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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經典集結與組織架構： 

三十一卷《上清經》與三奇理論 

 
 
 
 

過去我們對於《上清經》的核心組成──「三十一卷」的具體內容的了解，主要來自

《三洞奉道科誡營始》（CT1125）1卷五所收的「上清大洞真經目」（以下略稱「大洞真經

目」）。早在上個世紀六○年代初期，福井康順已經注意到三種指涉範圍不同的「上清經」，
2並提及對應於「大本」《上清經》三十一卷的經目──「大洞真經目」。3陳國符亦引「大

洞真經目」，以此為「三十一卷」的增衍。4而尾崎正治對於《上清經》的通論性介紹更直

接地表明：「一般認為，《上清經》大多數情況是指『三十一卷』。『三十一卷』在整個《上

清經》中被認為是最早出現的，因而被稱為『古上清經』，以與其他經相區別。」當面對

《上清經》三十一卷包括哪些經典的問題時，尾崎氏同樣也列舉「大洞真經目」以及《四

極明科》卷三諸經作為回應。5石井昌子則進一步地以「大洞真經目」作為整理六朝道教

上清派經典目錄的依據，並比較歷來類書所引用的上清經名，及其於《正統道藏》所對應

之經典。6同樣的，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對《上清經》所進行系統而全面性的文獻整

理工作，主要依據的經目也是「大洞真經目」。7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石井昌子對於「《上

清經》三十一卷」的考察仍然以「大洞真經目」作為比對的底本。8由此看來，歷來治上

清經派的學者無不是透過「大洞真經目」作為了解「三十一卷」《上清經》具體內容的依

據。 
相對於「大洞真經目」所受到的重視，更早成書的《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CT184；

                                                      
1 關於《三洞奉道科誡營始》的研究，詳參吉岡義豐，〈敦煌發見「三洞奉道科誡儀範」について〉，

《吉岡義豐著作集》第三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 年），頁 241-269；〈三洞奉道科誡儀範の成

立について──道教學成立の一資料〉，《道教研究》1（東京：昭森社，1965 年）；〈三洞奉道科

誡儀範の研究〉，《佛教と道教》3（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 年）。大淵忍爾，〈三洞奉道科誡儀

範の成立〉，《道藏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 其の二》（東京：創文社，1997 年），頁 557-590。 
2 福井康順認為三種上清經分別為：1) 「廣本」（三百卷本）福井認為其三百之數為虛數；2) 三十

一卷本的「大本」；以及 3) 《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一卷本的「小本」。詳參氏著，〈上清經につ

いて〉，《密教文化》第 48、49、50 合併號（1960），頁 8-9。 
3 同前註，頁 7。 
4 詳參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初版，1989 三刷），頁 16。 
5 詳參尾崎正治，〈道教經典〉，福井康順、山琦宏、大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道教 1 道教と

は何か》（東京：平河出版社，1983 年）。本文引朱越利譯，《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1 卷，頁 82。 
6 詳參石井昌子，〈六朝末における道教上清派の經典について〉，收入《道教學の研究──陶弘景

を中心に》（東京：國書刊行會，1980 年），頁 329-3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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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 詳參石井昌子，〈道教上清經派の經典目錄考──『上清經三十一卷』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

文論集》第 6 號（1994），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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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稱《四極明科》）9卷三所列上清諸經似乎缺乏應有的關注。《四極明科》卷三雖與

「大洞真經目」之間有著四部經典的差異，10然所列經目與「大洞真經目」之間仍有極高

的相似度，而且根據《洞真太上太霄琅書》（CT1352）所記錄《四極明科》卷三的題名─

─「玄都左宮女青四極三十一卷獨立寶經明科律文」11，則此卷所錄即為「三十一卷獨立

寶經」12。如此，透過《四極明科》卷三，我們即能再次確立「三十一卷」《上清經》的內

容，但同時也因其與「大洞真經目」之間有著四部經典的差異，從而引發了另一《上清經》

發展派系的問題。13 
其實，如我們在後面即將討論的，在「大洞真經目」與《四極明科》卷三之外，還有

一部《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CT1331，以下略稱為《神州經》）提供了一份可能與《四

極明科》同系但相對簡略的經目。相對其他兩份經目，《神州經》所提供的經目以及對於

經目如何形成的關鍵性說明，使其在「三十一卷」發展史上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以上所

及，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較為完整的「三十一卷」經目。 
雖然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三十一卷」經目大都出現在後期作品之中，但「三十一卷」

《上清經》的概念卻在「楊許時期」（364-370）14即已出現。只是當時這一「經群」15概念

所指涉的僅止於幾部零星的《上清經》，並未詳列「三十一卷」的完整內容。雖然如此，

但出現在後來經目中的經典題名卻也不是那樣陌生，《真誥》（CT1016）卷五裴清靈所傳

〈道授〉已經大比例地羅列後來收為「三十一卷」《上清經》中的經名，16只是〈道授〉並

非以「三十一卷」之類的「經群」概念統攝諸經。這樣的情形給予我們如此的印象：在《上

清經》初造的興寧年間，已經出現的「三十一卷」上清經群的概念與眾多上清經題之間似

乎還沒有建立起固定的對應關係，經典的組織與經目的建立仍在初步發展階段。 
而且與此同時或稍後的時代還有其他經群概念存在，諸如興寧年間已出世的《八素真

經》，今存的版本（CT426）中即錄有「三真品目」，其以「三真之道」與「太上之道」的

組合方式，提出一組具有經法分判意義的上清經群。雖然「三真之道」的組織概念與「三

十一卷」有所不同，所涉及的經典數目與題名也與「大洞真經目」或《四極明科》卷三有

                                                      
9 《四極明科》成書年代詳後。 
10 《四極明科》卷三缺列《靈書紫文》，新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靈書紫文》、《太上素靈洞玄大有

妙經》以及《白簡青錄得道之名》。依現存經文所顯示的，《靈書紫文》與《雌一玉檢五老寶經》

為兩部不同性質之經典，但從《四極明科》卷三所採行的書名《雌一玉檢五老寶經靈書紫文》來

看，不排除當時這兩部經書有被合併的可能。如此則兩經目之間的差異則縮小至三部。 
11 《太霄琅書》卷三〈四極明科旨訣第二〉中所列「三科」中即有「玄都左宮女青四極三十一卷

獨立寶經明科律文二十四條」（3:1a-b），其所對應於現存的道藏本即為第三卷。詳參尾崎正治關

於《四極明科》的研究，詳見氏著，〈四極明科の諸問題〉，《吉岡博士還曆記念 道教研究論集

──道教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 年），頁 341-363。 
12 「三十一卷獨立寶經」的概念來源詳後。 
13 尾崎正治，〈道教經典〉，頁 85。劉怡君，〈六朝上清經系的濟度思想──以楊許時期為主的考察〉

（台北：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碩論，1997 年），頁 7。 
14 詳見第八章註 6 的說明。 
15 謝聰輝曾以「八素真經」之例說明經群的概念，詳見氏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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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6 根據石井昌子的比對結果，在《科誡儀範‧上清大洞真經目》中三十四種經典中，有三十種為

《真誥》所引用，且集中在卷五。詳見石井昌子，〈六朝末における道教上清派の經典について〉，

頁 3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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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入，但作為興寧年間出世的「真經」，《八素真經》所建立的經法分判與經群概念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與影響力。17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靈書紫文」系列經典之一的《上清後聖

道君列紀》（CT442）。18諸如此類對於「三十一卷」《上清經》的反省，不禁令我們懷疑：

究竟興寧年間《上清經》的初造者是否已經清楚掌握「三十一卷」所包含的具體對象？如

果當時的「三十一卷」僅是約略涉及數部經典的一個「未完整」概念，那麼後來的《四極

明科》卷三以及「大洞真經目」如此整齊的「三十一卷」經目又是如何構成的？其構成的

依據為何？「大洞真經目」與《四極明科》卷三之間存在的差異所反映的又是什麼樣的宗

教現象？ 

 

一、「三十一卷」的出現 

雖然陶弘景整理東晉中期的降誥記錄中並未見到「三十一卷」一詞，但同樣是當時傳

授的兩部上清內傳，卻已兩處提及「三十一卷」《上清經》。歷來被視為上清經派創始者的

魏華存（251-335），其師王褒的傳記──《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以下略稱《王傳》）19既

已記載王氏隱修於陽洛山時感得南極夫人及西城真人降臨傳法，授予「三十一卷」經書： 

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

《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

立盟，結誓而付。（《雲笈七籤》106:4a） 

在此特意強調「三十一卷」之經群數量，並略舉《太上寶文》等八部經典作為其內容，卻

未論及經群組成的意義。非但如此，我們也無從了解「三十一卷」經書的傳授與前文西城

真人對王褒所修非法的批評有何聯繫，20此後通篇更未見到「三十一卷」的相關說明。根

據賀碧來的研究，我們知道現存於《雲笈七籤》中的《王傳》已非原本，已經一定程度的

刪改。21如此種種跡象，不禁令人懷疑此段文字是否真為原本《王傳》所有？然而即便有

如此的懷疑，但卻也不會對我們希望了解楊許時期如何認知「三十一卷」的問題造成多大

                                                      
17 《真誥》卷五裴君所提出的〈道授〉經目中已註明《八素真經》「在世」；且陶弘景《真誥》註

釋中更多次地引用《八素真經》所錄之「上清三真篇目」來說明諸經品次。是以此經乃東晉興寧

年間已經出世的上清古道經之一。除了賀碧來對此經的初步文獻整理之外，艾克曼（Schawn 
Eichman）有更為深入的研究，只是艾氏認為「三真篇目」應是稍後於《八素真經》完成的部分。

詳參氏著，〈《八素真經》の成立と展開〉，《東方宗教》93(1999)，頁 1-23；及其學位論文 “Converging 
Paths: a Study of Daoism During the Dynasties, with Emphasis on the Celestial Master Movement and 
the Scriptures of Highest Clarit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 1999.  

18 「靈書紫文」系列經典的初步研究及成書年代，詳參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101-110。《後聖列紀》（4a-5a）亦見根據經法所對應的受封系

統。 
19 《王君傳》於興寧年間已出世，其考証詳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2。現存《王傳》收於

《雲笈七籤》卷一百六，然已非全本。 
20 西城真人王遠對於王褒先前所修非法的批評包括：「慕道雖勤，而未啟其門」，且其所行「導引」、

「理炁」、「視盼」、「守神」，非得其法，又困於「經緯」，過於「趣競」，致使「五藏相攻，六府

顛覆」。（《雲笈七籤》106:3b-4a） 
21 賀碧來以部分類書引文未見於《雲笈》本《王傳》，且傳中所引經典多為陌生經典，因而推定現

存《雲笈七籤》的本子可能是偽經，或部分為偽經。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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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為作為王褒弟子且據傳為《王傳》作者的魏華存，其傳記《南嶽夫人內傳》（以

下略稱《魏傳》）22中也出現「三十一卷」的傳授內容，而且文字幾乎與《王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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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而在《太平廣記》錄存的版本中，王君更於此後說明「三十一卷」經書的來源：「我昔於

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今所授者即南

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24是則，即便《王傳》中關於西城真人傳「三十一卷」《上

清經》的說法並非原有，但因魏華存與王褒的師徒關係，以及魏氏傳為《王傳》作者等因

素，不難想像《王傳》與《魏傳》之間相互影響的可能性（以《魏傳》影響《王傳》的可

能性更高一些），而《魏傳》中關於「三十一卷」的敘述則可視作是楊許時期上清中人對

王、魏一系所擁有的經典認知。無論是否因為《魏傳》而在原本《王傳》上新補了這一傳

承，作為重點、同時也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一「三十一卷」的概念連繫了《王》、《魏》二

傳，也從而建立了王、魏之間的傳承脈絡，甚至透過降授楊羲而將此傳承延續下去，25成

為上清經教的核心內容。 

 

二、「三十一卷」的內容 

然而，楊許時期上清中人根據《魏傳》究竟獲得什麼樣的「寶經三十一卷」的認知？

上清傳經活動是否真的以此「三十一卷」為核心而展開，最後順利發展成為「大洞真經目」？

或者這「三十一卷」只是一個具有總結意義但卻仍不完整的概念？從現存《魏傳》的散佚

資料來看，除了前文略舉的八部經典，我們實在無法再從《魏傳》得知更多關於「三十一

卷」的指涉。然而陶弘景卻曾經多次在著作中提及一篇與《魏傳》相關的經目──〈魏傳

目〉，26從現存內傳的形式來看，《魏傳》應如《紫陽真人內傳》（CT303，以下簡稱《周傳》）、

《清靈真人裴君傳》（收入《雲笈七籤》卷一○五，以下簡稱《裴傳》）的情形一般，有一

附錄於傳末，用以記述傳主所受諸經的目錄。可惜的是現存所有《魏傳》的相關資料都沒

有收錄此一目錄，因此無法透過這樣的目錄掌握魏華存所受「三十一卷」的內容。 
雖然如此，賀碧來卻推測現存敦煌文獻 P. 2337《奉道科誡儀範》中所存的「大洞真

                                                      
22 關於《魏傳》的成書，詳見本文第七章。 
23 《魏傳》的版本、發展源流及傳文內容的比對，詳見本文第七章附錄一與附錄二。此段文字見

第七章附錄二第 9 項。而其中「靈書紫文八道」也可能是《靈書紫文》與《八道（命籍）》兩部

經典。今依《王傳》之內容，暫先以一經視之。 
24 見本文第七章附錄二第 9 項。 
25 詳見本文第七章。 
26 《真誥‧真經始末》記云：「（王靈期）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

（19:11b-12a）此所謂「錄」者即應此「三十一卷」之目錄。而《登真隱訣》卷下討論《三九素

語》經的問題時，更直接引用此〈魏傳目〉：「〈中品目〉有《三九素語》，〈魏傳目〉有《玉精真

訣》。《三九素語》即應是此經也，但未行世。世中有偽者，無此訣也。」（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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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目」可能便是〈魏傳目〉的進一步發展。27雖然賀碧來沒有說明何以作出如此推測，但

原因很容易想見。P. 2337 所錄存的「大洞真經目」主要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為三十四卷三十種經書，其末題為：「右卅四卷，玉清紫清大清大洞經限，是王君授南真」；

第二部分為七卷四種經書，題為：「右七卷，紫虛元君南嶽上真魏夫人在世受經限」。其中

題為「王君授南真」的第一部分容易令人聯想王君所授「寶經三十一卷」，只是在此「大

洞真經目」放棄了「三十一卷」的用詞，改採「玉清紫清大清大洞經」的稱法。至於題為

「魏夫人在世受經限」的第二部分，題詞明白指出這裡所列的七卷經書是魏氏在世所受，

如此便意味著先前王君授南真的「大洞經」便不是在世所授，而是魏氏解化到陽洛山才得

自王君。然而，根據現存的幾種傳文，魏夫人所受諸經均是在世所受，包括王君所授「寶

經三十一卷」以及景林真人所授的《黃庭內景經》，而後者正是「魏夫人在世受經限」所

列的「《上清太上黄庭內景玉經太帝內書》一卷」。顯然，「大洞真經目」的編者所理解的

魏氏受道歷程與我們不太相同，他很可能受到王君在陽洛山授魏氏三十一卷要訣的說法影

響，因而產生這種以在世與否作為受經歷程斷限的做法。但不可否認，如此做法與魏氏受

經歷程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符應，而且王君授予南真的卅四卷「大洞經」在數量上確實也接

近「三十一卷」，其篇目也大都見於《真誥》之中，自然賀碧來會做此合理推測，歷來學

者也多以此「大洞真經目」理解「三十一卷」《上清經》的內容。 
然而，如果比照《周》、《裴》二傳所附傳主受經目錄的引錄情形，28則可發現此類內

傳所附受經目錄嚴格遵循著直接引錄傳文所提經名、傳授地點與傳授者的書寫格式。依此

原則，我們詳細比對《傳》中略舉的三十一卷經目，發現其與「大洞真經目」所列經名有

所出入，尤其《傳》中所列《太上寶文》、《高仙羽玄》二經完全未見於「大洞真經目」。

另外，《魏傳》「三十一卷」中還列有《神真虎文》，其或可作《神虎真文》，則可對應於「大

洞真經目」之「《上清太微天帝君神虎玉經真符經》一卷」；或作「神、金虎文」，則可析

作二經，分別對應於「《神虎玉經真符經》一卷」及「《上清太微天帝君金虎真符經》一卷」。

然此二經卻非列置於「王君授南真」的「大洞經限」，而是「在世受經限」。顯然，在「大

洞真經目」的整理者看來，《神虎真文》不應收錄於「三十一卷」之內。反過來看，在「大

洞真經目」中也同樣可以發現「《上清太上隱書金真玉光》一卷」、「《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

文》一卷」、「《上清九靈太妙龜山元錄》三卷」等完全不曾被東晉中期其它上清作品（如

《真誥》、《八素真經》、《紫陽真人內傳》）提及的經典。29因此，即便如賀碧來所推測的，

「大洞真經目」可能來自於已有完整三十一卷經目的〈魏傳目〉，但〈魏傳目〉卻已受到

大幅度的修改，其與「大洞真經目」之間已有一定規模的改造與發展。 
然而究竟當時的〈魏傳目〉可能包含那些經書？在經目缺佚的情況下，可以確信為《魏

傳》「三十一卷」的只剩下《傳》中略舉的八部經書。我們透過與其他同時期經目的比對，

                                                      
27 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401。敦煌文

獻 P. 2337 所收錄的〈大洞真經目〉與道藏本《三洞奉道科誡營始》卷五所收錄的內容幾乎相同，

唯敦煌本計算的卷數有誤，前一部分作「卅七卷」，後一部分作「卅四卷」，今據道藏本改為前一

部分為「卅四卷」，後一部分為「七卷」。 
28 見本文第十章附錄一。 
29 石井昌子以為《上清白羽黑翮飛行羽經》未見於《真誥》之中，然《真誥》卷五〈道授〉中有

「飛行之羽」（5:4b）、「白羽黑翮」（5:4b），與此相近。詳見石井昌子，〈六朝末における道教上

清派の經典について〉，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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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如下的對應關係： 

 
【《魏傳》略舉三十一卷目與其他經目的比較】 

《魏傳》所見 《真誥．道授》所見 《周傳》所見 《八素真經》所見 

1. 太上寶文   太上鬱儀奔日文 

太上結璘奔月章 

2. 八素隱書 八素真經太上隱書 八素真經太上隱書 太上八素奔晨隱書 

3. 大洞真經 大洞真經三十九篇 大洞真經 高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 

4. 靈書八道 靈書紫文 

九真中經黃老秘言 

 

九真中經 

金闕靈書紫文上經 

黃老八道九真中經 

5. 紫度炎光 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 

6. 石精玉馬 石精金光藏景錄形 石精金光藏景化形 

紫度中方石精玉馬之母 

7. 神真虎文 神虎之符  神虎大符 

8. 高仙羽玄30    

 
在這之中，《太上寶文》、《高仙羽玄》二經未見於現存任何上清經目，我們無法確知其內

容。但因《太上寶文》之題名與首列排序，以及其餘諸經與《八素真經》上真品目所列極

為近似，令人懷疑《太上寶文》可能是「上真之道」中所收錄之《太上鬱儀奔日文》與《太

上結璘奔月章》的合稱，而與《八素真經》形成奔日、奔月、奔辰之道等系列修法。31除

此之外，其餘的六種經書──或者更應該將《靈書》、《八道》析成二經而說是七種經書，

也都能在東晉時期的資料如《真誥》、《周傳》、《八素真經》中見到，而且除了《紫度炎光》

之外，其餘均已出世。透過以上的分析，足見《魏傳》所略舉的「寶經三十一卷」並非隨

機安排，其對「三十一卷」的例舉明顯集中在上真修法的部分，而且有意舉出已經出世的

經典，以此引領修行者順利循著傳記的介紹和指引，漸次完成修行的程序。 
除了約略透露「三十一卷」的具體內容之外，《魏傳》「寶經三十一卷」的概念仍有一

個重要的內涵：此「三十一卷」寶經乃自「太帝君」傳下。這一點在四真初降時，盟師王

褒即清楚地表明：「太帝君（扶桑大帝君）勑我今來，教授於子神真之道焉。」32非但魏華

存的例子如此，王褒當初受傳此「三十一卷」時，南極元君也同樣表示此傳授活動乃受命

於太帝君：「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33依《上清經》傳

授慣例，受太帝之命所進行的傳授活動，即意味著太帝君為此「三十一卷」經書的傳授源

頭，亦即經典的首度書寫者或保有者。正因如此，王君傳經時需向太帝祝禱，說明傳授儀

                                                      
30 石井昌子以此經乃指〈上清大洞真經目〉中之《上清白羽黑翮飛行羽經》。見氏著，〈道教上清

派の經典目錄考〉，頁 20。 
31 上真之道的排序為：第一《鬱儀奔日》，第二《結璘奔月》，第三《八素奔辰》，第四《飛步天綱》，

第五《大洞真經》，第六《靈書紫文》，第七《九真中經》。（《八素真經》4a）《魏傳》略舉之「三

十一卷」除缺列《飛步天綱》之外，幾乎與上真之道的次序一樣。《鬱儀奔日》與《結璘奔月》

兩經應即現存《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CT1376）所收錄的《太上鬱儀奔日赤景玉文》及《太

上結璘奔月黃景玉章》二經。 
32 見本文第七章附錄二第 6 項。 
33 見本文第七章附錄二第 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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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係遵太帝之命進行：「太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魏華存。」34在前面的篇

章我們已經稍稍討論太帝君在「三十一卷」傳承中的關鍵地位，如下所見，這樣的地位受

到後來崇奉者的注意，並援以為新神話的發展要素。 

 

三、宋齊之際的上清經史與「神王所撰寶經卷三十一首」 

上述見於《王》、《魏》二傳的「三十一卷」概念，自東晉中期上清經派成立以來便成

為道教中人了解「三十一卷」的重要來源。南齊顧歡（420-483 或 428-491）〈上清源統經

目註序〉（以下略稱〈上清經目序〉）35對「《上清經》三十一卷」的理解乃是源自《王》、《魏》

二傳。（《雲笈七籤》4:1a-4a）前引《雲笈七籤》卷四所錄〈上清經述〉（4:6a-10a）雖未知

撰者為誰，但其中所論「三十一卷」也幾乎完全根據《王傳》與《魏傳》的敘述，其中王

褒部分受限於傳記中的貧乏描述，僅言所受為「《上清經》三十一卷」；相對於此，魏華存

部分則因《魏傳》本身與「三十一卷」傳授相涉甚深，故得到〈上清經述〉大量援引，其

中當然包括略舉的八部《上清經》，唯於文末言：「夫人前後所授，非但此三十一卷而已。

其篇卷悉在《傳》中，不能一一書之。」（4:10a）由此可以想見，至少到了五世紀末，道

教中人對於「三十一卷」《上清經》的看法仍然來自《王》、《魏》二傳。即便到了唐代，

孟安排《道教義樞》討論《上清經》源流，仍然大比例地援用〈上清經目序〉的內容。36《王》、

《魏》二傳所建立的「三十一卷」的看法一直延續著，成為發展「大洞真經目」的重要依

據，乃至最後作為道教法次儀中授予特定位階的重要依據。37 
然而，其他資料卻也顯示當時已有充實此「三十一卷」概念的活動在進行著。以〈上

                                                      
34 見本文第七章附錄二第 9 項。《太平廣記》所存版本則與此不同。 
35 〈上清源統經目註序〉的作者問題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推斷。吉岡義豐以陸修靜曾上〈三洞經

書目錄〉，直覺地將此〈註序〉與之連繫。其後石井昌子、李豐楙也同意這樣的推測。然與吉岡

氏同時的陳國符卻以〈註序〉中的部分文字，推測作者應為顧歡。接續其後的小林正美，其論據

尤能取信於人，但仍不能排除陸修靜參考顧歡《真迹經》的可能性。鄭燦山則在小林氏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地論證此〈序〉為顧歡所作的可能。本文在鄭氏的提醒之下，也傾向於顧歡所作的看法，

但支持的論據卻與前人有所差異（詳後）。詳參吉岡義豐，〈陸修靜と六朝道教目錄〉，《吉岡義豐

著作集》第三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 年），頁 32。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5。李豐楙，

〈漢武帝內傳研究〉，《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6 年），頁 82-83。小林

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年），頁 43。石井昌子，〈道教上清經派の經典

目錄考──『上清經三十一卷』について〉，《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 6 號（1994 年），頁 6-7。

鄭燦山，〈邁向聖典之路──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0 年），頁 154-155。 
36 孟安排在《道教義樞‧三洞義》中討論上清源統，其中第一段引梁孟法師《玉緯》轉引《正一

經》的資料，提到元始高上玉帝造《上清經》之神話。然而這神話的更早來源應為《七轉七變儛

天經》（26b）。孟安排對《上清經》成經的觀點明顯不同於顧歡，顧氏所引據的資料是《太霄琅

書瓊文帝章經》（1:11b-12a）。〈三洞義〉中討論《上清經》的第二段襄城小童授《飛步天綱躡行

七元六紀》乃出自《步天綱飛地紀經》（18a）；第三段則是根據《漢武帝內傳》而來；第四段以

後則近似於顧歡〈上清源統經目序〉，同樣是採用《茅傳》、《蘇傳》、《王傳》、《魏傳》與《真迹

經》等資料。孟安排亦自言：「〈目序〉所明與此同」，因此可以斷定孟安排確實參考過〈上清源

統經目序〉。 
37 隋代《奉道科誡營始》「法次儀」中清楚地描繪了當時道士的養成教育課程，自七、八歲受〈更

令籙〉始，經過十九位階，總受二百五十二種經誡法籙，到達最高位階「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无上三洞法師」。其中「上清大洞真經目」作為授予次高位階──「无上洞真法師」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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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經目序〉為例，即便是「粗識真書」而多所參與收集、考察《上清經》工作的顧歡，在

當時的道教界已能稱之為究悉上清經源的學者，38其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威性，其據以

說明《上清經》成立史的諸多資料，可以視為反映當時看法的重要依據。顧氏的〈上清經

目序〉除了利用楊許時期的諸多內傳與降真記錄來說明《上清經》的出世與流傳情形之外，

還是無法避免地引錄了三部非楊許時期的疑偽作品──《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CT55）
39、《漢武帝內傳》40、《神州經》41，以之補強內傳資料在成經神話與傳經史上的不足。在

此，顧歡非但接受了《神州經》所述暘谷神王撰三十一卷獨立之訣的成經神話，更企圖引

錄該經所列上清群經，用以補足《王》、《魏》缺目的遺憾。在序文的最末一段，顧氏即談

到： 

今記神王所撰寶經卷三十一首篇章目第，並指事為名。然天真之言，理奧難尋，或

名同而事異，或理合而字乖，靈秘妙隱，不與世合，幸而見之，卒難詳辨。……謹

以鄙思，尋校眾經，為〈上清目〉義。非敢有裨大乘，聊自記而已。（《雲笈七籤》

4:3b-4a） 

和我們一樣，顧歡似乎也無法從上清內傳了解「三十一卷」的內容，所以當他見到《神州

經》所敘述的上清成經神話，以及其中所列上清經目與修行次第，似乎與「寶經三十一卷」

相互符應時，42便以此「篇章目第」作為上清「經目」，並在參校眾經之後，更進一步標舉

其所指涉之存世經典與內容，從而完成「經目註」，亦即他所謂的「指事為名」或「為〈上

                                                      
38 元嘉十一年（434）山陰何道敬為東闡馬家寫經，多以寫本換取真書，攜歸剡東墅青壇山，顧歡

即於此時親赴尋訪真經未果。（《真誥》19:14ab）大明七年（463）受到東闡馬洪宗奉的樓惠明已

知何道敬寫上清經，又於馬家靜室「備睹真經」（19:14b-15a），至景和元年（465）以前已取得

馬家真經。顧歡即於此時在樓惠明處抄寫真經，並隨後於剡南墅大墟與杜京產、戚景玄、朱僧標

等人一同檢視杜家上清經，選出真書。（20:1a）很有可能顧氏即將此考察與抄錄上清經的過程與

內容，整理為《真迹經》。 
39 《太霄琅書瓊文帝章》中已引錄《大洞三十九章徊風混合帝一之道》與《雌一玉檢五老寶經》

（3b-4a），卻未見提及《素靈大有妙經》與任何「三奇」相關言論，故其成書應在此間，初步推

斷應是東晉末至劉宋初之間。另可參見賀碧來的考証，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234-235。 

40 關於《漢武帝內傳》的成書考察，詳參李豐楙，〈漢武帝內傳研究〉，頁 82-83。本文所採用的本

子為錢熙祚校，《漢武帝內傳》，《叢書集成初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41 《神州經》中已見「三奇」（26b, 28a），故應屬後出經典。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14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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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學之士，皆當先受《（四極）明科》，拔罪贖過，披解七玄，

令罪滅九陰，福生上清。然後得投金簡玉札，奏名青宮，受《豁落七元》、《流金火鈴》、《金真玉

光》、《金玄羽章》、《威制六天三天正法》、《消魔上經》。次有《九真八道》、《靈書紫文》，服御日

月，招致雲霞。《黃素品格四十四方》、《曲素訣辭》、《五行招魂》，策虛駕无。《紫度炎光》、《飛

行羽經》、《躡行七元》、《三九素語》，祝命五方。《黃炁陽精》，日月洞明。《金璫玉佩》，二景混

生。《三元玉檢》，固神寶真。《神州七轉八變舞天》，契絡天地，齊迴晝冥，乃得披誦《大洞真經

三十九章》，拔度七祖，受生南宮。《雌一玉檢五老寶經》，金華玉房，隱朝三元。《大有妙經洞玄

素靈》、《太丹隱書》，五籍寶神，三奇寶文，萬遍升玄。兼御《靈飛》、《藏景錄形》、《七星移度》、

《披天三關》、《隱地八術》、《丹景道精》，《七十二變》，萬化立成，混合帝一，五神胎生。備行

眾經，道滿炁盈。」（27a-28a）此經目之整理詳見【附錄一：《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中所見「三

十一卷」經目及修用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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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目〉義」的工作。由此亦可知，顧歡所整理的上清經目僅止於《神州經》所列「寶經卷

三十一首」的範圍，這明顯與陸修靜所上〈三洞經書目錄〉一百八十六卷《上清經》不同。
43這也是本文傾向此〈序〉非陸修靜所為的主要原因。 

因此，雖然當時曾於樓惠明處抄寫《上清經》，並參與剡南墅大墟杜京產所主持的檢

選《上清真經》的工作，44顧歡卻仍無法全然擺脫新造經的影響。他非但信取《太霄琅書

瓊文帝章》與《神州經》等新造經所敘述的上清成經神話，而且接受這一新造運動的另一

產物──上清經目，並企圖為其理出頭緒，以期能夠完成整備的「三十一卷」上清經目。

也正是因為顧歡無法判定當時行世道經的真偽而發生混用的情形，才使得我們得以藉此了

解東晉末的新造經者如王靈期之流是如何在舊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新的、有系統的上

清成經神話。 

 
【〈上清源流經目註序〉篇章結構與資料來源】45 

篇章結構 資料來源 

1. 上清宮有上皇寶經皆玄古之道、自然之章。 

2. 九天之王九玄道君推校本元。 

3. 道君以中皇元年命東華青宮撰定靈篇，集為寶經。

《高上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CT55, 12b） 

4. 漢武帝得經，以柏梁臺貯之。明年，天火燒柏梁臺，

經飛還太空。 

《漢武帝內傳》（頁 19） 

5. 茅盈師西城王君，受《上清玉珮金璫二景璿璣之

道》。漢宣帝地節四年昇天 

《茅君傳》（《雲笈七籤》104:13b, 

14b-15a） 

6. 蘇林師涓子，受上清三一之法，漢神爵二年登天。 《蘇君傳》（《雲笈七籤》104:2b-4a）

7. 周君、李君眾仙各有所得，並相承經業，多不傳世。 《周君傳》（CT303）、 

《後聖道君列紀》（CT442） 

8. 漢元始二年西城真人以上清經三十一卷於陽洛山授

王褒。 

《王君傳》（《雲笈七籤》106:4a） 

9. 王褒以晉成帝時，於汲郡修武縣授魏華存。魏以咸

和九年昇天。 

《魏夫人傳》（《太平廣記》卷 58，

頁 356, 358） 

10. 楊羲師事魏華存，受《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一卷》，太

元十一年昇仙。 

11. 許邁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赤城山，師鮑靚、茅盈。

12. 許謐師茅盈，受上清眾經，寧康元年去世。 

13. 許翽師楊羲，受《上清三天正法曲素鳳文》三十一

顧歡所輯《真迹經》，後由陶改編為

《真誥》（CT1016）。 

                                                      
43 北周甄鸞〈笑道論〉：「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

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梁）僧佑，［唐］道宣，《弘

明集‧廣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1991 年），頁 156。 
44 見前註 38。 
45 石井昌子也對此〈上清經目序〉作了結構區分，但其關注的焦點卻在指涉為「上清經三十一卷」

的相關題名之上。詳參氏著，〈道教上清派の經典目錄考──「上清經三十一卷」について〉，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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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遯跡潛化。 

14. 許黃民元嘉十二年終剡之白山，臨去世之時以上清

寶經三洞妙文留馬度生家。 

15. 馬氏崇奉累世安康。道士婁化苦求開看，未果。 

16. 宋明皇逼取至京。 

17. 元徽二年（473）馬氏出訴，啟請其經。真經復歸馬

氏。 

18. 神王所撰寶經三十一首 《神州七轉七變舞天經》（CT1331, 

27a） 

 
 

四、靈期之經 

關於《上清經》初期的發展情形，陶弘景（456-536）在齊武帝永明六年（488）之後

數年間所進行的調查成果，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研究依據。陶弘景編寫此份調查成果，並

題名為〈真經始末〉，收錄於現存《真誥》（約成書於 496-499）第十九、二十卷中。根

據陶弘景在這份報告之末的說明：「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真誥》

20:2a），以及唐代《道教義樞》整理六朝經目時列有「陶隱居經目」（2:3b）的情形看來，

陶氏當時的成果不只是現存的〈真經始末〉而已，還應包括一份他所持有的經書目錄。可

惜的是，這份目錄已經佚失，否則根據此目的注錄，我們便可以清楚地了解初期《上清經》

的存世情形。雖則如此，陶弘景遺存的調查報告仍然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其中受到最大

關注的當屬王靈期的造經活動，陶弘景對此作了如下的描述：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

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

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

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詭信，崇貴其

道，凡五十餘篇。（19:11b-12a） 

在這一段說明中，陶弘景簡略描述了他對於王靈期改造《上清經》的了解，其中包括：1) 
針對原有的楊、許真經，王靈期私自增減經文內容，並改寫文詞，使其更顯華麗；2) 在

新造經典的部分，王靈期並非天馬行空地杜撰經典，而是依循《王》、《魏》諸傳傳文，或

傳後經目所及，有計劃地從事造經活動，整備因未出世而有所缺漏的上清經群；3) 除了

文藻的華麗取向，詭信的加重也是靈期之經的重要改寫方向與特徵。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王靈期深忿《靈寶》風教大行，而急欲「宣行」上清經法的造經動

機，及其以《王》、《魏》諸傳題目為藍圖，有計劃地補足缺經的作法，則其欲將分散的《上

清經》組織成一完備整體的企圖便顯得彰然若揭。然而，在一一補造經典以使經群完備的

工作之外，直接需要面對的便是新經系的推廣與傳授。也就是說，如果任何人有意要重新

定義新經群的範圍與內容，他便需要一套有效標誌此一經群的名稱與神話。《王》、《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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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所提供的「三十一卷」經群概念，無疑成為最重要且最方便的素材。然而相對的，此

二傳有限的敘述所造成資料上缺漏，同樣是王靈期需要面對的，其餘諸傳與降真記錄便在

這一方面提供了明顯的助益。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文將要討論的《太真玉帝四極明科》中

看到。 

 

五、總攝群經的新科律 

上清經派的科律向以經典的傳授為其關懷重點，作為上清三大科律之一的《四極明科》

雖於楊許時期即已提及，且內容上同樣是強調經典傳授與天界書寫的嚴格限制，46然而實

際上卻晚至南朝時期全書才漸次成立。47根據《太霄琅書》卷三〈四極明科旨訣〉所保留

上下二宮「高上太真玉帝四極明科」與左右中三宮「玄都女青四極三十一卷獨立寶經明科

律文」的區分方式與明顯不同的題名，似乎暗示了兩部個別經典的併合，以及隱含其先後

成立的遺跡。非但如此，其經文內容的不整齊，甚至矛盾的現象更強化了這樣的懷疑。48 
若將現存《四極明科》第一、二卷（即《高上太真玉帝四極明科》上下二宮）視為一

個整體，其中所包含的內容其實已經相當完備。如就所涉及的經典來說，卷一「傳經科律」

（詳見第十章附錄三）的部分則以「經教分判」49的方式，依次羅列了天師、三洞（三皇、

靈寶、上清）經書等。《太霄琅書‧四極明科旨訣》也認為此一包含「傳經」、「讀經」、「受

經」等主題的十七條科律即為：「黃赤、三洞、五嶽篇錄格制威儀」（3:1a）。是則《太真

玉帝四極明科》的成立雖以上清經律為主要關懷，但已具有統整當時重要經典──「總括

三洞」的企圖。只是相對於所涉及的少量天師、三皇、靈寶三派的經典，其引述《上清經》

的部分則更顯系統化，且所提及之經符也較多，不難想見作者對於《上清經》的相對熟稔

及其以上清為尊的立場。 
而《太真玉帝四極明科》卷二所引述的《上清經》主要源自上清內傳與降真記錄，其

中多數經典來自於《周》、《王》、《魏》、《裴》以及《真誥》（或早期的《真迹經》）（詳見

下列〈《四極明科》卷二引錄來源〉以及第十章附錄二）。而且依照其引錄經典的題名與次

序來看，《四極明科》卷二襲自上清內傳的痕跡非常明顯。以《四極明科》卷二引用《周

傳》中的經名為例，第一條所引《左乙混洞東蒙之籙》與《右收攝殺之律》即周君遊行嶓

                                                      
46 紫微夫人降誥「為書之本始」時已提及《四極明科》，其中說明《四極明科》中明令禁止仙真以

世間俗字書寫：「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為世間常書也。」（《真誥》1:9b） 
47 尾崎正治依《真誥》卷一〈運象篇〉已記載《四極明科》，而認定《四極明科》成立的下限應在

梁代初期（502-）。至於現行五卷本《四極明科》的成立則可追溯至六朝末。結論部分，尾崎氏

則更具體地說明全卷是在「六世紀前半」（梁武帝，502-549）於江南成立的。詳參尾崎正治，〈四

極明科の諸問題〉，頁 350、360。尾崎氏對《四極明科》的斷代主要依據《真誥》引用《四極明

科》。這確是很好的依據，但他卻以《真誥》為陶弘景所編，而將其斷代於梁朝，完全漠視陶氏

所編輯為東晉興寧年間的素材，早在東晉時期應已出現《四極明科》的觀念。然而根據現存《四

極明科》卷一中確已粗具三洞觀念與用詞，且已出現東晉末葛巢甫所造《靈寶經》的內容，故其

成書不會早於東晉末（約 400）。 
48 詳見本文第十章。 
49 其於「傳經科律」（1:11b1-15b9）部分即依序以代表天師道的「黃書赤界真一之道」、代表三皇

經派的「上清天皇地皇人皇大字」、代表靈寶經派的「洞玄靈寶上經」、以及代表上清經派的「上

官寶篇凡三十一卷」、「上清寶經三百卷」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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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山時受於上魏君。第九條所引的《金書秘字》與《上元真書》則分別於太華山和扶廣山

受於南嶽赤松子和青真小童君；《四極明科》同時引錄此二人，將之安置於傳經系譜之中，

其言此二卷乃「青真小童君所修，以傳太極真人、清虛真人、南嶽赤松、劉子先」（2:6ab）。

第十條言「《太清真經》、《丹字紫書》、《三五順行》凡三訣，東海小童所修，其文秘在玉

京西室瓊門之內，幼陽君封一通於陽洛山中」（2:6b-7a），此即引自〈周君所受道真書目錄〉

之「張子房《泰清真經》，在牛首山中」以及「幼陽君《丹字紫書三五順行》，在陽洛山中」，

而非引自傳文，因為傳文描述此段受經過程為：「乃登陽洛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

三五順行》」，《四極明科》所引經題與此不同。另一個引錄自〈周君受道目錄〉的例子是

第八條：「《司命君經》、《宿命清圖》、《上皇民籍》、《定真玉籙》，三天正一先生所佩，以

定得仙之名。」（2:5b）《周傳》傳文作：「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

民籍》。」〈周君受道目錄〉則作「司命君《經命青圖》《上皇（民）籍》。在大霍山中」。《四

極明科》卷二的作者錯將傳授者司命君看成為經題的一部分，而列有《司命君經》。 
以上的情形指明了《四極明科》卷二的作者仍是按照《周傳》這一類的資料進行編輯

的，而這不禁令人聯想依《王》、《魏》諸傳造經的王靈期。而且，如果王靈期真的按照《王》、

《魏》諸傳題目造出這許多《上清經》，那他恐怕也需要一套能夠統攝諸經、並詳列傳經

詭信的科律。《四極明科》卷二正是這樣的產物。 
 

【四極明科卷二引錄來源】 

第 1、8、9、10 條 引自《周傳》（紫陽真人內傳） 

第 3、4、5、19、21、22 條 引自《王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 

第 2、7 條 引自《魏傳》（南嶽夫人內傳） 

第 11、12、15 條 引自《裴傳》（清靈真人裴君傳） 

第 6、10、12、15、18、20 條 引自《真誥》 

 

六、《四極明科》所見「三十一卷」 

相較於《太真玉帝四極明科》卷二引錄上清內傳中諸多與「三十一卷」不相涉的經典，

卷一則以「三十一卷」為中心，分從三種不同指涉範圍來概括《上清經》：以「三奇」為

主要內容的「上品高真之文」、「三十一卷獨立之訣」以及「上道寶經三百卷」，並以之與

《三皇》、《靈寶》諸經並列，從而形成「三洞」的格局。 

《太玄都四極明科》曰：《高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素靈大有妙經》、《雌一

玉檢五老寶經》、《金華洞房》、《紫書上文》、《龜山元籙》、《青籙白簡》、

《金根上經》、《太霄琅書瓊文帝章》，上宮寶篇凡三十一卷。此獨立之訣，乃高

玉玄映之道、洞天玉清寶文，授於已成真人。（1:12b-13a）50 

《太玄都四極明科》曰：上清大有六天宮俯仰之格，上道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言、

                                                      
50 《無上秘要》卷三十三〈輕傳受罰品〉亦引此文。（3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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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章七千篇，此玉清寶文，藏於太上靈都之宮、七映紫房之內，傳於已成真人有玄

名帝圖，紫字玉清。（1:13b） 

《太玄都四極明科》曰：讀《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廻風混合帝一百神寶名》、《玉檢

雌一五老寶經》、《洞玄素靈大有妙經》、《太丹隱書》上品高真之文，……。」

（1:15b-16a） 

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王》、《魏》二傳所提及的「三十一卷」，且同樣是以略舉的方式說

明其內容。只是這次所略舉的經典與《王》、《魏》二傳所列有很大的不同，九種經典中只

有《大洞真經》明顯重複，而可能指涉《靈書紫文》的《靈書八道》則被更改為《紫書上

文》。除此之外，其餘諸經幾乎全與《王》、《魏》二傳所舉「三十一卷」不相涉。我們無

法知道這些經典是否曾列舉於疑存的〈魏傳目〉中，但《四極明科》卷一如此改弦易轍的

作法顯然別具意義。 
雖然在上引《四極明科》的文字中並未見到「三奇寶文」的通稱，但從其指涉的三種

經典──《大洞真經》、《素靈大有妙經》、《雌一玉檢五老寶經》所佔有的尊崇地位，以及

稱其名為「上品高真之文」等等跡象，凸顯此三部經典在「三十一卷」上清經群中的顯要

地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略舉的九部經典中只有《大洞真經》與《靈書紫文》為楊

許時期存世經典，其餘《金華洞房》則有近似之《方諸洞房》在世，《青籙白簡》、《金根

上經》、《太霄琅書瓊文帝章》各有相近經典題名已於楊許時期提及，但未言出世，51至於

《龜山元籙》則完全未見於《真誥》。如此相較於《王》、《魏》二傳多以當時出世經典作

為說明「三十一卷」的例子，《四極明科》卷一所引錄的「三十一卷」明顯多為後出新經，

不難想見其中為確立新經或新系統地位的企圖。 
除此之外，包含《大洞真經》在內的「三奇寶文」更是我們審視此一新「三十一卷」

系統的重要切入點。相對於《魏傳》「三十一卷」以《八素真經》「上真品目」之奔日、月、

辰三經52與《大洞真經》所組成的系列修法，《四極明科》卷一則以「上品高真之文」──

即「三寶奇文」為主而形成新的系列修法，且在上清最重要的傳經科律──《四極明科》

中提出，頗有取代《魏傳》說法的意味。《四極明科》的出現對於《上清經》的組成與傳

授儀軌造成無法估量的影響，這是我們從新出經典中能夠明顯感受到的，但長期以來，我

們未能清楚了解其來龍去脈，更遑論得到其影響層面的清楚描繪。然而在這裡，我們可以

肯定《四極明科》的形成與「三奇」理論有著緊密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提供我們在《四極

明科》的形成動機上一個絕佳的切入點，只是這一切都必須從「三奇」理論開始。 

 

七、「三一」與「三訣」 

「三奇」觀念可以說是依循著《周傳》所代表的修行傳統而發展形成的。《周傳》是

在楊許時期以前透過靈媒華僑所寫就的早期上清內傳，其以傳主周義山（約 80 B.C.）的

                                                      
51 《真誥》裴君〈道授〉已提及「青要紫書金根眾文」（5:2a）、「白簡青籙，得道之名」（5:2b）但

未言其出世。另外也曾提及《太霄隱書》（14:2a）。 
52 即《太上寶文》所含的《太上鬱儀奔日文》、《太上結璘奔月章》以及《太上八素奔晨隱書》三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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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經歷，描述出一條自「三一之法」起始，從而上溯至《大洞真經》的成道之路。53其

中周義山遇其初師蘇林時，蘇氏即轉述涓子「三一」之訣云：「三一者，太微之玄真、上

清之玄圖：一曰《洞真》，二曰《妙經》，三曰《素靈》。」（3a）涓子口訣所指陳的、同時

具有神靈（「玄真」）與經典（「玄圖」）雙重意義的「三一」觀念，應是根據三一之法的本

經──《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CT253，以下簡稱為《三元真一經》）54的說法而來： 

夫三一之法，觀道備於三元，總括靈篇，握寶神經。第一之訣《大洞真經》，第二

之訣《大有妙經》，第三之訣《太上素靈》。是故上一帝君寶《大洞真經》，中一

丹皇寶《大有妙經》，下一元王寶《太上素靈》。此之三文，真道之至精，三一之

極章，並上清之禁訣也。（3a） 

三一之法是以存想太微天三一尊君及其僚屬三卿君乘北斗降臨修道者頭頂，再透過咽

氣的方式，分別將三一與三卿納入身中三丹田的修行法。（6a-7b）其所存思咽納的對象當

然是三一、三卿，但在此同時也將三一所「握寶」的「神經」一併咽納進入修道者的身中。

《三元真一經》更進一步描繪此時修行者身中三丹田所呈現的結構、狀態以及來居神靈的

形象，55其中三卿手中各自握執的即是《大洞真經》、《大有妙經》與《太上素靈經》。56這

是形象化表現三元尊君「總括靈篇，握寶神經」的方式。如此則三一之法的修習非但透過

存想的方式引導修道者觀見三元尊君，同時得以象徵性地獲得三君所擁有的道法，尤其是

至為精要的《洞經》、《妙經》、《素靈》──如同經文所說的，這三篇經文是「三一」之神

的至極篇章，也可說是三一之法指引所至最為極致的境界。雖然蘇林強調「三一之法」僅

為「中真、地仙之好事」（《周傳》6a），只能算是初階道法（實際上也是周義山的初法），

但它與三元尊君所保有的「三訣」之間，實際上已經具有一定的內在連繫，這樣的連繫成

為引導周義山日後得以在嵩山太室之中遇見中央黃老君的重要原因。 
學成之後的周義山離開蘇林，開始其尋道之旅。在歷經蒙山、王屋山、嶓冢山等地的

求索之後來到嵩高山，遇見正遊行於嵩山太室之中的中央黃老君，此時隨侍於側的小童、

玉女正誦詠著《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大有妙經二十四章》、《太上素靈二十一曲》。（8a-b）

雖然周君沒能在此次的會遇中通過試驗得受三訣，57但在更為廣泛地求索眾道之後，最後

仍在常山之中受授「上真之道」《大洞真經三十九章》。（11b-12a）如此說來，雖在初階道

                                                      
53 詳參本文第二章的討論。 
54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保存了早期三一之法的內容。詳見本文第三章。 
55 以上丹田為例：「丹田泥丸宮正四方，面各一寸，紫炁衝天，外映九萬里。覆北斗七星，魁為蓋，

以杓柄前指外向也。變化大小，飛形恍惚，在意存之。上元赤子居中，在華蓋下。赤子諱玄凝天，

字三元先，位為泥丸天帝君。其右有帝卿一人相對，是齒舌腦之精神昇化而生也，諱肇勒精，字

仲玄生，上人為帝卿君。此二人共治泥丸中，並著赤繡衣，貌如嬰孩始生之形。天帝君執〈上清

神虎符〉，帝卿執《大洞真經》。坐俱外向，或相向也。」（4a-5a） 
56 「（上丹田）天帝君執〈上清神虎符〉，帝卿執《大洞真經》」（5a）、「（中丹田）丹皇君左手把熒

感星，右手執《太保經》，輔卿君執《大有妙經》」（5b）、「黃庭元王左手把太白星，右手執《玉

晨金真經》，弼卿執《太上素靈經》、〈九庭生景符〉」（6a）。 
57 在《周傳》傳文中沒有提及嵩山石室中有任何的傳授，唯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未見无英君

也。且復游行，受著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8b-9a）但傳後〈周君所受道書真書目錄〉

中卻列有「太和玉女《大有妙經》、《太上素靈經》。在丹城銅之內。」（15a）不知目錄整理者所

據為何？ 



 267

法「三一」之中已經伏藏了獲致「三訣」的誘因，但作為眾道精要的「三訣」，其受習卻

仍須建立在眾多道法的熟稔之上。《周傳》透過周義山的經歷清楚地描繪出這一套秩序井

然的養成教育，以及相應於各階段的試驗。這些都在日後成為組織上清經法的重要藍圖。 

 

八、從「三訣」到「三奇」 

《周傳》與《三元真一經》所描繪的「三一」至「三訣」的修道歷程，為《四極明科》

卷一的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構想，幫助他發展以「三奇」為核心的「三十一卷獨立之訣」。

除了先前所見《四極明科》卷二引用《周傳》書目之外，周義山巡行名山求索所得的眾多

道法之中，不乏後來列入「三十一卷」的《上清經》，58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說明《周傳》與

《四極明科》「三十一卷獨立之訣」之間的重要聯繫。唯有收錄在《洞真太上素靈洞元（玄）

大有妙經》（CT1314，以下簡稱《素靈大有妙經》）中的〈太上大洞守一內經法〉（以下簡

略〈守一內經法〉）可以在這個議題上給予我們較為有力的證據。 
《素靈大有妙經》自稱與《大洞真經》、《雌一玉檢五老寶經》並列為「三奇」，並以

此提出相關理論。（詳後）《四極明科》「三十一卷獨立之訣」即建立在此「三奇」理論之

上所形成的上清經群。《素靈大有妙經》的組成與《蘇傳》、《周傳》、《三元真一經》、《素

靈經》等以周義山為核心的系列道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收錄其中的〈守一內經法〉即

是改編《三元真一經》而來，並有意識地更動原本「三訣」的內容，以之符合「三奇」理

論。如果比對兩者的文字，即可發現〈守一內經法〉所作關鍵性更動在於將原先的「三訣」

──《大洞真經》、《大有妙經》、《太上素靈》，更改為《大洞真經三十九章》、《雌一妙經》、

《素靈洞玄大有妙經》： 

 
夫三一之法，觀道備於三元，總括靈篇，

握寶神經。第一之訣，《大洞真經》；第二

之訣，《大有妙經》；第三之訣，《太上素

靈》。是故上一帝君寶《大洞真經》，中一

丹皇寶《大有妙經》，下一元王寶《太上素

靈》。此之三文，真道之至精、三一之極章，

並上清之禁訣也。妙哉無名，其道不遠。

守一所生，三一見矣！子既見一，可求此

經，亦當秘授。（《三元真一經》3a-b，亦見

第三章附錄三第 4 項） 

夫三一之法，觀道備於三元，其道奇妙，

總合靈篇，天人仙皇，握寶神經。第一之

奇，《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第二奇文，雌

一合變，號《大有妙經》；第三玉訣，洞真

玄經三五七九，號《太上素靈》。是故上一

帝君寶《大洞真經》，中一丹皇寶《雌一妙

經》，下一元王祕《素靈洞玄大有妙經》。

此三五之號，真道之至精，三一之極章，

並玉清之禁訣，高上之祕篇。兆守三一，

得吾三經，即能乘雲，上昇太清，洞覩无

窮，遊宴紫庭。微哉深矣！難可文宣。守

一所生，三一見矣！子既得一，自得此經。

（《素靈大有妙經‧守一內經法》30a-b） 

 

                                                      
58 詳參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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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對經典題名進行更動的情形也出現在三尊君與三卿所寶握的神經之上。59如此有意將

原本「三訣」的內容與「三奇」整齊化的現象，不難想像《素靈大有妙經》的作者在建立

「三奇」理論的前後，急於為其理論尋求來源依據的迫切心理。而原先用以稱呼三經的用

語──「訣」，也已有兩個部分被改動為「奇」或「奇文」。從這些跡象顯示，《素靈大有

妙經》的作者在寫作該經時已經構想完成「三奇」理論，並且有計劃地改造原先《周傳》

與《三元真一經》中的「三訣」，將其納入「三奇」系統之中，與《素靈大有妙經》所收

錄的其他修法相互符應，從而形成一套由「三奇」理論所支持的系統修法。60 

 

九、「三奇」理論 

《素靈大有妙經》所提出的「三奇」，除了自身之外還包括：《大洞真經》與《雌一玉

檢五老寶經》（CT1313）。前者為楊許時期已出世的經典，61後者則是東晉末劉宋初成書的

新造經。62此二經雖被《素靈大有妙經》列為「三奇」之一，但在現存二經經文中卻絲毫

未見任何「三奇」的相關敘述。我們大致可以據此推論：「三奇」理論應是在《素靈大有

妙經》成書時才完成的。63 
「三奇」理論所涉及的，作為首要面對的當然是內容的問題，這個部分我們先前已就

「三訣」或「三奇」所代表的不同指涉及其演進關係提出看法。除此之外，《素靈大有妙

經》在其他部分也不斷提及此「三寶奇文」、「三洞奇文」或「三奇」，64以及其中三經的排

序先後：「第一之奇《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第二之奇《雌一寶經》，第三之奇《太上素靈

洞元大有妙經》。」（44b）其次，作為理論的第二部分，亦與「三奇」之排序相關的修行

次第問題。《素靈大有妙經》透過太上道君自述，說明其修道次第，有意以此形成典範，

作為後學之修真指南。其中即說明：修行《大洞真經》與《雌一五老》之前即需先行施用

《素靈大有妙經》所錄「太上道君守三元真一經法」。65如果我們將這樣的概念連繫上《雌

一玉檢五老寶經》所自我表明先行於《大洞真經》的修行次第，66則《素靈大有妙經》的

                                                      
59 完整文字請見第三章附錄三第 7.1、7.2、7.3 項。另外詳細的討論請見本文第三章的討論。 
60 關於《素靈大有妙經》如何地改造《周傳》、《蘇傳》、《三元真一經》等系列修法，而重塑成三

奇修法的過程詳見第三章。 
61 《真誥》卷五〈道授〉：「仙道有《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世。」（5:3a） 
62 賀碧來認為此經據以成書的《洞房經》是早期經典，但《雌一玉檢五老寶經》卻可能是早於陶

弘景的偽經。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281。 

63 另艾克曼亦言「三奇」理論見於此書。見 Eichman, Schawn. “Converging Paths: a Study of Daoism 
During the Dynasties, with Emphasis on the Celestial Master Movement and the Scriptures of Highest 
Clarity,” p. 301. 另見第三章的討論。 

64 「第二奇文」（4a1）、「總三寶為奇文」（5a6）「三洞之道，結自然之號，輔統三寶：《大洞真經》、

《雌一五老》、《大有素靈》，應承三元。」（10a）、「三洞奇文」（47a2）、「《大洞真經》、《雌一寶

經》、《太上素靈大有妙經》，三奇之章，高上玉皇寶篇。」（48b7） 
65 其經言：「太上曰：兆之為道，存思《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廻風混合》、《雌一五老金華洞房帝君十

二上願玄母八門行間太一變化雌一上仙之法》。行事之日，每當先自清齋，沐浴蘭香，入室內思

素靈五帝元洞洞天洞地洞淵之官寶名內字、招真致靈之道。事畢，然後得修《大洞》、《雌一》寶

訣。」（4b-5a）其中素靈五帝三洞之官寶名內字記錄在第五頁至第九頁，而存思之法即該經所錄

〈太上道君守三元真一經〉（10a-12a）。 
66 其經言：「讀《大洞真經》當先讀〈高上帝君十二願玉清玄母八門行間〉，次又讀〈中央黃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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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奇」理論便隱含由第三、第二乃至第一奇文按次修行的意味。 
除了「三奇」內部的修行次第之外，「三奇」理論也考慮到與當時跨道派經法之間的

關係，並有意以「三品」的形式作為總攝當時所有經法的架構： 

凡學當從下上，按次而修，不得越略，虧天科條。經有三品，道有三真：三皇內文

天文大字、九天之籙、黃白之道，……故為下品之第；靈寶洞玄，亦元始俱生……

中品之妙，下方地仙；上清道經太丹隱書，凡三百寶名、玉訣九千，此上真之首目、

玉帝之內篇。……夫學當從下品，造於上清也。道有三奇：第一之奇《大洞真經三

十九章》，第二之奇《雌一寶經》，第三之奇《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此傳已

成真人，不傳於始學也。（44ab） 

從後來道派觀念來看，此段敘述同時涵蓋了三皇經派、天師道派、靈寶經派、上清經派等

諸派經典，並以「三品」形式將之區分為：三皇、天師為下品，靈寶為中品，上清為上品

的經法分判。如此的分判雖然具有上清的主觀立場以及視野上的限制，但它涵蓋所及的經

典卻也一定程度地反應了當時經派與經典的發展情形。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此時的經典

發展階段正與先前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四極明科》卷一、卷二所描繪的情形相近，此二經

應是立基於相同的時空環境與立場所作成，甚至可以大膽推測：不無可能是出自同一人或

同一傳承的產物。 

 

十、完備並整全的經群概念：「三百卷」與「三十一卷」 

上引《素靈大有妙經》所述學道次第，上清道經的部分總言其有「三百寶名」，並於

後文言及「三奇」，卻未見「三十一卷獨立之訣」。雖然如此，但卻不能以此便說《素靈大

有妙經》的時候還沒有「三十一卷獨立之訣」的概念，因為該經後文論及《四極明科》時，

仍然提及「三十一卷獨立餘事」（64a7），恐怕是因為此處無須提及「三十一卷」而已，因

為此「三百寶名、玉訣九千」的觀念在其初創之時即與「三十一卷獨立之訣」相涉。67 
在指涉《上清經》的不同用詞中，多所言及的「三十一卷獨立之訣」與「上道寶經三

百卷」，其最早且相對完整的敘述來自於楊許之後的新造經《神州經》： 

凡《上清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符圖七千章，皆出元始高上玉帝稟承自然之

章，玄古之道。學者得其篇目，立登真皇。其道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相傳玉

文，以付上相青童君，封於玉華青宮。逮至元景元年，撰集一通，以封西城山中。

舊科皆經萬劫一傳。自六天罷退，三道正明，運度相促，至道應行，改科七千年聽

傳。若七百年內有至心，骨相應玄，錄字上清者，皆得依盟而傳。有得此經，尅成

真人。依次修行，理无不足，道无不成，炁足道備，則白日昇晨。（26b-27a） 
                                                                                                                                                            

洞房五神經〉，三年乃得受讀《大洞真經》。」（4a）「當先存念洞房三素元君三年，乃得受讀《大

洞真經》耳。」（5a）其中〈高上帝君十二願玉清玄母八門行間〉、〈中央黃老君洞房五神經〉以

及洞房三素元君（雌一）的存思法都是收錄於《雌一玉檢五老寶經》的系列修法。 
67 《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中亦有後聖九玄道君「命青華青宮尋俯仰之格，錄校古文，改定撰集

靈篇，集為寶經三百卷，以付上相青童君，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12b）但此處所論「寶經

三百卷」的方式明顯與《四極明科》卷一、《神州經》的說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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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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上清經典神話所關注的焦點多在於經典出自那一位道君以及天界眾聖傳經的過程，且

多以單經為主要的敘述對象，形成固定的敘述模式，68少有類此關注「全體《上清經》」如

何成經的神話敘述。雖然此處所言「上清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符圖七千章」只是個

虛構的數目，並非描述實存的經訣符圖數量，69卻也隱然具有包含所有《上清經》的喻意。

其中經訣符圖所形成的「篇目」，以及集體秘藏、封存、撰集、傳授經典的行為，都在在

表明這群經典的整全性意義，更遑論「依次修行」之後所明白強調「炁足道『備』」的效

果。 
相對於這一全套三百卷《上清經》的概念，隨後提出的另一套《上清經》──「三十

一卷獨立之訣」卻是濃縮、精選過後的結果，而且帶有承繼《魏傳》視「三十一卷」為太

帝之教的意味，以此強調「太帝君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所撰」的成立因緣。由於「三十一

卷獨立之訣」的敘述接續於「三百卷」之後，不免令人引發扶桑大帝自「三百卷」中撰出

「獨立之訣」的聯想，但前後文的敘述卻從未指明這一點，也未論及兩種《上清經》之間

究竟具有何種關係？縱然如此，我們依舊可以在一些敘述中探得相關的線索，其中與此議

題最為直接的敘述是： 

上經三百首，上真各有所稟，亦不悉備；後來積學亦不得齊於太真之所修也。世人

多混穢炁、炁正（疑為「正炁」之誤），故學有次序，階級之科。若修大帝所撰『三

十一卷』道備，然後自得適其所好爾。（28b） 

「三百首（卷）」虛數的提出雖然可以解決希望涵蓋一切經的企圖，但卻相對引發了無法

同時奉受的困境，即便道高如「上真」者也無法悉備全數，後來學者對於「太真之所修」

的三百卷更是難望項背。如此，在這為數眾多的道法之中提出一套階段性修行次序的需求

便不難理解，可以說「三十一卷獨立之訣」在這一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功能。 
然而，如果真要以「三十一卷獨立之訣」作為「上清寶經三百卷」精要訣文的形式出

現，那麼需要說明的是它如何繼承三百卷上清寶經作為一個完備整體的特性。上述扶桑大

帝撰成「獨立之訣」的成立因緣中，已經強調此套叢書備足天地運行教理、教法的性質，

後文更提出總修「三十一卷」與總修「三百卷」所具相同的修行效果：「備行眾經（三十

一卷），道滿炁盈」（28a），「至學之士參受寶文（三十一卷），當案科品，以次修行，萬无

不感，理无不全，道无不降，形无不仙，萬遍道備，白日升天。」（28ab）在這些敘述中

不斷採用「道備」、「備行眾經」之類的用詞，透過修行的次第與完整性來強調此經群作為

一個整體所具有的「整全」與「完備」的意義。回到上述「三百卷」與「三十一卷」的關

係引文中，其明白地以「大帝所撰三十一卷」作為「三百卷」中的必修經典，認為唯有漸

                                                      
68 如《上清太上八素真經》（1a）、《太上帝君九真中經》（1:1ab, 2:1ab）。神塚淑子描述多數《上清

經》共通的架構，包括：1) 經典開頭有關於經典由來的神話性說明，以及經典的傳授規定、經

典的效用等；2) 具體的道術。神塚淑子，〈六朝道經の形成とその文體──上清經の場合〉，《六

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都：創文社，1999 年），頁 168。 
69 福井康順，〈上清經について〉，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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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完備「三十一卷」的修行道法，才得以各適其好地繼續選擇修行「三百卷」中的道法，

同樣清楚地表明了二者之間具有如「大宇宙」與「小宇宙」之類的對應關係。 

 

十一、《九真明科》與《四極明科》 

「三奇」理論可以說在《素靈大有妙經》中已經發展成熟，同時也建立起一套相應的

科律──《九真明科》。《九真明科》篇首即言：「雖見此文而不知《九真明科》條檢儀式，

三洞奇文、太上真寶書不可得而便披也。」（47a）強調若無《九真明科》的科格限制，即

便擁有經典也不能任意開卷披閱，從而建立《九真明科》為傳授、讀誦「三奇」時所需依

循的科律儀軌。另外論及上清「三科」的設計及其差異時，也強調： 

傳授經目在《九真三品科》中者，是後聖帝君始佩經之時，受於太上道君。太上授

經，出於《（九真）三品明科》，以輔三寶奇文上真道經施用之科格。其三十一卷

獨立餘事，及眾經儀品，悉在《四極明科》之中。（64a）70 

以此說明《九真明科》與《四極明科》在傳授經目與誦讀儀軌之間有所重複的現象。《九

真明科》所列傳授經目記錄了太上道君授予後聖帝君的經典，其中當然以「三奇」最為重

要，而在傳經時，太上同時出此《九真明科》，作為輔助「三寶奇文上真道經」之施用。

同樣的說明也出現在總結《九真明科》三品二十七條目的說明之中：「右《太玄九真明科》

三品二十七條，出自太上靈都之宮，太上常所寶秘，不宣下世。今抄立用要訣，以付後聖，

輔明三奇，標於《大有素靈》之經。」（63b）由此可知，《九真明科》是屬於個案性質的

科律，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三寶奇文」，所以它才被附錄於《素靈大有妙經》之中。

相對於此，包括「三十一卷獨立之訣」在內的上清眾經，其施用科律與儀軌則記錄在《四

極明科》之中，需以《四極明科》所言為準。 
如此我們則又從科律方面，再度為包含「三奇」在內的「三十一卷」建立起其形成的

脈絡，而這樣的脈絡正與先前我們透過《周傳》、《三元真一經》乃至《素靈大有妙經》所

描繪出來的「三一」、「三訣」、「三奇」乃至「三十一卷」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幾乎可以

說是來自於同一的傳承、同樣的思考。雖然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仍未找到直接而有效的證據

來證明這一傳統與王靈期有關，然而根據目前的史料，這一連串有系統地依循著周義山的

系譜為基礎，而以「三十一卷」為其最終目標所引發的經典與科律的新造活動，最有可能

的主事者仍然指向王靈期，因而我們願意在此大膽地提出這個假說，以待後來更詳盡、更

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十二、小結 

隋代《奉道科誡營始》「法次儀」所描繪的道士養成教育中，六朝上清經派的核心經

典「三十一卷」成為授予次高位階──「无上洞真法師」的主要依據，根據「大洞真經目」

所記述的，我們知道這個系統主要承襲自王褒、魏華存所建立的上清主流派系。時至南齊

                                                      
70 《洞真太上道君元丹上經》（CT1345, dj56, 37a）亦有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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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歡〈上清源統經目序〉，仍以《王》、《魏》諸傳內容說明《上清經》的源流與發展，這

種情形到了唐代孟安排的《道教義樞》依舊沒有改變，而「大洞真經目」即代表這一系譜

的極致發展，幾乎成為最高位階道士所應最後修習的經典。71 
然而從早期《王》、《魏》二傳所錄的「三十一卷」到隋代「大洞真經目」，作為上清

經派的核心經典「三十一卷」並非作為一套固定且完整的經群而流傳著。我們懷疑早期的

「三十一卷」只是一個不完整的概念，並無具體經目與完整經本的存在。非但如此，「三

十一卷」《上清經》還不只有依循著《王》、《魏》二傳所發展的這一條顯著的脈絡而已。

在本文中，我們試圖引起人們對於上清經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王靈期的關注，同時

透過《四極明科》卷二的研究，力圖使其與王靈期發生連繫，大膽地推測王靈期與《四極

明科》的造構有關，乃至進一步地推論其與「三奇」、「三十一卷獨立之訣」、「上清寶經三

百卷」，以及《神州經》等共同闡揚「三奇」理論的一系經典有關。 
在「三奇」理論上進一步建構的科律性經典──《四極明科》、《九真明科》，其對傳

經規則的重新定義與解說，則開啟了新的宗教型態。楊許時期雖已具有傳經科律的概念，

但其經群的組成與傳授仍然以內傳作為依據，師徒間透過傳記建立一己的傳承系譜與養成

教育。王靈期等人所創的新系統雖也立基於內傳發展而成，但更大程度是為了因應大量新

造經的出現，內傳所呈顯的宗教形態與所提供的功能──同時也是它的限制──已然無法

滿足當時急需一套總攝群經的機制的渴求，「三奇」系統的創立者轉而發展科律，依賴科

律對於經群的統合、經典的實踐與傳承等方面所提供的功能，在宗教發展與傳承的機制上

發揮其作用，從而發展出一種異於傳統內傳形式的新宗教型態。因此，從《上清經》「三

十一卷」成立史的發展來說，王靈期或其所代表的東晉末南朝初新造經活動，不只是單純

地補齊楊許時期未出世的經目而已，而是有系統地對於《上清經》進行改造，其中不無具

有取代《王》、《魏》系譜「三十一卷」的意圖，以之適應當時的宗教環境與挑戰。 

 
 

                                                      
71 真正最高位階的「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无上三洞法師」為受《上清經》總一百五十卷及諸上

清交帶者，其所受亦為《上清經》，且應即與「上清寶經三百卷」相似的完整全套《上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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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神州七轉七變儛天經》中所見「三十一卷」經目及修用次第 
說明： 

— 以方框標示者為《四極明科》卷三所列「三十一卷獨立之訣」。 

— 以網底標示者為三奇寶文。 

 
第一階段 
1. 豁落七元 
2. 流金火鈴 
3. 金真玉光 

4. 金玄羽章 
5. 威制六天三天正法 
6. 消魔上經 

 
第二階段 
7. 九真八道 
8. 靈書紫文（合上之目的為「服御日月，招致雲霞」） 
9. 黃素品格四十四方 
10. 曲素訣辭（「五行招魂，策虛駕无」） 
11. 紫度炎光 
12. 飛行羽經 
13. 躡行七元 
14. 三九素語（「祝命五方」） 
15. 黃氣陽精（「日月洞明」） 
16. 金璫玉佩（「二景混生」） 
17. 三元玉檢（「固神保真」） 
18. 神州七轉八變舞天（「契絡天地，齊廻晝冥」） 

 
第三階段 
19. 大洞真經三十九章（「拔度七祖，受生南宮」） 
20. 雌一玉檢五老寶經（「金華玉房，隱朝三元」） 
21. 大有妙經洞玄素靈 
22. 大丹隱書（「五籍寶神」） 
（「三奇寶文，萬遍升玄」） 

 
兼御 
23. 靈飛 
24. 藏景錄形 
25. 七星移度披天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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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隱地八術丹景道精 
（七十二變，萬化立成，混合帝一，五神胎生。備行眾經，道滿炁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