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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真仙司命： 

《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所見上清司命系統 

 
 
 
 

早於漢末即已存在的茅君信仰在句容地區有其相應的祠祀活動，而興寧年間興起於該

地的上清經派即曾積極參與這樣的祠廟信仰活動，同時又在舊有的傳說中繼承與革新其中

的成份。前一章節已討論過上清經派初期重要信仰者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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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許謐於興寧三年（365）

六月間所受傳的《太元真人茅君內傳》（以下簡稱《茅傳》）是促使他信仰改變以及了解上

清教法的重要教材，而這也是較之降誥資料更具系統性與完整性的教材。為了探究以上清

「真人」身分而重新登場的茅君究竟打算教導許謐或後繼者什麼？究竟為上清經派注入什

麼樣的新教法？本章打算全面比對《茅傳》與《神仙傳‧茅君》之間的差異，以之說明上

清經派如何藉由改造舊有的茅君信仰，注入新的司命系統，有意識地將茅君塑造成新的「司

命」，與此同時，也希望藉此描繪以司命系統為中心的上清教義。 

 

一、新舊茅君傳記的組成與差異 

如前所述，茅君信仰早於漢末即已存在，而我們也已適度運用反映當時情況的《神仙

傳》，作為我們了解上清經派興起前茅君的信仰情形。在這一章中，為了凸顯作為上清真

人而重新登場的茅君所持教導有何創新要素，打算全面比對《茅傳》與《神仙傳‧茅君》

之間的差異。 
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具有複雜成書過程的《神仙傳》。1現存兩種《神仙傳‧茅君》版

本──《四庫》本與《漢魏》本──2雖然敘述結構相近（詳見〈附錄一：《四庫》本與《漢

魏》本《神仙傳‧茅君》的比對〉），但某些關鍵性的內容卻大相逕庭。3龜田勝見曾經比

                                                      
1 土屋昌明已簡要地敘述《神仙傳》的成書過程。詳見氏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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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於現存兩種《神仙傳》版本（《四庫》本與《漢魏》本）的問題，詳見前章註 26。 
3 土屋昌明曾以《四庫》本《神仙傳》為主，與《漢魏》本進行比對，且依兩者內容共通的程度，

將兩種版本均收錄的諸傳區分為三種類型，即：A 類「與《漢魏》本在內容、措辭上大體上共通的

傳記」；B 類「和《漢魏》本大部分內容一致，但一小部分內容與措辭有所不同的傳記」；C 類「和

《漢魏》本的內容大相逕庭的傳記」。其中〈茅君〉即屬 C 類，但土屋氏沒有對兩種版本的〈茅君〉

有任何的說明。其後龜田勝見則以為《四庫》本與《漢魏》本在內容上有很大差異的仙傳數量有三

十五篇，佔《四庫》本全數八十四篇四分之一以上。雖然兩人對於版本差異的數量有所不同，但〈茅

君〉均被列入極大差異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龜田氏更將其獨立出來進行討論。詳見土屋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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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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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1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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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過這兩種版本的差異，4並參照《茅山志》卷五〈茅君真胄〉、《雲笈七籤》卷一○四〈太

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此兩種版本即上清《茅傳》的繁簡本）5，以及唐宋類書所

收〈茅君〉引文，就《四庫》本的資料價值提出如下的看法：《四庫》本《神仙傳．茅君》

與《茅山志‧茅君真胄》有很深的關係，《四庫》本擁有《茅山志》簡略化的內容，但並

不完全一致，不能說是《茅山志》的簡本。同時龜田氏根據《三洞珠囊》的引用情形，判

斷《四庫》本比起《漢魏》本保留更多六朝末已存在的《神仙傳‧茅君》的內容，並根據

明代胡應麟《玉壺遐覽》的引錄情形，說明明代通行的本子接近於《四庫》本。最後，在

總結上述看法時，龜田氏認為《四庫》本〈茅君〉是比《漢魏》本更忠實地傳承了存在於

六朝末至唐代的《神仙傳》。6 
龜田氏所持《四庫》本與《茅山志》有著密切關係的論點是可以同意的，但他似乎沒

有意識到《茅山志》所收本與《雲笈七籤》所收本是東晉中期上清經派興起後所新造的《茅

傳》的傳本，是上清經派的作品，應與葛洪（284-363）《神仙傳．茅君》有所區隔。亦即，

如果《四庫》本的內容較為接近後起的上清內傳的話，那探求它的來源與定位時便必須考

慮上清經派的影響。關於這一點，稍後的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已在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留意，但他直接將《四庫》本認為是上清傳記之一種而不予

討論的看法也似乎論之太過。7如同龜田氏所說的，《四庫》本《神仙傳．茅君》與上清《茅

傳》「有很深的關係」，擁有其「簡略化的內容，但並不完全一致」，不能說是其簡本。這

是可以同意的。如此一來，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推想：《四庫》本《神仙傳‧茅君》很可能

是在上清內傳成書之後，受到內傳影響而改寫的作品。 
關於這個假設，我們可以從傳末「封爵」一節所描述的內容得到證實。基本上，《四

庫》本整個「封爵」（見附錄一第 13 項）過程幾乎可以說是與上清內傳如出一轍，8而文

末所強調的「其〈九錫文〉、〈紫素策文〉，多不具載，自有別傳」，更無意間透露了當時增

修此段文字時所根據的文本來源。亦即，這裡所謂的「別傳」，即是原已載錄〈九錫文〉

與〈紫素策文〉在內的《茅傳》。9這個證據可以使我們在龜田氏的論述上，更明確地指出

《四庫》本雖然不是上清內傳之一，但可以確定是受到《茅傳》影響後改寫的新版本。 
至於龜田氏所謂《四庫》本〈茅君〉忠實地傳承了存在於六朝末至唐代的《神仙傳》

的說法也有問題。這種說法似乎給人一種印象，認為受到《茅傳》影響而改寫的那個《四

庫》本依據的最初版本來源，自其出現之後隨即在閱讀市場上佔有一定地位，幾乎成為六

                                                      
4 龜田勝見唯透過文字簡述其比對的結果，且其敘述乃以《四庫》本為中心。詳見氏著，〈四庫全

書所收《神仙傳》の資料的價值について〉，頁 515-518。至於《漢魏》本與《四庫》本的具體文

字比較，詳見〈附錄一：《四庫》本與《漢魏》本《神仙傳‧茅君》的比對〉。 
5 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透過詳盡地文獻比對，已經証實了《茅山志》卷五〈茅君真胄〉保存

了大部分六朝時期《茅傳》的內容，而《雲笈七籤》的版本則是較為簡要的本子。詳見前章註 4。 
6 龜田勝見，〈四庫全書所收《神仙傳》の資料的價值について〉，頁 517-519。 
7 詳見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p. 328, 507. 
8 《茅山志》卷五引《茅傳》所述大茅君受封過程亦由「五帝君」授君「以紫玉為版，黃金刻之」

的〈九錫冊文〉（5:11a6-9），而受封為「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1:1b2-3），而二茅君與三

茅君也同樣是受了「紫素之書」（5:10a5），而分別受封為「地真上仙定錄神君」、「司三官保命仙君」

（5:10a7-8）之號。 
9 〈九錫冊文〉與〈紫素策文〉不見於《茅山志》卷五所錄《茅傳》，而見於《茅山志》卷一〈誥

副墨〉，但依《雲笈七籤》卷一○四所引《茅傳》此二文鑲嵌於傳中的情形判斷，可知此二文原應

附於傳中，《茅山志》的情形應是劉大彬因編輯分類的因素而將之移置卷一〈誥副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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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末至唐代最具影響力的版本，較之葛洪的原本得到更多的重視與引述。但是如果細讀龜

田氏所引錄的類書資料，便會發現其中頗有問題，同時，建立在此一資料所做的推想也不

合事實。龜田氏賴以為據的資料主要是《三洞珠囊》卷一引錄《神仙傳》的文字，其中大

部分的內容同時存在於兩種版本之中，10但用字上更接近於《漢魏》本，且其言「茅君學

道於齊」，明顯與《漢魏》本相同，而異於《四庫》本的「入恒山學道」。亦即，《三洞珠

囊》所引錄的底本應該更接近於《漢魏》本，而不是《四庫》本。而康儒博在大量地比對

過五至十七世紀間四十種文獻引錄《神仙傳》的情形後，11也認為除了《四庫》本、《紺珠

集》、《類說》是上清傳記或受其影響的結果之外，其餘較早文獻引錄《神仙傳》的內容雖

有小異，但基本上是相近的。12這些早期文獻之中，以《太平廣記》為最完整，而《漢魏》

本所據底本即是《太平廣記》。因此，康儒博的譯文也以此為主。13根據康儒博的研究，我

們發現《四庫》本所據的《神仙傳‧茅君》在唐至明這幾百年間的接受史，並不如龜田氏

所說的那樣，反而恰恰相反。 
雖然康儒博沒有明言《漢魏》本〈茅君〉即是葛洪原本，但從其譯文底本的選擇，以

及將其歸為「已証實為較早的聖傳」的「B 群」來看，14至少認定《漢魏》本是接近葛洪

原本或早於上清內傳之前的版本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而以下所提出的佐證，則能夠讓這

個想法得到進一步的支持。 
如果我們以茅君「諱字」、「籍屬」、「學道地點」、「兄弟人數」、「兄弟是否學道成仙」、

「升仙日期」、「治所（祠廟所在）」、「是否封爵」等主題，列舉《四庫》本與《漢魏》本

的歧異（如下表所示）， 

 
【《四庫》本與《漢魏》本《神仙傳．茅君》的基本內容比較】 

 《四庫》本 《漢魏》本 

諱字 名盈字叔申 無 

籍屬 咸陽 幽州 

學道地點 恒山 齊 

兄弟人數 二弟（茅固、茅衷） 一弟（茅君弟） 

兄弟是否學道成仙 是 否 

升仙日期 三月十八日 某月某日 

                                                      
10 《三洞珠囊》引《神仙傳》第九：「茅君學道於齊，後成道，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願，當

煮雞子十枚，內帳中。須臾，茅君一一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

病即不愈，以為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1:19b3-8） 
11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p. 123-124. 
12 康儒博用以比對的文獻包括：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李昉《太平御覽》（983）、《太平

廣記》、李善（ca. 630-389）《文選注》、王懸河（fl.683）《三洞珠囊》、徐堅（659-729）《初學記》、

何允中《廣漢魏叢書》（1952）〔收於馬俊良《龍威秘書》（1796））。詳參前註，頁 507。 
13 同前註，頁 326-328。 
14 康儒博以無法符合 A 群的標準（該傳主作為段落主題出現於引自《神仙傳》的唐以前文獻（裴

松之《三國志注》、《水經注》、《齊民要術》、《笑道論》）者；關於傳主的素材被唐初文獻（《北堂書

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法苑珠林》、李善《文選注》、《三洞珠囊》、陶弘景《真誥注》）

多次引用；關於傳主的素材被這些唐初文獻多次引用，而且傳主在現存葛洪《抱朴子內篇》中如果

沒有被詳盡討論的話也曾被提及），但至少被其中上述一個文獻所引用者，則列入 B 群。詳見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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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祠廟所在） 句曲山（茅山） 無 

有無封爵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 無 

 
則可以發現，《漢魏》本中的這些關鍵性內容，幾乎與受到上清《茅傳》影響的《四庫》

本完全不同，但在七世紀至十六世紀間所引錄的《神仙傳．茅君》的片斷中，卻有著強烈

的一致性，其中包括：未曾提及茅君諱字，唯稱「茅君」15；學道於「齊」16；升仙日期

為「某月某日」17等關鍵性內容。除此之外，《漢魏》本也只提到一位「茅君弟」，未如上

清內傳系統所說的有「二弟」，而且也未曾提及其弟追隨茅君學仙的故事。也就是說，《漢

魏》本的茅君只是孤身一人得道。這是值得注意的差異，因為這樣的說法令我們想起許謐

早年從葛洪的岳丈鮑靚那裡聽到的茅君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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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誥》11:17a9-b1）似乎鮑靚所了解的茅山

仙人也只是一人，並非兄弟三人，而且仙人的諱字也非如上清內傳所記的茅盈。如此看來，

鮑靚所聽聞的茅君傳說似乎更接近於《漢魏》本。而果真《漢魏》本〈茅君〉出自葛洪《神

仙傳》，則葛洪與鮑靚的看法可能有共同的來源，18或許這個來源便是上清經派興起之前的

茅君傳說。 
然而，如上所呈顯出來的，《漢魏》本與《四庫》本之間的差異大多只是一些籍屬、

地名等資料上的差異，以及情節的增刪情形，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在宗教要素上有太大的改

變。但事實卻非如此，在《四庫》本最後一個情節「封爵」中所透露的訊息──茅君具有

「司命」神格──已經為我們開啟一道得以瞥見新宗教要素的細縫。為了能更清楚地看見

並瞭解這個新要素的內涵，我們必須將焦點拉到影響《四庫》本〈茅君〉成立的《茅傳》

之上。 

 

二、《太元真人茅君內傳》的新要素 

  如同賀碧來的研究所顯示的，《茅傳》以近乎於東晉時期的完整樣貌，忠實地保存在

今本《茅山志》之中。19這為我們後續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為了要更進一步凸顯上

清經派《茅傳》傳承或創新自《神仙傳》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接下來我們將以故事情節

為單位，將《茅傳》區分為下列二十八個段落，並依照段落主題分別給予「段落名稱」，

                                                      
15 康儒博已注意到這個現象，並認為可以是否出現茅盈的名諱來判定是否為上清文獻，因為他從

未在任何早期文獻的引用中發現「盈」這個名諱。詳參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507. 
16 《文選．遊仙．郭景純遊仙詩七首〉「容成揮玉杯」條註引《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

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21:26a）《三洞珠囊》引《神仙傳》第九：「茅君學道於齊，後

成道，治於茅山。」（1:19b3）《太平廣記》：「茅君者，幽州人。學道于齊」（13.1） 
17 〔唐〕徐堅，《初學記》（《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890 冊），

卷 23，頁 5b。 
18 葛洪於三一七年完成《神仙傳》，而於三一八年遇前南海太守鮑靚，受其道術，鮑靚並以女妻之。

因此葛洪的說法恐怕不是來自鮑靚。詳見大淵忍爾，〈葛洪傳（附鮑靚傳）〉，收入氏著，《初期の道

教──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一》（東京：創文社，1991 年），頁 522。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p. 15-16. 
19 參見前章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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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與《四庫》本、《漢魏》本《神仙傳》進行比對。 

 
【《茅傳》的篇章結構及與兩種版本《神仙傳》的比較】 

序 段落名稱 段落位置 《四庫》本也有的情節 《漢魏》本也有的情節

1 出身 1b1 《四庫》本(1)20 《漢魏》本(1) 

2 茅濛傳 1b2-2a1 《四庫》本(2)  

3 氏族簡述 2a1-2a8   

4 入山修道 2b8-2b2 《四庫》本(3) 《漢魏》本(3) 

5 太玄玉女指引 2b2-2b5   

6 就學於西城王君  2b5-3a3   

7 詣龜山王母 3a3-4a3   

8 修玄真之道 4a3-4a8   

9 茅父鞭斥 4a8-4b9 《四庫》本(4)  《漢魏》本(4)  

10 起死神蹟 4b9-5b5 《四庫》本(5) 《漢魏》本(5) 

11 二弟仕履經歷 5b5-6a2   

12 預示昇舉 6a2-6a10 《四庫》本(6) 《漢魏》本(6) 

13 昇舉之宴 6a10-6b6 《四庫》本(7) 《漢魏》本(7) 

14 臨行勸誘 6b6-7a6   

15 白日昇舉 7a6-7a8 《四庫》本(8) 《漢魏》本(8) 

16 暫居句曲 7a8-7b3 《四庫》本(9)  

17 二弟赴茅山求道 7b3-8a8   

18 傳法於二弟 8a8-8b10 《四庫》本(12)  

19 請乞二弟仙職 8b10-9b5   

20 二弟受職 9b5-10a9 《四庫》本(13)  

21 大茅君受職 10a9-11a9 《四庫》本(13)  

22 大設天廚 11a9-11b10   

23 傳法授書 11b10-15a5   

24 約來遊之日 15a5-15a10 《四庫》本(14)  

25 德潤蒼生 15a10-16a2 《四庫》本(11)  

26 祠祀軼事 16a2-17b5 《四庫》本(10) 《漢魏》本(10) 

27 定錄君誥 17b5-18a4   

28 李翼傳 18a4-18b6   

 
從最早的《漢魏》本看來，它除了簡述茅君的「出身」（1）與「入山修道」（4）之外，

其情節多集中在茅君成道後的神蹟，以及飛昇之後受到祠祀的情形，其中包括：返家之後

茅父的斥責與鞭辱（9）；受茅父要求以「起死人」展現神蹟，證明其已得道的說法（10）；

                                                      
20 兩種《神仙傳》版本之編號乃為提供對照「附錄一」之編號及相應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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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弟的赴任之宴上預言自己的昇舉（12）；詳述昇舉之宴的神奇場景（13）；白日昇舉的

過程（15）；以及成仙之後的「祠祀軼事」（26）。上述的情節全都保留在《四庫》本中，

只是為求配合《茅傳》新增「二弟求道」的情節，從而形成「三茅」的組合，所以配套性

地增入下列情節：大茅君「暫居句曲」（16）等待「傳法於二弟」（18）的機會；以及三茅

君成道之後的封爵授職（20、21）；此外也強調封治茅山時遠近之人賴其「德潤」而無災

癘的情形（25）；最後則是三君定期各乘白鶴集於峯頂的預告（24）。 
雖然《四庫》本採用《茅傳》的「三茅」組合，卻沒有進一步採納上清經派新提出的

「司命轄區」（詳後）而將大茅君封於霍山，仍然是以茅山為茅君治所，保留其為當地神

祇的安排。我們可以從《茅傳》與《四庫》本〈茅君〉共同擁有，卻有所改寫的情節中發

現這樣的刻意安排，諸如第十六項「暫居句曲」，《茅傳》既已明言：「我今此去，權停江

水之東、句曲之山，……昔與聖師期，宜先於此以自清勵，恭伺天命，然後鎮彼大霍，居

于赤城矣」（5:7a）、「遂過江，暫治句曲」（5:7a8-9），與之相應的《四庫》本中，卻只敘

述「君遂徑之江南，治於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之後便未再論及將

「鎮彼大霍」之事。又第二十四項「約來遊之日」，《茅傳》記述大茅君臨去茅山時，「告

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徃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

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盻於二弟之處也。』」（5:155-9）而

與之相應的《四庫》本，卻只說三茅君定期於此二日「各乘一白鶴集於峯頂」，卻未曾提

及大茅君將從外地返回茅山的情節。這都在在說明了《四庫》本並未接受大茅君別鎮霍山

的說法。而《四庫》本之所以特意保留這些傳統看法，很可能與當地仍然留存的信仰與祭

祀活動有關。而保留於《茅傳》中、由當地父老所傳唱的歌謠，在某種程度上便反映了當

時的信仰： 

時父老謠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

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鵠翔青天，何時復來游？」三君徃

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詠矣。（《茅山志》5:15b5-9） 

雖然《四庫》本並未接受上清經派「司命轄區」的安排，但卻接受和「司命轄區」同

為上清司命系統之要素的「司命神格」──如其中所提及的「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

君」、「定錄君」、「保命君」，且全然接受《茅傳》中所描述的封爵儀式與錫文、策書。如

此選擇性地截取上清司命系統的部分要素，以之嵌入傳統傳記的方式，已經一定程度地造

成宗教性質的混淆，使道教上清經派的司命系統混入茅山當地的祠祀信仰之中。只是這種

混雜的現象卻也充份表現出宗教發展的軌跡。亦即，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四庫》本的作者

在面對《茅傳》與《漢魏》本等新舊兩種不同宗教型態，面對不同信仰、教法對同一宗教

人物事跡的不同詮解時，如何取捨。《四庫》本的作者究竟是基於何種動機與考量，而對

不同情節與說法有所取捨？關於這點，我們所知有限。但可以確定的是，其所採取新舊要

素並存共容的方式，相較於《漢魏》本與《茅傳》在各自文本內所擁有的一致性而言，已

經凸顯出其居於宗教轉變時的中介角色。21而在這一中介角色身上所清楚呈現的掙扎與取

                                                      
21 這種中介意義不是指文本發展時間先後上的意義，而是就不同宗教型態與內容的認同程度上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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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的結果，則成為引領我們瞥見作為新興宗教的上清經派，如何在舊有的傳統上進行創

新，及其創新的要素究竟為何的重要指標。也就是說，與舊有的茅君傳說相較，上清經派

所提出的關於茅君的新看法，除了前述的「三茅組合」之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主題便是

司命系統。 

 

三、葛洪所信仰的天神司命 

在正式進入上清司命系統之前，有必要再度確認《漢魏》本〈茅君〉是否真的完全沒

有如同上清經派所描述的司命內涵，並且簡略地討論在《上清經》之前的司命信仰，以方

便和上清司命系統進行比較，而見出上清經派的創意。 
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在《漢魏》本〈茅君〉中，完全沒有任何以茅君為「司命」的

用詞。但是按照一般對於「司命」的理解，以為祂是掌控生死的神祇，那麼或許有人會這

樣認為：茅君應其父親的要求所展現的起死能力及其條件──「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

横傷短折，即可起耳」──似乎與因罪奪算的「司命」有些關聯。或者，類似的起死故事

也容易令人聯想起《莊子‧至樂》篇，那個為了確認死後世界是否真有那麼好，而打算請

求「司命」復生髑髏之形，使已經死去的髑髏重新復活的故事。22在這個故事裡，有能力

使死人復活的也是「司命」。雖然如此，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目前所見的《漢魏》本〈茅

君〉中，確實沒有看到茅君的起死能力與司命神格有任何的牽連。而且，類似這樣能使死

者復活的能力也並非必然來自司命的職能，如葛洪視之為「仙道之極」的金丹也同樣具有

這樣的神效。 
葛洪所受的三種丹經中，三卷本的《太清丹經》即收有「九轉丹」與「九光丹」的丹

方，23其中九丹光便有復活死人的功效：「死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九光丹之一種）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24而茅君似乎與此「九轉丹」

的傳承有關。雖然我們在現存的兩種《神仙傳》版本中並未看到茅君擁有任何丹方或從事

任何煉丹活動。但對上清經派、或是茅山當地的信仰者來說，他們卻普遍相信茅君與九轉

丹的傳統有關。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訊息得到証實：《茅傳》中明言其師西城

王君曾「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茅山志》5:4a5-6）；以及中茅君降誥時曾要求許

謐「快可合丹，以修上道」25，並以適合「合丹」與否作為指示其營立靜舍所在的重要考

量。26而「亦可合丹」的「司命（茅君）往時別宅處」27，則更足以証明上清中人相信茅

                                                      
22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

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晉］郭象注，［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2 年），頁 619。 
23 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三刷），頁 78。以下所引《抱

朴子內篇》文字均出自此校釋本。 
24 另外〈黃白〉篇中的「務成子法」也有「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

水噴死人面，即活。」（頁 292）而與葛洪有所關聯的《太清金液神丹經》（CT880）中亦言：「已

死者未三日，以神丹如小豆一粒，發口含服立活。」（1:17a4-5）關於葛洪與此經的關係，詳見曾

達輝，〈《太清金液神丹經》與《馬君傳》〉，《清華學報》第 36 卷第 1 期，頁 1-29。 
25 詳見前章〈附錄二〉第 10 條。 
26 詳見前章〈附錄二〉第 11 條。 
27 詳見前章〈附錄二〉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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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曾於茅山煉丹。而我們相信這樣的宗教遺跡與傳說不會只是上清內部新創、獨有的看

法，應該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時的信仰與傳說。亦即，這樣一個適合煉丹的宗教遺跡，是

當時人所相信的茅君棲隱修行之地，如此則推想其曾在此從事燒煉活動，以及最後因此而

得仙的看法便不那麼不可置信。而且茅君曾埋丹砂於中茅山，以及左慈曾就其求乞丹砂的

傳說，28也都在在暗示茅君與煉丹活動的聯繫。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如是推想，在早期的

茅君信仰中，關於其起死能力的想像與理解很可能是與金丹的傳統有關，而不是被視作具

有操控生死權柄的神靈。 
另外，我們也在葛洪所記述的金丹理論中發現「司命」信仰。在〈金丹〉篇中，葛洪

羅列了諸般丹法，其中的「小丹法」即言： 

丹一斤，擣篩，下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

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

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

別有光也。（頁 86） 

同樣的資料重覆出現在〈仙藥篇．餌丹砂法〉中，29用以說明在服餌丹砂的過程，其功效

表現在如何漸次將「三尸」去除，以及最後能致使「司命削去死籍」，以達不死的境界。

在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即便金丹之道的思維方式主要基於「變化律」與「接觸律」（Law 
of contact），30相信「物質經操作之後，可以改變其屬性（顏色、質地），增加其功能（堅

硬、不腐）」31，因而在服食此物後，即可傳達其屬性於自身；32但卻仍然無法避免使其

效驗的彰顯受制於「三尸」、「司命」與「命籍」等「神靈監督系統」（the spirit administration 
system）33的控制。唯有在司命削去死籍後，象徵其完全擺脫「神靈監督系統」之後，才

有可能真正達到「變化無常」、「與天地相畢」的不死效驗。 
很明顯的，這樣的想法由兩種不同的思維律則所組成：一則相信經服食木石藥物而能

使身體發生屬性變化，而其中服餌金丹所變化的身體屬性已能達到「不朽」（不老不死）

的功效；34一則相信人命長短受制於天界神靈，以官僚運作的形式遂行其倫理規範的控制。

這是關於人之禍患疾死的思考。在這一方面，葛洪似乎頗能接受《玉鈐經》、《赤松子經》、

                                                      
28 詳見前章〈附錄二〉第 9 條。 
29 〈仙藥〉：「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簁，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

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

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頁 210。 
30 李豐楙利用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所提出的「交感巫

術」，以說明中國煉丹術「巫術性思考原則」，已經令我們對於金丹服食的理論有深刻的理解。詳見

李豐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頁 269-272。 
31 同前註，頁 267。 
32 同前註，頁 270。 
33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51. 又關於「三尸」的研究有漥德忠，

〈三尸說の起源と成立〉，《新訂庚申信仰研究．上卷》（東京：第一書房，1996 年），頁 43-110。 
34 〈金丹〉：「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

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

釋（增訂本）》，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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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內戒》、《河圖記命符》等仙經與諱書的說法，35相信人的壽命自有一定數，但因其

所行惡事而遭致削奪；直到命數降至一定數量之後，便使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等

到命數完全削盡時隨即死亡；甚至，如果死亡仍然無法抵除其罪愆，則將「殃及子孫」。

而這一套關於人間過失的監督系統，則由人體中的魂魄、三尸（三蟲）、家戶中的竈神、

天上的司命所組成官僚系統執行。36儘管葛洪曾一度懷疑是否真有天神司命的存在，但在

其自行類比推理之後，37以及從受業的兩種道法體系「仙藥」與「符書」中最為極致的部

分──「金丹」與《三皇內文》38──也都與司命信仰有關看來，想要單純地放棄司命信

仰恐怕是不容易。 
另外，如同葛洪曾經實際操作過金丹燒鍊，39他似乎也曾按《三皇內文》舉行召敕神

祇的儀式。40而且如其所強調的，鄭隱以為「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真

形圖》」（頁 336），而五十餘位的弟子之中又只有葛洪見受《三皇內文》（頁 333），那他就

更不可能否定三皇儀式中的重要召敕對象──司命。即如所言： 

                                                      
35 索安（Anna Seidel）早已在其讖緯與道教關係的研究中指出道教的司命信仰最早見於緯書，葛

洪的例子正好是這個發展上最顯而易見的連接點。詳見 Anna Seidel, “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ed. Michel Strickmann (Brussel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3), vol. 2, pp. 291-371.此據劉屹譯，〈國之重寶與道教秘

寶──讖諱所見道教的淵源〉，《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四輯（1999 年），頁

67。又見李豐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頁 209-211。又安居香山，〈道教の成立と讖緯思想〉，

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 年），頁 57-58。 
36 〈對俗〉：「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

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微

旨〉：「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

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

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

白人罪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頁

53、125、126。另見李豐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頁 211。與此複雜的官僚通報系統相對的

是《九歌》中的「大司命」，詩歌中描述祂親自飛降監察人間，而沒有由下而上的通報系統：「廣開

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緫緫兮

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頁 68-69。 
37 葛洪自言關於緯書中所記「司過之神」或「司命」之事，「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但其後

卻又認為「天道邈遠，鬼神難明」，且「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

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的邏輯推論，還是應有司命之神的

存在。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頁 125。另見李豐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

頁 214-215。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50. 
38 《抱朴子內篇‧遐覽第十九》：「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

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

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

岳真形圖》也。』」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頁 333、336。 
39 東晉咸和六年（331）葛洪時年四十九，為了煉丹，求為句漏令，南下。為廣州刺史鄧嶽所留，

入羅浮山煉丹，著述。詳見大淵忍爾，〈葛洪傳（附鮑靚傳）〉，頁 522；李豐楙，《不死的探求──

抱朴子》，頁 43-46；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16. 
40 今本《洞神八帝妙精經》（CT640）中錄有一段「抱朴密言」（29b-32a），其中提及葛洪曾於咸和

元年（326）四月戊午以〈三皇文〉召高山君為其斷暴虎之害，並於其後「數召土公、社公及小鬼，

或河瀆之小神，皆如言，登時到。但洪精誠微薄，心未專正，未敢自信，難召天皇世祖、五嶽十將、

三天九仙之大神，恐不得宜序而禍見及也。」（30b）此經吉岡義豐認為是東晉時期的道書，且與葛

洪有關；王承文則認為可能是葛洪晚年的作品。分見吉義義豐，《道教經典史論》（東京：道教刊行

會，1955 年），頁 47。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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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為有道乎？」抱朴子曰：「……或以

《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

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雜應〉，

頁 272-273） 

又此文（三皇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

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遐覽〉，頁

337） 

而在此受到《三皇文》所召敕的「司命」、「司危」或「天神司命」，就如同「役使六丁」

的法術可能源自漢末讖緯傳統一樣，41也可以想像是先前葛洪引用《易內戒》、《河圖紀命

符》等緯書所說的，那一位在天界等待「三尸」或「竈神」在特定時日上天「道人所為過

失」的司命。42或許，我們可以循著葛洪所使用的諱書脈絡，更精確或更具體地指出在中

國天文學中那些個具有星辰意涵的天神司命究竟何指。 

 

四、漢代天官與讖緯傳統中的星官司命 

諱書中總共提及兩組明確以「司命」為其成員的星官。一者為「上將」、「次將」、「貴

相」、「司祿」、「司命」、「司中」所組成的文昌六星。43《春秋元命包》對此司命的職務說

明：「主老幼」或「主災咎」，或者就整體文昌宮性質的說明：「集計禍福」或「揚天紀」，
44都確實與「司命」最具象徵性的工作「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有關。而《春秋文曜

鈎》：「（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為六府」（2:663），與《太平御覽．天部．星中》所引

《石氏星經》：「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則清楚地指出文昌所在位置，我們則可

以在陳遵媯所繪製的星象圖中，找到此一位於紫微垣外圍、斗魁之前，或成月形，或成筐

形的文昌宮。（如下左圖）45 

                                                      
41 鍾肇鵬，《讖緯論略》（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97-198。 
42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頁 125。又見《醫心方》所引《河圖紀命符》，但三尸上天的時間「六

甲窮日」（3:1196）則與《抱朴子內篇》所言之「庚申之日」有所不同。此出處乃取安居香山、中

村璋八輯，《諱書集成》（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全三冊。以冊數在前、頁碼在後

的方式標示。以下所引緯書資料均同此例，不再另外說明。 
43 《開元占經》卷六十七引《春秋緯》：「文昌宮為六府，以布升度，明天道：上將招威，次將輔

主，貴相宣德，司命進官，司中滅咎，司祿賞善，佐理揚寶，六名執權，守隸四海之府，土官也。」

（2:930）《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上將建威武，次將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

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也。」（2:646） 
44 《開元占經》卷六十七引《春秋元命包》：「文昌，主集計禍福也。天道：文者，積所聚；昌者，

揚天紀，輔、弼並居，成天象」（2:647）。另《史記．天官書》「索隱」引《孝經援神契》亦有：「文

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2:958） 
45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台北：明文書局，1985 年），第二冊《星象編》，頁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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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組包含司命的星官則是由「司命」、「司中」、「司祿」所組成的「三台」。46《春秋

元命包》即以其中「上台」為「主壽」之「司命」。又其所言：「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

三台」（2:648），則知三台位於斗魁之下。我們同樣也可以在陳遵媯的星圖中找到它們，47

並發現其乃以接近文昌的上台為起首，向東北方斜抵至太微垣（如上右圖）。亦即三台是

介於紫微垣和太微垣之間的星官，其兩兩平行而漸次斜下於太微的星形，頗像是自紫微垣

通往太微垣的階梯，即如《晉書．天文志》所謂：「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

曰泰階。」 
其中紫微垣仍以北極「帝」星為中心，其四周包圍著「太子」、「庶子」、「后」，以及

象徵「正妃」的勾陳四星。大致可以據此推測紫微垣應該是被想像為天帝太一所常居處的

皇宮內廷。48相對於此，多以官僚名稱為其星官命名的「太微」則是象徵集聚百官處理朝

務的「天庭」（2:645、647），49即所謂：「太微為天廷，理法平亂，監計援德，列宿受符，

神考節書，情嵇疑者。……」（2:645）。如此，則我們或可想像天帝太一即從其內廷紫微

宮，躡紀著三台，以進入天廷太微宮處理朝政。 
而在文昌六府之後的「斗魁」，則因其具有四時運轉的性質，而被視為「帝車」，被認

為是在天中運載著天帝，以「臨制四鄉」（2:644）。甚至可以進一步地象徵為「出號布政，

授度四方」的「帝令」，以及作為「號令之主」的「人君之象」（2:647）。如此，則戴筐於

魁前的文昌六府，似乎頗有隨侍帝車以授度、布政四方的「儀駕」意味。不管是作為溝通

紫微宮與太微宮的三台，或是位於「帝車」之前的文昌宮，似乎都與天帝的移駕太微宮或

外出布政四方有關，亦即與天帝的活動有著緊密的關係。如此，我們便容易將其星名所象

徵之星官職司，與天帝的這些活動聯繫。以文昌宮為例，文昌即以「招威」、「輔主」、「宣

德」、「進官」、「滅咎」、「賞善」等不同職司的運作，隨侍於天帝旁，協助其處理政務。 

                                                      
46 《開元占經》卷六十七、九十六引《春秋元命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

二星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2:648、659）《天文要錄》引《春

秋元命包》：「三台，主明德宣將也。西奇、文信二星謂上能，為司命，主壽。次二星謂中能，為司

中，主宗室。震方二星謂下能，為司祿，主兵武，所以照德塞違也。」（2:648） 
47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星象編》，頁 42。 
48 同前註，頁 8、37。 
49 陳遵媯：「太微是政府的意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例如左執法是廷尉之象，右執法是御史大夫

之象……。」同前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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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天帝與司命的關係，讓我們想起《列異記》50中的「蔡支」故事。蔡支誤入泰山，

為泰山府君傳信予其外孫天帝。其中天帝所在之處即為「天帝座太微宮殿」，有「左右侍

臣，俱如天子」。天帝為了答勞蔡支，欲令其亡妻復生，即敕令司命重新輟填蔡妻於生錄

之中，使其復生： 

帝即命戶曹尚書敕司命，輟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

因發妻冢，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廣記》三百七十五）51 

在這裡我們具體見到安座於天廷太微宮中的天帝形象，以及祂如何透過官僚系統，敕令負

責生死之司的「司命」處理祂所交付的任務，以遂行祂的意旨。而這樣的故事場景──即

太微宮──當然應該聯繫到上述中國天文學中的三垣系統之中，從而呈顯出天神司命協助

天帝處理政務的具體事例。 
以上，我們看到在諱書中同樣由「司命」、「司中」、「司祿」組成的星群，分別指涉「文

昌」與「三台」等不同的星官，卻同樣都被納入「三垣」系統之中，形成天廷運作的一部

分。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說明造成兩個司命的原因，52也無法確切地了解漢代乃

至魏晉人所了解的天界宮府的完整組成與運作方式。但以文昌、三台二者皆為星辰，位置

接近，同樣以「司命」、「司中」、「司祿」的組成方式，都與天帝的活動相關，以及司命所

主之「壽」或「老幼」都與人命相關，這些內涵或許已能讓我們粗略地掌握諱書中的司命

思想。如果在此之上再加附先前《抱朴子內篇》所引錄的，司命在天界接受三尸或竈神的

報告，而在生死錄簿上以「削奪算紀」的方式控制人命的說明，則又可以補足司命控制人

命的方式。 
而這種控制人命的方式，則又立基於漢代「三命」（正命、隨命、遭命）說的基礎之

上。53即如《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引《春秋元命包》所言： 

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智者無所施其術。

殘物逆道，天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命者，

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

隨命者，隨行為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

流，災譴并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夭絕人命，沙鹿襲邑是也。（2:618） 

                                                      
50 關於《列異傳》的作者，歷來學者看法不同，或有以為曹丕（187-226）所編撰，或有以張華

（232-300），但大多一致認為最晚在魏晉間已成書。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

開大學出版社，984 年），頁 245；王國良，〈列異傳研究〉，《六朝志怪小說考論》（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1988 年），頁 50、65；周次吉，《六朝志怪小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36。 
51 魯迅校錄，《古小說鈎沉》（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90-91。 
52 稻畑耕一郎已經發現這樣的「異說」，但他沒有提出任何看法。詹鄞鑫則推測這是因為不同星家

流派所導致的結果，但也沒有提出証據。詳見稻畑耕一郎，〈司命神像の展開〉，《中國文學研究》

第 5 號（1979 年），頁 4。詹鄞鑫，《神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綜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年），頁 38。另江曉原認為古代最有名的星占學家有甘德、石申、巫咸三派。見江曉原，《歷

史上的星占學》（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311-312。 
53關於漢代文獻中的「三命說」，蕭登福收集頗為完備。詳見氏著，〈讖緯、古籍所見崑崙、幽都與

道教之仙鬼世界及生死壽命說〉，《讖緯與道教》（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38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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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命受之於天帝，本有定數，如能「行正不過」，則可盡壽以終，即所謂「壽終正（內）

寢」，而這個原本定數之命即為「正命」。正命之外，即隨生命期間的惡行以刪減壽命，即

所謂「隨行為命」之「隨命」。而最後的「遭命」則是對於上述原則的例外解釋，即雖然

「行正不誤」，但卻因遭逢亂世、君上逆亂，而無辜殃及，導致「夭絕人命」的情形。在

三命之中，與司命職司相關的即是隨命，即如《白虎通．壽命》所說的：「隨命者，隨行

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

言則用以弊之。」54如此，我們則可以將「削奪算紀」的管理形式與「三命」說結合，從

而形成一個更為清楚、完整的系統。 
上述諱書關於文昌、三台星官的內容很大成份繼承了司馬遷（145-86 B.C.）《史記．

天官書》的看法。如前引《春秋文曜鈎》的說法即〈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而《春秋元命包》

關於「三台」的說法則來自〈天官書〉的「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戾」55。但是，司馬遷上述關於「三台」的說明並未以上台為司命。

或許司馬遷所認定的「司命」只在文昌，而不為三台。56而且從後世引錄情形來看，文昌

司命確實在漢代受到較多的重視與認同。除了《漢書‧天文志》與《周禮》鄭玄注之外，
57諸如王符（85-163）《潛夫論‧忠貴第十一》所謂：「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

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胸……。」58汪繼培箋註即引《史記．天官書》的說法

以了解文昌與司命之間的關係；59而應劭（32-92）《風俗通義》更以〈天官書〉的說法解

釋《周禮》中關於「司命」的祀典，並記錄了當時民間獨祀「司命」的情形，強化了漢代

對此星官神祇性格的描述。其卷八〈祀典‧司命〉即言：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

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

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不同於司馬遷〈天官書〉並未具體說明「司命」的職司內容，王符則在繼承〈天官書〉的

說法之外，同時也接受了諱書的看法，直接認定文昌司命的職司為「舉過」、「稱罪降罰」。 
除了文昌司命之外，《史記．天官書》中還記錄了另一組司命，即位在北官「危宿」

與「虛宿」之間的司命、司危、司祿、司非： 

                                                      
54 〔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台北：鼎文書局，1973 年），頁 130。 
55 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見楊家駱主編，《中國天文曆法史料》（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

第 1 冊，頁 7。 
56 稻畑耕一郎同時羅列了五種作為星辰的「司命」：1) 文昌宮第四星；2) 上台二星；3) 中台、上

台；4) 虛宿之北二星；5) 北斗，以及採取其說的文獻，但並沒有深入討論各種說法之間的關係。

詳見氏著，〈司命神像の展開〉，頁 4。 
57 同前註。 
58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14、116。 
59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禮記．祭法》：「司命」，鄭注：

「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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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　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

壘，或曰鉞。……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正義》：「危東兩兩相比者，

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為「空」也。司命二星

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

星在危北，主愆過，皆置司之職。60 

這個可能源自戰國魏人石申《天文》（即《石氏星經》）的系統，61也見於《春秋元命包》。
62但因其與「司命」並列的「司危」並不見於文昌或三台之中，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作為《三

皇文》所召敕對象之一的「司命」、「司危」，並非來自文昌或三台，很可能指的是這組「危

東」之星。 
總之，在上述文獻中我們看到「司命」所具備的星辰內涵。63而正是這樣的星辰內涵，

使其得以側身於「吉禮」所祀奉「天神」之中，接受《周禮》所規定的「槱燎」之祀，而

與宗廟先王之祭為主的「人鬼」，以及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為對象的「地祇」並

列，形成一組天、地、人「三元」結構。64在這樣的結構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

神」所具備的星辰內涵，而且從其與「人鬼」並列為不同祭祀範疇的情形來看，應該可以

推想當時並未存在由人修行而成的「天神」的想法。由人所成的祭祀對象只有「人鬼」一

類，也就是宗廟祭祀中的祖先崇拜。因此，以葛洪為代表的早期司命信仰，其司命神格仍

是在漢代諱書的信仰脈絡底下，以「星辰」、「天神」為其主要性質，並非是由修行成仙者

所能擔任的職能，這應是無庸置疑的。也就是說，早期司命信仰諭示了控制生命的權柄仍

然掌握在具有先天性格的天神手上，直到上清經派出現之後，修練得道的真人才擁有非但

控制自己生死的能力，甚至擁有支配某一地區所有生命的權柄。而這樣的看法在《茅傳》

中受到清楚且系統地推介。 

 
 

                                                      
60 見楊家駱主編，《歷代天文律曆等志彙編》，第 1 冊，頁 22-23。 
61 《禮記．月令》之〈疏〉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

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5 禮記》（臺北市：藝文印

書館，1989 年），卷 17，頁 21b。《石氏星經》乃戰國魏人石申所著八卷《天文》，今原本已佚，其

內容為後世文獻多所引用，其中尤以唐瞿曇悉達所編《開元占經》引錄最多。詳見陳遵媯，《中國

天文學史》，第二冊《星象編》，頁 185-187。又稻火　田耕一郎，〈司命神像の展開〉，頁 4。 
62 《太平御覽》卷二○八引《春秋元命包》：「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

天下憂水。」宋均註：「司空六星，二名司祿，二為司命，二為司非，二為司危也。」（2:657） 
63 如同稻畑耕一郎所指出的，司命在漫長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形象，諸如星辰、天神、

接近於人的下級神、竈神、身神、東嶽神等。詳見稻畑耕一郎，〈司命神像の展開〉，頁 3。雖然如

此，但如果仔細考慮這些複雜形象的時序與普及性，其中司命與竈神、東嶽神的結合是唐以後才有

的情形，而如《老子中經》以司命為身神的例子也不常見，所以除了類似由「五祀」或「七祀」發

展出來的民間祭祀外，不可否認的，具有星辰內涵的天神司命仍是早期司命形像的主流看法。 
64 《周禮．大宗伯》：「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

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四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玄以箕宿為飌師，以畢

宿為雨師，則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均為星宿。〔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3 周禮》（臺北

市：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18，頁 1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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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所見司命概念與內涵 

上述源自先秦而在漢代諱書中受到高度發展的司命神格，到了東晉中期卻以修行者所

欲成就之目標，被引入茅君信仰與傳記之中，成為上清經派的重要特徵。以下，我們將循

著《茅傳》的敘述脈絡，亦即是茅君的學道歷程，一一檢視與「司命」相關的所有說明，

並以之為素材，分析《茅傳》中司命概念的內涵，從而希望藉此了解上清的司命系統。 

 
（一）司命修法女神 

在茅盈的修行歷程中，首次出現司命的相關敘述是在學道恒山之時。原本在《神仙傳‧

茅君》中只是簡略以「學道於齊」一語帶過的所有修道歷程，在《茅傳》中卻改成為了牽

引出日後更繁複的修道歷程所作的準備階段。《茅傳》中提到： 

（茅盈）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朮服餌，潛景絕崖。積六年，

精思誠感，夢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為師君，子

奚不徃尋而受教乎？」（5:2b1-5） 

在《神仙傳‧茅君》完全沒有觸及的修道內容，《茅傳》卻具體地以讀經、服朮、潛

匿絕崖以斷絕人事等內容補足其空缺。這是早期神仙方術所採行的方法。65然而，這些新

補足的修道內容卻未如《神仙傳‧茅君》所言，直接令茅盈得道，而只是作為感遇仙人啟

示的一個引子而已。類此感遇仙人的情形，從《真誥》或上清其他內傳所記述的早期上清

學道者的例子來看，早已成為上清經派的重要特色，不會令人感到突兀。只是這個看似簡

單的感遇故事，卻因「太玄玉女」的神格而有了新的意涵。這裡的太玄玉女並非如《真誥》

中夜降楊、許等人的女姓真靈，66也不是周義山在市集中遭逢的地仙蘇林之類，67而是日

後茅盈將受學的「明堂玄真之道」中作為存思對象的女神。68題為《上清明堂元（玄）真

經訣》（CT424）的陶弘景《登真隱訣》（CT421）佚文，69其最初來源即是《茅傳》。其中

                                                      
65 劉屹討論五斗米道教團奉習《老子》時，即曾引向栩「恒讀老子，狀如學道」的例子，討論漢

代黃老學者奉習老子的情形。見氏著，〈中古道教三張傳統的確立〉，《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

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580-583。又蒲慕州，〈漢代知識分子與民

間信仰〉，臧振華編輯，《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7 年），頁 597。 
66 關於《真誥》中女性真靈的研究，詳見李豐楙，〈西王母五女傳說形成及其演變──西王母研究

之一〉，《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頁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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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03。 
67 《紫陽真人內傳》（CT303.2a-b）。 
68 謝弗（Edward Schafer）曾經討論過此《明堂玄真經訣》中的太玄玉女。詳見 Edward H. Schafer, 
“The Jade Woman of the Greatest Mystery,” History of Religions 17(1978): 391. 
69 關於今本《明堂元真經訣》的成書年代與作者歸屬問題，謝弗以為無法清楚給出一個確切的答

案，但肯定其保存了唐以前茅山傳統的素材。賀碧來則根據《三洞珠囊》與《太平御覽》所錄《登

真隱訣》佚文，說明陶弘景確曾為收錄於此經中的二訣作註，且註文的方式與風格確與陶註近似；

但《登真隱訣》引錄此二經訣的註文卻又明顯與《明堂元真經訣》之註文不同，故以為此經之註非

陶弘景所為，應是與陶氏同時代或稍晚者所為。但經查賀碧來所說引文不合的部分（《三洞珠囊》

3:2ab），卻可以在《明堂元真經訣》（9ab）中找到，且完全符合。其中唯「體生玉瑛，形與氣明」

一句之註文為今本《明堂元真經訣》所缺漏而已。因此，我們應該可以確定今本《明堂玄真經訣》

之註應為陶弘景所為，甚至可以判斷是後人截取自《登真隱訣》局部獨立成書的。關於謝弗與賀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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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 

又存日月中有女子，頭建紫巾，朱錦帔裙，自稱太玄上玄丹霞玉女，諱纏旋，字密

真，口吐赤氣彌滿日月光芒之間，合與芒霞並盡入注我口。（2a5-7） 

而陶弘景也於註中說明： 

太元真人初在常山（恒山）學道，夢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令往西城，即是此

女。後果得受行《玄真》，明誠感之深，已致先兆也。（4a7-9） 

雖然這種由修法女神親自啟悟，指引茅盈前往擁有此修法的西城王君（王遠字方平）

處受教的方式，看似特殊、怪異，卻也饒富意味。亦即，由修法女神親自降臨指引的方式，

意味著茅盈修習此法的資格早在此恒山啟悟時便已決定；如果同時考量「明堂玄真之道」

所具有的「非司命之挺不傳」（5:4a3，說明詳後）的性質，則此時的啟悟更已暗示了茅盈

早被預選為司命的意涵。這種預定、預選的情形是上清經派物色、勸誘傳授對象的重要形

式，而背後有其教理支持。70 

 
（二）司命修法 

接受太玄玉女的建議後，茅盈隨即造訪西城山。71因其志誠，王君遂允其留滯洞宮。

在「執巾履之役」長達十七年之久，才得以謹密之性而「稍使主領衣書圖錄」（5:3a2-3）。

即便如此，似乎在西城山的這段時間，茅盈並未受學任何道法，其真正的受道是在入山後

的第二十年，與西城王君同赴白玉龜山面見王母時才展開的。在青琳宮中，聽聞茅盈學道

告白後的王母，隨即說明自身所學，並勑令西城王君與其合作傳授事宜： 

母曰：「子心至到哉！吾昔師元始天王、榑桑大帝君遺我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

《太極玄真》之經，實天人之殊珍，上帝之奇祕。汝今日願聞之耶？」言畢，勑王

君解釋《玄真》之經，自敷《玉珮金璫》之文，復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

霄二景隱書》。又有〈陰陽二景內真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受諸司命。

子玉札玄挺，素書上清，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然不先

聞《明堂玄真》之道，亦未由得《太霄隱書》。玄真之道，是食日月之法，鍊五神

之術耳，非總真弟子不教，司命之挺不傳。（5:3b2-4a3） 

在王母的這段說明中提到了幾項重點：第一，《玉佩金璫經》（即《太霄二景隱書》與

〈陰陽二景內真符〉）與《太極明堂玄真經》是一組需先後修習的系列修法：當先修《玄

                                                                                                                                                            
來的研究，詳見 Edward H. Schafer, “The Jade Woman of the Greatest Mystery,” p. 390.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p. 363-364. 
70 詳見後文對總真王君如何「決下教之功」的說明。 
71 《茅傳》言及「西城」時多以「洞宮」視之，如「將還玉宮洞臺」（2b8）、「遂留洞宮」（3a1）、

「西城洞宮」（9b7），則知此言「西城洞宮」應如《真誥‧稽神樞》所描述的「華陽洞天」一樣。

應即杜光庭（850-993）《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十大洞天》（CT599）所言之：「第三西城洞太

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3b-4a）而此西城洞天很可能即位於西城山之

內，如《無上秘要》（CT1138）卷二十二〈三界宮府品〉所言：「總真宮。右在西城山。上宰王君

所居。」（22: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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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後修《玉佩金璫》。第二，這組修法只傳當受「司命之任」的真人。西城王君是「總

真君」，其弟子皆為司命（詳後），茅盈即是總真弟子之一，亦即是未來的司命，故將陸續

修習此道。第三，雖然王母並無直接說明此法源自元始天王、榑桑大帝君，但從其與此二

真靈的師徒關係，以及王母擁有此經法的情形看來，很有可能元始天王與榑桑大帝君即是

這組經法的最初傳授者，即王母乃自此二真靈受學此經法，再傳予西城王君與茅盈。而《太

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CT56）72確實也傳述了「青鳥來翔，口銜紫書，集于玉軒，

飛空下降，玄授天王、太帝二君」（1b1-3）的成經神話，以及更為詳細地描述元始天王與

大帝君傳授予西王母等諸真的過程，即元始天王與太帝君同時舉行了傳授儀式，將此二經

分別傳與了兩群高位真靈： 

元始天王 太上大道君、三天玉童、西龜王母、太素三元君、中央黃老君。 

太帝君 天帝君、太微天帝君、南極上元禁君、金闕帝君。（2b-4a） 

雖然二君是同時傳授，但王母之經卻是傳自元始天王。除此之外，經文中也提到「西王母

今刻書此文於崑崙之山、玄圃之室，自非清虛之質，不得窺參」（5a7-9），以及「西城王

君受之於西王母，今封一通於西城山中矣」（26a2-3），足見《玉佩金璫經》的流播與西王

母、西城王君的關係。如此的訊息也似乎可以補足《茅傳》此處所描述的西城王君攜茅君

造訪西王母求受此二經法的背景知識。 

 
（三）司命職能之一：總御三官、「能死生於萬物」 

如前引文所言，茅君雖然於王母處同時聽聞「王君解釋《玄真》之經，（王母）自敷

《玉珮金璫》之文」（3b6），卻未隨即併受二經，只是「先聞明堂玄真之道」（4a1），並得

到約定：《玉珮金璫經》「後當別付於子」（3b10）。與王君回到西城的茅君即按「真訣（玄

真經訣）」（4a4）開始修行。三年後道成，接受「九轉還丹一劑與神方一首」的賜予，並

「後百年求我於南嶽（霍山），授子仙任於吳越」（4a7-8）的約敕後，王君隨即使茅盈歸

家。 
返家後的茅盈受到其父斥責。《茅傳》這一段「茅父鞭斥」的情節大致援自《神仙傳‧

茅君》，唯茅盈以其得道「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的說法，解釋其遁世學道因而無法

兼及孝親供養的兩難之後再補充的說明，才是《茅傳》新增的部分，其言： 

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天丁之兵，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4b5-6） 

在此，《茅傳》一方面援引符籙中所依存的天兵營護配籙者身的觀念，以強化解釋《神仙

傳‧茅君》單以「某道以成，不可鞭辱」的說法，並為其後所鞭之杖尚未觸身即摧折飛揚

的情形說解；除此之外，同時也提出「三官」將考察鞭杖得道者之罪的說法。在這裡，如

果我們考慮到這個受鞭杖的得道者可能是未來的「司命」，那麼，這個新的說法便饒富意

味。在《茅傳》所提新說法裡的兩個重要概念──「符籙」與「三官」──皆來自天師道，

                                                      
72 據賀碧來的考証，《王佩金璫經》很可能在楊許時期的四世紀中葉即已存在，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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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此援引天師道的概念，說明了上清經派《茅傳》在天師道環境中發展而成的情形；73雖

說如此，但反過來，我們卻不能忽略如下的事實：即這個以解罪治病為主要宗教活動的天

師道，便是以此考核善惡的「三官」為其核心神靈，從而建立起該教派的信仰體系，甚至

還有意以此與漢代流行的民眾宗教有所區隔，74但如今，三官卻已屈居於上清司命之下而

為其服務。即如茅盈後來暫居茅山時，有所謂「領統地官屬籍，關決生死」（7a）的工作

內容，這裡所謂的「地官」即是主司亡者之管理的三官之一。75 
如果《茅傳》這裡所敘述的司命與三官的關係並不甚清楚的話，那麼在受傳《茅傳》

兩年後的一封茅中君（固）授書中，76提及許邁受到三官考校拘執時，如何得到司命的解

圍，及其所經歷的改宗過程，亦不失為我們了解《茅傳》中司命與三官關係的註腳。該封

授書描述了許邁由帛家道改宗天師道，77又從天師道轉向上清經派的過程。其間，許邁曾

入赤山學道，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等人，並師從王世龍受道，最後得到東卿司命茅

盈的敕令，命茅固保舉許邁，「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為地仙」（4:9b10）。但當許

邁學道於赤山時，卻發生三官持著「丹簡罪簿」，興師前來問罪的危機： 

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許邁）以

去，且詰其罪狀。吾（定錄君茅固）時禁牙〔（陶註：）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啟

司命（東卿司命茅盈）。司命即遣中侯李遵（南嶽夫人魏華存之弟子）握火鈴而來

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許邁）懼怖失膽，亦喪氣矣。

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為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

矣。（4:9b10-10a8）  

在這裡我們看到上清經派的神祇（東卿司命茅盈、定錄君茅固、中侯李遵）以上清的法術

（火鈴）驅走「三官」系統的神祇。這可以說是繼批評天師道的黃赤之後，78上清經派再

次對天師道的打擊。這個故事說明了許邁最後所受到的保護主要來自上清的神祇（及其道

法），而不是天師道的神祇。亦即，即便曾經信仰過天師道的許邁，其最後「得救」的力

量是來自於上清經派。這或許可以說明當時他已經改宗上清經派。 

                                                      
73 關於作為南方士族的上清經派創始人如何在政治與精神上屈服於北方政權與其宗教信仰──天

師道，而有所發展的論述，詳見 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1977): 6-8; Isabelle Robinet,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trans. Phyllis 
Broo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6. 
74 黎志添即曾指出「天地水三官信仰乃構成天師道一直以來在罪罰考召、請官治病、懺悔思過、

死人復連及定期齋戒等複雜信仰思想和儀式中的核心元素」，並以為「早期天師道在確立和宣揚天

地水三官的信仰思想時，正是代表它與漢代流行的民眾宗教的不同之處。」詳見黎志添，〈天地水

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台灣宗教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02 年），頁 9-10。 
75 同前註，頁 14。 
76 據前章考証，許謐受傳《茅傳》的時間應在興寧三年（365）六月間；而《真誥‧運象篇》中所

收的此封茅固授書則在太和二年（367）五月十二日，約莫是兩年後之事。 
77 許邁由帛家道改宗天師道的轉折可以從三官的問罪中得到清楚的了解：「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

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

祭酒，罪咎之太，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真誥》4:10b-11a）由「不共祭酒」的批

評，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奉隸真氣」即是轉信天師道。 
78 《真誥．運象篇第二》（2:1ab）。至於天師道黃赤之道為歷來學者所關注的議題，近作可參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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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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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故事中，受「三官都禁左郎」派遣前來拘執許邁的「典柄侯周魴」和「主非使

者嚴白虎」，無疑是「三官」系統中的神祇。「三官」雖為天師道的神祇，但仍為上清經派

所接受，而將之安排在「六天」的系統之中，以真仙司命兼以總御： 

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常以真仙司命兼

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斷制，皆由仙官。（《真誥》13:4） 

亦即，根源於玄、元、始上三天之氣，而分司天、地、水三界的罪罰考察，分別以「天官

降福」、「死屬地官」與主司「水禍」的各別職能對抗六天故氣的「三官」，79卻被上清經派

中重新安置於管理死者的六天宮80中，並由司命總御所有三官及其從屬，且強調身為真仙

之官的司命較之三官具有更權威的「斷制」能力。如此，茅盈所擔心的「恐三官考察，非

小故也」，或許不只是警示鞭杖得道者之罪衍，同時也暗示了司命與三官之間的新從屬關

係。 
另外，在《真誥‧闡幽微第二》中說明了五種具有功行聖德，而「受三官書為地下主

者」的情形。具有這些秉性的人雖然因為「積行獲仙，不學而得」，在其命終之後能夠受

書為冥官，並等待昇轉年限期滿之後受試進昇，但在此之前，他們都必須受制於三官的管

轄。對此，誥文強調「要自得度名方諸」，才有可能「不復承受三官之號令矣」。（16:10a-12b）

這裡的「方諸」指的是總統所有司命的「太司命」青童君所在的方諸宮，是登錄與管理仙

真名籍的上級單位（詳後）。因此，「度名方諸」便意味著這些地下主之名諱能自三官鬼薄

轉錄於方諸仙籍之中，之後，便可不再受到三官的管轄。如此對於二者關係的描述，可以

讓我們再次清楚看到司命與三官之間位階的高低。 
雖然《真誥》的記述已經清楚地描繪了司命及其從屬──三官（六天）──所形成的

那一套管理死者的官僚系統，81但在《茅傳》中，這一套官僚系統卻隱而不顯。相較於《漢

魏》本〈茅君〉的起死情節只以簡短的「父使為之，有驗」一語帶過的情形，《茅傳》詳

述了茅君如何召來社公問事，並命令祂「速約勑所關由，使發遣之，須事了，詣來白狀」，

最後則在「告死者家人掘地發棺」之後，完成起死過程。（5:5a，亦可參見〈附錄一〉所

錄《四庫》本〈茅君〉之第 5 項）在這段起死的敘述中，我們清楚地看見具有司命神格的

茅盈在整個管理生死之事的官僚系統中所佔的位置。社公得到茅盈的命令，必須約勑所需

關照的單位，命令祂們發遣死者，使其回到人間。我們可以想像社公關照的單位即是負責

管理死者的官僚系統，而社公則扮演傳達司命旨意的差役。如果對照上述蔡支故事，那麼

可以說其中天帝與司命的關係是整個生死支配系統的上層結構，則這裡的司命與社公，乃

至於那個管理死者的單位則是這個生死支配系統的下層結構。而這樣的結構也可以在上清

神譜中找到對應，如《真誥》中所記錄的另一個辛玄子的故事，其中即曾提及「北帝－司

命－三官」的階級關係：「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勑司命，傳檄三官，

攝取形骸，還魂復真，使我頤胎，位為靈神。」（16:6b） 
                                                      
79 詳參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頁 13-15。 
80 Isabelle Robinet, “Shangqing: Highest Clarity,” In Daoism Handbook, ed. Livia Kohn (Leiden: Brill, 
2000), pp. 215-216. 
81 《真誥‧闡幽微》（15:1a-2a）。倪克生（Peter Nickerson）著、澤章敏譯，〈中國の中世初期にお

ける鬼神觀と官僚制──道教の宇宙論における六天について〉，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

歷史と文化》（東京：雄山閣，1998 年），頁 19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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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起死的敘述上，《漢魏》本〈茅君〉與《茅傳》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在接受

其父要求起死以作為得道証明時，茅盈所提的條件──「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不可

更生；其橫受夭折，則可令起」（4b10-5a1），在兩種版本中卻幾乎完全一致（〈附錄一〉

第 5 項）。如此無甚差異的情形說明了上清經派雖然重新賦予了茅君上清司命神格，但仍

然接受其行使支配生死的權能時，必須如同傳統看法一樣受到一定原則的制約，亦即應受

到上述緯書所錄天神司命「因罪奪算，算盡命亡」的原則約制。如果更進一步分析的話，

這裡所提出的「天祿終」與「積惡罪重」兩項不可逆反的死因，分別代表「三命」中之「正

命」與「隨命」，即茅盈強調這兩項死因的不可逆反性，因此亡者不可能再有起死回生的

可能；而唯有橫遭夭折的情形，即所謂的「遭命」，才能算是不破壞「算盡命亡」的原則

而得到通融。以上我們看到兩種版本均清楚地表述茅君支配生死之權能所受到的制約條件

與漢晉以來司命權能相涉，這雖說明了《茅傳》這一段「茅父鞭斥」的部分情節直接承自

《神仙傳‧茅君》的舊說而來，但卻有一明確的差異，亦即《茅傳》的作者是在以茅盈為

司命的概念底下對〈茅君〉有意識地改寫。而這一改寫的痕跡亦可在其後「貴盛諸侯互有

所請」時，茅盈的推委之詞中見到： 

我昔學道，精思深山，山靈附我，因恊以驅使之耳，非已自達其神，能死生於萬物

也。（5:5a10-b2） 

在此用以推委貴盛諸侯邀請的遁詞，所謂的「非已自達其神，能死生於萬物」，恰恰曲折

地反映了茅君是為具有支配生死大能的司命神格。 

 
（四）司命職能之二：「總統死生之籍，領教學道，試校群仙」 

如上述《真誥》引文所見，除了總御三官、主掌死事之外，司命同時受命「並統仙府」。

若將之與總御三官合併看待，即謂司命同時職司「生」、「死」大事的任免。所謂的「並統

仙府」，《茅傳》中有更清楚的說明。在其二弟茅固赴官的宴會上，茅盈曾對所有的賓客預

告自己未來的天界官位與職司： 

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震林司命君，總統

吳越死生之籍，領教學道，試校群仙。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5:6a4-7） 

一反先前否認自己具有「能死生於萬物」的態度，茅盈在此首度公開自己將補「東嶽上卿

震林司命君」的職位，並以即將總統吳越地區「死生之籍」的方式，表達具有支配生死的

職能。亦即，不論從名從實，祂的這一段說明都符合我們對於「司命」的理解。而其後成

道時所獲得的〈九錫玉冊文〉，也同樣說明了茅盈司命職司的內涵： 

今敬授盈為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

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

洞之府。（1:1b-3a） 

除了「總統吳越死生之籍」之外，茅盈還自言肩負領導、教育學道者，以及考校所有仙人

是否違犯科誡的任務。這便是「並統仙府」的內涵。其中教育學道者的具體事例，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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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其多次降授楊羲、許謐的記錄得見；82而上述許邁故事中所曾提及的，許邁從王世龍

學道後即受司命舉敕的情形──「司命敕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為地仙」

（4:9b），亦可視為司命「領教學道」的另一事證。 
至於司命「試校群仙」的部分，則可透過《真誥‧運象篇》中一段南嶽夫人魏華存與

東卿司命茅盈到清虛宮「校為仙真得失事」的記錄，清楚了解其中的具體情形。此事始於

興寧三年（365）六月二十四日，該夜魏華存降臨時預告了：「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

令汝知之所至也。」（1:11a8-10）六月二十六日，魏華存自王屋山回返之後隨即與諸真共

降，討論昨日之事。首先，在給許謐的疏本中，魏氏說明了二十五日前往王屋山的目的： 

昨與叔申（茅盈）詣清虛宮，校為仙真得失之事耳！近頓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

人耳！并復視爾輩之名簡，如今佳耳！許某（謐）乃得在伯札中。（2:3b1-4） 

魏氏說明祂之所以前往清虛宮，是為了校試這一年來諸仙真的學道得失；同時強調是和茅

盈一同前往參與這項工作。在此，我們除了瞭解茅盈是為司命之外，也發現魏華存同樣具

有司命神格。在《真誥》中，魏華存多次被稱為「上真司命南岳夫人」83；而九華真妃安

鬱嬪初降時，亦曾推崇楊羲之師：「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

（1:13a）因此，可以推知茅、魏二真之所以能夠參與此次「校為仙真得失之事」，實際上

與祂們的司命神格有關。亦即，祂們是同樣身負「試校群仙」之職務的司命。而魏華存特

別留意弟子楊羲、許謐的名諱是否仍然登錄其上的「簡」、「札」，便是司命所以「領錄」

的「圖籍」。即諸位司命透過刪除或新填學道者姓名的方式，完成「試校群仙」的作業。 
類此司命試校群仙的情況早為許謐所留意。興寧三年六月二十日，亦即魏華存授書前

六日，紫陽真人周義山即曾授書當時已受《茅傳》的許謐，告知茅盈乃為「監太山之眾真，

總括吳越之萬神」的「東卿司命」，同時介紹與茅盈一同從事試校之事的四位「地真」弟

子：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眾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

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徃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受學至勤，並得真道。

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徃矣，或亦因人

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真

誥》12:4ab） 

陶弘景在此特別加註說明「此四人隸司命（茅盈），主察試學道者」（12:4b6），並且由於

陶氏發現另一封許謐呈書賈玄道，感謝祂們在試校自己的工作上有所「眷逮」的書信，84以

及七月十五日、十六日茅盈的兩封覆函（2:15a3-b10），從而推斷「此是長史（許謐）聞楊

（羲）宣周紫陽說賈玄道等主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即以呈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

近以此書來』者也。」（2:14b10-15a1） 
從許謐信中對賈玄道為代表的司命集團所表達的謝忱──「濟否之階，幸垂眷逮」來

                                                      
82 《真誥》2:11a、2:11b、2:15ab、3:16ab、4:13ab。 
83 《真誥》1:4a、1:10a、1:15a、2:2b、19:9b。 
84 許謐書信原文作：「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愆昧，鄙　素彰，思自榮勵，沐浴陶冶，濟否之

階，幸垂眷逮耳。許玄惶恐再拜。詣賈先生。」（《真誥》2:14b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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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想必他已經獲知魏華存六月二十六日所誥自己「乃得在伯札中」的消息，而且由於魏

華存的轉告，得知茅盈曾在小有天王王子登前面為自己多所美言。85亦即，許謐之所以致

書賈玄道，並非單純只是因為周義山的介紹，或者說周氏的介紹只是讓他知道致書的對象

而已，真正影響他送出此信的關鍵因素應該是二十六日魏華存所告知的好消息。也就是說

許謐此信是在獲知自己晉升於伯札之中的消息後，想透過賈玄道向二十五日在清虛宮主持

校試學道者的諸位司命──尤其是茅盈──表達謝忱的產物。可以順道一提的是，我們也

可以因此而推定許謐此信應是在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之間送呈的。 
即便如此，司命的回覆並沒有直接而明確地肯定許謐的成就，只是以古代學道者的修

行生活與態度，鼓勵許謐致力於已經受學的修行方法，同時提醒他： 

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勗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興

患，天人之眄，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2:15a10-b3） 

對於許謐來說，世累俗務是他最難克服的誘惑。諸真降誥多次提及於此，且多方要求他早

日棲隱茅山潛心修行。86茅盈亦以此為誡。即便先前答覆王子登時曾以「內明真正，外混

世業」盛讚許謐，但當真正面對許謐時，茅盈仍不免再次提醒：如果不能潛修山林，而繼

續為事累俗務奔波，並與俗界官僚繁常往來，如何能夠因修行無法精進而要求司命稍稍暫

停試校的工作？在此，茅盈清楚地說明司命以之試校群仙的賞罰標準在於學道者之「修業

能否日新」？亦即判斷的內容主要在於修習的道法，而標準在於道法是否日新月異地精

進。顯然，如果無法有所精進，便有被除落名簡的可能。因此茅盈提醒許謐，如果繼續因

俗務而擔誤了修道的進程，那麼即便名在伯札之中也難保日後不會面臨遭到「除落」的命

運。 
而且，許謐的問題不只在此。他入天師道時所受學的黃赤房中之術，亦是妨礙其修行

的重要羈絆。楊羲曾經受許謐的請託詢問諸真如何調治「耳目不聰明」的問題。因此，裴

玄仁、王清娥即於興寧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援引《寶神經》的修法，傳授其「目清耳聰」之

道。（9:6a-9a）其中裴玄仁曾另警告：「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陶

弘景認為裴氏的提醒主要是在戒示許謐。（1:6a、9:9a）由此，我們知道許謐非但修習天師

道的黃赤之道，甚至因淫慾太過而有失節度。正因如此，其師魏華存雖頗為他能名上伯札

而感到高興，但卻也不斷叮嚀勿因淫愆之心而影響了上真之道的修行。因為淫愆之心是修

行上真之道的大忌，87而司命也以學道者是否違犯此修法之戒以為試校： 

                                                      
85 魏華存：「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答曰：『是

我鄉里士也。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真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

（《真誥》2:4b2-6） 
86 其中以許謐之師魏華存之勸說「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蓽宇，目擊林水平（乎）」

（2:15b10-16a1），以及許謐向仙真求受「交梨火棗」時，紫微夫人王清娥的勸誘「當與山中許道

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2:20a7）最為明白。另外，如清靈真人裴玄仁、右英夫人王媚蘭也曾

勸其隱修山林（2:12a10- b3、3:5a6-b3）。而三茅君的勸說則可見前章〈傳說、誥語與傳記：三茅君

的重新登場〉。 
87 諸真降誥時多所談及於此。如清靈真人裴玄仁：「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

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2:1a-b）紫微夫人王清娥：「夫真人之偶景者，

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為夫婦，不行夫婦之跡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

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2:2a）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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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未見有如此而懃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

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

（2:4a1-7） 

同樣在二十六日得知許謐名上伯札的裴玄仁，也授書期勉：「恡心既忘，得亦不同；鄙恥

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蹔除，當復曾除而復除之。」（2:4a10-b2）相對於無法日新

月異的精進而可能受到司命試校而遭除落的可能，違犯受授或修習上清經法所相應的禁

戒，也同樣是司命試校的主要內容。 

 
（五）東卿司命治所：「暫治句曲」與「鎮彼大霍，居於赤城」 
  預告自己即將昇舉之後，隔年的四月三日茅盈一如預言地在眾目睽睽之下「浮空而

去」。但在昇舉之前，祂特別向宗族子弟說明如此勞心安排這一場帶有神蹟性質的飛昇表

演的目的：「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何但固、

衷之反迷耶？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5:6b8-7a1）此外，茅盈也明白指

示自己未來的行縱： 

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此山內有靈府，眾洞相通，穴岫長連，真洞

仙館也。昔與聖師期，宜先於此以自清勵，恭伺天命，然後鎮彼大霍，居于赤城矣。

（5:7a2-6） 

顯然，權停茅山並不是為了等候二弟日後的追尋，而是西城王君希望茅盈先在此清勵自

修，等待正式的封錫，然後才移駕真正屬於祂鎮守的封地。如同先前我們已經討論過的，

作為茅山當地神祇而發展出地方崇拜的茅君信仰，是上清《茅傳》發展的基礎。儘管《茅

傳》意圖在「司命轄區」上有所創新，但仍然無法逃避茅君曾為當地神祇的信仰傳統，必

須對茅君與茅山的關係有所說明。上述茅盈的宣告當然是面對這個難題的解決之道。 
然而這樣的解決方式也順帶將「修法／境界／封地」的關係作了重新定位，並且在彰

顯上清特有的宇宙觀與神靈系譜的階層性質時，透過與修法緊密連結的方式，將舊有的信

仰傳統納歸至自己的系統之中。亦即，此時的茅盈還只是修習初階修法「太極玄真之經」

而已。在鄉里父老的送別下白日昇舉的茅盈，其實還未真正昇天，實際上不過是來到另一

座名山洞府──茅山──之中，繼續修行、等待天命罷了。88因此，相較於日後正式飛昇、

受封霍山、得受《玉珮金璫》的情形，這個階段的茅盈仍只是修習初階道法的成道者而已。 
茅盈的例子或許在修法與封地的對應關係上表現得還不夠清楚，其二弟的例子則可作

為補充說明。傳中提到二弟棄官至茅山追隨茅盈，希望能自其兄長處獲致真訣。茅盈的回

覆──「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5:8a8-9）──說明二人因

衰老造成「適可成地上仙」的修道局限；而二人成道之後，茅盈為其向西城王君乞願署官

時所提及的「二弟蒙天恩濟度，得為地仙」，也都明白指出二弟的地仙位階。如果配合二

                                                                                                                                                            
於對黃赤等房中術的態度，詳見林富士，〈略論早期道教與房中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72:2（2001），頁 273-278。 
88 這就如同魏華存至陽洛山修道的情形一樣。詳見〔唐〕顏真卿，〈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

人魏夫人仙壇碑銘〉，〔清〕董誥等奉敕編，《欽定全唐文》（台北市：大通書局，1979 年），卷 340，

頁 19a。另見本文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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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受學的咽氣、服散行藥，以及最後所受「明堂玄真之道」的學道歷程，則可以對比出

此二地仙所受學的內容與《玉珮金璫》之間的階層性關係。而如此修法上的階層關係與中

茅、小茅二君日後受封茅山的結果發生聯繫，茅盈也是在受學明堂玄真之道時暫治茅山，

以伺天命。 
因此，我們可以分別依照「修法／境界／封地」的次序，比對茅盈在茅山與霍山前後

兩階段所代表的意義，而得到如下的差別： 

第一階段：《明堂玄真》／地仙／茅山 

第二階段：《玉珮金璫》／真人／霍山 

第一階段的茅盈可以說是代表那位曾經治在茅山的地方神祇，其神格、修法以及在整個修

行階段上的位置，可以說是上清經派對傳統信仰或修法的接納與安置。但是很明顯的，這

些都不再是上清經派的終極目標，因為傳記已經指出了另一條繼續上昇的道路。茅盈停住

茅山四十三年之後，即於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十八日受授〈九錫冊文〉，正式受封為「司命

東卿上真君」，並由王母親授《玉珮金璫》，之後便轉往霍山。 

 
（六）與司命相關的服食系統 

然而，在轉住霍山之前，《茅傳》又一次強調茅君的司命神格。即茅君成道時，南嶽

真人赤松子、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同時造訪茅山，天皇太帝、太微天帝君、

太上大道君、金闕帝君分別派遣使者到來，授予茅君各式法服、法器與服食物。（5:10a-11a）

相對於前三者授予茅君或為權力象徵的「神璽玉章」，或為車駕法服的「八龍錦輿、紫羽

華衣」，89或為威攝六天鬼神的法器「金虎真符、流金之鈴」，90從而具足其成道後的形象

──「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5:10b），91金闕帝君所賜予的則是服食之物： 

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

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使者告君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

燕胎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東宮流明金英，則有司錄之任；食長曜靈飛夜光洞草，

則當為真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今日盡食之矣，壽同天地，位為司命上真東

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靈，總帥江左之山元也。」（5:10b-11a） 

金闕帝君所授與的雖為服食物，卻不是單純地用以追求長生之用，92而是如同諸天帝、道

                                                      
89 雖然並不完全等同，但裴君所誥之「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

青帶」（《真誥》5:4b），以及茅君所受〈九錫玉冊文〉中所謂「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帬，使

君從容霄階，携命玉真。……今故報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茅山

志》1:1b-2a）或可作為我們理解這些車駕、法服的作用。 
90 裴君所誥〈道授〉即有：「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

以攝鬼神。」（《真誥》5:4a）而此兩種法器似乎為太極真人的法器，如：「太極有四真人，老君處

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同

上 5:1b） 
91 天皇太帝所授〈九錫玉冊文〉中更詳細地敘述茅君所受車駕、法服、法器。（《茅山志》1:1a-3a、

《雲笈七籤》104:17b-19a）。另楊羲也曾以其觀察，記錄茅君的形象。見《真誥》2:10b-11b。 
92 〈九錫玉冊文〉中所謂「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罌，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璚」（《茅山志》

1:2b）便是從長生的觀點理解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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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所授的，同樣是一種身份、權力的象徵。即如使者所言：茅君「盡食」這些芝草，故「壽

同天地，位為司命上真東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靈，總帥江左之山元」。而且如此將服食

之物等級化的說法雖與早期仙學觀念相同，但卻表現為判別爵位與職權的等級，而不是長

生效果的等級。如此從爵位或職權的等級來解說服食效果的方式，尤其是「盡食此芝故成

司命」的說法，則與先前所述茅君受學司命專屬修法而成司命的說法產生重覆的疑問：究

竟茅君是以存思或以服食成就司命神格？或許這是上清經派繼承早期諸修法後，必然出現

的融合現象。 
金闕聖君所授予的四類芝草分別對應著四種爵位或職權等級，即： 

太極四節隱芝（四節）  ＝真卿 
金闕燕胎玉芝（燕胎）  ＝司命 
東宮流明金英（流明神芝）＝司錄 
長曜靈飛夜光洞草    ＝真伯；左右御史 

其中神芝名稱上所冠的「太極」、「金闕」、「東宮」等天界宮府名稱，可能是指神芝的源生

地，93亦即這些神芝分別生長於太極宮、金闕宮或東宮。據此可以進一步推想此命名方式

的背後隱含著這樣的想法：得以服食該地所生長的神芝則可成為該地之真人，從而獲致與

該地相應之爵位或職權。如此則「太極四節隱芝」乃為太極天或太極宮所生長之神芝，或

可名為「太極隱芝」，即裴君所誥的：「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真誥》5:3a）。服

食太極隱芝，則可成為太極真卿。同樣的，「金闕燕胎玉芝」來自金闕聖君所在的宮室，

服食此芝則可成為「司命」。而這也說明了司命與金闕帝君之間的密切關係。至於流明金

英所冠的「東宮」應為方諸東華宮，即方諸青童君所治宮室，而方諸青童君為大司命，故

服食該地所生長的「流明神芝」，便能擔任「司錄」之職。94 
以上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所賜諸芝草，再次地確認了茅君所成就的司命神格，卻也同

時帶出司命神格在上清神譜系統中的位置，亦即此司命神格與金闕帝君、太極真人、大司

命方諸青童君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成為了解上清神譜系統與教義的關鍵內容。為了進

一步討論這一層關係，下面即將焦點擴至與《茅傳》的敘述相連繫的上清司命系統。 

 
 

                                                      
93 李豐楙曾研究《消魔智慧經》中所列不同品級的服食藥物時，抽繹出兩條藥物品級分判的原則：

以與神話傳說相關者為高，現實世界仙藥為次；以礦物性的金石藥為高，以植物性的草本為次。其

中關於第一條原則，李氏所引錄的資料如「蓬山文醜」、「扶桑丹椹」、「玄圃琅腴」、「鍾山白膠」等，

均冠以神話地理之名。這樣的命名當然是與神話傳說相關，但更關鍵的應是，這些冠在藥名之上的

神話地理名稱，應是說解此藥物的生長地或出現地，因其生長於神界或仙界而成為靈物，具有特殊

的服食功效。上清經派對於其自身芝草的命名也應循這樣的思維方式。詳見李豐楙，〈漢武內傳研

究〉，頁 48。 
94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CT889）中錄有「茅君五種芝茸方」，分別為「第一芝名龍芝」、「第

二芝名參成芝」、「第三芝名燕胎芝」、「第四芝名夜光洞草芝」、「第五芝名科玉芝」（7ab），其中第

三、四則與此金闕帝君所授芝草相同，但服食此五芝所能獲致的爵位──「太極仙卿」、「太極大夫」、

「太清龍虎仙君正一郎中」、「太清仙官左御史」、「三官御史」，卻與傳中所安排的有極大的差距。

謂為「三君所請，以種句曲山內外也」（7b）其後《無上秘要》則按照所對應的爵位，將此五芝與

《消魔經》中諸藥合併羅列於卷七十八之中。另見李豐楙，〈漢武內傳研究〉，頁 43-4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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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上清司命系統 

以上從司命專屬修法女神的啟悟、茅君受學的司命專屬修法，以及茅君成道後的服食

物、所受位號等方面，說明《茅傳》明確以茅君成道後即受任為司命。如前所述，如此提

出以學道者修行特定道法而成司命的概念，對於中國宗教傳統來說，是一種跳躍性的革

新。上清經派藉此取得支配生命、解釋生命的權力。而《茅傳》中所描述的司命職能，一

方面建立在傳統的司命理解之上，另一方面更賦予試校群仙的新觀念，而與上清教義有著

密切的關係。亦即，《茅傳》中所提出的司命系統並不只是單獨存在的概念，而是與上清

教義、教法結合，作為其一部分而存在。以下便試著從司命轄區的概念出發，從空間分布

的角度討論包括東卿司命茅盈在內的上清司命轄區輿圖；同時，順著這個空間的思考，向

上推展上清的宗教世界觀，希望以此進一步指出司命系統在上清教義中的重要地位。 

 
（一）司命轄區輿圖 

如果司命神格是管轄一特定地區所有人的生死，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從《茅傳》所描述

的茅君轄區與上清其他司命轄區之間的關連入手，討論《茅傳》中東卿司命與上清司命系

統之間的關係。如《茅傳》不斷強調茅君受任於吳越的區域性說明，95已經意味著其他地

區也應有各自受任轄治的司命，從而組成一幅完整的司命轄區輿圖。亦即，除了與茅山之

間所存在的階段性意義外，霍山也與其他名山一同組成司命轄區輿圖。而這樣的轄區輿圖

似乎與五嶽系統相合。如茅君封號「東嶽上卿司命」即與「東嶽」相關，其所負責的職務

也確實包括監察「太山（東嶽）之眾真」，魏華存則為「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李仲甫

則為「『西嶽』副司命」之類。這些真靈的封號給人一種印象，即可以依此得到一幅整齊

地按照五嶽所規劃設置的司命轄區輿圖。但事實卻是不然。作為東嶽上卿司命的茅君，其

轄區（監太山之眾真，總括吳越之萬神）與治所（南嶽霍山赤城）給人的地理錯亂感，便

已破除這樣的印象。雖然如此，但《真誥》中所留存的一段陶弘景的註語卻仍然為這個議

題留下一些討論的素材。 
《真誥》曾錄有一段南極夫人的誥語，其中除了詳細介紹方諸的位置、幅員，以及其

上的名山、宮室、物產、住民等內容外，也強調大方諸宮為青童君常治之處，同時也是「太

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之處。（9:21b8-9）除了方諸宮為諸司命所聚集之處，陶弘景還另外補

充說明他所知曉的其他司命所在： 

霍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南在西方，韓眾在南方，

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為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

在第幾住耳？（9:21b10-22a2） 

陶弘景說明了三十五位（加上大司命青童君則為三十六位）司命的位置，96其中大多數都

                                                      
95 《茅傳》：「授子仙任於吳越」（5:4a7-8）、「總統吳越死生之籍」（5:6a6）、「吳越之境，競為臣僕」

（5:7b1-2）、「都統吳越之神靈」（5:11a5）。又《真誥》中定錄君的誥語亦言：「東卿司命監太山之

眾真，總括吳越之萬神。」（12:4a） 
96 李福（Gil Raz）以為這裡所提只有三十三位司命，似乎未將茅盈和魏華存計算在內。見 Gil Raz, 
“Creation of Tradition: the Five Talismans of the Numious Treas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Daoism,”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04),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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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華方諸宮，唯有茅盈、魏華存、李仲南、韓眾別治於其他三處。關於茅盈與魏華存治

在霍山的說法，陶氏註釋定錄君誥語「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時，亦曾說明：

「此則南真及司命所任之處也。」（《真誥》13:8a）此茅盈治在霍山赤城的訊息顯然來

自《茅傳》。同樣的，魏華存的傳記也曾提及祂受封治理霍山赤城之事。即夫人得道，北

詣上清宮受封，金闕後聖帝君即授文，「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

真仙者」；受封之後，即在「司命神仙請（諸）隸屬及南嶽神靈迎官」的迎接下，「西王母、

諸真仍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

適於霍山。」97這恐怕就是陶弘景此段註語的資料來源。 
而且根據《魏傳》對霍山的稱法──「天台大霍山」、「天台霍山」，以及霍山位於王

屋山東南方，並需途經句曲山（茅山）方能抵達的相對位置，似乎意味著東晉上清經派所

謂的「霍山」是指位在會稽郡始豐縣的天台山脈。98而王松年《仙苑編珠》（CT596）卷中

亦曾引《登真隱訣》：「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恆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詣龜山，得

九轉還丹。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為太元真人東嶽上真卿吳越司命君，治

天台赤城洞。」（2:10a-b）如果這段《登真隱訣》的佚文沒有經過改動的話，則這段資料

也能支持上述的看法。又《洞玄靈寶五嶽古本真形圖》（CT441）中也列了霍山真形圖，

其中即言：「霍山，一名赤城。右霍山形源，周回一千里，在會稽界。」（12b-13a）此位

在會稽界中又名赤城的霍山，也可能是指天台支脈赤城山。 
天台山又名桐栢山。徐靈府（806-820 在世）《天台山記》即多引《真誥》資料談論此

山，99然《真誥》中與此相應的段落均作「桐栢山」（14:19a），而非「天台山」。100甚至在

今本《真誥》中絲毫未見「天台」山名。這似乎可以說明東晉中期的上清經派並不名此山

                                                      
97 顏真卿，〈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欽定全唐文》，卷 340，頁 19b、

20a。另見謝聰輝，〈六朝本范邈《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內傳》輯佚〉，《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

經派仙傳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99 年），頁 108-109。 
98 《天台山記》引陶弘景《登真隱訣》「大小台處五縣中央。（註曰：）餘姚、臨海、唐興、句章、

剡縣是」，以及《啟蒙記》「天台山在會稽郡五縣界中，去人境不遠，路經瀑布，次經猶溪，至于浙

山」，並言「唐興，即古始豐縣也」。《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台州〉：「唐興縣，三

國時吳分章安置南始平縣，晉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為始豐。肅宗上元二年（761）改為唐興。天

台山在縣北十一里。」如此則我們可以知道天台山的位置。〔唐〕徐靈府，《天台山記》，《中國道觀

志叢刊》（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據清光緒年間黎氏影印《古逸叢書》本），第 20 冊，

第 1、2、4 頁。〔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下

冊，頁 628。小南一郎即以天台山系的赤城山為六朝道書一般認為的霍山。見小南一郎著，孫昌武

譯，〈漢武帝內傳的形成〉，《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311。 
99 《天台山記》：「《真誥》云：『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

牛斗之分，以其上應台宿，光輔紫宸，故名天台，亦曰桐柏。……山去州一百四十八里，去縣有一

十八里，『一頭亞入滄海。中有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可三十里，上常有黃雲覆之。樹

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漿。』《真誥》所謂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靈王太子

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偶乘白

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來治茲山也。故《真誥》云：『吳句

曲之金陵，越桐柏之金庭，成真之靈墟，養神之福境。』」同前註，頁 1、4。至於末句，今本《真

誥》作「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11:5b） 
100 根據陶弘景的註「此山今在剡及臨海數縣之境」（14:19b4），可知陶氏亦視天台山為桐栢山。非

但如此，如其所言「亞海中者，今呼括蒼，在寧海北、鄞縣南」（14:19b4），則後來的括蒼山似乎

也被納入當時的桐栢山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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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台山，而為桐栢山。101除了桐栢山與金庭福地外，此山脈中又有赤城山及赤城洞天。

《天台山記》即言：「自天台觀東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山高三百丈，周迴七里，即天台

南門也。古今即是於國家醮祭之所。其山積石，石色赩然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

亦名燒山。故〈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即此山也。」102又引《名山福地記》云：「經

丹水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即赤城丹山之洞，上玉清平（上清玉平）之天，周迴三百里。

洞門在樂安縣界，即十六（大）洞天第六洞也。即茆（茅）司命所治也。」103《天台山志》

（CT603）也引徐靈府《小錄》云：「（赤城山）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南嶽魏夫人所

治。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三辰、瑤花芝草。」（7a）顯

然，徐靈府是以位在始豐縣（唐興縣）北六里、作為天台山脈南端的赤城山，以及其中的

赤城洞天為茅、魏二真所治之「赤城」104，但他從未提及赤城所在的霍山。除非如前所述

上清中人是以天台山為霍山，否則這樣的看法恐怕只是徐靈府對於神聖地理的重新詮釋。 
除了作為第六洞天的赤城山洞天之外，霍山也有赤城。《靈寶五符序》（CT388）卷中

存有一段疑似葛洪所抄錄的「靈寶黃精方」，其中即言「霍山赤城」內有數千家並耕田墾

陸，盡種所謂「黃精之精」的「戊己芝」（2:22a-b）。105而且，兩晉南朝時期的名山輿圖上，

也確實存在一座位於晉安郡羅江縣的霍山。葛洪《抱朴子內篇》論及「江東名山之可得住

者」，即言「有霍山，在晉安」，同時他也提到「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

並在會稽」。如此即可知道葛洪並不以天台山為霍山。同時葛洪論及「可以精思合作仙藥」

的名山時，也提到霍山，而且在〈遐覽〉篇說到其師鄭隱於太安元年（302）帶著入室弟

子「東投霍山」。106王明即根據晉郭璞註《山海經‧中山經》所云「今平陽永安縣、廬江

潛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為名者非一矣」，以及上述「有霍山，

在晉安」的說法，而指出葛洪所說的「霍山」乃位於晉安羅江縣107。另外，陶弘景在《周

氏冥通記》（CT302）中曾自述於梁天監七年（508）遊歷浙東時即有意造訪霍山，而所到

訪的霍山也在晉安──「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1:1b）。108賈嵩《華

                                                      
101 〔明〕《天台山志》（CT603）則以桐栢山為天台山之支脈：「桐栢山在（天台，即晉之始豐）縣

西北二十五里，高百餘丈，盖台山之枝榦，由清溪迤北而入，嶺路九折，長松夾道，盤曲而上，至

洞門一望，佳境豁然，仙宮屹處其中。〈天台山賦〉所謂『蔭落落之長松』。道書云桐栢有洞天金庭。

按舊經，周靈王太子主金庭，治桐栢山，即此山也。」（6a） 
102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 23-24。 
103 同前註，頁 5。所引《名山福地記》來源不明，然《雲笈七籤》卷二十七引司馬承禎《天地宮

府圖》有「第六赤城山洞周廻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興縣，屬玄洲仙伯治之」

（27:3a），《真誥》則有「經丹水而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行三十餘里則得」（14:19b2-4）。 
104 《元和郡縣圖志》：「唐興縣，……赤城山在縣北六里。實為東南之名山。」李吉甫撰，賀次君

點校，《元和郡縣圖志》，下冊，頁 628。關於赤城洞天，《天台山志》更明白指出其即玉京洞：「玉

京洞在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脇，盖十大洞天之第六也。茅司命真君所治其內，周廻三百里。或號玉

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6b） 
105 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36。 
106 〔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85、

338。 
107 同前註，頁 106。 
108 陶弘景這一趟浙東乃至閩東的遊歷，乃因其煉九轉丹失敗，而有意進往大茅君所在的霍山尋求

靈感與適合煉丹的場所，卻因該地缺乏丹爐所需燃料（榖糠）而作罷。麥谷邦夫則從上清經派不看

重煉丹的角度，提出陶弘景此次長期旅行的真正目的可能在於逃避梁武帝來自京城的頻繁督促。關

於此次遊歷的討論，可參見 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In Face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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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陶隱居內傳》（CT300）便曾記述他當時的動機與心境： 

乃曰：「嘗聞《五嶽圖》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乃自海道徃焉。過牛

岑，出海口，東望扶桑，乃慨然歎曰：「所謂觀海難為水，游聖難為言。平生俠無

學而不學，今日一皆休矣！」霍山連略當六七百里，隱隱如陣雲，巖崿驚拔，特異

他處。先生足躡真境，心注玄關，大有靈應感對，事秘不書。亦人稀田寡，復以無

糠為患，復自海道還永嘉。（2:10b-11a） 

賈嵩於此更引《名山記》說明「霍山在羅江縣，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東卿司命茅

君所居。」如此，則兩晉南朝時期江南人所認知的霍山幾乎可以確定是位於晉安羅江縣的

霍山。109而前引陶弘景曾加註說明「此則南真及司命所任之處」的定錄君誥語，也曾提及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13:8a）。如此，則東晉中期上清經派所認知的「霍

山」，應是延續自葛洪以來以其位於晉安郡羅江縣（今福建省寧德縣霍童鎮附近）110的看

法。如此或可推測《魏傳》的「天台霍山」，或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所編的《仙苑編珠》是

後人受到《天台山記》的影響而改動的結果；而《天台山記》之所以會將赤城山或赤城洞

天視為茅、魏治所，則因二真治所為「霍山『赤城』」的緣故。 

 
至於「李仲南在西方」，其中李仲南很可能是李仲甫的誤寫。111陶弘景註《真誥》時

曾提到「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12:3b5-6）。他所根據的資料並非來

自葛洪一系的看法，112而是上清經派自身的看法。《茅山志》卷五所收錄的今本《茅傳》，

傳末錄有李仲甫的小傳，其中多有延續《神仙傳》的記述，113但也補入許多新內容，其中

                                                                                                                                                            
Taoism, ed. H. Welch and A. Sei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51-152；坂出祥伸，

〈陶弘景における服藥、煉丹〉，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301-302。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中國文化基因庫》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0-142；王家葵，《陶弘景叢考》（山東：齊魯書社出版

社，2003 年），頁 28-30；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京都：京都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2003 年），頁 3-5。麥谷邦夫，〈梁天監十八年紀年有銘墓磚和天監年間的陶弘景〉，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編，《日本東方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87。 
109 另外《高僧傳》卷十二〈亡身第六‧釋僧群〉亦有：「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

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群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大正藏》no.2059.404a）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 152. 
110 至於晉安羅江縣的位置，王明曾指其為「今福建省南安縣」。然今南安縣為泉州市下轄的縣份，

其於東晉時期為晉安郡晉安縣。王明似乎錯以「晉安」為「晉安縣」。實際上，「晉安羅江縣」應是

晉安郡羅江縣。《晉書‧地理志》中「晉安郡」轄下即有「晉安縣」與「羅江縣」。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雖以為羅江縣今已無法指明其位置，但推測霍山應是位於現今南安縣內的戴雲山。但

這樣的看法受到施舟人的質疑。施氏根據《福建史稿》以及個人的田野調查，以為羅江縣應在今寧

德縣霍童鎮北面不到二十公里的海邊一個名為羅江的鄉。施氏的看法確實比較符合前註引《高僧傳》

「山孤在海中」的描述。詳參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頁 106。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 152. 施舟人，〈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中國文

化基因庫》，頁 142。 
111 康儒博亦以李仲南為李仲甫，見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 440. 
112 葛洪所撰述或編著之《抱朴子內篇》與《神仙傳》均曾提及李仲甫與左慈，並為其立傳，但卻

未論及二人的師徒關係。以葛洪所曾強調自身清楚的傳承系譜（左慈－葛玄－鄭隱－葛洪）來看，

如果他確知左慈之師為李仲甫，他沒有道理不會強調這一點。 
113 關於《神仙傳．李仲甫》的研究，詳見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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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云： 

李翼字仲甫者，京兆人也，與司命君（茅盈）俱事西城王君（王遠）。……但仲甫

所受業異，恒服水玉有効，能步斗隱形，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又作白虎七變。……

漢靈帝時入西嶽，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初發時也。受書為西嶽副司命。每自歎云：吾

受業少，不如茅叔申（茅盈），此亦吾之命也。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左慈），

元放修之亦變化萬端矣。（5:18a-b） 

陶弘景認為左慈為李仲甫弟子的看法很可能是來自於這裡所說的「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

元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前引陶氏註語「李仲南在西方」的想法也可能是來自此處

所謂的「受書為西嶽副司命」，而這樣的想法也確實反映在陶氏所編的《真靈位業圖》

（CT167），其中第三太極天右位即有「西嶽卿副司命季（應作「李」）翼仲甫〔（陶註：）

左元放師〕」（10b9）。如此，則上清經派看來是相信和茅盈共同師事西城真人總真王君的

李仲甫亦為總真弟子，並按照「非總真弟子不教，非司命之挺不傳」的原則，以同為總真

弟子的李仲甫為司命，只是因其所「受業少」，只能成為「副司命」。陶弘景則接受這樣的

看法。 
至於陶弘景「韓眾在南方」的說法。雖然韓眾為秦漢以來著名的方士與仙人，114但相

關的傳說至為紛雜。上清經派對他的了解似乎也只與某些傳說間有著概念上的聯繫。如《史

記．秦始皇本紀》言韓眾為始皇求不死之藥的重要成員之一；三國時杜摰與毋丘儉的酬答

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韓眾藥雖良，恐便不能治」；王嘉《拾遺記》所提及

的「韓眾丹法」；以及《神仙餌丹石行藥法》（CT420）中所列「韓眾餌丹」等，均以韓眾

擁有或熟稔丹藥為其內涵。115《真誥》所錄保命君茅衷的誥語所曾提及的韓眾傳授黃景華

岷山丹，應即是如此傳說脈絡底下的一支。116除此之外，《真誥》所錄諸真誥語中未再見

關於韓眾的記錄。但已証實為許謐在世時所受經法的《上清金書玉字上經》（CT879），117

則曾提及韓眾為悟見北斗二星的數位學道者之一（8a-b），但也僅止於此。118 
相較之下，陶弘景則多關注韓眾。除了上引「韓眾在南方」的說法外，陶弘景整理其

弟子周子良的見神記錄《周氏冥通記》（CT302），其中便常出現一位「領東宮諸簡錄」的

「東華仙侯韓惠期」（2:19），而陶弘景曾懷疑這位韓惠期即是韓眾：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眾已復有事，今與鄧生徃看之。」〔（陶註：）云云。

此詎不眾字惠期邪？眾亦云作霍林司命。〕（4:13a） 

                                                                                                                                                            
230-232, 439-440. 
114 關於韓眾的研究，詳參施舟人，〈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中國文化基因庫》，頁 138；

以及 Gil Raz, “Creation of Tradition: the Five Talismans of the Numinous Treas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Daoism,” pp. 216-221. 
115 同前註，頁 218。 
116 《真誥》原作「韓終」（12:14b），此為韓眾異名。 
117 Robinet 已經証實今本《上清金書玉字上經》即《真誥》中許謐所自言於興寧二年春天所受得的

《方諸洞房經》（2:22a）。詳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p. 303-306. 
118 成書於唐代的《上清眾經諸真聖祕》（CT446）雖已列「韓眾為霍林真人」（5:6a7），但其所引述

的來源卻是南朝才成書的《元始上真眾仙記》（亦稱《葛洪枕中書》）（CT166）。關於前二書的年代

考証，見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p. 107,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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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眾為「霍林仙人」的看法來自《靈寶五符序》，119但不清楚陶氏「亦云作霍林司命」的

看法從何而來。只是因為徐玄真先前唯一提到過的韓姓仙人為韓惠期，因而陶弘景懷疑那

便是徐君這裡再次提及的韓眾。依如前引周子良被奏上東華的過程中，韓惠期負責撰寫並

呈上牒文予大司命青童君的職務內容，自然能夠理解為司命神格，故而陶氏以曾經聽聞韓

眾為「霍林司命」的說法，而將兩人連繫在一起。 
不管陶氏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但恐怕這樣的想法便是支持他認為「韓眾在南方」的

依據。因為根據唐代司馬承禎（647-735）《天地宮府圖》與杜光庭（850-933）《洞天福地

嶽瀆名山記》（CT599）的記載，霍林即是位在福州長溪縣的霍桐山（霍童山）。而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也已經為我們指出它現今的位置──福建省寧德縣。120如此，則

被認為是「霍林司命」的韓眾，其所在的位置確實偏處於中國南方。只是，福建省寧德縣

非常接近東晉時期的晉安郡羅江縣，施舟人甚至因此而認為霍林洞天所在的霍童山即是

茅、魏二真所治的大霍山。121從山名與地理位置的接近上來看，這樣的推論頗為合理，但

是陶弘景應該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否則他就不需在霍山赤城之外，又特別說明「韓眾在

南方」，大可直接將韓眾與茅、魏二真一同安置在霍山。 

 
（二）東華方諸宮與大司命青童君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了解完整且具體的司命分布情形，但從上清內傳與陶弘景註語所得

到的局部說明，仍然可以支持我們推測上清經派可能存在這樣的構想。非但如此，一如陶

弘景所說的「青童為太司命，總統故也」，以及許邁被「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時，公

文流程所象徵的相關從屬單位的階層性，都說明了這些司命轄區之上又有一個由大司命青

童君所總統的上級單位。而定錄君所曾誥授的，東卿司命茅盈每年邀請青童君回到茅山視

察學道者，以及茅山上遺留有青童君乘「獨飈飛輪之車」巡察諸洞天時的車迹，122也都可

視為大司命總領所有司命轄區的具體事證。 
至於大司命青童君所在的這個上級單位，《真誥》所錄的一則南極夫人誥語則有清楚

的描述：  

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

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

華實多蒨粲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

百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

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

獸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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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見《太上靈寶五符序》（3:3a）。也可參見 Gil Raz, “Creation of Tradition: the Five Talismans of the 
Numinous Treas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Daoism,” p. 216. 
120 詳見《雲笈七籤》卷二十七引《天地宮府圖》（27:3b），以及《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6b）。施

舟人，〈第一洞天：閩東寧德霍童山初考〉，頁 141-142。 
121 同前註，頁 142。 
122 《真誥》：「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

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為仙人市壇，是其欲

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飈輪之迹，今故分明。」（11:11b）神塚淑子，〈方諸青童君をめぐって〉，

《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都：創文社，1999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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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方諸六萬里。（《真誥》9:20b-21a） 

即如陶弘景所言，相對於散布各地域的司命，上清經派更在會稽東南方約七萬里的東海仙

島上，尤其是其中的東華山上，安排為大司命青童君所在的「大方諸宮」，周圍更遍布天

仙上真所在的仙界宮府。123如其後所言：「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

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真誥》9:21b），這些天界宮府亦為司命宮府，應該就是陶弘景

所謂「餘三十一司命」之所在。而祂們之所以同樣被安排在東華山上，應該是為了協助青

童君，124從而形成與各地司命宮府相對應的中央官僚組織。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想見，上清經派運用司命轄區的概念分區掌控生死權柄的同時，

也透過東華山方諸宮的設置，匯整了所有學道者的名單，並負起教導、審查這些學道者的

工作。125關於這一點，前引許邁的例子已經是個很好的說明，尤其其中簡述許邁署為地仙

的過程──「司命敕吾（定錄君）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為地仙」，可以說

明地方司命奏聞中央司命的概念。除此之外，《周氏冥通記》所遺留的一份記錄，則更具

體地描述司命如何「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天監十四年（515）七月十一日夜，桐柏仙

人徐玄真與鄧靈期來降，說明周子良的名字已經被奏上東華方諸宮，並預定擔任「保晨司」

的職務。徐玄真的誥語保留了周子良被奏上東華方諸宮的過程： 

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龢，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126。

以其生周逵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

以下仙，為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保命仍將徃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

會仙官，檢名簿，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為保晨司。韓侯仍作事曰：

「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今違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

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以補之。謹上。」青君

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為保晨司。」

〔（陶註：）此韓侯刻紫玉之簡，赤金為文，以上言太上也。〕（3:11a-b） 

如此「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流程，可以分析如下：作為東華方諸宮的下屬單位，127保

命府府丞趙威伯欲提報周子良為下仙，並擔任保命府保籍丞的職務。這是啟動「移名東方

諸」之公文流程的第一階段。由趙威伯擔任這個流程的開端，主要因為祂位為保命府四府

                                                      
123 神塚淑子討論方諸青童君的形成史時，曾就江南地區所信仰的東海仙島以及用以取水於月的方

諸鏡等方面，討論「方諸」的意涵；而後者更與上清的日月修法相涉。見氏著，〈方諸青童君をめ

ぐって〉，頁 124-128。 
124 如陶弘景所謂：「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在第幾住耳？」其中「東軫執事」即楊羲之仙界官

號，而此乃為協助司命處理事務之官僚。陶弘景如此以他應在三十一司命之列的疑問，即可推知此

三十一位司命應為協助大司命處理事務者。 
125 神塚淑子認為方諸青童君在上清經派所建構的仙、人、鬼三部式宗教性世界觀中，被賦予支配

地仙的最高統率者的位置。見神塚淑子，〈方諸青童君をめぐって〉，頁 138。 
126 「太玄」、「虛靈」為周子良仙界之名字，亦以此名字登錄於仙籍之中。（《周氏冥通記》2:4b、

3:9a） 
127 《真誥》：「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

（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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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之首，負責的職務包括「主仙籍，並記學道者」。128呈上公文後，趙威伯並於五月二十

三日通知周子良「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而成為第一位降誥周子良的仙真。（《周

氏冥通記》1:8b-12a）得到趙威伯上書的保命君即取此書文與定錄君共同省察，這已進到

公文流程的第二階段。經定錄君確認後，二君即作讚將此案送予東華方諸宮審查，而進入

第三階段。接獲二君提案的東華方諸宮，便集會仙官，安排審查。在這個案子裡，因為審

查結果發現周子良應得之品位不應只如趙威伯所上的「下仙」，實已符合中仙以上的品次，

故而重新提報為上仙，並擔任保晨司的職務，因此便由東華仙侯韓惠期重新書牒，送呈大

司命青童君批示。牒文經青童君批准之後便製作簡文，編入仙籍之中。雖然，《周氏冥通

記》中沒有清楚說明方諸宮中仙籍保存情形，但我們仍可透過後出的《青要紫書金根眾

經》，129想像這樣的簡文是被收藏於方諸宮中集中管理： 

（方諸青）宮中北殿上有玉架，架上有學仙簿錄及玄名年月日深淺，金簡玉札有十

萬篇。領仙玉郎典之。（《無上秘要》22:8a）130 

雖然青童君作為大司命，總統所有司命，但祂卻還不是最高的領導者。在上清的神譜

系統中，青童君被安排擔任即將下世救劫的金闕帝君的四位輔相之一，131因此以大司命青

童君為首的這些「領教群仙」的工作，都應該放置在上清經派的終末論與教世主信仰下理

解。132亦即，由司命所掌理的這些工作便又同時涉及了上清經派的救劫系統與神譜系統，

尤其與「太極天」的設置有著密切的關聯。 

 
（三）司命與太極公卿 

司命與太極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前所述茅君受傳經法，無論是傳文中所言「玉

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5:3b4），還是今本題名《太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都

標明其為「太極」之經；傳文中並以「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5:8a9），隱指此經並

不屬於「上清」之經，且其位序應在《上清經》之下。除此之外，《真誥》所錄裴玄仁經

                                                      
128 關於保命府四丞，可見《周氏冥通記》（1:12a）及《真誥》（13:12b-13a）的記述。也可參見麥

谷邦夫、吉川忠夫編，《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頁 44、49。 
129 《青要紫書金根眾經》（CT1315）的成書年代不明，部分可能為東晉中期出世的真經，部分則

為南朝時成書的作品。但下引青華三宮的文字，已將原本為一神的「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

命高晨師東海王青華小童君」裂解為三神（上相青童君、玉寶王上相大司馬高晨師、東海青華小童）

分治三宮，乃與東晉中期的教說有所不同，因此推斷此為東晉末期之後偽造。關於此經的考証，可

參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p. 119-125.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3 vols. (London 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vol. 1, p. 155. 
130 雖然現存《青要紫書金根眾經》亦有此段文字（2:12b），但以《無上秘要》所引錄之文字文意

較為通順，故採用之。 
131 神塚淑子，〈方諸青童君をめぐって〉，頁 139-141。除此之外，神塚淑子還考察了青童君與金

闕帝君信仰來源，指出身為金闕後聖帝君之「上相」的青童君是作為救世主的老子信仰與東海神信

仰結合的結果，其結合的結果首見於《神仙傳‧張道陵傳》，結合的原因可能與上清經派以東海仙

島水位變化作為終末危機來臨與否的標誌有關。 
132 神塚淑子，〈方諸青童君をめぐって〉，頁 138-139。至於上清的終末論，另可見小林正美，〈道

教の終末論〉，《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都：創文社，1990 年），頁 409-415、438-445；李豐楙，〈六

朝道教的度救觀：真君、種民與度世〉，《東方宗教研究》新五期（1996 年），頁 138-160；李豐楙，

〈六朝道教的終末論──末世、陽九百六與劫運說〉，《道家文化研究》第 9 輯（1996 年），頁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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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列有此經，同樣強調「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5:4a8）；而修行《玉珮金璫》

也能招致太極真人（14:7a）；茅君得道所受錫文，也說明祂今後能「出入太微，受事太極

也。」（《茅山志》1:3a1-2）據此，不管是於題名中直接標明為太極之經、或者強調修行此

法能夠招致太極真人、或者以昇登太極天乃至受事太極作為修法的終極目標，都說明了《玉

珮金鐺經》與其鈔要的「玄真之法」與太極天的緊密關係，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套屬於太極

天的修法。如果我們進而將此修法與太極天之間的關係聯繫到司命神格，如前所述這是司

命的專屬修法且又來自於太極天，則或許可以直接將前引南極夫人所謂的「太極公卿諸司

命」，理解為所有太極公卿都是司命，而將「司命」與「太極真人」劃上等號。 
不只《玉珮金鐺經》具現這種太極真人與司命的等同關係，同樣在《流珠經》、《玄丹

宮經》等被視為司命所行的九宮系列修法中，也可見到與太極天之間的關係。如陶弘景《登

真隱訣》所抄錄的《蘇君傳》（《玄洲上卿蘇君傳》，以下簡稱《蘇傳》）即言：「《玄丹宮經》

亦真官司命之要言，四宮（明堂、洞房、丹田、流珠）之領宗矣。此一經須太極帝君告，

乃與之也。」（1:4b）而陶弘景的註語也提到「其《流珠經》云：太極公卿司命之所行。」

（1:4b）133在此，「太極公卿」與「司命」又被組合在一起，兩種稱號被複合於同一身分

中，並由一套系列修法提供獲得這種身分的途徑，而其中關鍵性修法的傳授更受到具有這

種身分的領導者──「太極帝君」的制約。這個例子同樣將司命連繫到太極公卿，乃至太

極帝君，也同時連繫到太極天與太極真人。 

 
（四）太極天及其天界位階 

關於太極天或太極真人的描述，上清經派文獻多有涉及。自《紫陽真人內傳》將仙品

分為三品六階，134其中最上一等的「上仙」已能「與太極真人為友」（5a8-9）。這意味著

「上仙」的仙人品級已達臨界，而將進入真人品級；相對的，與其往來的太極真人雖已貴

為真人，卻和上仙之間還未有太大的品級差距，甚至可以理解太極真人乃為上仙之上的初

級真人階段。類此上仙與太極真人之間的關係，清靈真人裴玄仁因其師承於太極真人，135

而有更具體的說明： 

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太極為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僚耳！至於真人，

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

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5:15a） 

這裡提到崑崙之上的兩個天界宮府層級：「太宮」與「九宮」。太宮即是「太極宮」。「九宮」

是由仙官組成的官僚系統，真人則是這些仙官的上屬。如果配合裴玄仁介紹諸仙道內容之

後所言「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為九宮真人，不但登仙而已」，以及陶弘景

或以裴玄仁的要求太過嚴苛而加註修正的「此蓋能為盡一條之道，便得九宮真人；若各各

備具，則為太極真人矣」（《真誥》5:4b-5a），則可以推測九宮與太宮之中均有真人，分別

                                                      
133 現存《洞真太上三元流珠經》（CT1318）也確實有「三元流珠經，司命之所行。……此太極公

卿司命之道也。」（1a） 
134 詳見第二章第四節「仙品境界與宗教目標的轉變」。 
135 陶弘景即曾據裴玄仁的誥語與自敘，清楚地描繪裴玄仁的師承系譜：「上清真人太上大道君－太

極真人中央黃老君－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清靈真人裴玄仁」。（《真誥》5:1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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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九宮真人」與「太極真人」。如此，便可以稍稍掌握上清經派在三品仙之後，更以九

宮、太宮的方式，所建構以仙人為官僚、以真人為上屬的新天界宮府。如裴玄仁所言「尸

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5:15b4-5），顯然「九宮」與「太極」

已經被安置在仙品之上，而為下品仙人所無法企及的天界宮府。 
除了九宮與太極宮之外，裴玄仁也在誥語中引述《九真中經》，詳細介紹處於太極左

位最尊貴的太極真人中央黃老君，並說明祂是上清真人太上大道君的弟子。136如此太極真

人與上清真人的師弟關係，以及上述太極在上清之下的位序，我們大致可以將上清經派的

天界位序暫時描述為「九宮－太極天－上清天」，因而了解「太極天」的相對位置。137 

 
（五）太極真人的職司 

太極真人不只因位於仙官之上的初級真人階段，而令其肩負統領仙官的職司；同時祂

們也是仙真品級資格的審查者，如許謐所抄錄的《九真經》中即有「上登太極闕，受書為

真人」（《真誥》4:16b2-3）；裴玄仁的誥語中也提到青烏公學道時曾「服金汋而升太極，太

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為真人」（5:6a1-2）；以及郭崇子得道時，「太

極真人以為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5:16）等。非但如此，太極真人還肩負傳經時的

資格審查，裴玄仁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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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誥》5:5b2-3），以及魏華存受經時「太極真人安度明」的在場，138都說明太極

真人的這項職務內容。同時由於擔任仙真資格的審查工作，太極宮因此也掌握了仙真名

錄。《真誥》多次提及於此，如紫微夫人授喻許謐，言其已「錄名太極，金書東州」（2:4b）；

定錄君、中候夫人言許聯已「太極植簡，金名西華」（2:14）；或如〈馮延壽口訣〉的「玄

挺玉籙，金書太極」（10:18b）；以及《上清後聖道君列紀》（CT442）的「若太極宮有丹簡

青文者，則手理有累人倒大之字」（9b-10a），都表明了太極宮中藏有的仙真名錄。 
諸如此類太極真人所掌理的仙真資格的審查、任免，以及名錄的掌握等職務，都與司

命相近，甚至可以說兩相重合。但從上述太極宮、太極真人或九宮公卿的內涵，我們可以

進一步地了解南極夫人或陶弘景所謂的「太極公卿諸司命」，乃是以不同的稱呼表述同一

種身份，亦即：「太極」指其位為太極天或太極宮之真人，用以標明其修行的境界；「公卿」

指其相對於九宮官僚擁有更高的爵位，此二者或可統為爵稱；相對於此，「司命」則是指

其負責的工作內容，或可以為職稱。因此，即便「司命」一職很可能必須具有「太極真人」

爵位者才能勝任，但畢竟爵稱與職稱是兩種不同的範疇，不能輕易等同。而且如果考慮先

前所說諸司命的「總統」單位是在東海仙島上的大方諸宮，由大司命所領導，而太極真人

所在的九宮、太宮卻是在西方的崑崙山上，由太極帝君所領導，則兩者恐怕更是無法簡單

地等同。那麼，這兩種範疇究竟如何相涉，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目前無法全面地檢

討這兩個範疇，但如果從其各自領導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或許可以提供一個了解的面向。 

 
                                                      
136 見《真誥》5:1b-2a。裴玄仁的誥語仍可見於今本《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CT1376），但卻以

「太上太微天帝君」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1:1a4），而非如陶弘景所言的「太上高聖玉晨

大道君」。 
137 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也同樣將第三「太極天」安排在第二「上清天」與第五「九宮」之間，

只是其中還安排了「太清天」。這安插於第四的「太清天」應是根據其他說法所作的安排。 
138 顏真卿，〈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欽定全唐文》，卷 340，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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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太極天的領導者 
如我們已知的，司命的領導者是大司命青童君，那麼太極真人的領導者或太極天的最

高神又是誰？祂與大司命的關係又如何？就如《紫陽真人內傳》已經提到的，「中央黃老

君是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遊崑崙（九宮）」（11a8-9），裴玄仁也說「太極

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5:1b9）。如此，則周義山或裴玄仁所說的這一位左位最尊的太

極真人中央黃老君，似乎是太極天的最高神與領導者。若以此比對同樣是裴玄仁引述《九

真中經》的說法──「太上者，……為老君之師」（5:1b4-5）、「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

（5:1b7），以及裴君自敘其系譜──「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

（5:5a5-6），則其中「老子」與「老君」相互代稱的用法，似乎透露了「老君」即「老子」

的看法。而此以老子為指涉的太極真人則可能是隱指「金闕帝君」。139 
此外，如《蘇傳》中所強調的，傳授司命專屬修法必須得到「太極帝君」的許可；而

在《紫陽真人內傳》中被稱作「金闕帝君真書」的四部重要經符，也包含〈太極帝君真符〉

與〈太極帝君寶章〉。140是則，太極天中似乎又有一位「太極帝君」，從其「帝君」稱號看

來，也像是太極天的最高神。而且，以其作為「金闕帝君真書」的內容，金闕帝君與太極

帝君之間似乎又有著密切的關係。陶弘景註解《蘇傳》「太極帝君真符」條時，也確實以

為此二者具有師弟關係：「四符、章（即〈太極帝君真符〉三符與〈太極帝君寶章〉一章）

皆云太極帝君者，是太極之天帝。金闕聖君初學道所受三一之師矣。」（《登真隱訣》1a）

陶氏以太極帝君為太極天之天帝，即以其為太極天之最高神，而且祂又是金闕帝君受學三

一時的師尊，因此應與金闕帝君有別。 
但奇怪的是，同樣是陶弘景所編撰的《真靈位業圖》卻不見這位「太極帝君」，列於

太極天中位的卻是「金闕帝君」（8a）。如果今本《真靈位業圖》沒有受到改動的話，那麼

陶弘景所認定的太極天領導者應是金闕帝君，而不是太極帝君。而《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以下簡稱《列紀》）中也提到金闕帝君受封後的職權範圍： 

受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上清，中遊太極宮，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及諸天河

海、神仙地源，陰察鬱絕洞臺。……所以高號於上清者，神高靈虛故也；所以中遊

於太極者，總羣真，朝飛仙故也；所以下治於十天者，封掌於兆民故也；陰察於洞

天者，是無下而不關故也。（2b-3b） 

以此說明金闕帝君因「神高靈虛」，而能受書為上清帝君，但同時又能中遊於太極宮，總

領太極宮與九宮諸仙真，以及封掌十天之下的兆民、陰察洞天中的學道者。金闕帝君幾乎

是被授予了上清天之下的所有統治權，所以當然也將成為太極天的領導者。 
雖然關於太極天的領導者究竟是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金闕帝君還是太極帝君的討

論，在不同的文獻中有不同的說法，但在《無上秘要‧得太極道人名品》，卻明白將此三

者綰結為一： 

第一中央黃老君，在左最尊，已度上清。第二紫陽左仙公中華公子石路虛成。第三

                                                      
139 今本《神仙傳‧老子》中即言「（老子）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神塚淑子以其為作為救世主之

老子信仰的一支。見神塚淑子，〈方諸青童君をめぐって〉，頁 139。 
140 關於「金闕帝君真書」的討論，詳見第三章第四節「三一之道的完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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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梁子文，授王清虛青精飠迅飯雲牙者。第四安度明，初降南真於脩武縣中者。此

四人，太極金闕四帝君，後聖李君（後聖金闕帝君）在左最尊，已度上清，餘三帝

是太極之天帝。（84:16a-b） 

在此，《無上秘要》提出兩項看法：首先，太極四真人中，左位最尊者為中央黃老君，亦

即後聖金闕帝君，或許受到《列紀》「受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上清」的說法影響，

認為後聖或老君「已度上清」；其次，包括中央黃老君在內的所有太極真人都是太極帝君，

太極天中便有四位帝君，也就是所謂的「太極金闕四帝君」，而太極帝君亦可稱作「太極

天帝」。《無上秘要》所提中央黃老君即金闕帝君、以及太極有四帝君的看法不知所據為何？

但這樣的看法輕易地解決了前述片斷諸說所造成的混亂情形，似乎是整齊化的後出說法。

只是這樣的後出看法卻與前述諸說之間沒有絕對性的衝突，其中可能引發的最大疑慮在於

陶弘景所提：金闕帝君初學道所受三一之師為太極帝君的說法。這個說法明顯將金闕帝君

與太極帝君一分為二。但是如果同意太極有四帝君，而且除了金闕帝君之外的三位太極帝

君較早成道而成為前者的受道之師，如此一來上述的矛盾亦被消解。因此，在沒有更多文

獻可供解決這個的問題時，以《無上秘要》所提此說暫為理解太極天領導者之問題，或許

不失為權宜之計。 

 
（七）太極天的救劫行動與成道歷程 

金闕後聖帝君既為太極天的領導者，同時又是大司命青童君以下三十六位司命的上

司，那麼究竟祂在上清神譜之中被賦予了什麼樣的地位與權力？根據後聖帝君個人傳紀

《列紀》中的說明，這位未來的救世主被賦予在甲申大劫來臨時執行滅惡存善的任務──

「滅惡人已於水火，存慈善以為種民」（4a6-7），以及在壬辰歲登基成為太平新世的統治

者（4a2-3）。141在解救善人方面，《列紀》清楚地說明金闕帝君主要根據修行內容而進行

封爵，並鼓勵學道者積極尋訪道訣，其所依據的標準即形成重要的修行經目與法次。

（4a-5b）如此以金闕帝君為首的真人群便成為以傳道為解救之法的救劫團體： 

後聖君命王君總司二十四真人，決下教之功。二十四真人皆受事於方諸青童，受所

教之徒於王君。王君亦先告可成者於二十四真人，真人然後受事乃教之也。《聖君

列紀》唯以付王君一人，使擇可授者，不盡使諸真人並傳之也。（《列紀》8a） 

即金闕帝君命西城真人王方平「總司」實際下教學道者的二十四位真人（這即是王方平又

號「總真」的原因），由王君決定「下教」的名單，敕告二十四真人下世教之。而這二十

四真人又同時受命於青童君，青童君所著之《青要眾文經》中即列有此二十四真人名單，

以及「所教書符神訣篇目」（8a7）。 
  上清經派可以說是建立在這一套救刼體系之上所形成的，所有《上清經》的傳授也都

可視為是在金闕帝君的授命下，由西城總真王君與青童君所主導的一項救劫任務。當然，

茅盈乃至二弟的受學與得道也應在這個體系下了解，如此才能真切了解傳記中西城王君的

角色，甚至是在受書過程的其他上清神祇的角色。亦即，如果上清經派已經發展出一套以

                                                      
141 詳見李豐楙，〈六朝道教的度救觀：真君、種民與度世〉，《東方宗教研究》新五期（1996 年），

頁 13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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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劫為中心的神學系統，所有的傳授與成道都被架構在這套系統之下的話，那麼其成道模

式將反映這個神學系統。以茅君二弟得道受書時的歷程為例，其中便已呈顯這樣的體系： 

復相與心齋三月，詣青童方諸宮，書名金簡；次詣西城洞宮，朝見總真上宰；南詣

衡山朱臺，謁太虛赤真人；歸方諸，請地仙三真之策；造赤城，受真變神符；又之

羅霍，求華旌繡旛，廼上登上宮，詣金闕，受聖君之書。……聖君迺命九微太真上

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請朱官使者下拜固、衷於

金闕下，……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衷。（5:9b-10a） 

受書歷程的第一站是青童君所在的方諸宮，目的是為了「書名金簡」。這與方諸宮主領仙

籍性質有關。第二站到訪西城宮，「朝見總真王君」，此行的原因當然與茅君二弟的受道與

西城王君有關，但更重要的應是西城王君的「總真」地位。第三站到訪太虛赤松子所在的

南嶽衡山朱臺，雖然不清楚其用意為何，但從其與前兩站方諸宮與西城宮的相對方位來

看，其所形成的「東－西－南」方位結構，142似乎可以由此遊歷的結構性方位了解上清救

劫行動體系化的用意。相對於此三方遊歷仍屬平面結構，則後來茅君二弟的「上登金闕」

（太極天）以及青童君的上報「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上清天），則是屬於垂直結構。由此

平面結構的遊歷而轉上登成為垂直結構的受書歷程，已逆向地反映了《列紀》所描述的救

劫行動，並且描繪出上清的宗教世界觀。 

 

七、小結 

以上，對現存兩種《神仙傳．茅君》的版本比對，我們發現《四庫》本是受到上清《茅

傳》影響而改寫的產物；相對於此，《漢魏》本則更接近上清經派興起前流傳於茅山地區

的茅君傳說。雖然兩種版本之間的差異大多只是一些資料上的差異與情節的增刪，但受到

上清《茅傳》影響的《四庫》本卻已透露出茅君具有「司命」神格的訊息。為了更仔細地

探究這個議題，以及考察茅君傳說的衍變過程，我們按照故事情節將《茅傳》分為二十八

個單位，並逐一與兩種《神仙傳》版本進行比對。結果發現受到《茅傳》影響的《四庫》

本在改寫的過程中對於上清茅君傳說有所取捨，而這樣的取捨過程引領我們更清楚地看見

新興宗教上清經派的新茅君內涵，亦即在「三茅組合」之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內涵──

上清的司命系統。 

為了確認上清經派所倡的「由人修練以成司命」是一種新創的看法，我們重新檢討了

葛洪《神仙傳．茅君》與葛洪的學說中是否真的不存在這樣的想法。結果發現葛洪對於司

命的瞭解基本上來自諱書的傳統，而諱書中的司命又源自於秦漢以來的天文學說。亦即，

以葛洪為代表的早期司命信仰，其司命神格仍是在漢代諱書的信仰脈絡底下，以「星辰」、

「天神」其主要性質，而並非是由修行成仙者所能擔任的職能。也就是說，早期司命信仰

                                                      
142 這樣的方位結構或許與治權無法及於北方的東晉偏安政府，以及代表鬼界的酆都山正在北方癸

地的地理位置有關。但是否就因此而認定上清經派已排除北方在救劫行動中的地位還是有疑問的，

因為在《真靈位業圖》中，相對於「南極南嶽真人」（3a）的赤松子、「西極真人」（3a）總真王君，

也安排有「北極真人安期生」（8b），只是目前我們尚不清楚安期生在金闕帝君所領導的救劫行動中

的地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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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示了控制生命的權柄仍然掌握在具有先天性格的天神手上，直到上清經派出現之後，修

練得道的真人才擁有非但控制自己生死的能力，甚至擁有控制某一地區所有生命的權柄。 
確定上清司命的獨創性後，我們循著《茅傳》的敘述脈絡，檢視「司命」的相關說明。

發現由玄真法中的女神親自啟悟，指引茅盈前往擁有此修法的西城王君處受教，其實已經

意味著茅盈修習此法的資格早在恒山啟悟時即已決定，而此啟悟也暗示茅盈早被選為司

命。這種預選方式應在以傳道為解救方式的救劫體系下理解，即西城王君乃是決定誰能得

救而派遣「下教」的「總真」。這也是為什麼王母初見二人來訪時所說「總真挾肉人以登

靈臺，不亦勞乎」的背景知識。而上清經派也透過此傳記為司命設定專屬修法，即「太極

玄真之經」與「玉珮金璫之道」所組成的系列修法。 
討論司命所具有「能死生於萬物」的權柄時，我們發現自天師道環境中發展而成的上

清經派已經將天師道核心神靈──「三官」重新安置於管理死者的六天宮中，並令其屈居

於上清司命之下，由司命總御所有三官及其從屬。除了掌控生死的權柄之外，司命還肩負

著學道者的領導、教導以及考校工作，同時也負責資格審查與品級晉昇。而這些工作都與

太極真人的職務重合。可以說金闕帝君所領導的、以教劫為任務而組成的行政組織，是以

「太極公卿諸司命」擔任行政官僚人才的教育、任免與考核工作。因此，他們便成為最積

極往來於天人之間，而經常出現於經典、傳記、傳說之中的角色。 
另外，《茅傳》不斷強調茅君受任於吳越的區域性說明以及各司命所歸屬的山嶽封號，

引發我們留意上清經派有意構想出一套與五嶽系統相合的司命轄區輿區。而陶弘景也在他

所掌握的資料基礎上對方諸宮之外的其餘司命治所提供看法。雖然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具體

指出司命確切的分布情形，但從上清內傳與陶弘景註語所得到的局部說明，仍然可以支持

我們推測上清經派存在這樣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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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四庫》本與《漢魏》本《神仙傳‧茅君》的比對 

 《四庫》本 《漢魏》本 

（1） 
出身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 茅君者，幽州人。 

（2） 
茅濛 

高祖父濛，字初成，學道於華山，丹成，

乘赤龍而昇天，即秦始皇時也。有童謠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昇太清，

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徃在我盈，帝若

學之臘嘉平。」其事載《史紀》詳矣。秦

始王方求神仙長生之道，聞謠言，以為己

姓符合謠讖，當得昇天，遂詔改臘為嘉

平，節以應之，望祀蓬萊，使徐福將童男

童女入海求神仙之藥。 

 

（3） 
學道 

茅君十八歲入恒山學道。 學道於齊。 

（4） 
茅父 
鞭斥 

 

積二十年，道成而歸，父母尚存，見之怒

曰：「為子不孝，不親供養，而尋逐妖妄，

流走四方。」舉杖欲擊之。君跪謝曰：「某

受天命，應當得道。事不兩濟，違遠供養，

雖無旦夕之益，而使父母壽老，家門平

安。某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

父怒不已，操杖撃之，杖即摧折而成數十

段，皆飛揚如弓激矢，中壁穿柱，壁柱俱

陷。父驚，即止。君曰：「向所啓者，實

慮如斯。邂逅中人，即有傷損。」 

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

「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

方。」欲笞之。君跪謝曰：「某受命上天，

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口多

無益，今乃家門平安，父母壽老。其道已

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

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

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

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

逅中傷人耳。」 

（5） 
起死 
神蹟 

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

「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復生者，即不可起

也。若横受短折者，即可令起也。」父因

問鄉里死者若干人，誰當可起之？君乃遂

召社公問之。父聞中庭有人應對，不之見

也。問社公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

衆人皆聞社公對曰：「某甲可起。」君乃

曰：「促約勑所關由，使發遣之，事須了

可掘。」於是日入之後，社公來曰：「事

已决了，便可發出。」於是君語死者家人

掘之發棺，出死人。死人開目動搖，但未

能語，舉而出之，三日後能坐，言語了了。

如此發數十人，皆復生活十歲方復死爾。

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

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横傷短

折，即可起耳。」父使為之，有驗。 

（6） 
預示 
昇舉 

時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衷，字思

和，仕漢位至二千石，將之官，鄉里親友

會送者數百人，親屬榮晏。時茅君亦在

座，乃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

靈之職，尅三月十八日之官，頗能見送

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

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

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

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

「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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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座中衆賓皆相然，曰：「此君得

道，當出衆皆復來送也。」君曰：「若見

顧者，誠荷君之厚意也。但空來，勿有損

費，吾當自有供給。」 

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 

（7） 
昇舉 
之宴 

至期日，君門前數頃之地，忽自平治，無

復寸草。忽見有青縑帳幄，下敷數重白

毡，容數千人，遠近皆神異之，翕然相語

來者塞道，數倍於前送弟之時也。賓客既

集，君言笑延接，一如常禮。不見指使之

人，但見金盤玉盃自到人前。奇殽異菓，

不可名字；美酒珍饌，賓客皆不能識也。

妓樂絲竹，聲動天地，隨食隨益。人人醉

飽。 

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

下鋪重白氊，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

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

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 

（8） 
白日 
昇舉 

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紫帶，數百

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千餘人。

茅君乃與父母宗親辭別，乃登羽蓋車而

去，麾幢幡葢，旌節旄鉞，如帝王也。驂

駕龍虎，麒麟、白鶴、獅子、奇獸異禽，

不可名識，飛鳥數萬，翔覆其上，流雲彩

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

見，觀者莫不歎息。 

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

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

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

幡蓊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

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

忽然不見。 

（9） 
治句 
曲山 

君遂徑之江南，治於句曲山，山有洞室，

神仙所居，君治之焉。 
 

（10） 
祀祠 
軼事 

山下之人，為立廟而奉事之。君嘗在帳

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導引人馬，或化

為白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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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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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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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德潤 
蒼生 

遠近居人，賴君之徳，無水旱疾癘、螟蝗

之災。山無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厲。時人

因呼此山為茅山焉。 

 

（12） 
授道 
二弟 

後二弟年衰，各七八十歲，棄官委家，過

江尋兄。君使服四扇散，卻老還嬰，於山

下洞中修練，四十餘年，亦得成真。 

 

（13） 
封爵 

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節，以白玉版、黄

金刻書，加九錫之命，拜君為太元真人東

嶽上卿司命真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方卻

昇天，或治下於潛山；又使使者以〈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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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拜固為定録君、衷為保命君，皆

例上真，故號三茅君焉。其〈九錫文〉、〈紫

素策文〉，多不具載，自有別傳。 

（14） 
定期回

歸 

其後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君各

乘一白鶴集於峯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