承天師教團中的重要經法傳統卻又有意改造的心態與事實，而形成歷史現

實上的另一種傳承系譜。 後則是天師教訣的部分，其非但繼承自漢中傳統而來，同時

又由天師親自降授，透過魏華存「以訓正一之官」，如此在陽洛山上的上清場合之中，

卻畫出一條深具天師道色彩的傳承系譜：天師－魏華存－在世正一之官。 
《魏傳》對於這三種教法的敘述或有輕重，甚至刻意忽略其他兩種教法的傳承系

譜，而亟欲凸顯「寶經三十一卷」的傳承系譜，並強調魏華存位列其中。然而我們仍然

亟力釐清這三種教法的傳承系譜，及其在魏華存身上合流的事實，甚至進一步以魏華存

作為一個重要的案例，分析這三個具有不同來源的教法同時存在於魏華存身上具有何種

象徵意義。首先是來自北方、身為天師道女官祭酒的魏華存，可以說是繼承了漢魏以來

北方天師道的教法傳統，即便在陽洛山接受天師教訣，也仍然與漢中舊儀多所相涉；其

次，或許是移居修武之後得以接近王屋山或陽洛山附近王褒的信仰活動，乃至於移居江

南之後接觸南方方士傳統，而使魏氏的教法開始朝南方傳統轉移，這可以從原本承自天

師教團中的重要經法《黃庭經》，繼而發展出具有濃厚上清色彩的《黃庭內景經》的過

                                                      
124 除了這三種教法與王褒所授的甘草方、二朝法之外，原本錄存於《王傳》之中的〈太極真人

青精乾石飠迅上仙食方〉與〈太極真人服四極雲牙神仙上方〉亦為魏氏所受教法，分別見存於《雲

笈七籤》（74:1a-7b）與《上清明堂元真經訣》（CT424, 6a-10a）。其中〈太極真人服四極雲牙神

仙上方〉的標題底下原注明：「女弟子魏華存受清虛真人方」（6a2-3），文末又有「猥以女弱，備

經上業，……聊敘其妙，以宣同志」（9b），故陶氏注明此為「南嶽夫人敘也」（10a1），並論及「夫

人昔雖受此法，敘說褒美而竟不用之，乃可是挺業高絕，要亦宜准傍遙蹤矣」（9a）。由此可知此

本有魏華存口訣，亦有陶弘景注文。這與《上清太極真人神仙經》比對即可知。但賀碧來沒有弄

清楚這一點，以為全為魏華存所注。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71. 至於《王傳》，其組成包括：1) 本傳；2) 青精方；3) 服四極雲牙方。詳

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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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見出； 後則是具有整體《上清經》意義的「寶經三十一卷」，因《白簡青錄》的規

範而使我們了解其與上清教法之間的聯繫，《魏傳》以其為魏氏所受教法系譜中的主流

系譜，象徵著魏華存已自天師道的女官祭酒正式轉化為上清經法的新一代繼承者。因此

可以說，《魏傳》之所以成為吸引我們關注的焦點，乃在於其中描述魏華存由北而南、

由西晉而東晉的修道歷程，以及伴隨著這樣的歷程所呈顯的信仰傳統的轉變。可以說，

魏華存的修道歷程具現了天師道南遷過程接觸地方傳統所發生的宗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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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南嶽夫人內傳》的版本與說明 
凡例： 
— 此版本整理與說明據陳國符、賀碧來、李豐楙、謝聰輝的研究基礎發展而成。125 
— 版本條目內容包括：「序號」、「年代」、「編作者」、「生卒年」、「書名」、「所引《魏

傳》名稱」。 
— 版本條目下之說明依：出處、內容概述、版本比較等項目分別說明之。 

 
1. ［東晉］范邈（?）《南嶽夫人內傳》 

– 已亡佚。今據陶弘景《真誥》註（12:5, 14:14, 20:4, 7:10, 19:2），知有此《傳》。 
– 據陶弘景《真誥》註，知有《青籙文》、《黃庭經》。 
– 此為《魏傳》祖本。 

2. 〔齊〕顧歡（420-483）《道迹經》引 
– 《無上秘要》（CT1338, 20:11a10-14a6, 20:15b8-16a7）。 
– 諸真歌頌（20:11a10-14a6）；玉女彈奏（20:15b8-16a7）。 
– 諸真歌頌亦見於《上清道寶經》（3:22a8-b4）、《諸真歌頌》（7b8-8a4, 8a5-8b2, 

8b9-10a9）、《雲笈七籤》（96:8a1-b4, 96:8b5-9a1, 96:10a1-11b1）、《墉城集仙錄》

（1:12a-b, 2:15b-16a），見第四、五、十四、二十條版本說明；玉女彈奏亦見

於《上清道寶經》（3:20b1-2, 3:20b9-10, 3:21a4-5, 2:21a10）、《太平廣記》（頁

357）、《太平御覽》（678:7a）、《雲笈七籤》（96:9b6-10），126見第五、十七、十

九、二十條版本說明。 
3. 〔梁〕陶弘景（456-536）《登真隱訣》引《魏傳》訣五事 

– 《登真隱訣》（CT421, 3:1a-27a）。 
– 「《魏傳》訣」五事：1) 誦黃庭經法（拜祝法、存神別法）；2) 入靜（入靜法、

漢中入治朝靜法）；3) 章符；4) 請官；5) 二朝（朝太微天帝君、朝太上）。 
– 〈章符〉部分內容亦見於《要修科儀戒律鈔》（11:14b7-15a4, 11:15a6-7）。見

第九條版本說明。 
4. 〔北周〕宇文邕（561-578）敕編《無上秘要》引《南嶽夫人傳》 

– 《無上秘要》（CT1338, 66:2a5-7）。 
– 青童君誥語。 
– 未見於其他版本。 

5. ［唐］不知撰者《諸真歌頌》127 
– 《諸真歌頌》（CT980）〈王母贈魏夫人歌〉（7b8-8a4）、〈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

（8a5-8b2）；〈四真人降魏夫人歌〉（8b9-10a9）。 
– 諸真歌頌。 

                                                      
125 見前註 22。 
126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400. 
127 賀碧來認為《諸真歌頌》為唐代整理上清諸真所吟誦的詩歌選集。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e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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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第二條版本說明。 
6. 〔唐〕項宗（?）《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 

– 《新唐書‧藝文志》卷三神仙類著錄此傳。已亡佚。128 
7. 〔唐〕王懸河（683 在世）《三洞珠囊》引《南嶽夫人內傳》（《南嶽魏夫人傳》） 

– 《三洞珠囊》（CT1139, 3:28a8-29a8, 8:22b） 
– 甘草丸方（3:28a8-29a8）；夫人之異質（8:22b）。 
– 甘草丸方亦見於《太平廣記》（卷 58，頁 358）、《仙苑編珠》（2:4a9-b4）。夫

人之異質亦見於《雲笈七籤‧上清經述》（4:8b2-5）。 
8. 〔唐〕王懸河《上清道類事相》引《南嶽夫人內傳》（南嶽魏夫人內傳） 

– 《上清道類事相》（CT1132, 2:3b10-4a1, 3:14a5-8） 
– 注名東華之閣（2:3b10-4a1）；隱元臺、扶桑之臺（3:14a5-8）。 
– 注名東華之閣見《雲笈七籤‧上清經述》（4:8a9-b2）；隱元臺、扶桑之臺見《太

平御覽》（678:7b3, 8a6）。 
9. 〔唐〕路敬淳（649-688 在世）〈大唐懷州河內縣木澗魏夫人祠碑銘〉引「本傳」 

– 《欽定全唐文》，卷 259，頁 15a-b。 
– 本傳節文。 
– 近〈上清經述〉。 

10. 〔唐〕朱法滿（?-720）《要修科儀戒律鈔》（700 左右）引《魏傳》 
– 《要修科儀戒律鈔》（CT436, 11:14b7-15a4, 11:15a6-7）。 
– 上章筆硯用紙規範。 
– 亦見於《登真隱訣》（3:11b-12b, 3:12b）。見第三條版本說明。 

11. 〔唐〕蔡偉（712-756 在世）〈魏夫人傳〉 
– 《藏外道書》，第 18 冊，頁 815-818。 
– 本傳節文。 
– 同《太平廣記》本。見第十七條版本說明。129 

12. 〔唐〕顏真卿（709-785）〈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768） 
– 《欽定全唐文》，卷 340，頁 16b-22b。 
– 本傳節文。 
– 與《太平廣記》有共同文本來源。130 

13. ［唐］孟郊（751-814）〈列仙文〉 
– 《孟東野集》。 
– 改寫方諸青童君、清虛真人、金母、安度明等四首諸真歌頌。131 
– 見第二條版本說明。 

                                                      
128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3。 
129 《太平廣記》卷五十八〈魏夫人〉之末提到「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但被編入者

是唐女道士王靈微而不是魏夫人。然《藏外道書》第十八冊中又確有蔡偉〈魏夫人傳〉，其內容

與《太平廣記》卷五十八〈魏夫人〉全同，且文末亦提及蔡偉編《後仙傳》與顏真卿立碑之事，

明顯為後人全抄《太平廣記》而依托蔡偉之偽作。 
130 見〈附錄二：兩種《魏傳》版本的比較〉。 
131 李豐楙，〈孟郊〈列仙文〉與道教降真詩──兼論任半塘的「戲文」說〉，頁 19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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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代］杜光庭（850-933）《墉城集仙錄》引 
– 為《太平廣記》所據底本之一，知有此本。已亡佚。〈金母元君〉（1:19b7-20b5）、

〈三元馮夫人〉（2:15a8-16a4）則有節引。 
– 諸真歌頌。 
– 見第二條版本說明。 

15. ［五代宋初］王松年（?）《仙苑編珠》132引《魏夫人傳》 
– 《仙苑編珠》（CT596）「賢安甘草，伯玉松屑」條引《魏夫人傳》（2:4a9-b4）。 
– 甘草丸方。 
– 見第六條版本說明。 

16. ［宋］李昉（925-996）等《太平廣記》（978 成書）引「本傳」 
– 《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五十八〈魏夫人〉，頁 356-361。 
– 本傳節文。 
– 與顏真卿〈魏夫人碑銘〉有共同的文本來源，同時參考該〈碑銘〉。 

17. ［宋］李昉（925-996）《太平御覽》（984 成書）引《真誥》佚文 
– 《太平御覽》（661:6a-b）。 
– 本傳節文；「王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于世」。 
– 諸君授錫部分亦見於《太平御覽》（678:7b-8a）。此本近於〈上清經述〉。 

18. ［宋］李昉（925-996）《太平御覽》（984 成書）引《南岳魏夫人內傳》 
– 《太平御覽》（678:6a-8a）。 
– 本傳節文。 
– 此與《雲笈七籤‧上清經述》有共同文本來源，但為節本。 

19. 〔宋〕張君房（1007-1022 在世）《雲笈七籤》（1022-）133引 
– 《雲笈七籤》（CT1032）卷四〈上清經述〉（6a-10a）；卷九十六〈王母贈魏夫

人歌一章并序〉（96:8a1-b4）、〈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一章〉（96:8b5-9a1）、〈四

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并序〉（96:9b6-11b1）。 

– 本傳節文（4:6b-10a）；玉女彈奏（96:9b6-10）、諸真歌頌（96:8a1-b4, 96:8b5-9a1, 
96:10a1-11b1）。 

– 諸真歌頌、玉女彈奏，見第二條版本說明。〈上清經述〉所引傳文與《太平御

覽》有共同文本來源，但較詳盡。 
20. ［宋］陳葆光（?）《三洞群仙錄》（1154 年某氏序）引「本傳」 

– 《三洞群仙錄》（CT1248）「賢安紫木奈，伯兒紅蓮」條引「本傳」（18:2a1-4）。 
– 太極真人降設酒肴。 
– 未見其他版本，唯「季冬夜半……降夫人之室」（18:2a2-3）的說法近於〈上

清經述〉。 
21. ［宋］不知撰者《上清道寶經》134引《紫虛元君內傳》 

                                                      
132 陳國符據「前有序言，謂自「『唐梁以降』云云，又見《宋志》著錄」推測「松年當為五代或

宋人」。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240。 
133 陳國符根據《雲笈七籤‧序》推斷此書乃北宋仁宗（1022-1063）時所上。陳國符，《道藏源

流考》，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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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清道寶經》（CT1353, 1:32a9-b1, 3:20b1-2, 3:20b9-10, 3:21a4-5, 2:21a10, 
3:22a8-b4, 4:7b7-8a2, 4:8b3-4）。 

– 景 林 真 人 誥 語 （ 1:32a9-b1 ）； 玉 女 彈 奏 （ 3:20b1-2, 3:20b9-10, 3:21a4-5, 
2:21a10）；諸真歌頌（3:22a8-b4）；本傳節文（4:7b7-8a2, 4:8b3-4）。 

– 景林真人誥語亦見於《雲笈七籤‧上清經述》（4:8b2-5）。玉女彈奏與諸真歌

頌，見第二條版本說明。本傳節文近〈上清經述〉。 
22. ［元］趙道一（1294 在世）《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南嶽魏夫人〉引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CT298, 3:7a4-8a10） 
– 本傳節文（3:7a5-b5） 
– 近〈上清經述〉，但為節本。 

23. ［元］劉大彬（1317-1328 在世）《茅山志》卷十〈嗣上清第一代太師〉引 135 
– 《茅山志》（CT304, 10:4b6-6b6）。 
– 本傳節文（10:4b6-6b6）。 
– 近《太平廣記》本，唯稍有改動。136 

24. ［明］張宇初（1359-1410）《峴泉集》引〈紫虛元君傳〉 
– 《峴泉集》（CT1311, 4:7b6-9a6） 
– 本傳節文。 
– 據《茅山志》本改寫。 

25. 〔明〕顧元慶（1482-1565）《陽山顧氏文房》引《南岳魏夫人傳》 
– 《陽山顧氏文房‧南岳魏夫人傳》，頁 37-40。 
– 本傳節文。 
– 同《太平廣記》本。 

26. ［明］王世貞（1526-1590）輯，汪雲鵬補校《有象列仙全傳》引 
– 《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第六冊，頁 611。 
– 本傳節文。 
– 近《太平廣記》本。137 

27. 〔明〕楊爾曾（1607 年在世）《新鐫仙媛紀事》卷三〈魏夫人〉引 
– 《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第九冊，頁 212-231。 
– 本傳節文。 
– 同《太平廣記》本。 

 

                                                                                                                                                        
134 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p. 1053. 
135 此版本謝聰輝誤以傳末所附〈四十五宗師贊〉之作者虞集為作傳者，而以此本為虞集之〈魏

夫人傳〉，然虞集應只是〈四十五宗師贊〉的作者而已，劉大彬引其師贊以附傳末。見謝聰輝，〈修

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頁 97。 
136 如已加上宋元祐年間的封號「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10:6b2-3），而改稱為「上清道主南

極紫真後聖上保太微玉晨聖后南嶽上真司命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10:4b6-8），並據此而將原

傳稱「夫人」之處盡改為「元君」。 
137 此本將魏夫人之名諱誤作「魏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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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兩種《南嶽夫人內傳》的比較 
凡例： 
— 兩種《南嶽夫人內傳》分別為： 

1. 以《太平廣記》卷五十八〈魏夫人〉為底本，校以顏真卿〈魏夫人仙壇碑銘〉。

兩本同者以灰色區塊標示，〈碑銘〉獨有者以［］表示之。 
2. 以《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八〈道部〉引《南岳魏夫人內傳》為底本，校以

《雲笈七籤》卷四〈上清經述〉。〈上清經述〉部分則以［］表示之。 
— 兩種《南嶽夫人內傳》之間具有明顯差異的部分以底線標示之。 
— 另有補校之情形則附註說明。 

 
太平廣記［魏夫人碑銘］ 太平御覽［上清經述］ 

1. 家世籍屬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

女。名華存，字賢安。 

1. 家世籍屬 
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

康公魏舒女也。 

2. 秉質異操 
幼而好道，靜默恭謹。［少］讀莊老、三傳、

五經、百氏（子），無不該覽。志慕［性樂］

神仙，味真耽玄［慕道］，欲求沖舉。常［少

］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

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

許。 

2. 秉質異操 
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事。常別居一

園，獨立閑處，服餌胡麻。 

3. 婚姻家庭 
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君］，字幼

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 

3. 婚姻家庭 
父母偪之，強適太保公椽南陽劉幼彥。疇昔之志

存而不虧。 

4 四真來降 
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

苦盡］，［逮子息］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

齋於別寢。將逾三月［清修百日］，忽有太極

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

河］陽［湯］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

真人王裒來降。 

 

4 四真來降 
後幼彥為修武令，隨之縣舍，閑齋別寢，入室百

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138。季冬之月夜半，

四真人來降于室：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青童

君、碧海景林真（人）139、清虛真人王子登。

 
［於是季冬之月，夜半清朗，忽聞空中有鍾鼓之

響、茄簫之聲，音韻嘈噆。出戶望之，見從東方

虛空而來，旍旗鬱勃，羽蓋紛紜，光輝幽藹，煥

爛太虛，他人莫之見也。須臾，有虎輦玉輿、隱

輪之車，並頓駕來降夫人之靜室。凡四真人，並

年可二十餘，容貌偉朗，天資秀穎，同著紫花蓮

冠、飛錦衣裳、瓊蘂寶帶，體佩虎文，項有圓光，

手把華旛。其一人自稱曰：「我太極真人安度明

也。」其一人曰：「我東華大神方諸青童君也。」

                                                      
138 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3:7a9）補。 
139 疑缺「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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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曰：「我槫桑碧海暘谷神王景林真人也。」

其一人曰：「我清虛真人小有仙人王子登也。」

］ 

 5. 夫人拜乞 
於是夫人拜乞長生度世。 
［於是夫人匍匐再拜，叩頭自搏：「不期今日道

君降下，唯乞神仙長生度世。」］ 

6. 面誥來意 
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

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

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爾」之師也。」度

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

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

札矣！子其勗哉！」 

6. 面誥來意 
青童君曰：「此清虛真人者，爾之師也，當受業

焉。」景林真（人）曰：「爾應為紫虛元君上真

司命，封南岳夫人也。」 

 
 
 
［四人乃坐。良久，王子登告夫人曰：「聞子曩

日念善，展轉求生，密練氣，魂和體清。丹懷遠

邁，錄字上清，高契真人，抱信期靈，幽感啟微，

潛曜赤城。遂金書紫極，藏簡玉庭，故感高晨，

玄唱齊并。是以太帝君勑我今來，教授於子神真

之道焉。」其東華青童君曰：「此清虛真人者，

爾之師也。當受業焉。」其安度明曰：「子因緣

上業，積感求道。苦心久矣！用思至也！道今來

矣，子得之焉。」其景林真人曰：「子勤感累世，

積念真靈，將積應之所期，乃明挺之標會也。虛

皇早鑒爾之用思，太極已注子名於玉札，錄字紫

虛之宮，金書東華之閣，刻名上清丹文錦籍，應

為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又加名山之號，封南嶽夫

人。今視子之質，實霄景高煥，圓精重照，鳳骨

龍姿，腦色寶曜，五藏紫絡，心有羽文，形棲晨

霞，神友靈肆。天人之任，良不虛矣。帝誨王褒

相為盟師，故遣太極真人鑒子之精。子其勗哉！」

］ 

 7. 夫人自陳 
夫人謝曰：「此是婢子有幸，賜以性命。」 
［四真各有辭。致言畢，夫人叩頭自摶而言曰：

「華存卑賤，枯骨之餘，自處塵垢，久染濁穢。

天地寥邈，高下懸隔。縱恣五濁，翻錯臭穢。滯

塞靈祇，沈淪凡俗。無冀日月廻曜幽穴，不謂天

尊下交凡肆。所以割心斷意，取同螻蚓。自顧少

好神仙，貪樂長生。心之所詣，出於自然。志之

所期，誓以三光。而值季世，俱忌禮度，制置無

從脫免，良願不遂。今形非顧影，體氣臭惡，久

為垢穢所逼者，徒勵節無益。自入劉門，修道日



 218

廢。須者少閑，內外乖隔，容得齋思，謹按道法。

尋求經方、入室之制，為欲靜護五藏，辟諸疾病

耳。豈圖上願？惟在今日今夕，道君並降，慶出

分外，光照幽谷，荷戴天眷，不勝惶懼。此是婢

子有幸，當得度世。唯乞哀矜，賜以性命。」］

8. 期會陽洛山 
青童君又曰：「子不更［受」聞上道內法、晨

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暘

滌［陽洛］山中。爾謹［勤］密之［矣］。」

8. 期會陽洛山 
自陳畢，東華小童指而笑曰：「丹心苦矣！」

 
 
［自陳畢，東華小童指招而告之曰：「子少好道

真，至誠密感。是故因緣世生，胎鍊五神，寄慧

齊見，超度八難，氣適靈輝，挺會真筭。自當為

紫虛之宮上真司命，勤精彌綸，太極所旍。又加

名嶽之封，位均諸侯。然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

玉經者，仙道眾妙，無緣得成也。子其勉哉！我

後日當更期會於陽洛山中。汝勤之矣。」］ 

9. 授寶經三十一卷 
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

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身］》、

《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

《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

等經［書］，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 
［此皆］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

極夫人、西城王君［真人王方平於陽洛山］，

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

洞天仙王。令［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

城王君之本文［經］也。此山［中有］洞臺，

乃［是］清虛之別宮耳。」 
於是王君［至是］起立北向，執書而祝［誓於

夫人］曰：「太上三元，九星［皇］高真。虛

微入［八］道，上清玉晨。褒為太帝所敕，使

教於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

《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

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

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

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

門，身為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

存。」祝畢，王君又曰［說］：「我受秘訣於

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

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太極白

簡青籙，金刻玉文，有得見此三十一卷書者之

姓名也。凡］此［寶］書［起］自我［清虛真

人受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

9. 授寶經三十一卷 
於是清虛真人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

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經隱

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

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

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 
王君昔學道於陽洛山，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

此三十一卷，經行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極、

西城之本經也。陽洛山有洞臺，是清虛之別宮

也。 

 
 
王君當授魏夫人經之時，起立北向而誓曰：「太

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魏華存。」

 
 
 
 
 
 
 
 
［於是清虛真人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

等，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

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紫文八道》、

《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等經三十一卷，是王君昔於陽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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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夫人

］則為四矣。」 
遇南極真人西城王君所授者也，今於汲郡修武縣

中授夫人焉。］ 

10. 授《黃庭內景經》 
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

念［誦讀］。讀之萬遍後，乃能［得］洞觀鬼

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主（生）140華，

色反嬰孩，［此］乃不死之道也。 

10. 授《黃庭內景經》 
於是景林真（人）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一

名《太上琴心》，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

華玉篇》，令晝夜誦之。 

 
［暘谷神王又別授夫人《黃庭內景經》。］ 

 11. 告誡修行次第 
王君又告曰：「子若不在山中，隱身齋戒，則《大

洞真經》不可妄讀也。至於《虎經》、《龍書》、《八

素隱文》之屬，奇秘玄奧，若不齋戒絕世，不可

施行。子今且可誦《黃庭內（景）經》，步躡七

元，存五星之神而已。人間行之，亦足感通變化；

欲成際會，我有以相迎矣。」 

12. 四真歌頌 
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

合節而發歌。 

12. 四真歌頌 
方諸青童君怡然小留。四真吟唱， 

 
13. 解釋經訣 
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摘經中所

修之［寶經］節度，及寶經之［存思］指歸、

行事之口訣。諸要備［粗］訖，徐乃別去。［

凡二夕一日，共會在曲靜之中。］ 

14. 解釋經訣 
王君乃語夫人曰（口）141訣諸要，訖乃別去。

14. 玉女彈奏（補四真吟唱） 
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

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暘谷袖王

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

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

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虛

詠駕飈之詞。 

【此應補《無上秘要》卷二十〈仙歌品〉引《道

迹經》之四真歌辭】 

13. 玉女彈奏 
乃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東華玉女煙景

珠擊西盈之鐘、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戾之簫、飛

玄玉女鮮于靈金拊九合玉節。 

15. 日夕來降 
［自此之後］既散後，［王君及西城真人］諸

真、元君［夫人］日夕來降［互有來往］，雖

幼彥［或與］隔壁［共庭］，寂然莫知［初不

駭悟］。 

 

16. 攜子渡江 
其後［已而］幼彥物故［以暴疾殞世］，值天

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

 

                                                      
140 《黃庭內景經‧序》作「五藏生華，色反嬰孩」（1a），據此改。 
141 本作「曰訣諸要」，據《廣記》本，此應作「口訣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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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其兆，知中原將亂［超群先覺］，擕二子

渡江［乃攜細小徑來東南］。［子］璞為庾亮

［司空］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後至安成太

守。遐［時］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安城太

守］。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

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及兒息各大，並

處官位。］ 

17. 夫人解化 
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

［至於］修真之益［守靜之思］，與日俱［而

］進。凡住［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

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乃］與青童東華君

來降，授［與］夫人成［靈］藥二［兩］劑：

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

使頓服之［剋期會於陽洛宮］，［夫人服藥］

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不行。凡七日［

夜半］，太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用藏

景之法］託劍化形［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

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而絕］而

去，徑入陽洛山中。［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

須臾至陽洛山。］ 

17. 夫人解化 
夫人守靜日進，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

年，王君與東華青童來降，時歲在甲午。二真人

與夫人藥，題曰：「隱遷白醫川神散」、「石精金

光化形靈丸」，使稱疾忽行，尅期有定，俱會陽

洛宮。言畢，二真人去。夫人即服藥，因稱脚疾，

閉目寢息，飲而不食。到七日，其夜半之後，太

一玄仙遣飈車來迎，駕氣騁御，徑入帷寢，其時

子弟侍疾，眾親滿側，莫之覺也。夫人遂用藏景

之法，託形劍化，徐登飈輪，徑之陽洛，居隱元

之臺，志栖上元，誠感九天，丹心真契，澄神太

素。 

18. 清齋讀經（大洞真經） 
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三

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真人降教夫人於隱元

之臺］，［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

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秘［登真秘奧］。 

 

19. 天師傳訣 
道陵天師又授［以新出］明威章奏、［入靜］

存祝吏兵符籙之訣。眾真各摽至訓，三日而去。

道陵所以徧［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

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 

 
［正一真人張君又別授「治精制鬼法」。］ 

20. 白日昇天 
夫人誦經萬遍［遂修齋讀經誦言萬過］，積十

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靈］太真金

［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

［來］迎夫人［遂］白日昇天［晨］，北詣上

清宮玉闕之下。 

20. 白日昇天 
夫人遂北詣上清宮。  

21. 諸君授錫 
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

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

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為

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

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

21. 諸君授錫 
太微天帝遣九宮太真侍玉元郎李明期授夫人神

鳳之章，使封山召雲；中央黃老君遣正一羽晨侯

公陽子明授夫人龍衣虎帶、丹青飛裙、十絕華

幡，使川登行上清，攝真命仙；三素高元君遣左

華九成夫人范定英授夫人流金火鈴、九蓋之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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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

曰元君。 
使彈制万魔，飛輪太無；太上玉晨大道君遣繡衣

使者孟六奇授九色之節、雙珠月明、神虎之符、

錦旂虎旌，使位主群神，以威六天；太素三元君

遣保禁仙都衷文堅、右嬪元姬趙約羅授夫人西華

玉女三百、八景飛輿、玄景九龍，使侍衛執巾，

上詣三清；扶桑太帝君遣八玄仙伯柯原首、五方

天帝君簡肅正等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

領上真司命，使主諸學道死生圖籍、攝御三官
142，關校罪考；金闕後聖帝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

人青瓊之板，丹綠為文，位為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給曲晨飛蓋，以遊九宮，使治天台大霍山洞

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真仙者。令一月

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謁玉晨宮，宴扶桑之高

臺。 

22. 齋戒 
［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

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

月［三日］。 

22. 齋戒 
於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還王屋山小有之中，更

齋戒三月。 

23. 諸真歌宴 
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

珠］眾諸真仙並降［夫人］於小有清虛上［宮

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為賓主焉。神肴羅陳，

金觴］143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曲成之

鈞］，九靈［雲］合節，八音靈際［零粲］，

［於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此應補《無上秘

要》卷二十〈仙歌品〉引《道迹經》之王母歌

辭】［歌畢］三元夫人［馮雙禮珠］彈雲璈而

答歌【此應補《無上秘要》卷二十〈仙歌品〉

引《道迹經》之三元夫人歌辭】餘真［人］各

歌。 

23. 諸真歌宴 
九微元君、龜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

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並降小有清虛上宮絳

房之中，各命侍女金石發響，於是西母徘徊起

立，折腰俯唱曰：「哀此去留會，刧盡天地傾，

嘉會絳阿內，相與樂未央。」 

24. 來迎赴任 
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神靈］迎官並

至，虎旂［旗］龍輦，激耀［數］百里中。［

西］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

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

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

然後各別。 

24. 來迎赴任 
歌畢，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神靈迎官並

至，西母等與夫人同去，詣天台霍山臺。 

25. 授甘草榖仙方 

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

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

 

                                                      
142 原作「攝御之官」，據《太御御覽》卷六百六十一引《真誥》佚文（6b）及《歷世真仙體道通

鑑後集》（3:7b3）改。 
143 《雲笈七籤》卷九十六亦有此文，但文字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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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

飠迅飯方〉。 

 
附錄三：諸真歌辭點校 
凡例： 
— 以《無上秘要》所引（20:11a-14a）為底本，校以《諸真歌頌》（7b-8b, 8b-10a）、《雲

笈七籤》（96:8a-11a）、《上清道寶經》（3:22a-b）、《墉城集仙錄》（1:12a-b, 2:15b-16a）

所錄版本。 
— 《上清道寶經》本為節錄，僅以節文對校。 

 
（一）太極真人扇空之歌： 

丹明煥上清，八風鼓太霞144。迴我神霄輦，遂造玉嶺阿。 
咄嗟天地外，九圍皆吾家。上採日中精，下飲黃月華。 
靈觀空无中145，鵬路无間邪。顧見魏賢安，濁氣傷爾和。 
懃研玄中思，道成更相過。 

（二）方諸青童太霞之曲： 
太霞扇神暉146，九氣无常形。玄轡飛霄外，八景乘高清。 
手把玉皇袂147，携我晨中生。眄觀七曜房，朗朗148亦冥冥。 
超哉魏氏子！有心復有情。玄挺自嘉會，金書東華名。 
賢安密所研，相期陽洛149洴。 

（三）扶桑神王晨啟之章： 
晨啟太帝堂150，越超151匏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亦嶽152峙。 
浮輪雲濤際，九龍同轡起。虎旂鬱霞津，靈風幡然153理。 
華存久樂道，遂致高神擬。拔徙三緣外，感會乃方始。 
相期陽洛宮，道成携魏子。 

（四）清虛真人駕歘之詞 
駕歘控清虛，徘徊西華館154。瓊輪155既晨杪156，虎旂遂煙散157。 
惠風158振丹旍159，明燭朗八煥。解襟墉房160裏，神鈴鳴倩璨161。 

                                                      
144 《上清道寶經》作「散太霞」。 
145 《上清道寶經》作「空天中」。 
146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晨暉」。 
147 《諸真歌頌》作「玉皇被」。 
148 《上清道寶經》作「玄玄」。 
149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暘谷」。 
150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太帝室」。 
151 《雲笈七籤》作「超越」。 
152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赤嶽」。 
153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翻然」。 
154 《上清道寶經》作「四華館」。 
155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瓊林」。 
156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神杪」；《上清道寶經》作「暨晨抄」。 
157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上清道寶經》作「逐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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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景若林柯，九絃玄中彈。遺我積世憂162，釋此千年歎。 
怡盼无極已，終夜復待旦。 

（五）清虛真人又歌： 
紫霞儛玄空，神風无綱嶺163。歘然滿九區164，晃爾165豁虛靜。 
八窓无常朗，有冥亦有炯166。洞觀三丹田，寂寂生形影167。 
凝神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太帝命我來，有似應神挺。 
相遇女弟女，168雲姿車鑠整169。愧夫170郢石運，益彼171自然穎。 
懃密攝生道，泄替結災眚。靈期自有時，攜袂乃俱騁172。 

（六）西王母歌： 
駕我八景輿，歘然入玉清。龍帬173拂霄漢，虎旂攝朱兵。 
逍遙玄津際，萬流無蹔停174。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 
當尋175无中景，不死亦不生176。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 
南嶽挺真幹177，玉暎178曜穎精179。有任靡其事180，虛心自受靈。 
嘉會絳阿內181，相與樂未央。 

（七）三元夫人答歌： 
玉清出九天，神館飛霞外。霄臺煥嵯峨，靈夏秀翳蔚182。 
五雲興翠華，八風扇綠氣。仰吟消魔詠，俯研智與慧。 
萬真啟晨景183，唱期絳房會。挺穎德音子，神暎184乃高拂185。 

                                                                                                                                                        
158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慧風」。 
159 《上清道寶經》作「丹旌」。 
160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庸房」。 
161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蒨粲」。 
162 《上清道寶經》作「積世代」。 
163 《雲笈七籤》作「綱領」。 
164 《雲笈七籤》作「八區」。 
165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祝爾」。 
166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亦有炅」。 
167 《諸真歌頌》作「生形景」。 
168 以上五句：「凝神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太帝命我來，有似應神挺。相遇女弟女」，《諸真歌頌》、

《雲笈七籤》只作「凝神挺相遇」。 
169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卓鑠整」。 
170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愧无」。 
171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蓋彼」。 
172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俱上」。 
173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龍裙」。《墉城集仙錄》作「龍旌」。 
174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无暫停」。 
175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當盡」。 
176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亦无生」。 
177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挺真翰」。 
178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墉城集仙錄》作「玉映」。 
179 《墉城集仙錄》作「輝顈精」。 
180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靡期事」。 
181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絳河內」。《墉城集仙錄》作「絳河曲」。 
182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秀蔚翳」；《墉城集仙錄》作「秀鬱翳」。 
183 《墉城集仙錄》作「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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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嶽凌空搆186，洞臺深幽邃。遊海悟井隘187，履真覺世穢。 
儛輪宴重室188，筌魚自然廢。迴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 

                                                                                                                                                        
184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墉城集仙錄》作「神映」。 
185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拂沛」。 
186 《諸真歌頌》作「凌空棣」，《雲笈七籤》作「凌空構」。 
187 《墉城集仙錄》作「悟井願」。 
188 《諸真歌頌》、《雲笈七籤》作「宴重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