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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傳說、誥語與傳記：三茅君的重新登場 

 
 

 
 
從陶弘景（452-536）整理的《真誥》中收錄大量三茅君（茅盈、茅固、茅衷）的降

誥記錄來看，可以發現原本在葛洪《神仙傳》中作為茅山當地祠廟信仰對象的地方神祗，

在上清教法的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即如小南一郎分析淮南王劉安升仙傳說所指出

的兩個層次的傳說發展程序：一是圍繞於淮南當地民間信仰的傳說階段，作為傳說核心的

是祭祀劉安的祠廟與相關的巫覡；由此再進一步發展，則是方士流誦於更廣闊地域的傳說

階段。1如此對兩漢至東晉末期安著於地方的祠廟信仰與具有流動性的方士傳統所作的區

隔，及其在神仙思想發展史上的演變情形，同樣也可以在茅盈的各類信仰遺跡中發現類似

的發展脈絡。亦即，小南一郎從傳說講述者及其講述內容與方式的研究角度，以及對於祠

廟、方士、知識階層等信仰類型與發展程序的廓清，使我們特別留意茅盈的各類信仰遺跡

（包括後來的上清內傳）之間的差異與特性，藉此釐清不同信仰形態之間的分際。2但如

後所論，茅盈的例子也同時說明了這些不同信仰形態極可能同時並存於不同的社會階層

中，身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信仰者分別依據各自的需求形成其信仰形態，從中滿足各自的

需求。諸如此類不同信仰類型的區別，以及信仰個體在這些類型間的轉移情形，則是我們

了解信仰變遷的重要依據。 
另一方面，從本研究所關注的面向──作為江南重要「修行社羣」的上清經派內部的

傳承活動及其所建立之歷史──來看，此一由方士所講述、以幻術的描繪為主要內容以求

取信於人的神仙傳說，更多受限於此文類所預設的讀者限制，而使講述的內容集中在幻術

                                                      
1 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神仙傳》──新神仙思想〉，《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

華書局，1993 年），頁 173。 
2 關於中國不同信仰形態的區隔問題上，歷來關注的焦點都在天師道與民間信仰之上。石泰安（Rolf 
A. Stein） 早關注民間信仰與道教之間的關係，其曾視「伴有血祭的俗禱」為民間信仰，以此與

有組織的道教區隔，並且更進一步的整理出所謂「淫祀」的特點，包括：1) 過度的和傾家蕩產的

花銷；2) 禱告、殺生獻祭、歌舞；3) 用巫覡宣示神諭；4) 治病的贖罪儀式；5) 不入典的諸地方

小神。「淫祀」即是「被禁止的俗禱」，這即是石泰安所認為的「民間宗教」的主要內容。祁泰履（Terry 
Kleeman）則承繼石泰安的看法，進而提出以「祭祀」作為中國宗教分類的依據。林富士亦曾詳細

描述巫覡信仰的「信仰對象（厲鬼和山川之神）」、「儀式特質（祠廟、神像、血食、樂舞）」、「通神

方式（附身、見鬼）」等要素，並比對道教在這些方面與巫覡信仰的差異，而判別「巫覡信仰」與

「道教信仰」是不同的宗教傳統。詳見 Rolf A. Stein, “Rligiou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to Seventh Centuries.” Facets of Taoism, H.Welch and A. Seidel, ed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3-81. 石井昌子、上田伸吾譯，〈二世紀より七世紀までの〔宗教

的〕道教と民間宗教〉，《創大アジア研究》第 1 號，頁 211-247。另有呂鵬志譯，〈二至七世紀的

道教和民間宗教〉，《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宗教史專號）》第七輯（北京：中

華書局，2002 年），頁 39-67。祁泰履（Terry Kleeman），〈由祭祀看中國宗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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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5。林富士，〈試論六朝時期的道巫之別〉，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國

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頁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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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3如果與之比較流傳於宗教派系內部而具教學性質的上清內傳，則可發現後者因為

以新進修習者為讀者對象，因此肩負更多宗教教育的功能。換句話說，唯有透過內傳之類

的文類，我們才被允許進入宗教內部，清楚看到方士間具體的傳承活動與內容；或者說，

才被視作傳承的對象而開誠布公地「傳授」該宗教教法。也唯有透過內傳，我們才能進入

宗教內部，了解此一傳承活動是如何進行，如何透過這樣的活動而建立起系譜與派系歷

史，甚至是成套的修行程序。 
在這樣的觀點底下，我們希望能夠利用現存於《真誥．稽神樞》之中的兩封書信重建

許謐如何由一位天師道徒、民間信仰者逐漸轉為崇奉《上清經》的信仰變遷過程。其中也

可發現民間傳說、真靈誥語與上清內傳等不同的宗教文類在許謐的信仰變遷中如何發揮作

用。其中，這些不同的宗教文類代表了不同的信仰類型，或者站在上清經派的立場來看，

這些不同的宗教文類分別標誌了由淺而深、由外而內的不同信仰程度。由於這些清標誌，

可以令我們輕易地描述信仰個體的信仰狀態，及其變遷的過程。 
其中傳說的部分來自許謐的自述，如後面篇章所討論的，許謐自述其聽聞的傳說與葛

洪《神仙傳》中的記述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誥語的部分主要根據〈稽神樞〉中的部分內容。

至於內傳的部分，除了陶弘景整理〈稽神樞〉時所抄錄的《茅三君傳》節文，收錄於元劉

大彬（活躍於 1317-1328）《茅山志》（CT304）卷五中的〈三神紀．茅君真胄〉也是我們

參用的文獻。〈茅君真冑〉中的茅君資料主要來自《太元真人茅君內傳》（以下略稱《茅傳》），

目前的研究顯示，這個版本完整且忠實地反映出東晉時期《茅傳》的大部分內容。4我們

便是利用這些資料，分析許謐信仰變遷的過程。 

 

一、接觸茅山仙人：從傳說、誥語到傳記 

透過華僑「通傳音意」於許謐（303-373）的降授活動失敗之後，以楊羲（330-386）

為接替人選的傳經活動在興寧二年甲子歲（364）左右重新展開。5在此前後，許謐似乎未

                                                      
3 葛洪〈神仙傳序〉提到《神仙傳》的資料來源：「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

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中取自仙經與服食方的部分不難

想像葛洪原初所見的版本乃採經法與傳記合刊的形式，以方便受傳經法者得以透過此一形式同時得

到屬於該經法的歷史教育。而葛洪也指出其將傳記自此經方之中獨立出來的目的，乃是為了回答弟

子關於「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的疑問，故而有意明確羅列成仙者的名單與事跡，但不可避免

的，如其指出「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的情形，自己的《神仙傳》也受到文體的限制而

難掩「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之憾。 
4 關於《茅山志》中所收《茅傳》，李豐楙認為此版本非東晉時期原本，而是參酌過《漢武帝內傳》

後的改寫本，其中有所增飾與刪節；相較於此，《雲笈》本應較為接近原貌。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
則透過精詳的版本學研究指出：《茅山志》的版本是我們所擁關於茅君傳記與片斷敘述中，可算是

非常完整且忠實的版本。它很可能是根據原本《茅傳》所重寫的版本，但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細節被

改動過；根據我們所找到其他對此傳引文的比較顯示，確有某些刪節與擴大的情形發生，但是經過

不同版本的「文體學」（stylistiques）研究顯示：就整體而言，多數重要的引文在此文本中被重新找

到，而這些則是在《雲笈》本中被節略的部分。但有時，相反地，《茅山志》的版本與《雲笈》本

相比，卻是較為輕巧的縮短。詳參李豐楙，〈漢武內傳研究──漢武內傳的著成及其衍變〉，《六朝

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1。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tome 2, p. 390. 
5 陶弘景於《真誥‧真誥敘錄》中引用《南嶽夫人傳》載《青籙文》所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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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時間透過楊羲獲得茅山當地神祗的降示，反而是在該年（364）的三月一日以及八

月八日，6以一種未知能否得到回應的心情，7在述墟8朱家靜室向當地神祗茅中君（即定錄

君茅固）呈書問事。9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掌握許謐這兩封書信的具體內容，但隔年（365）

六月十五日定錄君的答書，10以及隨後許謐對此的回覆，卻完整保存於陶弘景所整理的《真

誥》（CT1016）之中，這對我們了解許謐如何接觸茅三君，以及掌握茅三君的早期教導有

很大的幫助。 
在興寧三年答覆定錄君的書信中，許謐回憶他與茅山仙人認識的過程。這使我們了解

興寧二年三月一日呈書茅中君的許謐，對於茅山仙人的認知僅止於數十年來流傳於當地民

間的傳說，以及後來就教於鮑靚所得到的糾正與補充： 

昔年十餘歲時，述墟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

見包公（鮑靚），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

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

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末）見傳記（《茅傳》），乃知高卑有差

降，班次有等級耳！輙敬承誨命，於此而改。（11:17ab） 

得到《茅傳》之前，許謐已經因為鮑靚的說明而修正述墟耆老所傳茅山仙人「早已徙去」

                                                                                                                                                            
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推論「興寧二年正月，南真

已降授楊君諸經」（19:2b），然陶氏亦考證在興寧二年前兩年，已有中候夫人授書答事，推測「眾

真降楊（義）已久」（19:3a）。 
6 關於此次授書的時間，陶弘景原先根據定錄君興寧三年乙丑歲六月十五日的答書中所提「曾得徃

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判斷許謐呈書的年份應在甲子年：「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書是甲

子年中。」（11:16a1-2）但陶在後來在討論諸真降誥楊羲的時間點時，對於定錄君所謂的「徃年」

又有更寬泛的解釋：「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徃年三月、八日（月）書』，此亦

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19:3a）似乎陶也不甚確定許謐首次呈書定錄的年份為何。但以乙丑年

六月十五日答書來看，若許謐呈書的時間早至癸亥年（363），似乎不甚合理。故在沒有進一步確證

佐助說明以前，本文暫將許謐呈書時間擬為甲子年，即興寧二年三月一日與八月八日。 
7 許謐答書中曾提到自己當時的心情：「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

暢高聽，得蒙省察。」（《真誥》11:19b-20a） 
8 陶弘景說明「述墟」是當時位在茅山西面的一個村落。（《真誥》11:17a5-6） 
9 陶弘景根據許謐乙丑歲的答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真誥》11:19b9），推斷三月一日與八

月八日二書「非因華僑、楊君送之也」（《真誥》11:16a2），但沒有清楚說明許謐與茅中君書信往來

的方式；但在《登真隱訣》的注文中曾提到「李東既祭酒之良才……其君常為許家奏章往來，故中

君及之也」（3:13b），如果據此說明，並 後許謐呈書留置於朱家靜室中的結果，以及許家早期的

天師道信仰來看，許謐這兩次與定錄君書信往來所採取的方式很可能是依循天師道上章的方式。即

便到了南朝梁天監十四至十五年間（515-516），陶弘景位在茅山的道館中仍然保留如此與神靈溝通

的方式。（《周氏冥通記》2:15b-17a） 
10 陶弘景在其收集所得的 早一條誥文「（興寧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1:4b）下

加註說明：「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

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先此者。」（1:5a）此一「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

即是收錄於《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第一〉中的「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11:17a1），

據陶弘景註語所言，此答書乃「乙丑所受」（11:16a1），則知定錄君答此書的確切時間應為興寧三

年六月十五日。荒牧典俊曾試圖為《真誥》中無明確紀年的誥文編年，而將第十一卷全卷與第十二

卷的一部分列為「華陽洞天群」，並以為此一大段資料均為興寧二年八月中所授。荒牧氏處理這部

分資料時並未留意此段資料的複雜組成，而且忽略了上述陶弘景對這些資料的時間說明，因此做了

不正確的繫年判斷。詳見荒牧典俊，〈真誥以前の諸真誥の編年問題について──「眾靈教戒所言」

の諸真誥を中心として〉，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60、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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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轉而確信茅山上仍有仙人存在。非但如此，許謐還從鮑靚處得知仙人諱字。《晉

書》卷八十〈王羲之〉附錄許邁的傳記，其言許邁曾造訪鮑靚，鮑氏告以「餘杭懸霤山近

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茅固）常所游處」，於是許邁便

「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
11如此許邁造訪鮑靚，以及鮑靚提及的延陵茅山為「洞庭西門」、「茅季偉常所游處」兩

項說法都與許謐的回憶相似，似乎許謐也參與了這次造訪鮑靚的行程，並向鮑靚請教茅山

仙人之事。12 
雖然鮑靚的說法較之後來所得的《茅傳》仍有所不足，但已知的仙人諱字卻已能為日

後許謐呈書茅山仙人提供必要的資訊。興寧二年三月一日的呈書，許謐便是在這樣的認知

底下向茅山仙人表達自己求道的精誠。（《真誥》11:16a）同年八月八日，許謐又在述墟朱

家靜室再度呈書茅山仙人，表明自己將親赴大茅之巔，希望茅山仙人能夠接見的急切願

望：「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真誥》11:16a9-16b1）

呈書之後許謐隨即動身，只是才到門生徐汎家時，句容家中便派來信使告知所呈書信已經

得到回應，但回應表明「未可登山」。 
許謐的回書中完全沒有提到究竟如何獲得回應，13因此我們無法了解當時許家獲得定

錄君答覆的機制為何，但以暫擬為甲子年的呈書時間來看，許家在此時早已重新透過楊羲

接遇真人，這自然會令我們想像許家是以此方式得到「回應」的。而且，如同我們後來所

看到的誥語資料，定錄君確實是在第二次傳經活動的早期便已加入了降誥的行列，14而且

次數頻繁。因此，以降誥形式回應許謐呈書的方式應該是個合理的推測。如此一來，我們

可以看到在傳說的支持下，許謐以天師道的上章形式與傳說中的仙人進行首次的接觸，並

因此招引仙人的降誥。如同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已經揭示的，許家雖已如同對於

新政權的歸順，在精神上也屈服於北方人的影響而改信天師道，但其非自願性的信服，以

及原本的宗教傾向──江南土著的巫教信仰與出入吳國宮廷的方士──，卻使他們仍然與

民間俗禱活動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15從這個例子，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江南地

區的道士是如何結合民間傳說、上章之類的宗教儀式以及降靈活動等諸多形式，在天師道

的系統之外接觸並引進新的神靈及其教法。 
此外，定錄君在後來的答書中也提到先前阻止許謐入山的原因： 

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

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

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11:16ab） 

鮑靚所提到的茅山仙人唯有一人，所知諱字也只限於中茅君（即定錄君）之字。因此，從

                                                      
11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90 年），第 3 冊，頁 
2106-2107。 
12 關於許邁的研究，詳見吉川忠夫，〈許邁傳〉，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

1998 年），頁 6。唯吉川忠夫誤以茅季偉為小茅君茅衷。 
13 「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真誥》11:19b8） 
14 目前所見 早數條誥語即與定錄君相關。詳參註 10。 
15 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197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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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靚處獲知茅山仙人傳說的許謐，其據以呈書的對象自然指向這一位被誤認為是唯一的茅

山仙人，但他卻是要登上大茅之巔（大茅山為大茅君乘鵠所集之處），16以求朝見。許謐明

顯弄錯了對象與地點。定錄君的回書簡略地回應：「司命君（大茅君）自在東宮（太元東

宮）」，17而且強調三君各自品秩不同，也不應在同一書信中同時上呈。這樣的批評在我們

現在看來似乎理所當然，但對於仍未得見《茅傳》而只從鮑靚處對茅山仙人有初略認識的

許謐來說，想必是一頭霧水。恐怕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因素，而使《茅傳》的傳授更顯其迫

切。後來見到《茅傳》之後的許謐，也終於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誤，故而在答書時辯說當時

鮑靚「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

未（末）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11:17ab） 
許謐在興寧二年三月一日與八月八日兩次呈書茅山仙人的上章儀式，可以說是依據鮑

靚所述茅山仙人傳說而舉行的。雖然訊息不完全，但據以呈書聯繫仙人的目的還是順利完

成，只是原本希望進一步直接朝見的活動，卻因為傳說所承載的資訊不完整，而使得朝見

與接真的活動受阻。因此，獲得更為詳盡的茅君訊息便顯得至為重要，相較於民間傳說的

片斷性，以及來源的權威性易受懷疑，則完整的仙人傳記──尤其如上清內傳以弟子為師

作傳的情形，確實能夠更完整而準確地保存並傳遞仙人資料。許謐也的確在八月呈書之後

的一年內，即興寧三年六、七月間已受傳《茅傳》。18受傳《茅傳》之後的許謐已然脫離僅

止於相信當地民間傳說的階段，甚至超越當地修道前輩對茅山仙人的認識，而已受到應

許，得以進入以茅君為中心的修行團體之中，獲致更為大量的相關訊息。 

 

二、定錄君說句曲山事：意義與文獻復原 

興寧三年六月十五日定錄君的答書針對許謐前書的提問，對於「句曲山」（茅山）的

相關歷史、地理作了一系列的簡短介紹與說明，前此定錄君也曾建議參考即將傳授的《茅

                                                      
16 《真誥》中陶弘景所抄取之《茅傳》中，錄有當時句曲山改名茅山的傳說：「漢有三茅君來治其

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

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11:3a）三山之名即以三君乘

鵠所集之山命之。 
17 關於東卿司命君茅盈的治所問題，《茅傳》所載甚詳，請見後文所論。 
18 關於《茅傳》的出世時間，陳國符以其為「定錄中君降授長史（許謐），即係出自長史，故亦於

晉代出世也。」李豐楙則同意陳氏的看法，認為其出世年代在東晉「哀帝興寧年間」。詳見陳國符，

《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初版 1989 年三刷），上冊，頁 10；李豐楙，〈漢武內傳

研究〉，《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28。但陳氏、李氏並

未再進一步細論確切的成書時間。關此，陶弘景曾判斷許謐受傳《茅傳》的時間在「乙丑年初」

（11:17b4），但未說明所據為何。另外，在定錄君授書說明「金陵福地」之事，提到「吾有傳紀，

具載其事，行當相示」（《真誥》11:4a）時，陶弘景則註云：「『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

按長史甲子年（興寧二年；364 年）書云『未（末）見傳記』，則授此書時或在癸亥年（興寧元年；

363 年）中也。」（11:4ab）但如上所述，許謐提到「末見傳記」的書信並非繫於甲子歲，而是興寧

三年的乙丑歲。所以陶弘景據此判斷許謐受《茅傳》的時間也有誤。興寧三年許謐「末見傳記」的

答書時已清楚說明獲《傳》之事，以此書的回應對象──定錄君──六月十五日的授書為上限，其

後一封有紀年的定錄君授書時間七月十五日為下限，則我們可以推測許謐的答書應在六月中至七月

中這一個月間。而六月十五日定錄君授書所謂「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則知至少在興

寧三年六月十五日以前，許謐尚未受傳《茅傳》。如果配合七月十五日獲《傳》的下限，則許謐之

受傳《茅傳》的時間點應在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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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而對許謐前書所提將墾赤石田以求隱跡於茅山，以及操身親赴茅山求乞茅君採錄的

計劃，給予更具體的建議。這前後數次的書信往來非但是許謐個人接觸茅山仙人的初期記

錄，更重要的是具體地以得道者現身說法，配合作為教材的傳記，說明其自身修行的過程，

從而具現一次成功的修行典範，並以此強烈表達希望許謐循此典範，完成他的修行程序。

如果將這樣的指導方式放在整個上清經派或茅山道教的發展來看，則循著茅君所代表的典

範完成修行的許謐，一方面證實了這個典範的有效性，並加強其權威性，另一方面也同時

成為這個典範的新代表人物。從後來陶弘景編輯《真誥》的情形來看，我們看到後來的上

清修行者仍然不斷地追尋這個典範，企圖再一次證成典範的有效性。而此次降誥與內傳的

傳授所指出的理想修行環境與修行方法（詳後），長期以來一直指導著許氏乃至後來的上

清中人如何漸次地脫離俗世，從而隱處山林，完成上清理想的修行程序。因此，我們需要

詳細研究此封書信，藉以了解早期定錄君的教導內容。 
如前所述，定錄君的答書仍然保存在今本《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第一〉，但已經過

陶弘景的重新編輯。陶氏為了證明並補足定錄君的誥語，特意抄取《茅傳》中與誥語相合

的傳文，以與誥文相互比對，所謂：「凡此後紫書大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

既以寶秘，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真誥》11:1a8-9）雖然陶氏重新

編輯時曾以紫色與黑色等不同墨色分別書寫《茅傳》的傳文與定錄君的誥文，但經過歷來

不斷重新抄謄，現存的版本早已失去不同墨色的區別，早已不能透過墨色區別定錄的誥文

與陶氏後來抄入的傳文。19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線索可以區分兩者，其中 重要且足以作

為佐證的要屬陶弘景的註語說明，畢竟陶氏是當初的傳、誥合併的編輯者，在註語中他所

透露的訊息必然是可以依靠的重要資料；其次是許謐後來的答書，此答書是對定錄君誥語

的回應，其回應所及也是判斷何為誥語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由於傳文與誥文是兩種不

同的文類，有著不同的敘述口吻，以此角度對文本所進行的分析，也可提供一定程度的可

信度。另外，劉大彬編輯《茅山志．括神區篇》時也多所採錄《太元真人內傳》，作為介

紹茅山地理景觀的依據，其引錄情形似乎也可作為判讀傳、誥的依據。經過詳細的比對，

可以發現大量引用《真誥》作為其編輯素材的劉大彬，其編輯《茅山志》時所引錄的《太

元真人內傳》似乎並非直接以《茅傳》作為底本，而是轉引自陶弘景《真誥》中的引文，
20但是考慮劉大彬所見的《真誥》版本可能異於今本，可能仍然保留不同墨色的抄寫形式，

                                                      
19 李豐楙已注意到「這卷的大字（本文）是由保命君（茅盈〔應作茅衷〕、定錄君（茅固）等所授，

由楊羲、許謐等所手錄的；小字（註解）則由陶弘景根據搜集及探訪所作的說明文字，其中曾參證

以《茅三君傳》所記、《河圖》四十餘卷等。」但卻誤以為所有大字都是誥語，而陶氏所參證的《茅

傳》則入於小字註解之中。但據上述引文可知，陶弘景所引錄的《茅傳》乃是採用「紫書大字」的

形式，以與誥語有別，而非是謄錄於註解之中。詳見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

《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頁 101。而荒牧典俊

處理這部分資料時甚至沒有發現這一傳誥合併的現象。詳參氏著，〈真誥以前の諸真誥の編年問題

について──「眾靈教戒所言」の諸真誥を中心として〉，頁 71-72。 
20 諸如「三十六洞天」的問題，根據陶氏的說法，《茅傳》中記載了第一洞天至第十洞天的說明，

同時還有「酆都、五岳、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真誥》11:6a），只是除了第八洞天之外，其他

的部分不與定錄君的誥語相關，所以陶氏並不予以疏出。而在《太平御覽》卷六七八〈道部．傳授

上〉中，則較完整地保存了這十大洞天與其他諸洞之名。（4b）劉大彬《茅山志》也同時引錄了三

十六洞天之說，而且文字與《真誥》完全相同，除非劉大彬也與陶弘景一樣，認為其他洞天也與其

所編輯之《茅山志》的主題不相涉，因而也只節錄華陽洞天的部分，否則很有可能劉大彬是直接轉

引《真誥》，而非取自《茅傳》原文。另外，劉大彬對傳文與誥文的分判應該直接根據陶註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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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以其他形式區別傳文與誥文，因此劉氏的判斷仍然可以列入參考。因此，可以說透過

上述証據的佐助，仍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還原興寧三年定錄君答書的原貌。 
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顯示，《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第一〉中或可判定為誥文的部分

共有二十一則（詳見〈附錄二：《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第一〉復原〉）。其中第十一則至

第二十一則均曾出現於許謐後來的答書，據此可明確判定其為「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

曲山事」（《真誥》11:17a1）的內容；第八則至第十則雖未見於許謐答書，但依陶註的說

明，仍可確知其為定錄君所授，其授書對象同樣是許謐，21而且所說主題亦與「說句曲山

事」相近，或許可推斷也是「說句曲山事」的一部分，而見於「斷失」的許謐答書。22至

於第一則至第七則，除了第五、六兩則外，分別為保命君茅衷、定錄君茅固、右弼王王真

人（桐栢真人王子喬）所授，對象也是許謐，誥語主題則多集中在金陵福地的問題上，所

以確定為誥語無誤。而陶弘景於第七則之後加註說明：「右前來至此五條，楊（羲）書。」

（11:5b9）如此依陶氏的看法，包括第五、六兩則在內的五則（第 3 則至第 7 則）都應是

降誥楊羲時的書本，但因其不書誥者為誰，同時也找不到任何針對性的談話內容，實在不

像是誥文。又劉大彬《茅山志》也不以此兩則為誥語，而視其為內傳文字。（6:4a2）因此

這兩則的性質較有疑義，不禁令人懷疑陶氏所謂「右前來至此五條」或許指的是不含此兩

則在內的其餘一至七則。 
至於此誥語降授的時間，如果考慮陶弘景將此諸真說金陵福地事安排在定錄君答書之

前的次序，以及陶弘景在授書起首的註語中所說：「按授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即定錄

君授書之日期）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11:1a5-6），則應可推斷此次的授書

應是陶氏所謂早於定錄君論句曲山事前的另一次授書。23如此，我們便可透過對這些先後

的授書所作的考察，了解諸真究竟如何循序漸進地引導許謐進入茅山之中，使其由「人間

許長史」順利轉換為「山中許道士」的過程，24從而建立江南道教隱修山林的傳統與制度。 

 

                                                                                                                                                            
說明，因為陶註中未說明此條為某某君所授者，劉幾乎直接將其視為傳文。以「良常山」條（《茅

山志》6:7b5-8b3）為例，其中所引三則資料，唯第一則確為傳文，即同《真誥》卷十一第八頁Ａ

面至 B 面文字；其餘二則陶註雖未註明為定錄君所授，但在許謐答書中則提及此二則誥語，（《真

誥》11:18b9-19a5）如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二則實際上是誥文而非傳文，但劉大彬卻未判別出來。這

很可能是他直接引用《真誥》中傳、誥混雜的資料所發生的錯誤。因此，我們大致可以確定劉大彬

編輯《茅山志．括神區篇》時所用的《太元真人內傳》應是轉引自《真誥》。而且根據我們的比對，

發現劉大彬所引用的《茅傳》並沒有超出《真誥》的引用範圍，而且絕大部分是原封不動地轉引《真

誥》的文字，其中唯有左慈入華陽洞天前的齋期問題，《真誥》原作「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

其門，入洞虛，造陰宮。」（11:7b1-2）陶註曰：「後真 ͙口受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

耳。」（11:7b8）劉大彬大概是因為看到陶氏註語的說明，而將所引傳文直接改為：「遂來山勤心禮

拜五年許，迺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6:2b10-3a1） 
21 詳見附錄第八則引文之說明。 
22 陶弘景註說此信時提到：「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11:17b3）如此則或可推斷陶所見許

謐答書並不完整，缺漏了前半部分。 
23 詳見註 9 所引文。荒牧典俊因以 11:1a4-17a4 所涉及的範圍均為「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

事」，忽略了「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與「始論此山受福之端」其實是兩次不同時間所

降的誥語，自然在資料的繫年上會發生混亂與誤判的情形。詳見氏著，〈真誥以前の諸真誥の編年

問題について──「眾靈教戒所言」の諸真誥を中心として〉，頁 72。 
24 興寧三年八月七日紫微夫人王清娥授答許謐求交梨、火棗之事時曾言及：「玉醴金漿、交生神梨、

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真誥》2: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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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仰的轉變：從赤石田到金陵福地 

在興寧二年三月一日的呈書中，許謐向茅山仙人表達他將在距離中茅山西面四十里左

右的赤石田（應在「下泊宮」附近，見附錄三「茅山地形簡圖」）進行開墾，方便作為他

往來茅山的根據地。25根據陶弘景的推測，這似乎是許謐為了隱居茅山所作的準備：「長史

（許謐）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11:16a7）而且此山的地理位置

──「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11:20a7）──確實也適合

作為日後到大茅山朝見茅山仙人的出發地。只是，許謐如此精誠地為瞻仰禮拜茅山仙人所

作的準備，不應該以其後來的信仰取向簡單地理解為上清經派的信仰行為，畢竟在此之前

他從未接觸過茅君，而茅君也尚未以上清真靈的形式降誥。因此我們必須從另外的角度了

解此時許謐欲上茅山朝見茅山仙人的信仰基礎為何？ 
早在上清經派興起之前，葛洪（約 280-343）已於《神仙傳》中記錄了當時的茅君傳

說。現存《神仙傳．茅君》的兩種版本──《四庫全書》所收本（簡稱《四庫》本）與《廣

漢魏叢書》所收本（簡稱《漢魏》本）26──雖然部分內容受到改動，但以兩者都描述茅

盈於茅山昇仙後受到地方鄉里為其立廟奉祀的情形來看，27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許謐之前

的茅山早已存在祠祀茅君的活動。即便是後來以上清內傳形式出現的《茅傳》，也同樣大

篇幅地記述當時地方父老「共起壇積，基立廟觀」，以從事祠祀的情形，28並強調：「（漢）

明帝永平二年（59）詔勑郡縣，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如陳國老子廟、會

稽夏禹廟、丹陽句曲茅真人之廟、長沙湘水黃陵二妃屈原之廟，有是此之比者，皆德遺黎

民，道匠萬物，或標聖母之高軌，或範聖賢之靈蹟……」29這似乎指出祠祀茅君的活動自

                                                      
25 「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陶註：「赤石田，今中

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11:16a） 
26 現存三種《神仙傳》版本分別為：《說郛》所收本（簡稱《說郛》本）、〔明〕何允中《廣漢魏叢

書》（1592）所收本（簡稱《漢魏》本）以及《四庫全書》所收的〔明〕毛晉（1599-1659）刊本（簡

稱《四庫》本），其中《說郛》本只見題目，所以真正留存具有傳文的本子只有《四庫》本與《漢

魏》本。關於這些版本的考察，歷來有福井康順、小南一郎、土屋昌明與龜田勝的研究，詳見福井

康順，〈神仙傳考〉，《東方宗教》創刊號（1951），頁 5-24。小南一郎，〈「神仙傳」の復元〉，入矢

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會編集，《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京都市：入矢教

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會，1974 年），頁 301-313。土屋昌明，〈四庫本《神仙傳》の性格及び構成要

素──特に「陰長生傳」をめぐって〉，《東方宗教》第 87 號（1996），頁 39-55。龜田勝見，〈四

庫全書所收《神仙傳》の資料的價值について〉，吉川忠夫編，《唐代の宗教》（京都市：朋友書店，

2000 年），頁 509-531。Robert Ford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122-126, 384-385. 另本文第五章亦有此版本的討論。 
27 《四庫》本《神仙傳．茅君》：「山下之人，為立廟而奉事之。人有疾病，祈之者煮雞子十枚，

以内帳中。須臾，一一擲還，雞子如舊。歸家剖而視之，内無黄者，病人當愈；中有土者，不愈。

以此為候焉。雞子本無開處也。廟中常有天樂異香，奇雲瑞氣。君或來時，音樂導從，自天而下。

或終日乃去。」《漢魏》本《神仙傳．茅君》：「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

入或發人馬，或化為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内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

歸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為候。」其中《四庫》本見《文淵閣四

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一○五九冊；《漢魏》本見董治安主編，《二十

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濟南：齊魯書社影印《增訂漢魏叢書》清乾隆辛亥年（1791）金谿王

氏刊本，2000 年），第三冊。 
28 詳見《茅山志》卷五〈茅君真胄〉（16a2-16b6）。 
29 同上。陶弘景亦錄此，作「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勑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真誥》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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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元五年（44 B.C.）茅君昇仙暫治句曲後即已開始，並在一百年後（永平二夫）左右

獲得官方的認可。 
非但如此，根據陶弘景的調查，在東晉中期上清經派興起之後，以至南朝梁代，祠祀

茅君的活動一直存在而未有稍歇，如其所言： 

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

號曰白鵠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

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

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

真仙僚屬矣。（《真誥》11:9b） 

關於三君初得道時受到立廟祠祀的情形，陶氏根據的雖然是《茅傳》中的資料，30但卻一

定程度反映了當時的情形。陶氏的實地調查確認了祠廟的存在，而且還有尹姓女祝之類的

宗教人員的存在。這一方面證明《茅傳》這段資料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提供我們了解上

清經派興起之後當地祀祠茅君的活動仍然繼續存在的情形。至於 後陶氏對於諸廟「歲事

鼓舞，同乎血祀」的批評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另外，在回應三月與八月許謐所提將墾赤石田與親詣茅山的答書中，定錄君談到大茅

山洞天入口時曾回應許謐欲往茅山朝禮的想法，表示肯定之意：「但精齋向心於司命（茅

盈），又常以（十二月）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31只是如同陶弘景於後文

引錄《茅傳》資料所作的說明，上清經派已經對這兩個日期（三月十八日與十二月二日）

的神聖性重新賦予新的解釋。32但顯然除了上清經派對當地祠祀茅君的改造之外，東晉末

期興起的靈寶經派似乎更快速地介入當地茅山上的崇祀活動： 

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輙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

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眾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

誠密契，願覩神真者乎？（11:13b） 

陶弘景的這一段描述通常是我們了解當時上清經法與靈寶經法流行程度的重要資料。但在

這裡，更值得關心的是這群人數高達四、五千人的道俗男女，究竟是在什麼樣的信仰脈絡

底下登上茅山作靈寶唱讚？我們知道三月十八日是靈寶經派定期舉行「月十齋」的日子，
33但一個定期，而且每個月都得舉行十次的齋戒活動是否能夠動輒吸引四、五千人參加？

這是很令人懷疑的。如果從陶弘景談論此事的前後脈絡，34以及舉行齋法的場所（大茅山）

                                                      
30 《茅山志》：「三君徃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歌詠矣」（5:15b）；「遂廼相

率扶老攜幼，挈糧壺漿，共起壇積，基立廟觀于山中」（5:16a）；「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

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5:17a）。 
31 陶弘景註言：「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諠譁雜閙，

非專請之宜故也。」（11:12b-13a） 
32 《真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

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

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11:13a6-b2） 
33 關於靈寶定期齋法的研究，詳見王承文，〈古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

第 2 卷（2002），頁 237-269。 
34 即註 32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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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考量的話，此靈寶齋法的舉行應與崇祀茅君的信仰活動有關。如此，則在定期齋戒之外，

我們恐怕也必須注意靈寶齋法與地方祠祀信仰之間的結合問題。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相

信這兩個茅山上的特殊節俗在受到靈寶齋法的滲入之前，早已存在以茅君傳說為基礎的民

間祠祀活動。 
如此，我們或許應該將許謐三月一日與八月八日的呈書動機放在這樣的祠祀傳統之

下，將之理解為一種參與當地民間祠祀活動的舉措。即使丹陽許家以天師道為主要信仰，

但如同家族成員中也不乏有帛家道的信仰者，35或如其後來轉而崇奉上清經法的情形，顯

然他們並未因某一宗教信仰而因此強烈排斥原來流行於民間的祠祀活動。36一如作為上清

經派作品的《茅傳》對待原先茅君祠祀傳統所展現的繼承與革新，定錄君的誥語也同意並

建議許謐採行傳統「登山延迎請祝」的方式。更何況許謐三月與八月呈書之前還未獲授《茅

傳》以及定錄君降誥，相信當時他對於茅山仙人的理解並不會與當地的祠祀信仰有太大的

距離。 
很顯然的，許謐在三月一日的呈書不會只是簡單地報告自己將墾赤石田而已，其中更

希望透過這樣的行為來表現自己「求真之精誠」（11:16a）。而這一點茅山仙人也確實感受

到了，並給予一定的期許。只是許謐後來卻未能如其承諾努力地經營這個隱居之地，因而

受到定錄君的譏諷。（11:16a8）關於這一點，許謐的答書中也有所回應： 

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許

謐）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墾）。以此去洞

口遠，故不欲安耳。（11:20a） 

許謐回應時再度表達自己求道的丹誠，並且說明實際開墾之後隨即遭遇旱災、作物無法收

成、田塘受到損壞的情形；同時似乎又因為得到朝廷任用而暫時離開赤石田，37致使自己

無法在這件事情上盡心盡力。雖然如此，但許謐卻強調自己絕無打消求道的念頭。在回信

的同時，已經回到赤石田的許謐表示將重新完成赤石田的修墾。只是先前定錄君答書所說

句曲山事，已使得許謐不再只是滿足於循著傳統祠祀的方式到茅山之巔朝禮茅君，而是如

其在答書中一再詢及洞天情形所表現的那樣，充分顯露對於進入洞天的嚮往。因此，距離

洞天入口太遠的赤石田，其地理位置已開始令許謐對於是否真要選擇這裡作為日後修行之

地感到猶豫。 
  從答書之翌年（366）許謐立宅於雷平山附近的結果來看，38開墾赤石田的計劃恐怕是

                                                      
35 許謐之兄許邁為當時著名道士，其早年即信帛家道。詳參吉川忠夫，〈許邁傳〉，吉川忠夫編，《六

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3-22。 
36 石泰安早已注意到皈依正統道派的許氏與民間信仰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以雅、俗文學之間的流

動性辯證關係，提醒我們注意民間信仰與制度宗教之間的問題不在於「時間上誰先發生」，而必須

正視的是兩者之間所存在的「一種變化無定的辯證運動」，以及兩者間界線不易劃清的事實。詳見

氏著，呂鵬志譯，〈二至七世紀的道教和民間宗教〉，頁 39-40。 
37 興寧三年二月東晉哀帝司馬丕崩殂，政治情勢不明，許家所支持的相王司馬昱與桓溫、海西公

司馬奕之間正為繼位問題進行著政治角力，許謐或許因此才離開赤石田。詳見鍾來因，《長生不死

的探求：道經《真誥》之謎》（上海市：文匯出版社，1992 年），頁 56-65。荒牧典俊，〈真誥以前

の諸真誥の編年問題について──「眾靈教戒所言」の諸真誥を中心として〉，頁 90-92。 
38 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至晉太和元年（366），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

（《茅山志》2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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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棄了。陶弘景也有這樣的懷疑。39但無論如何，許謐對赤石田的開發仍有其作為朝禮

茅君的早期意義，而且這樣的意義還被陶弘景承繼下去，40成為日後上清經派的重要文化

資產之一。41然而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許謐對於隱修之地的選擇，如何從赤石田轉變至

後來的雷平山館？以及這樣的轉變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如前所述，許謐如此的變化是發生

在六月十五日定錄君答書以及前此諸真授書之後，而在這段時期內許謐也同時獲傳《茅

傳》，因此這段時期內的教導便成了許謐改變心意的關鍵。 

 

四、金陵福地的指引 

六月十五日定錄君授書之前，保命君茅衷、定錄君茅固、桐栢真人王子喬等已先降說

金陵福地之事（第 1 則至第 7 則引文），主要內容在於強調句曲山中的「金陵」之地，42乃

為「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且「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的「福地」43──亦

稱「伏龍之鄉」44──以之鼓勵許謐遷居其中。而桐栢真人的誥語：「五倍堯水東海傾，人

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佯耳！」更表現出一種依恃洞

天福地的護佑而無視洪水、癘兵的豪邁氣概，確實頗能吸引人。然而，在誥語中，定錄君

與保命君只是約略描述「金陵」地形、土壤、飲水等特徵，並未明指「金陵」所在。雖然

如此，卻也留下重要的指引──「吾有傳紀（《茅傳》），具載其事，行當相示。」保命君

似乎也同意《茅傳》所標示金陵位置已夠清楚，所以也只是約略地指明其範圍所佔面積：

                                                      
39 陶弘景：「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

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真誥》11:20a） 
40 陶弘景：「今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舘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

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為百姓之惠也。」（《真誥》11:20a） 
41 劉大彬《茅山志》即將赤石田（赤石塘）列於古蹟性質的分類項〈稽古篇〉中，而非是具有地

理性質的〈括神區篇〉。 
42 此「金陵」並非指稱現今南京市所在的金陵，而是指句曲山中的某一個地區。陶弘景已指出地

肺之金陵與秣陵之金陵的不同。（《真誥》11:1b3） 
43 三浦國雄曾定義「福地」為「天災人禍所不能及的肥沃淨福之地」，並說明原本「福地」是「包

含洞窟在內的較廣泛的概念」。然見其引《抱朴子內篇‧金丹》與《真誥‧稽神樞》中的此段文字，

卻未見「福地」具有包含「洞窟」（即指洞天）在內的概念。然後文三浦氏則更清楚述明：「在六朝

時期，誠如前述，福地也已包括洞天，並未出現把洞天和福地作對比的思考，因此，『洞天福地』

一語的形成似乎是在進入唐代以後的事。」三浦氏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根據唐徐堅《初學記》卷

五引用〈福地記〉之文：「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之府」，以及隋虞世南《北

堂書鈔》卷一五八所引王韶之《南康記》：「平國有覆笥山，道士遺言云是福地，下有潛穴，未詳有

所通不？」此二文均言「福地」下有「洞天」或「潛穴」，但這樣的情形是否可以理解為「福地」

包含「洞天」在內？很明顯的，泰山與覆笥山的情形與茅山相近，但依後文定錄君的說明，「福地」

乃指山的地表部分，有明確指涉的範圍，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相較於此，「洞天」則指地表下之

洞穴，並不適合人居住，乃為「鬼神之府」。如此，則「福地」不應包含「洞天」在內是很清楚的。

而且，雖然東晉中期定錄君的說明並未明白並舉「洞天福地」一詞，但其敘述中已同時提及洞天與

福地，則將洞天與福地作並舉性的思考不必等到唐代才有。三浦氏之說詳見氏著，〈洞天福地小論〉，

《東方宗教》第 61 號（1983），頁 5-6。另有王賢德中譯，〈洞天福地小論〉，成功大學歷史系道教

研究室編，《道教學探索》第 6 號（1992），頁 239-240。 
44 此地稱為「伏龍之鄉」的原因可能與周時雷氏養龍於雷平山的傳說有關。（《真誥》13:16b）而茅

山當地也確實有「龍池」、「產龍」的說法，如《淮南子．精神訓》：「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

色。」即便到了宋代，茅山上似乎仍有產龍，仍可見龍。如「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

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宋史．道學．

程顥》）詳見何新，〈龍的研究〉，御手洗勝等，《神與神話》（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 年），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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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

不曲示耳！」（4b2-4） 
《茅山志》卷五所錄《茅傳》已不見金陵之地的說明。但與上述定錄君、保命君等誥

文同時抄錄的文字中，則有劉大彬判定為《茅傳》原文的第五則引文，45這很可能是陶弘

景引錄《茅傳》以之與誥語「共相證顯」的部分。此段文字清楚地以「柳谷」與「陽谷」

兩處「源汧」，46區劃出金陵所在位置： 

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

《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

陵之福地也。（11:4b8-5a1） 

據此，「柳谷」與「陽谷」成為尋得金陵之地的重要指標。這樣的說明對當時人來說應不

會有所困擾，47但時過境遷，這些地名標誌逐漸失去它作為明確指標的意義。一百三十年

後回到茅山的陶弘景，在實地察訪之後，關於「柳谷」與「陽谷」也只能得出一個粗略的

範圍而已： 

按今呼為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

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汧

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為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

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大略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

即是昔號不？雖有耆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廻異，不必可指的為據也。（11:5a） 

雖然陶弘景對於他探訪所得的二谷位置是否即為楊、許所認知者有所疑慮，但依其對於二

谷的地理描述，我們仍然可以劃限出一定的範圍。其中「柳谷」的位置較無疑義，當時人

仍以源出小茅山北「田公泉」的水汧為「柳谷汧」。48此澗自田公泉出，西南流至述墟村滙

入大汧之中。楊許時期（365-370）定錄君的誥語也以「柳汧水」即「田公泉」，且更確切

地指出其位置在雷平山北面，並說明「田公泉」的命名由來，乃為秦漢修道前輩姜叔茂與

田翁劉安之此二人寓居修行之地。49如此，我們大致可以依據田公泉與雷平山的位置，相

                                                      
45 《茅山志》6:4a。 
46 「汧」是指泉水或溪水溢入低窪地區所滙聚成的沼澤。《爾雅．釋水》：「汧，出不流。」郭璞注

曰：「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以及「水決之澤為汧。」郭璞注：「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為汧。」

說明「汧」乃「水泉出而滙聚為沼澤；或河水溢為沼澤」之意。 
47 如後所見，許謐很快地便尋得該地，並於其上營立靜舍。 
48 句曲山勢為南北走向，陶弘景多以「南前北後」的方式作為位置的描述方式，如「今以在南

高者為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岑鼎立，以近後 高者為中茅山，近北一岑孤峯，上有聚石者為小

茅山。……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嵎、大橫、良常諸山，靡迆相屬，垂至破罡瀆。」

（11:3ab）故「小茅後」即應指小茅山的北面。 
49 定錄君的誥語詳後。（《真誥》13:16b-17a）另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中列有：「雷氏、姜叔（茂）、

田公劉安之。」並分別於「雷氏」條下註云：「雷氏養龍。」「田公」條下註云：「裴君時，冀州別

駕。」（20a）以此三人與雷平山的關係，以及在《真誥》中並列的出現情形，我們大致可以猜想陶

弘景認為與姜叔戊一起隱居於雷平山的田翁（或稱田公）即指劉安之，亦即和裴玄仁一同學道的冀

州別駕。《雲笈七籤》卷一○五〈清靈真人裴君傳〉中即有：「後遷冀州剌史，別駕劉安之時年四十

五，初迎君為主簿，後轉別駕，亦知仙道。飲食黃精，積二十餘年，身輕，面有華光，數與君俱齋

靜室中。……（裴君）遂棄官委家，逃遊名山，尋此微妙，別駕劉安之從焉。」（105: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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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推測出柳谷所在。至於「陽谷」則比較麻煩。陶弘景尋訪時已無名為「陽谷」的水汧。

但陶氏舉出兩條可能的水道：一者源出「長隱山岡」，西流而下，南折滙入述墟村大汧之

中；一者源出中茅山南、大茅山北，出山後直向西行，而後北轉，亦入述墟大汧。而前者

所言「長隱山岡」應即位於雷平山東北的鬱岡山。〈稽神樞〉「上古名此山為崗山」條，陶

弘景註語即說明： 

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為長

隱。隱音於覲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崗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

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員蒭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

（11:5ab） 

在其他條註文中，陶弘景也不時提到：「長史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

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11:4a）「其（長史宅）西北即有長岡隱亘，呼為長隱者也。」

（13:17a）而且定錄君的誥語也曾提到： 

雷平山之東北有山，俗人呼為大橫山，其實名鬱岡山也。《名山記》云：「所謂岡山

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而升玄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

有古時越翳王冢。（13:17ab） 

是則陶弘景判斷為陽谷汧的第一種可能，即為源出鬱岡山的一條水汧。如此，根據這兩條

源汧所出山峰的相對位置（亦即由南至北分別是為大茅山、中茅山、小茅山、雷平山、鬱

崗山），以及水道流向（西流南折／西行北轉）所作的判斷，兩種不同的「陽谷」水道路

線各自與「柳谷」所區劃出的地區有很大的差距，前者為雷平山至鬱崗山之間西面山麓；

後者則在積金峰至雷平山之間的西面山麓（詳見〈附錄三：茅山地形簡圖〉）。「陽谷」源

汧的認定將嚴重影響我們對金陵之地的定位。然而，後來的文獻顯示，類此無法清楚掌握

金陵所在位置的情形卻不曾發生在許謐身上，《茅傳》的指引似乎對許謐來說再清楚不過，

不久之後許謐即已於此營立館舍，成為終身隱修之地。而且從其所營立的屋宅位置來看，

陶弘景所記述的兩種「陽谷源洴」的可能性中，源自鬱岡山的那一條路線的可能性明顯高

於另一條。 

 

五、隱修之地的其他選項 

「金陵福地」的介紹之後，定錄君於六月十五日的授書更進一步介紹茅山中合適隱修

的位置以及洞天的入口，並指示金、玉、銅、丹砂、鼎等寶物的埋藏地（見附錄第 8 則至

第 20 則）。凡此種種似乎都在提供許謐選擇避迹隱修之地的參考。其中定錄君所推薦的地

區包括：中茅山下左右小平處（第 9 則）、積金山（第 10 則）、天市壇（第 11 則）50、良

常山西南垂（第 14 則）、良常山東南垂（第 15 則）、良常洞口西北之地（第 16 則）、大茅

山下（第 19 則），推薦的理由主要在於平緩的地勢以及有益於修行的飲水兩大要素。這當

                                                      
50 陶弘景無法確知天市壇所在位置，但以為：如果根據「飈輪迹」的遺跡來判斷，則天市壇可能

是在大茅山左右；如果根據其為洞天之頂的地理位置來判斷，則以為天市壇在中茅山上較為合適。

（《真誥》1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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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考量是否適合營立屋宅的必要因素，但同時也是任何人透過實地觀察均可得知的訊

息，因此並非是一種神秘知識的授予。相較於此，則定錄君指示秦始皇所藏白璧處、司命

君所埋西胡玉門丹砂處、積金山甚多金物、天市壇四面埋金玉處、司命往時居所、菌山之

金、良常山埋銅處等，以現代的觀點雖可理解為茅山歷史遺跡與礦產的介紹，但在探勘技

術不發達的時期，這些訊息卻容易與神話傳說結合，而透過靈降誥授的過程，形成一種神

秘知識的授予。如果這樣想的話，那定錄君在此授書中同時介紹的三處洞天入口便更具有

神秘知識的意味，尤其從它們具有通向仙界的意義來說的話。51 
陶弘景所整理的〈稽神樞〉，特別在定錄君的授書前節錄《茅傳》介紹華陽洞天及其

五便門的一段文字：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廻一百五十里，名曰金

壇華陽之天。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東

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

壙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

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

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

令得往來上下也。（11:5b-7a） 

根據陶氏的註語說明，我們大致可以整理出如下五便門的位置： 

1. 南面西便門：山南大洞。（11:6a，即附錄三之「華陽南洞」） 
2. 南面東便門：大茅山南面小穴（11:12b-13a），即栢枝隴石穴（11:6a、11:13a，

疑即附錄三之「金牛洞」） 
3. 東便門：中茅山東小阿穴。（11:12ab、11:6b5，即附錄三之「華陽東洞」） 
4. 西便門：不明。 
5. 北大便門：良常北垂洞宮口。（11:6a、11:7b，即附錄三之「華陽北洞」） 

陶氏如此抄取傳文以與誥文「共相證顯」，並詳實地記錄了實地考察後的結果，確實方便

後人閱讀。如果失去這段文字，現今我們對定錄君的誥語便不可能有任何更深入的理解。

但許謐初見這段授書時卻沒有現今的理解，他尚未得見《茅傳》，所以對於「陰宮」（當時

仍未論及華陽洞天）與洞口的理解，只局限於這兩則誥文（第 12、13 則）所給予的片斷

訊息。在這之中，定錄君提到了三個洞天入口：1) 中茅山東小阿穴口；2) 良常洞口；3) 大

茅山小穴（南便門）；此三洞天入口分別是五便門中的東便門、北便門與南面東便門。此

外，定錄君的誥語更明白指出：較之北便門（即良常洞口）路俓的多沙路、曲僻且多經水

處，不利於行，且距離宮門又遠，位於中茅山東小阿穴的東便門則更便易，且距離又近，

                                                      
51 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曾就道教對「山」的內涵有過精采的論述，其中提到山所具有的「守

護空間」、「作為山和生產的源泉以生萬物」、「通道之處」、「躲避政治社會的動亂與迫害之所」、「避

世隱居之地」、「煉丹所需礦石及其他原料的產地」、「提供與隱士、神仙感遇的希望」等，而這些內

涵幾乎都可以在定錄君推薦許謐的理由中看出。亦即，我們透過許謐如何尋求隱修之地的這個案例

上，更具體地看到道士對於「山」的需求與想望，以及山在道士修行之中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詳

參 Verellen, Franciscus. “The Beyond Within: Grotto-Heavens (dongtian 洞天) in Taoist Ritual and 
Cosmology.” Cahiers d’ Extrême- Asie 8(1995), pp.267-268. 中譯見傅飛嵐著，程薇譯，〈超越的內在

性：道教儀式與宇宙論中的洞天〉，《法國漢學》第 2 輯（1997），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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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所言自小阿穴口入內兩百步即「朗然如晝日」，且「直下三四里」後便能直接抵達陰

宮之「東玄掖門」。（第 12 則）如此的介紹應該會對亟欲親接茅君的許謐產生滿大的誘力。 
另外，位於大茅山南面小穴的南便門（南面東便門）也是定錄君在誥語中所推薦的：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

又常以二日（十二月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

左慈復何人耶？」（11:13a）由於定錄君此語乃接續於「東便門」的說明之後，所以陶弘

景據此以為這裡所謂的「相似如一」是指此南面東便門如同東便門之洞穴情形相似，52而

成為推薦入口之一。除此之外，定錄君更以左慈曾於建安年間（196-220）進入洞天一事

作為例子鼓勵許謐，53並提出齋念司命以及十二月二日登山請祝等方式，作為求入洞天、

得受接見的方法。如上文已經提過的，定錄君這樣的說明主要針對許謐去年八月八日的呈

書中提到「謹授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的要求而來。雖然許謐當時是在當地祠祀信

仰的傳統下所提出的請求，但定錄君顯然同意他的請求，並清楚地指示他該如何做才能獲

致見神的機會，只是這個見神的機會與場合已經被置入「陰宮」或「洞天」這樣的神仙宮

府的觀念之中，而非是原先的祠廟建築。 
從許謐的回書中，我們可以清楚了解獲受洞天入口指示時許謐的反應：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

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悒遲。 

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啟悟，喜稟德音，

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11:18b） 

雖然定錄君清楚描繪東便門的入口情形與洞中路況，並熱切鼓勵許謐「子勤齋戒尋之，得

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但許謐似乎沒有表現出相應的興奮與積極尋求意願，其中原因

或許與許謐還不清楚東便門的具體位置有關。相較於此，南面東便門的位置似乎已在許謐

的掌握之中，所以回應此條時明顯表現出興奮與積極態度，並表示一旦時間合適，即將動

身密訪。另外，定錄君在此條同時提及的左慈入洞之例也讓人將此洞口與左慈入洞的途徑

發生聯想。或許左慈入洞的傳說及其所經洞口的具體位置早已在當地流傳，所以當許謐受

到定錄君的指示，並將他與前輩學者相互比附而肯定其入洞的可能性時，難掩心中雀躍之

情。 
此時的許謐應該不會對「洞天」過於陌生。除了左慈入洞的傳說之外，他的同鄉且有

姻親關係的葛洪所傳的《靈寶五符序》（CT388）也已經提到包山隱居進入的林屋洞天（位

於包山之中）求取《五符經》的故事，而且如前引文所述，鮑靚解說茅山仙人時也提及此

位於包山（苞山）之下的「洞庭」。另外，作為興寧三年以前第一次傳經內容的《紫陽真

人內傳》（CT303）也已清楚描述中央黃老君「遊觀丹城，潛行洞庭，合會仙人」的情形，

                                                      
52 陶弘景：「此道南面之東便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真誥》11:18b7-8） 
53 《真誥》所抄取的《茅傳》中曾記：「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

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

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

矣。」（1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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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詳細描述「洞天」內的活動（8ab）。54因此，當定錄君誥授洞口位置與洞天情形時，立

刻引起許謐的關注： 

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

幾許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11:17b-18a） 

這樣的關注為日後定錄君與保命君進一步介紹華陽洞天埋下了伏筆，而使許謐得以更趨入

洞天之中，而這意味著許謐已經進到上清教法的核心之中。然而，透過齋戒、請祝而進到

洞天的可能性卻建築在入山隱修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如果許謐希望有幸能夠成為繼包

山隱居、周義山、左慈之後再造陰宮接遇仙真的下一人，那麼卜居於傍近洞天入口的福地

之上便成為首要之務。許謐當然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對於重新尋找取代赤石田的新隱修之

地表現出積極的態度： 

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

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輙當隱量求處，臨時

告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 

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輙當

疇量在宜。 

……承「（大茅山）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11:18b-19b） 

 

六、金陵靜舍 

  雖然定錄君六月十五日的授書提供多項可供隱處的選擇，許謐答書也表達會留意這些

地方，但許謐卻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做了決定，並完成靜舍的營立。興寧三年（365）八月

十四日保命君降說杜契師徒隱居茅山事時即曾提及：「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中

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然多在大茅之間。」（13:14b）如此，則

                                                      
54 三浦國雄討論「洞天福地說」的形成時，並未注意兩晉之際已經存在的《靈寶五符序》中已有

洞天福地說的情形；其引用《紫陽真人內傳》時又受到抄謄年代的影響，而將此傳誤繫於三九九年，

但這明顯非此傳成立的 早時間；此外，三浦氏對《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的使用也未能細察其

內容來源──如其未注意該卷資料分別錄自定錄君誥文以及《茅傳》等不同來源──以及陶弘景在

此卷的編輯中所處的態度與方法，逕自將此卷所提及大量洞天福地的描述均歸屬於陶弘景，並將這

樣的看法晚繫至南朝。因為部分資料的闕如、遲置，以及時序先後錯置的情形，而使得他在解說東

晉時期洞天福地說的形成與發展未能令人信服。李豐楙討論〈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時

已注意到《靈寶五符序》的資料，同時也以《真誥》中的資料應繫年於東晉哀帝興寧年間，而認為

洞天福地之說的完成，從資料上所顯示的是在楊許諸人的手中。傅飛嵐則在同意三浦氏的成果之

上，進一步援引賀碧來關於《太元真人茅君內傳》與《紫陽真人內傳》的研究成果，認為洞天觀念

的出現與茅山上清經系有關，但他自己卻沒有在這個議題上提出更多的看法。詳參三浦國雄，〈洞

天福地小論〉，《東方宗教》第 61 號（1983），頁 4；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

《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頁 98、101、102、

104。Verellen, Franciscus.（傅飛嵐） “The Beyond Within: Grotto-Heavens (dongtian 洞天) in Taoist 
Ritual and Cosmology.” Cahiers d’ Extrême- Asie 8(1995), pp.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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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在八月中旬以前，許謐已確定於茅山之中營立靜舍。而靜舍的地點則選在「金陵」福

地之上。在保命降說杜契事後，陶弘景錄有一段定錄君的誥語，其中明白指出許謐已如《茅

傳》的指示尋得金陵所在，並於其上營立屋宅： 

近所摽靜舍地，此金鄉之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

乃得居此鄉爾。子孫事祕之，不可輕泄。（13:16b） 

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後有

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取此水故

也。（13:16b-17a） 

所謂的「金鄉之至室」，陶弘景認為「金陵之地乃廣，則此為 勝之地，非真仙不得居，

故唯長史（許謐）、掾（許翽）可居耳。」（13:16b）根據陶氏的說法，可以確定這便是金

陵之地；而且定錄君描述許謐屋宅附近的山水景觀──「柳汧水」與「雷平山」──也確

實符合《茅傳》中所記「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的描述，後來陶弘景即於雷平

山西北面尋獲長史故宅遺跡，並記錄它被重新發現的過程。55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晚在興寧三年八月中旬，許謐已經在定錄、保命二君的誥語

指導之下，配合《茅傳》的描述，確實尋得金陵之地，並於其上營立日後修行與降靈的場

所。56如果以此作為這個議題的結束點來看，則許謐如此積極地求索營立靜舍的地點，其

態度基本上仍延續往年八月八日呈書時的意圖，亦即希望能夠直接接遇真靈，親自得到祂

們的教導，只是先前得自傳說的「錯誤」且「片斷」的訊息誤導了許謐的行事方法與內容。

但在定錄君透過降誥的方式，不斷地「修正」、「補充」許謐的信仰之後，使其漸次地趨入

於上清教法之中。當然，這種「錯誤」或「糾正」的說法是站在上清經派的立場所做的陳

述，但這並非故意漠視自祠祀信仰向經派道教的轉化；相反的，這是自上文以來一直希望

提出或提醒的一個重要的議題，亦即上清經派如何在傳統的祠祀傳統中繼承與革新其中的

成份。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上述定錄君積極引介茅山地區為適合隱處之地，並且說明支持

其推介理由的神秘知識與觀點，其中即以洞天的觀念以及進入洞天的方式與途徑為中心，

從而逐步建立上清經派的神學體系與隱修制度，並以此超越傳統的祠祀信仰。 

 
 

                                                      
55 陶弘景：「長史宅自湮毀之後，無人的知處。至宋初長沙景王檀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為立道士廨

於雷平西北，即是今北廨也。後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後為此廨主，見傳記，知許昔於此立宅，因博

訪耆宿。至大明七年（463），有術虛（述墟）老公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

廨前烏桕樹處，應是似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沒，王即芟除尋覓，果得磚井，上已欲滿，

仍掘治，更加甓累。今有好水，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鳳門外水味也。於是審知是故宅，從來空廢，

無敢居者。既云金鄉至室，便為伏龍之膏腴矣。」（《真誥》13:17a） 
56 陶弘景：「長史（許謐）、掾（許翽）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許翽）於宅治寫修用，以

泰和五年（370）隱化。長史（許謐）以泰元元年（376）又去。」（《真誥》19:10）、「小男名翽，

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摽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

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恒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

原舘中，常去來四平方臺。」（《真誥》20:9-10）「真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

在山舘。山舘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廨。楊恒數來就掾，非自山居也。」（《真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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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誥語與傳記相互配合的教導方式 

在引導許謐尋得茅山靜舍的過程中，定錄君所採用「誥語」與「傳記」相互配合的教

導方式。從文本的形成方式與讀者對象的預設來看，「誥語」和「傳記」所代表的是兩種

不同性質的文類，分別擔負著不同的宗教教育與傳播的功能。如同上面例子所看到的，定

錄君所降誥的對象是許謐，因此誥語與授受者之間有著共同的語境與語脈，這樣的語境得

以使「誥語」具足其意義。相反的，誥語一旦脫離語境之外獨立存在，其所承載的意義便

顯得支離破碎，對於不了解誥語語境的人來說，這樣的誥語自然會形成一種隱密的性質。

諸如此類具有強烈對象性的文類，因其具有明顯讀者對象的預設與限制，使其具有隱密

性。道教中許多師徒之間口頭授受的「訣」即屬這一類。相對於此，「傳記」的書寫則無

特定的對象預設，因其所面對的是開放的讀者群，所以在內容與表達方式上便需要以系統

而完整的方法表現。 
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所謂的口頭誥語乃是以一系統性的經典或傳記為其背景所做的補

充說明或隨機教化的結果的話，那麼重新恢復兩者之間的關係便是修補此誥語語境與具足

其意義的重要工作。陶弘景處理《真誥‧稽神樞》的手法：「《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

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即是這樣的工作。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陶氏所說《傳

記》的「寶秘」性質專指保存與傳授上的意義而言，如此寶秘的主要原因在於傳記具有完

整的修行內容，且以系統的表達方式，缺乏誥語在表達上所具有的隱秘性，讀者幾乎可以

在毫無困難的情況下閱讀、了解、掌握其中訊息，因此必須在傳授上設定其保護措施，寶

秘不宣。 
上述的想法，我們可以各別從誥語與傳記兩種不同文類對茅山的介紹為例加以說明。

保命君的首次誥語乃以一種諷諭的口吻吟道：「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胏也。履

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1a4-5）如此沒頭沒尾的誥語，即便對句曲地區的在地人許謐

來說恐怕也是摸不著頭緒的，但誥語中明確提及的「句曲」地名，想必會引起許謐的興趣。

對於吸引閱聽者注意的功能來說，這樣的誥語已能達到它的目的，但在傳達訊息的功能上

來說，則明顯不足。相較於此，陶氏抄取的《茅傳》所承載的訊息則明顯有系統得多了： 

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11:1a7-8） 

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11:1b1-2）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

闕，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沓，眾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

仙館也。（11:1b4-7） 

山形似己，故以句曲為名焉。（11:1b9-10） 

這是一種自大範圍漸次聚焦至金陵之地的敘述手法：首先解釋「句容里」之名的由來，並

以長江的相對距離，指出其地理位置在於「過江一百五十里」處，這是以長江為標的的大



 107

範圍的指示；57其次，「過江」之後即來到「江水之東」的這一大片範圍，在這一範圍中即

可尋得「金陵」（秣陵）的位置，58在該地附近有一小澤（即赤山湖），59小澤之東即是句

曲山形之山。此乃透過金陵之地名以及赤山湖的地理景觀，明確地指出句曲山的位置。其

後，傳文的敘述則深入山洞之內，說明其間作為仙真洞府的情形，以及其與洞庭包山之林

屋洞天以及王屋山之清虛洞天等的關係。60 後則是以該山之所以命名為句曲的原由──

「山形似己」──作結。這明顯是一種類近於旅遊指南性質的敘述方式，清楚地為外地人

指出句曲山的位置，並簡介其中的洞府，其目的不難想像，乃在於指導後來的學道者能夠

在傳記的指引下重新尋訪此一修行之地。 
類似的例子不少，又如前文已經提過的，定錄君降誥介紹「金陵福地」的土質、飲水

時，其重點也放在引起許謐的遷居興趣之上：「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

潤液之所溉耶！」至於金陵之地的具體細節，則直接指向具有完整內容的「傳記」：「吾有

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11:4a8）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誥語」配合「傳

記」共同發揮教導功能的情形。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則保命君的誥語：「既知其要，覩其

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11:4b2-4）、桐栢真人王子喬所吟之詩：「五倍堯水東海傾，

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也都應與傳記共同配合、共同看待，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

新想像當時實際的教學情形。 
而整理《真誥》時，陶弘景對誥語與傳記所做的比對，及其於本文之後所加上的註語，

又再度建構出第三種更為詳盡的教導。陶氏留下這樣的教學素材，不但使我們重新恢復這

段許謐接觸茅君並從其獲致教導的歷史，同時也能夠讓我們繼續沿著這樣的教材，進而了

解蕭梁時期的陶弘景如何循著前人的遺跡而尋入茅山之中，並建立該地成為延續千年的茅

山宗壇。 

                                                      
57 其「過江」一詞也似乎隱含了其預設的讀者來自北方。 
58 詳見註 42。 
59 陶註：「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11:1b3） 
60 所謂「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沓，眾洞相通」，其中「金壇」即指華

陽洞天；「天后」與「林屋」均指洞庭包山中之林屋洞天，《靈寶五符序》即言洞庭包山中的洞天乃

為「天后別宮」（1:8a1）；而「清虛」即為王屋山清虛洞天，見《真誥》5:14b, 1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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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許謐與茅三君往來活動編年表 

年份 日期 事件 位置 

興寧二年甲子歲 

364 

 

03/01 

 

許謐上章定錄，云當墾赤石田。 

 

11:16a 

364 08/08 許謐上章定錄，云操身詣大茅之端。 11:16a-b 

364 ??/?? 定錄、保命、桐栢授書許謐，說金陵福地事。 附錄二第 1-7 條 

興寧三年乙丑歲 

365 

 

06/15 

 

定錄君答許謐前書說句曲山事。 

 

附錄二第 8-21 條 

365 06/15- 

07/15 

許謐獲受《茅傳》。  

365 ??/?? 許謐答定錄說句曲山事，並問洞天中事。 11:17a5-12b8 

365 07/04 東卿初降。定錄、保命同降。 2:10b6-11a5 

365 07/06 東卿喻書許謐。 2:11b2-12a3 

  東卿與南真論許謐欲山居事。 2:12a4-10 

  東卿諭書許謐說山居事。 2:12b1-9 

365 07/15 定錄授書許謐，答欲知洞天中事。 12:1a4-4a6 

12:5a1-b4 

365 08/14 保命授書許聯，說杜契等玄白家事，並傳授「守

玄白」經訣。 

13:13b1-16a1 

  定錄誡許聯修守一「竟未起別寢」，並令疏杜契

所常吟玄白歌。 

13:16a1-7 

  定錄授書，說「近所摽靜舍地」事。61 13:16b3-17b9 

365 12/01 定錄授書許謐，說定錄官僚。 12:5b6-8b5 

  中候說聞易遷宮竇瓊英言許謐將接北河司命。 12:8b5-10a5 

  保命授書許謐，說保命官僚。 12:10a5-11a10 

廢帝太和元年 

丙寅歲 366 

 

01/14 

 

保命授書許謐，告正月廿七日將不能暫詣欲營

宅處，因龜山真人當於其日來。 

 

4:3b1-5 

    

                                                      
61 定錄此誥所謂「近所摽靜舍地」即與三六四年諸真說「金陵福地」事以及三六五年六月十五日

「定錄答許謐前書說句曲山事」相涉，故不應太晚，且其中已言「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

名雷平山」，是則許謐位於茅山上的靜舍確己營立無誤。亦即許謐茅山靜舍 晚在三六五年八月十

四日（保命此日誥語中即已提及「長史舍屋」）之前即已營立。而此誥似乎是在許謐新立靜舍之後

所受，故應在八月十四日或之前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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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真誥》卷十一〈稽神樞第一〉復原 

（一）諸真說金陵福地事 

1.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胏也。履之者萬萬，知之

者無一。（1a4-5） 

 

陶註：「保命君受作此

言。」 

2. 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

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

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

從誰所感發耶？（2a1-5） 

 

陶註：「此語亦是示長

史，言相感悟，乃從楊君

宣說，吾之所啟發矣。」

但不言誰授。 

3.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

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

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

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

當相示。（4a3-8） 

 

陶註：「定錄君告受作密

令爾許侯。」 

4. 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

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4b2-4） 

 

陶註：「保命君告。」 

5. 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

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

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

（4b8-5a1） 

 

《茅山志》以此為傳文。

陶弘景於第七條註言：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

（羲）書。」（11:5b9）則

又似乎以此為降楊時所

書本，則為誥文。 

6. 上古名此山為崗山。《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

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

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5a6-9） 

 

《茅山志》以此為傳文。

「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

名。良可歎也！」似為降

誥口授時的感歎之語。 

7. 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

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

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佯耳！（5b3-6） 

 

陶註：「右弼王王真人

受，令密示許侯。」 
以上五條（第三至七條）

楊羲所書。 

（二）「定錄君答書許謐說句曲山事」  

8. 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

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塪處。李斯刻書

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廵狩蒼川，勒銘素璧。」

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

（7b8-8a4） 

陶註：「從此後墨書，皆

定錄真君受，以告長史。

掾（許謐）寫本。前紙所

失，恐非起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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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

山，深二丈許，塪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

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

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9b8-10a3）

 

陶註：「右楊（羲）書。」

《茅山志》以此條為定錄

君所受。（6:5a） 

10.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

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乃

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

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10a6-10b1） 

 

陶註未顯為誰所授。但其

中「快可合丹，以修上道」

似是對許謐的鼓勵之語。

《茅山志》以此條為定錄

君所受。（6:5b） 

11.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

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輪之車，通

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

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

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

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

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

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11a2-11b2）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8a4-10） 
此條前後文似有重複，疑

為傳誥混雜的情形。今以

前段中曾言及「可索其有

小安處為靜舍乃佳」，故

以之為誥語。 

12.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

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衞之。此盤

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

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

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

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12a9-12b6） 

 

陶註言：「中君告云：東

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

口，從此入至洞天 近，

而外口甚小。」（11:6b5）

又許謐答書亦言及此

條。（11:18b1、11:17b4-6）

則此條為定錄君所告。 

13.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

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

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

耶？（12b9-13a3） 

 

陶註言：「按中君書云：

常以二曰登山」（11: 
13b2）則知此條為定錄君

所告。又許謐答書亦言及

此條。（11:18b4、18b8）

14.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

（13b7-8）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8b9） 

15.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

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

（14a4-7）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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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良常）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

也。（14a8-9）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a5） 

17.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

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

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14b3-6）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a8） 

18.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

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

神使埋藏於此。（14b10-15a3）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b2） 

19.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小

危不安耳！（15a6-8）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b4） 

20.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

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

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15b5-9）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19b5） 

21.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三月一日書云：「今當

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

遐弃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

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八月八

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

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

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

之故也。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為班班，欲停

之如何？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

大也。（15b10-16b9） 

 

許謐答書曾言及此條。

（11:20ab）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17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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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茅山地形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