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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玄真經訣的傳授與發展 

 
 
 
山田慶兒討論中國古代醫學的傳授問題時，曾以淳于意師受過程的三個階段，討論

弟子的資質問題及其在不同等級的老師間進階學習的情形，同時也論及教材文本受到傳

授方式的影響而變化的問題。尤其是後者，山田氏論述了兩種不同的師授方式，說明教

材如何受到這兩種不同師授方式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其中在「口傳」方面，山田氏認為： 

在這種（口傳）方式下，舊的教材通過新的知識和經驗，而不斷地改變著吧！或

舊的內容也因為新的概念和用語而被整理或重新掌握。弟子把老師的話做成筆記

這項行為，不論多寡，無疑意味著製作出與老師所得到的教材不同的新的教材。
1 

也就是說，在沒有固定文本的限制底下，不管是對於傳授者或受傳者來說，口傳形式都

是相對自由的。存在於老師記憶之中的舊有教材，很容易因為他個人所接受的新知識與

新經驗而發生變化，傳授的過程也可能因為新概念與語詞的使用而使教材再次發生變

化，當然，弟子的整理與重新掌握也可能造成另一次的發展。相對於此，根據已經成文

的教材講授，採取傳經與講授並行的傳授方式相對限制了教材的變化幅度，卻也無法阻

止新觀念的形成，山田氏認為這些新的內容將會以不同的文類形式出現： 

在此種情況（接受以前的教材與相關的講解，然後實習）下，教材本身不變，舊

的教材照原樣傳下去，由新的知識和經驗而產生的改變，出現在解釋，即講解之

中。假設弟子把其講解作成筆記時，那就變成舊教材的注解或解釋，甚至擷取採

取討論其中的重要問題而成為獨立論文的形式。2 

就如同他提出的醫學傳授的兩個原則：「非其人不傳」、「伴隨咒術－宗教的禮儀」

適用於道教的傳授情形一樣，上述山田氏關於傳授方式與教材變化的討論對於理解道教

修法的傳授形式與內容的發展也很有幫助，以下即在此古代醫學傳授情形的啟發下，對

於玄真之道的傳授進行分析，以之了解道教經法的傳授方式及其發展情形。 

 

一、許謐的修道次第與玄真經訣的傳授 

就在許謐受傳《茅傳》約莫一個月後，興寧三年（365）七月十五日定錄君茅固與

中候夫人王觀香來降，分別指示許謐、許翽、許聯以及楊羲各自所適宜的修行服御之方，

甚至清楚地為四人規劃修道次第。其中許謐部分即為： 

                                                      
1 山田慶兒，〈古代中國醫學的傳授〉，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台北：東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416。 
2 同前註，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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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巢高木，素衣衫然。〔（陶註：）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履順思真，

凝心虛玄。〔（陶註：）仍取此思字、玄字，即成長史字也。〕五公石腴，彼體

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可誦《洞篇》。

（《真誥》2:13b） 

依此大致可以將定錄君所建議的修行次第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必須服用「五公石

腴」。此五公石腴並非魏晉名士經常服用的「五石散」或「寒食散」3。根據許謐所抄寫

的《九真中經》卷末「服五石腴事」4，可以推想這是一種服食「五石」5以保全五藏，

使服食者即便「蹔死適太陰，權過三官」，也能令魂魄營侍於傍，讓身神得到暫時休息，

以等待重生之日來臨的方法。6由於其中多所論及太陰鍊形之事，而諸真又屢次向許謐

說明尸解之道（《真誥》4:14b3-15b9），容易令人以為五公石腴是一種尸解藥，而諸真來

降主要在於勸誘許氏以此解化。但在這裡，定錄君的誥語似乎只是打算以五公石腴來幫

助許謐延緩老化，甚至回復青春（少顏）；同時又可令許謐身體之中的「三八景二十四

神」（三八）7在存思時更加明確地顯現出來。而這也確實符合現存文獻對五公石腴的效

                                                      
3 據王奎克考証，「五石散」之五石應為礜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詳見王奎克，〈「五

石散」新考〉，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80-87；

李零，〈五石考〉，《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頁 341-349。另關於五石散

的研究，亦可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3 年），第 3 卷，頁 379-395；余嘉錫，〈寒食散考〉，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

華書局，1963 年），上冊，頁 181-226。  
4 《九真中經》為許謐興寧三年（365）春天所受經法（《真誥》2:22a）；「服五石腴事」則見錄

於《真誥‧運象篇第四》（4:16a5-b10），今本《九真中經》（CT1376、CT1377）中已不見此法。

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認為，《無上秘要》卷八十七〈尸解品〉所引錄的《洞真太極帝君

填生五藏上經》是許謐所見較完整的原本。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則認為《無上秘要》所引

錄的是一個合併了所有關涉五石腴法文本（包括《雌一經》、《真誥》、《雲笈七籤》等）的版本。

賀碧來的論斷只是就各種版本的內容初步比對所得到的印象，但如果仔細比對目前所存的四種

《鎮生五藏上經》的話，便可以發現《雲笈七籤》卷七十四與卷八十六所用之版本是直接承繼《無

上秘要》而來；相對於此，《雌一經》與《無上秘要》的版本雖大體相同，但前者已對部分字句

有所改寫，尤其最後將〈太微天帝君詠〉列為結束祝語的做法更是對原本的重大改變。詳見 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Facets of Taoism, ed. H. Welch and A. Sei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82-184. Isabelle Robinet, “The Metamorphosis and the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History of Religions 19(1979): 37-70.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tome 2, p. 77. 
5 根據《洞真太極帝君填生五藏上經》，五公石腴方是將五顆磨礪成珠狀的白石英丸放在鐵釜中，

與薤菜、白蜜、黑苣蕂共同燒煉，令後三物被白石英丸吸收後，再以水服食五石丸。或者五石融

化在黑苣蕂等汁液中，則飲服汁液五合。（《無上秘要》87:7a-9a） 
6 《真誥》：「若其人蹔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沉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

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

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

於三官者，此之謂也」（4:16a5-10）；「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

衛肉，胎靈掾氣」（4:16b7-8）。司馬虛曾翻譯此文，但對「三元權息」（the three primordials (san-yüan
三元) control his vital-breath）的理解有誤。「權息」的「權」應是權宜、變通之意；「息」應是停

息、靜止之意，「權息」應指權宜地停息、休息，其與後句之「太神內閉」應為相近意義之對句。

見 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pp. 182-183. 
7 《真誥》：「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

夜半存下景。」（9:2a-b）許翽曾抄有《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廻元隱道經》一卷（《真誥》20:3b），

且《真誥》中多次提及此《二十四神經》（5:11a、5:13a、9:2a-b、18:5a），見今本《上清紫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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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明：「神變反質，各自鎮養五藏」（《無上秘要》87:9b）。 
服食五公石腴有所成效之後，茅固便推薦許謐修行「玄真之道」。8如前所言，此「玄

真之道」是西城王君授予茅盈的司命專屬修法，茅固、茅衷來到茅山後也在西城王君的

同意下獲授此法。茅固推薦許謐修行玄真之道當然與此作為司命專屬修法，而許謐即將

成為「司命錄者」而參與金闕帝君所領導的官僚系統有關，就如同陶弘景所言：「玄挺

錄名，應得主司命錄者，皆先受行此道。……長史當封牧種邑，故並得受之」（《玄真經

訣》1a9-10）；另一方面茅固的推薦也說明了祂掌握此經法的文本與傳授權。如後所論，

許謐所得的《玄真經訣》即是得自茅固，只是這並不是當時許謐所受唯一的「玄真之道」，

在此之前，茅盈已經以降誥口傳的方式傳授許謐玄真之道。 
 

二、「經」與「訣」：玄真之道的組成與傳授 

陶弘景（456-536）曾批評顧歡（420-483 或 428-491）編輯《真迹》時，9因部分楊、

許抄經所得之修法首尾無題，不知如何安置，略而不用，其中即包含「明堂」之法（《真

誥》19:8a3-6）。另外，在一則茅盈論及「服仙藥」之方位與禁忌的誥語下，陶弘景也註

明其「本在受『明堂玄真法』後」（9:13b8）。這裡陶氏所謂的「明堂」之法或「明堂玄

真法」即指收錄於《真誥．協昌期》中，由東卿司命親自傳授「明堂玄真法」的一段誥

語：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清齋休粮，存日月在口

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

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

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

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太上玄真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

璫之道』耳！季偉（茅固）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

然後受書耳！此玄真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

者也。『明堂玄真』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茅固）

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

偉所見耳！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

恒爾此為佳。」（9:18a-b） 

在這段誥語中，茅盈以口述的方式傳授許謐《太上明堂玄真上經》的具體操作方法，以

後來茅盈的說法，這一操作方法的口頭說明可以視之為口訣。茅盈同時也以其弟茅固受

                                                                                                                                                        
皇初紫靈道君洞房上經》（CT405）。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p. 78-81. 
8 茅固不只是推薦許謐修用玄真之道，祂也同樣推薦周子良修行此法，見《周氏冥通記》：「定錄

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

洪君前受《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

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3:3a） 
9 在陶弘景之前，顧歡已著手編輯楊、許手稿，陶氏即在顧氏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卻也有所興革。

見《真誥》（19:7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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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模式──先依口訣修行，而後才得獲經本──來說服許謐依訣修行。如此經、訣分

授的方式似乎是當時經常使用的傳授模式。《真誥》所收錄的一則保命君茅衷向許聯介

紹「玄白術」的記錄（這份記錄也被《登真隱訣》轉引），其中除了略述守玄白之術的

具體操作方式外，也曾提到「若欲守玄白者，當與其經。經亦少許耳。」（《真誥》13:15b7-8、
《登真隱訣》2:21b7）這和玄真法的傳授一樣，同樣是採先傳口訣，再傳經本的方式。

而陶弘景也注意到這類相似的傳授模式，其在《登真隱訣》的引錄中便特別註明：「如

此，玄白復別有正經，亦應有祝。此蓋其鈔畧，猶如玄真事耳。」（2:21b7-8）如此經、

訣分授的情形，不僅說明了「經」與「訣」的分野，以及經法傳授的次第與模式，同時

也引發了文本內容的問題。亦即，如此經訣的傳授形式同樣說明了經書文本只記錄經文

本身，而以經文的解釋與實際操作方法為內容的口訣，卻只以口頭傳承的方式存在於師

徒的記憶之中。因此，雖然口訣最後還是被記錄下來了，但我們還是可以簡便地以口訣

的傳授來理解此次茅盈與許謐師徒之間玄真法的傳承。 
然而，除了上述的口訣傳承外，茅盈也同時提到《明堂玄真上經》的文本情形──

「經亦少耳，大都口訣」。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在談論經、訣比例的問題，但如果這

裡所談的不只是經、訣比例問題，而是反映了當時的文本情形，則茅盈所提及的這個文

本，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本子？是一個獨立的經本，必須搭配如茅盈誥語之類的口訣施

用；還是早已成為一個經訣合刊的本子，茅盈的口授只是重複了經訣中的方法而已？以

其後所言「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似乎意味著文本中所錄口訣正與今日所誥者同，

亦即茅盈將自己今日的口授連繫至一個已經記錄成文的口訣文本。 
顯然，在此降誥的同時，許謐尚未獲得《明堂玄真經》的經本，而且根據茅盈的指

示──「爾欲得，可就偉取」，似乎後來許謐所獲經本是由定錄君茅固所傳。如果依照

陶弘景所謂「此是說《玄真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9:18b8-9）的說法，可

知陶氏所見到的《玄真經》乃是收錄於《茅傳》之中。而且目前見於《上清明堂元（玄）

真經訣》（CT424，以下略稱為《玄真經訣》）10的陶弘景《登真隱訣》佚文中，即稱此

經訣為「《茅傳訣》」（6a1），如此則可進一步推斷陶氏所見到的本子已經是經訣合刊的

形式。如果陶氏所見的版本情形與文本內容即是東晉中期許謐受傳時的樣子，那麼許謐

應該是在定錄君茅固傳授《茅傳》的同時，也得到附錄在《茅傳》中的《玄真經》，且

當時已經是個經訣合刊的本子。或者，如果上述傳授玄真之道時所採行的經、訣分授方

                                                      
10 現存道藏本《上清明堂元真經訣》應即陶弘景《登真隱訣》的佚文，其來源即錄於《茅傳》

的玄真經訣。關此，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曾直覺地判斷此經訣乃《茅傳》所有。但賀碧

來（Isabelle Robi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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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認為《玄真經訣》的註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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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真經訣》的註文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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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重新檢查賀碧來所據《三洞珠囊》與《太平御覽》的

引書情形，發現並無賀氏所論與《玄真經訣》不相符的情形。（見「附錄一：《三洞珠囊》引《登

真隱訣》與《上清明堂元真經訣》的比對」）而且從《玄真經訣》所附註文前後呼應的情形來看，

今所見《經訣》的全體結構（1a2-6a1）應即註語形成時的樣貌，甚至附於此《玄真經訣》之後

的〈太極真人服四極雲牙神仙上方〉也是在註釋時即與《玄真經訣》連結在一起，而分別以「茅

傳訣」、「王傳訣」的名目存在。因此，可以大膽地推測，目前所見《經訣》極可能是陶弘景《登

真隱訣》的片斷，雖然後來獨立成書，但仍然保留《登真隱訣》的樣式。詳見 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1977): 59, n.147.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p. 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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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簡單地反映為文本內容的話，則與《茅傳》同時傳授的《玄真經》便可能只是錄存

經文，而未見訣文，此經口訣是茅盈降誥時以口授的方式傳授。如此則陶氏所見經訣合

刊的「《茅傳訣》」，其中已經成文並錄於經後的口訣便可能只是單純記錄茅盈所授的「《玄

真經》存之法」，是許謐受得此訣後補錄於經文之後的結果。 
就陶弘景而言，他是寧願相信許謐所受傳的版本已是經訣合刊的形式；而且對此一

形式的形成過程，他也有個人的解釋，如其在《玄真經訣》的經文之後所作的說明：「此

四十字即《玄真》之本經也，其後皆王母、總真更演說行事之法耳。」（1a6-7）陶氏此

說即根據《茅傳》所描述西城總真王君領茅盈造訪西王母時，王母「勑王君解釋《玄真》

之經」（《茅山志》5:3b6），以及與王君回到西城後，茅盈「依承『真訣』，按而行之」（5:4a4）

的說法，判定載錄於《茅傳》之後的《玄真經訣》即是西王母與西城王君所傳之經與解

經「真訣」的記錄。如果再配合《玄真經訣》卷首對經文來源的說明──「白玉龜九靈

太真元君西王母授說《明堂玄真經》曰……凡四十字，太上刻於鳳臺南軒也」（1a2-8），

則可更細地區分茅盈所受《玄真經》是西王母所說，而訣則來自西城王君的解釋。如此，

即陶氏根據傳文中的敘述，將此經訣上接於西王母與西城王君，而得到一個比茅盈口授

更為權威、更為原始的來源。如果接受陶弘景這樣的理解，那麼茅君降誥的口訣便是根

據於其師西城王君的真訣，他只是複述（或簡述）了真訣的內容，以之傳授許謐而已。
11陶弘景確實也是這樣想的。他在《茅傳訣》之後，隨即補錄了上述《真誥》中的茅君

口訣全文（4b8-5b10），並說明他對於《茅傳》、《真誥》重複兩出「玄真法」，其內容卻

不甚一致的推斷： 

司命（茅盈）令先授此省易之訣於楊君（楊羲）者，欲令長史（許謐）行之。于

時長史靈池未澄，故且隱玉女之事，後方便示《傳記》（《茅傳》）耳。所謂「次

行玄真」者。（5a10-b1） 

因此依據《茅傳》的敘述以及上述陶弘景的了解，大致將玄真法的傳授歷史，以及

其中經訣發展與變化作如下的敘述與圖示： 
1、 元始天王與榑桑大帝君傳西王母「太極玄真之經」（《茅山志》5:3b），此時並沒

有論及「訣」的部分。 

2、 西王母傳授茅盈《玄真經》（《玄真經訣》1a2-3），西城王君解釋此經以成「真

訣」。（《茅山志》5:3b）此時「真訣」已被記錄成文，而形成經訣合刊的《玄真

經訣》。 

3、 茅盈於茅山傳二弟（茅固、茅衷）玄真之道（《茅山志》5:8b），此應包含經與

訣。茅固將《玄真經訣》抄錄於《茅傳》之中。 

4、 茅盈傳許謐玄真法口訣，茅固傳許謐《茅傳》並《玄真經訣》。 

 

                                                      
11 加藤千惠討論《真誥》中的日月修法時即曾注意到茅君所誥口訣與《玄真經訣》這兩種文本，

但他沒有注意茅君誥語、《茅傳》與經訣之間的關係，只是簡述「茅傳訣」是收錄了包括茅君口

訣在內的更複雜化的方法，且《玄真經訣》是以西城王君所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為名所編集

的經典。詳參加藤千惠，〈《真誥》における日月論とその周邊〉，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

（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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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真經訣的內容與發展 

以上大致釐清了玄真之道的經訣關係及其傳授情形，但其中傳授的內容究竟為何？

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目前所見的《玄真經訣》便是西城王君所解釋的「真訣」？此「真

訣」內容是否在傳授的過程中一直處於穩定不變的狀態？如果不是，那玄真法是否不斷

地在發展著？其發展的情形又如何？是否可以透過這個修法的傳授以及傳授時對於經

法的取捨或增衍情形，了解經典的發展狀況？  
現存玄真之道的相關記錄主要見於上引《真誥》所錄「茅君口訣」、《玄真經訣》、《太

上玉佩金璫太極金書上經》（CT56，以下簡稱《玉珮金璫》）卷末所錄〈玄真洞飛二景

寶經〉（以下略稱為〈玄真寶經〉）、《上清握中訣》（CT140）卷下〈茅君行事訣〉（3:7b-8a）。
12其中「茅君口訣」與《玄真經訣》的關係已如前述：雖然前者早於後者「出世」，但陶

弘景卻認定前者為後者的「省易之訣」。另外，〈玄真寶經〉的內容主要抄自《玄真經訣》，

但又有所補充，可以視為此修法的後續發展。13而〈茅君行事訣〉則是《真誥》與《玄

                                                      
12 其餘類書文獻也多轉引，如《雲笈七籤》卷二十三〈日月星辰部〉所收「太上玄真訣服日月

法」（23:9b-10a）、卷三十三〈雜修攝．行氣〉中部分文字（33:10b-11a），乃節錄自《真誥》茅

君口訣。另外如《長生胎元神用經》、《上玄高真延壽經》、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卷六亦引述

此法。《上清眾經諸真聖秘》（CT446）卷七〈修明堂玄丹法〉（7:2b）、卷八〈真經行事立成要訣〉

（8:12a）則只自《上清握中訣》抄出了太玄玉女的名諱而已。關於玄真之道的轉引情形，加藤

千惠亦曾提及，但沒有討論諸文獻間的引錄關係。詳見氏著，〈《真誥》における日月論とその周

邊〉，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143，註 18、19。 
13 賀碧來以「玄真洞飛二景寶經」之標題未見於任何引錄《玉珮金璫經》的文字之中，故而認

元始天王、榑桑大帝君 

西王母 

西城王君 

茅盈 

茅固 茅衷 

許謐 

【玄真經訣傳授圖】 

傳訣

傳授《經訣》

傳授《經訣》

傳經

傳訣

傳經

?



 161

真經訣》兩者的改寫本，並新增服符法。雖然學界或有懷疑此書為陶弘景所輯，14但以

玄真法的抄錄情形以及此本中「服符法」的增衍情形（詳後）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

因此也可視為玄真法的後續發展。以下，我們便以「茅君口訣」與《玄真經訣》為中心，

兼及〈玄真寶經〉與〈茅君行事訣〉的方式，討論各種玄真法版本的內容與其發展情形。 
如前所述，今本《玄真經訣》為陶弘景《登真隱訣》的佚文，出自《茅傳》，陶氏

以其根源於西王母與西城王君所傳經訣，故自《茅傳》中抄出，輯入《登真隱訣》；除

此之外，陶氏也於此「茅傳訣」之後補錄了《真誥》中的「茅君口訣」。因此，今本《玄

真經訣》是由以下三個部分組成：（一）玄真經：包括玄真本經與前後的文字說明

（1a2-10）；（二）玄真訣：即西城王君所解釋的部分（1a10-4b8）；（三）茅君口訣：即

《真誥》中所錄的茅君誥語（《真誥》9:18a-b＝《玄真經訣》4b8-5b10）15。其中第一部

分是「經」，而第二、三部分則是繁簡不同的兩種「訣」。以下我們便依經、訣的次第依

序討論。 

 
（一）玄真經 

《玄真經訣》的第一部分為本經部分，是一首四十字的四言詩體： 

太上玄玄，二氣洞明。 
玄真內映，明堂外清。 
吞息二暉，長生神精。 
上補司命，監御萬靈。 
六華充溢，徹見黃寧。 

這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玄真經》經文。雖然更早的「茅君口訣」已提到「明堂玄真

自有經，經亦少耳」，卻沒有披露經文的內容。而後出的另外兩個版本，也只有〈玄真

寶經〉錄有經文。16雖然如此，根據現存的兩種經文版本已經足以推測出原始經文的內

                                                                                                                                                        
為此經最末部分的明堂玄真之法很可能是後來增入的。見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215. 另外，《道藏》中收有一部《上清太霄隱書元

真洞飛二景經》（CT1199），王卡以為此經「原係《玉佩金璫太極金書上經》中一篇，後分出單

行」。見張繼愈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1 冊，頁 530。但若細讀經

文內容，便可發現其與《玉珮金璫》所附〈玄真洞飛二景寶經〉明顯有異。 
14 關於《上清握中訣》的歸屬問題，蔡雾溪（Ursula-Angelika Cedzich）依《太平御覽》卷六六

六〈道部八．道士〉所言「陶隱居手為經，題《握中祕訣》，門人罕能見之，惟傳孫韜與桓闓二

人而已」，而認為此書可能為陶弘景所編。賀碧來則在蔡氏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通志‧藝文略》、

馬端臨《文獻通考》與《至言總》都將此書歸屬於陶弘景。但賀氏是懷疑這樣的看法的。詳見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e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vol. 1, p. 628. Is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2, p. 355. 
15 石井昌子曾注意到《真誥》和《玄真經訣》之間的抄錄關係，但由於她所關心只是《玄真經

訣》與《真誥》內容一致的部分（《玄真經訣》第四紙＝《真誥》卷九第十八紙），而沒有詳細考

察玄真法的傳承過程，也沒有發現《玄真經訣》是一份包含更為詳盡的玄真法的文件，甚至完全

不知道《玄真經訣》即是陶弘景《登真隱訣》的佚文。因此，她錯誤地判斷這兩段幾乎完全相同

的文字是分別在不同時候抄自《茅傳》。詳參石井昌子，〈《真誥》と諸經典の關係〉，《創價大學

一般教育學部論集》4（1980 年），頁 186。 
16 《太平御覽》卷六七二〈道部十四‧仙經上〉引《茅盈傳》亦見此經文，而為〈玄真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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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這兩種版本的內容大致相同，除了下列兩處文字上的差異：「二氣洞明」一句〈玄

真寶經〉作「雙神四明」（23b9）；「徹見黃寧」一句〈玄真寶經〉作「徹視黃寧」（24a1）」。

其中，第二個差異中的「徹見」與「徹視」應為傳寫時所造成的錯誤，但我們沒有證據

可以確定何為原文。所幸「見」、「視」二字意義相近，不會影響我們對於經文的理解。

至於第一個差異則明顯是有意的改寫。其中〈玄真寶經〉「雙神四明」中的「雙神」雖

然還是指涉日月「二景」，但卻已經是作為人格神的「日中五帝」與「月中夫人」，其概

念應是來自〈玄真寶經〉開頭所言的： 

凡修太霄之道，存迴金璫玉珮之法，當兼御日月之精，以鍊五胎之神，招日中五

帝、月中夫人，二景玄映，下降身形，使面有玉澤，體生奇光，內外洞朗，心聰

目明。（23b） 

在這裡，〈玄真寶經〉已經不再如《茅傳》所謂「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未由得《太

霄隱書》（《玉佩金璫經》）」（5:4a1-2），以之作為《太霄隱書》的先行修法，而將其改為

「太霄之道（存迴金璫玉珮之法）」的兼行修法。正因如此，〈玄真寶經〉才被附錄於《玉

佩金璫》之末。而如此與《玉佩金璫》兼行的新關係，使得〈玄真寶經〉更容易受到前

者的影響。「雙神洞明」的這個例子很可能便是受到《玉佩金璫》「二景纏綿，雙神安康」

（4b3-4）、「二景纏綿，雙神洞明」（17a5-6）的影響而改寫的結果，只是《玉佩金璫》

中的「雙神」都是指涉該經法中最為關鍵的兩位主神──「玉珮魂精帝君」（3a7、4ab、

5b）與「金璫魄靈帝君」（3a9、17a、18a），而不是日中五帝與月中夫人。 
除此之外，如果從經、訣內容應該一致的觀點來看，則早期「茅君口訣」只提日月

二景而無及「雙神」的情形，也可成為原始經文不應作「雙神四明」的輔證。如此，應

該可以相信《玄真經訣》所保存的應是較接近原始經文的樣貌。如此一來，便可根據這

個經法發展的初期產物，也就是在經法發展中最不具變動性的文類──原初的經文──

來考察修法最原始的樣貌。以下暫不考慮後來可能遭到改寫的「訣」如何詮釋經文，而

直接分析經文的內容，看看它究竟表達了什麼樣的修行指示。 
玄真經文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題。首先，第一、二句說明在幽玄的「太上」，

有「二氣」於其間通徹朗明。這裡雖然沒有明言「二氣」或後來的「二暉」所指為何，

但還是可以略粗地理解其為一種兩個一組且以精氣、光輝形式存在的物體。17這是經文

的第一個主題，說明修行存服的對象。其次，第三至第六句則是描述修行存服的方法。

其中第三句的「玄真」應指第一、二句所言洞明於玄玄太上之中的真氣。通徹朗明的真

氣透過存想的方式，引入並照耀存思者的身軀內部。至於第四句的「明堂」，在上清經

派的其他經法脈絡底下，直接聯想到的是位在兩眉間卻入一寸、作為頭部九宮最外圍的

                                                                                                                                                        
的版本。 
17 陶弘景認為「太玄」為「日月所居之境」（4a5），如此「太上玄玄」可能即指「太玄」。依此，

則「二氣」便為「太玄」中的日月二氣。故此句即言在此太玄之境中，有日、月二氣洞明其間。

陶弘景並沒有說明其以「太玄」為「日月所居之境」的根據為何，很可能是因為日月為「太玄玉

女」居處（4a1）所做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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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宮」18。因此「明堂」在此可能是表示場所的副詞用法，而此句即指二氣守在「明

堂宮」中，以之廓清外界。五、六兩句相對來說則較易讀，即指吞服此二氣之暉，便能

長久於體內生出神精。《玄真經》的最後一個主題則是第七至第十句所描述的修法功效。

七、八兩句言修此法得道即能上補為司命神，而擁有「監御萬靈」的職能。九、十兩句

則從身體變化的角度說明得道時的生理反應。從前後文脈來看，無法確知這裡所謂的「六

華」與「黃寧」究竟何指，但還是大致可以由「充溢」的動詞用法，推知「六華」可能

指涉六種氣液的精華；19而與「六華」並舉且作為「徹見」之受詞的「黃寧」，則應是修

行者身中的部位或身神。20 
以上盡可能地從字面意義或依文字脈絡解讀經文的內容，但還是發現其中有許多隱

晦的表現方式。其中以「二氣」、「二暉」最為重要。如果無法得知「二氣」究竟何指，

則無進一步實際操作的可能，此經文便失去實踐意義，所有敘述都將停留在文學性描述

的層次。經文並未確指「二氣」為何，這就如同為藏寶箱留下了一個鑰匙孔，唯有等待

「口訣」的開啟，才能使所有的意涵完整顯出而有進一步具體實踐經文的可能。同時，

經文以其意涵不完整的隱晦形式，為此修法的流傳設置了一道保險，以確保它不會在流

傳的過程中輕易被理解與運用。但另一方面，如此意涵不完整的情況卻也預留了後人的

詮釋空間，而為日後經法的分歧發展埋下了伏筆。 

 
（二）玄真訣 

按照陶弘景的看法，《玄真經訣》的第二部分即是西城王君解釋《玄真經》的真訣，

亦稱「玄真法」（1a10）。由於此法乃為《玄真經》之解釋，故其命名當然來自《玄真經》，

亦即經文「玄真內映」之「玄真」。依先前的經文解讀，「玄真」可能指洞明於玄玄太上

之中的真氣，但這仍是個模糊的概念，還是無法具體了解其指涉。然而「玄真」一詞卻

是道教中常用的語詞，謝弗（Edward Schafer）曾簡略地討論歷來「玄真」一詞的用法。
21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抱朴子．仙藥》中曾以「玄真」為「玉之別名」，而以「服玄真」

                                                      
18 陶弘景《登真隱訣》（CT421）所引《蘇君傳訣》即有頭部「九宮」，其中兩眉間却入一寸的位

置即為「明堂宮」（1:3a）。當然，這裡的「明堂」也可能是表示方法的副詞用法，即指「明堂法」，

如此則此句便意味：以明堂法來廓清外界。但從前後文來看，在此突然引入「明堂法」的可能性

不高，因此「明堂」以場所意義解釋的可能性會更高一些。關於頭部九宮的研究，可以參考山田

利明，〈泥丸九宮の思想〉，《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9 年），頁 331-352；

垣內智之，〈頭部九宮の存思と太一〉，《東方宗教》第 91 號（1998），頁 22-40。關於二氏論點

的討論，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19 雖然我們無意對此經文做過多的詮釋，但以下出現在《真誥》中的例子，還是可以幫助我們

更貼近六朝人的語詞習慣。《真誥》中曾收有右英夫人介紹《太上籙渟發華經》中的按摩法，其

中祝語即言：「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

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當休彊。」（9:4b）文字後段所描述的「玉液流

澤，上下宣通」很可能即指「六華充溢」於體內的情形。 
20 相對於「六華」的罕見，「黃寧」一詞則經常出現於六朝時期的《上清經》之中，其內涵與用

法雖有歧異，但大致均以身神為指涉。而這裡所說的「黃寧」，以《玉珮金璫經》也曾提及、而

與「陵梵」、「務猶」並列的「黃寧」（17b1-2）可能性最大。此三神應即為《大洞真經三十九章》

（CT6）中的「太一尊神務猶收」（2:3b）、「帝君絳凌梵」（2:6a）、「精血三真元君黃寧子玄」（4:1a）。 
21 Edward Schafer, “The Jade Woman of the Greatest Mystery,” History of Religions 17(1978): 389,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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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玉法之代稱；22以及《黃庭內景經．五行章第二十五》中的「能存玄真萬事畢」。而

後者很有可能即指此玄真法。23 
「玄真法」所敘述的主題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部分：「服二景之法」、「玉女之事」、

「明堂法」，分別為下表所列「A」、「B」以及「C」至「E」。 

 
【茅君口訣、《玄真經訣》、〈茅君傳行事訣〉所錄「玄真法」之比較】 

 茅君口訣 《玄真經訣》 〈茅君傳行事訣〉 

清齋休粮，  寢靜之室，平旦，瞑目，按

手膝上 

存日月在口中， 

晝存日，夜存月， 

令大如環。 

存日月在口中， 

白日存日，夜半存月， 

亦可存無晝夜以分別於日

月也。 

 

旦存日，夜存月， 

並大如鐶， 

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

色，有白光十芒。 

日色赤，月色黃。日有紫光

九芒，月有白光十芒。 

日色赤，有紫光九芒；月色

黃，有白光十芒。 

A 

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

無數。 

使日月對口，相去九尺，向

口。芒直如弦，以入於口

也。 

以對口，去之九尺。 

芒直如弦，以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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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咽之，存女亦

隨吐。行之九十咽畢，存覺

令日月之景親薄我面上，令

玉女之口歠我口上，使氣液

來下，入於口中。我乃微祝

曰：「……」畢，存玉女之

口津液令注我口中，我又漱

液而隨咽之，又九十過止。

日月中有太玄上玄丹霞玉

女〔名纏旋，字密真〕，冠

紫芙蓉，著朱錦帔裙，正向

我面，自稱如此。因吐赤氣

注我口中。我隨吐隨咽，九

十過，覺日月漸來薄面，玉

女口亦綴我口上，氣液皆入

我口中。乃微祝曰：「……」

存玉女口津液注我口，漱滿

咽之，九十過止。 

B 

 靜心思感，行之務多，不復  

                                                      
22 葛洪《抱朴子內篇》引《玉經》，以「玄真」為玉之別名。《抱朴子內篇．仙藥》：「玉亦仙藥，

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

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04。 
23 《黃庭內景經》（CT402）中多所提及上清修法，如「隱景藏形」（3:1a）、「隱地八術」（3:3b）、

「鬱儀結璘」（3:5b）、「金璫」（3:6a）等，尤其「金璫」即是與「明堂玄真法」成組的系統修法，

故此中所言「玄真」很可能即指「明堂玄真法」。 



 165

有限也。 

 若存日則不存月，若存月則

不存日也。要當均存之耳。

 

C 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

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

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 

若不得服時，當存二景還明

堂中，日左月右，令日月光

輝與目瞳合照，四映二氣，

使相注也。 

若不得服時，當存二景還明

堂中，日左月右，令光輝與

目童合映。 

D  亦可常存日月在明堂中，不

待常所服日月之二景而兼

用之也。 

 

E 夜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

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

邪自滅，常爾為佳。 

  

 
1. 服二景之法 

「玄真法」第一部分（「A」部分）所述即咽服日月二景光芒之法。這應是《玄真經》

中「玄真內映」與「吞息二暉，長生神精」的解釋。亦即，西城王君以日月二景來解釋

經文中的「二氣」與「二暉」，而使修法的對象得以落實。存思對象一旦落實，其餘只

需再針對存思時間、存思對象的具體形象，以及具體存服的方法進行說明，即可構成一

具體可行的修法。 
關於存思時間，《玄真經訣》為「白日存日，夜半存月」；「茅君口訣」則為「晝存

日，夜存月」。茅君口訣對存思時間的說明較為寬泛，單以晝夜為別，並無明確時間；

然《玄真經訣》中的「白日」、「夜半」除了晝夜的分別外，也可能理解為正午或子時，

因此陶弘景才特別強調：「此云『白日存日』，則通呼一晝；『夜半存月』，則通呼一夜，

非謂正午、子時矣，故後訣（即茅君口訣）云：『晝存日，夜存月』也。」（1b6-7）在

此，陶氏引用「茅君口訣」作為理解依據，並不是因為此訣更為真實或更具權威，而只

是以訣証訣的方式而已，因為他並不以此二訣有何發展上的關係，而只是繁簡上的問

題。然而，實際的情形可能不是這樣。 
除了「白日存日，夜半存月」之外，《玄真經訣》又說明允許例外的情形，所謂「亦

可存無晝夜以分別於日月也」。這種例外的說明在道經中並非少見，但經常是後來附加

上的新訣。這裡的情形恐怕也是如此。亦即這個例外說明恐怕不是西城真訣原有的內

容，而是為了令時間限制寬鬆化所附加的新訣。一如較早的「茅君口訣」便無此項說明；

而陶弘景也同樣對這樣的例外說明感到疑惑：「凡諸日月之道，例皆不爾。自不及分為

昏明兩法也。」（1b5-6）如此新訣的附加或對舊訣的改造而使經法有所發展的情形，在

後出的〈茅君傳行事訣〉中更為明顯。以存思時間為例，〈茅君傳行事訣〉便更精確地

將時間限定在「平旦」。但這顯然不是原有的內容。而從陶弘景的說明，則可以更清楚

地看到經法發展的過程。同樣是對「白日存日，夜半存月」的註釋，陶弘景在不違背舊

訣的情形下，提出了兩個更詳細且具體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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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若日夜止一過存者，當用日月初出之時，通隨實書事後便存之。若欲數存者，

日夜各三過為節。晝則向日，夜則向月。並平坐瞑目，接手為之。天陰止寢室。

月不見時，亦向其所在。（1b6-9） 

這當然是陶弘景對「玄真法」的再度詮釋，也可以說是陶氏新訣。可以推想南朝時期和

陶弘景同在茅山一帶修行的諸弟子可能便是遵行著這樣的方式修行，24使陶氏新訣也因

此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前述〈茅君傳行事訣〉以「平旦」為修行時間，或者同時規定

的存思地點（寢靜之室），以及存思時的動作要求（瞑目，按手膝上），都與陶氏新訣的

內容一致，或許是受此新訣影響的結果。 
其次，關於存思對象的問題，亦即日月本身的顏色、光芒的顏色以及數量問題。日

月的存思應有其經驗基礎，如陶弘景對此的具體指導：「初存日月在天上，猶如今所見

之大，光色如法，冉冉來下，其形漸小」（2a2），便是以外在現實之日月作為存思的初

始對象。如此或可說明存思法中的日月形象與肉眼觀察所得的視覺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25如果從玄真之道的發展過程來看，此日月形象的描述相對來說是比較沒有變化的一個

部分。 
至於吞服日月的方式，《玄真經訣》以「日月對口」，光芒直入於口的方式吞服日月

光芒。但這種方式所吞服的只是日月光芒，而不是日月，日月只位於「對口相去九尺」

的位置。這顯然和「玄真法」一開始所謂「存思日月在口中」的描述相互矛盾。如果比

對「茅盈口訣」，便可發現其中並無「日月對口」，光芒直入於口的描述，而是在「存日

月在口中」以及日月光芒之顏色、數量後，便直言「存咽服光芒之液」。如果從日月所

在位置來考慮的話，「茅君口訣」所描述的修法流程是較為合理的，而這很可能便是修

法原初的樣態：亦即一開始便存思日月在口中，而後直接咽服，無需再存想光芒入口。

如果「存日月在口中」為修法的原初樣態，亦即舊訣的話，則《玄真經訣》「日月對口」

的方法因為在修行細節上與前者有著明顯的差異，可視為新的解釋，亦即新訣。 
陶弘景也留意到這樣的差異，而將兩種修法切割，以茅君口訣為「單行訣」，而認

為「對口」存思日月之法與後文所述的「玉女之事」是一套完整的修法。（1b2-4）同時

陶弘景還認為茅君之所以隱去玉女之事而只傳授許謐「單行訣」，主要因為許謐未能摒

除男女之想。26但這樣的解釋仍然無法說明「日月在口中」與「日月對口」兩種不同的

日月位置所造成的矛盾。陶弘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以及構想出「單行訣」的解釋方

式，恐怕是因為他相信所見《茅傳訣》（即《玄真經訣》）是一套完整而成體系的修法。

但如果像我們所推測的那樣，這些修法並不是一開始便是成體系的整體，而是經過一個

發展過程所形成的，那麼真實的情形便不是陶氏所解說的那樣，而是今本《玄真經訣》

所見日月光芒直入於口的方式是後來改動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東晉中期茅君傳訣之

                                                      
24 如前註 8，陶弘景弟子周子良亦被要求修用「玄真內訣」。 
25 加藤千惠亦曾討論過這種素樸地透過肉眼觀察乃至內觀存想的「原始的服日月法」。見氏著，

〈《真誥》における日月論とその周邊〉，頁 125-126。 
26 《玄真經訣》：「司命今先授此省易之訣於楊君者，欲令長史行之。于時長史靈池未澄，故且

隱玉女之事，後方便示傳記耳」（5ab）；「此太玄之號，是日月所居之境。玉女者，亦日月夫人之

女也，其感化之形可共寢宴遊處耳，非為偶對之接也。前歠口注液之時，若頗有懷於中胷，則必

無降眄之由矣」（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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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到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登真隱訣》之前，甚至在《茅傳》成書之前，此「玄真法」

已經有了改動或進一步地發展了。 

 
2.玉女之事（纏旋之事） 

「玄真法」的第二部分（「B」部分）是關於日月之中的太玄玉女的存思法，即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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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咽之，存

女亦隨吐。行之九十咽畢，存覺令日月之景親薄我面上，令玉女之口歠我口上，

使氣液來下，入於口中。我乃微祝曰：「……」畢，存玉女之口津液令注我口中，

我又漱液而隨咽之，又九十過止。（2a5-3a8） 

顯然這是順著《玄真經訣》所提出的新訣的脈絡所發展出的修法，即存想「日月對口」

以吞服日月光芒之後，又再存思日月中有太玄玉女「口吐赤氣，彌滿日月光芒之間」，

赤氣（霞）與日月光芒共同入注修行者的口中，修行者咽服芒、霞。之後便以玉女一吐，

修行者一咽的方式，重復九十次。在吐咽的過程，原本與口相去九尺的日景或月景便逐

漸靠近修行者，終而「親薄」於修行者面上，因此居於日月之中的玉女也隨著親近修行

者，最後玉女之口便直接歠飲氣液於修行者口中。 
如陶弘景已經注意到的，這樣的方法是無法和「存日月在口中」的茅君口訣配合施

行，而必須搭配「日月對口」的新訣。因此，可以推測「玉女之事」必然是在「日月對

口」之新訣存在的同時或之後才成立的。如此的話，則茅盈口訣未有玉女之事恐怕並非

陶氏所言為茅君隱去的結果，而是早期修法確無玉女之事。關於這一點，《玄真經訣》

論及早期流傳情形時所說的「昔鍾山真人教夏禹之道，是此玄真法耳。但鈔畧而已，無

纏旋之事也」（4b1-3）也可作為輔證。夏禹所受「無纏旋之事」的玄真法為「鈔畧」的

說法，也是基於合「服二景」與「玉女之事」為玄真法整體的觀念。如果不理會這樣的

觀念及其所引出的「鈔畧」說法，則「無纏旋之事」的玄真法恰恰反映了早期訣法的內

容。而這樣的內容是與茅君口訣一致的。陶弘景也認為「此云『無纏旋之事』者，即應

是後東卿所授者」（4b4），甚至進而以此說法推論茅君二弟所受「玄真法」也同許謐一

樣分兩階段進行： 

初授二弟亦單法耳。……昔司命受《玄真》於王母，及總真訣教，行之三年，色

如女子，目有流光，面生玉澤。司命後以經存之法授二弟，竭誠精思，三年之中，

神光乃見爾，乃更受纏旋之事，故得為定錄、保命之位矣。（4b4-8） 

如果鍾山真人傳夏禹、茅君傳二弟以及茅君傳許謐的玄真法都無玉女之事，則首度出現

於《茅傳》中的玉女之事是否為舊訣原有便非常可疑。陶弘景所整理的「玄真法」出自

《茅傳》，其看法自然受到《茅傳》影響，如其所言「此《傳》所載，於玄真之事，其

理已盡」（4b5），而以玄真法為同時具有服景與玉女二事才為整體的看法是很自然的。  
如果回顧可能代表此經法最原始狀態的《玄真經》，便會發現其中並無與玉女之事

相涉的用詞或概念。而已受《茅傳》影響的陶弘景，其注解「玄真法」時卻認為此「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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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即指太玄玉女，亦即經文中所謂「玄真內映」之「玄真」。27這樣的解釋明顯牽強，

因為《玄真經訣》已明白指出「太玄上玄丹霞玉女諱纏旋，字密真」，不是字「玄真」。

而且如前所述，「玄真內映，明堂外清」作為一組修法的描述，前者應指「玄真」內映

於修行者身中的情形，這正符合舊訣「存日月在口中」的說明。如依陶弘景的解釋以「太

玄玉女」為「玄真」，則從來不曾入於修行者身中的太玄玉女，以及吐出「氣液」（2b8）

或「津液」（3a7）形式的赤氣以供修行者咽服的情形，如何能夠解釋「玄真內映」。恐

怕這樣的想法只能看作接受《茅傳》看法之後陶氏個人的新解釋而已。28 

 
3. 明堂法 

「玄真法」的第三部分（即列表中的「C」）在於說明不存服日月二景時，可以「日

左月右」的位置，令其還居於兩眉間卻入一寸的「明堂宮」29中，而與目瞳合氣相注。

從此法為不存服二景時才採行的這一點來看，似乎可將此法視為服二景之法的補充說明

或延伸修法。雖然如此，但經文寫作時，卻又似乎早已預想此法的存在。經文中所謂的

「明堂外清」在此訣法的解釋下，即指日月二景還住明堂之後，因與目瞳合氣，而使目

光與二景光芒相合，如此則目光所及之處都將成為二景光芒照射的範圍，因而具有廓清

外界的功能。因此，雖然此法作為服二景之法的補充說明或延伸修法，卻不是後來發展

的結果，而是原始修法中即有的內容。 
而且此法也為「茅君口訣」所有，只是在文字上與《玄真經訣》略有差異。如前所

述，「茅君口訣」可能是較為接近最早解釋經文的舊訣，其中不包括玉女之事，從明堂

法的例子也可以證得這樣的看法。首先，「明堂法」中提到不修存二景時令其還住明堂，

卻完全沒有提及二景中的玉女，似乎明堂法中並無玉女的概念。順此以下，則此法一開

始所謂「若不修存之時……」、「若不得服時……」的說法，應指「若不修存（二景）時」、

「若不得服（二景）時」，如此則此法應是位於二景之後的後續說明。而這正是茅君口

訣所呈現的篇章結構，而非《玄真經訣》所見二景與明堂之間還夾雜著玉女之事。 
同樣的，從日月的位置變化，同樣可以證明「茅君口訣」較為接近舊訣。即如此述，

「茅君口訣」與《玄真經訣》的二景之道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月的位置，前者存「日月在

口中」，後者則存「日月對口，相去九尺」。在「茅君口訣」的例子，二景之法結束後日

月便從修行者的口中回到明堂，其移動的路徑都是在修行者體內（或頭部）內，這樣的

移動路徑是較符合「還住明堂」的敘述方式。相對於此，新訣中的敘述，不論是「日月

對口，相去九尺」或是「日月之景親薄我面上」，日月的位置都是外在於修行者的身體，

                                                      
27 陶弘景：「玉女有太玄上玄之號，而字玄真，故名為『玄真（法）』，所謂『內映』者矣。」（《玄

真經訣》1b1） 
28 陶弘景對「玄真法」所作的新解釋並不只於此，其註語中經常可見其對敘述不完整或不清楚

的文字提出他個人的見解和補充。以咽服玉女津液一事為例，他便依祝語中的「口吐絳氣，灌我

三元」，詳細地為簡略的訣文「我主咽之，存女亦隨吐。行之九十咽畢，存覺令日月之景親薄我

面上」（2b3-5）加注說明：「存女一吐，我輒一咽三種之氣，初令三十咽下命門宮，次三十咽下

絳宮，後三十咽上泥丸宮，合光流貫四體，洞徹五藏。於是日月之形漸漸而近，光每一咽輒行一

寸，至令九十數畢，乃薄在口上。上至鼻端，下至頤下，光輝洞朗，殊覺炎熱。玉女之形，亦隨

日小也。」（2b5-8） 
29 陶弘景注解「存二景還明堂」時即曾提及「光耀九宮」（3b8），因此可以推想陶氏亦以此「明

堂」為九宮之明堂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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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進入過修行者身中，若以此接續修行明堂法，不管是從存思流程或是敘述方式來考

量，所謂的「存二景還明堂」都顯得格格不入。 
除了上述與二景之法搭配的「明堂法」，《玄真經訣》甚至有意將「明堂法」抽離成

單獨修法，即所謂「亦可常存日月在明堂中，不待常所服日月之二景而兼用之也」（上

表「D」部分）。這樣的情形應視為「明堂法」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只是這樣的新發展在

茅君時期即已存在。茅君傳授許謐口訣之後，也同樣提出可以單行明堂法的建議：「夜

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常爾為佳。」（上表「E」

部分）如陶弘景所言，「此訣《真誥》別授，非《傳》上所載」，但因同為「玄真家事，

故取以相從」（5b8-9）。從此訣不列於「茅君口訣」之內的情形來看，不應視其為舊訣

原有的內容，恐怕是茅君對明堂法的新詮釋，使其得以另外應用於其他場合，而這也同

樣是將「明堂法」發展成另一獨立修法的情形。 

 
4. 服符法 

以上是「茅君口訣」與《玄真經訣》所錄玄真法的全部內容，陶弘景也在此後說明：

「此《傳》（即指《茅傳》）所載，於玄真之事，其理已盡。」（4b5）只是在此之後，陶

氏又補充「唯存〈陰陽二景內真符〉在《金璫經》中，未行於世也」（同上），似乎認為

玄真法還有另一項內容〈陰陽二景內真符〉，只是因為它被抄錄於《玉珮金璫經》中而

不行於世。 
陶弘景對此二景符的了解來自《茅傳》，即王母「勑王君解釋《玄真》之經，自敷

《玉珮金璫》之文」時，所提到的「又有〈陰陽二景內真符〉與本文相隨」（《茅山志》

5:3b8）。顯然，陶氏認為這裡所謂的「本文」即《玉珮金璫經》。只是既然是與《玉珮

金璫經》相隨的二景符為何不是屬於該經所有，而需在玄真法中提及？我們不清楚陶弘

景如此判斷的原因，但可以知道的是，陶氏這樣的看法在後來發生了影響。《上清握中

訣》所錄的〈茅君傳行事訣〉已在「玄真法」之末更錄了一段服符修法： 

又以月旦日、本命日夜半，東向朱書〈陽符〉青紙上，黃書〈陰符〉青紙上，乃

臨目存日紫光、月黃氣在明堂中，明洞一身。以左手執〈陽符〉，閉氣心祝曰：

「……」又右手執陰符，閉氣祝曰：「……」服之，畢，再拜。〔注：〕行玄真

之道五年，即感太玄玉女下降，任人役使，通靈致真，體生玉映，役命萬神，上

昇玉房。（3:8b1-9a2） 

雖然此訣並未明指〈陽符〉、〈陰符〉究竟為何，也未書出符文，但我們仍可推測此二符

應即陶氏所言〈陰陽二景內真符〉；而且在此訣成立之前，二景符應已存在，很可能便

是錄存於後出的《玉珮金璫》中，所以此訣才沒有附錄符文。 
在今本《玉珮金璫》中也確實提到陶氏所言的二符： 

夫修上道，吞霞咽氣，服御日月，皆當先行〈玉珮金璫陰陽二景之符〉，存思三

元九真內神、魂魄二帝之尊，然後可招日月之暉也。（《玉珮金璫》22a） 

只是這裡的〈玉珮金璫陰陽二景之符〉並不被視為玄真法的一部分，而是服御日月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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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先行修法，而這裡所謂的「服御日月」是指《八素真經》、《靈書紫文》、《服日月皇

華》、《黃氣陽精三五順行》等其他上清日月修法： 

元始告西王母曰：「學不知玉珮晨燈是九天之魂，〈陽符〉是始生之氣，金書祕

字是九天（魂精）之隱名，徒修《八素真經》、《靈書紫文》、《服日月皇華》，

咽御飛根，則日精不為下降，流霞不為散根，徒為引氣，石景未可得採，日華未

可得餐也。……學不知金璫虹映（是）九天魄靈，〈陰符〉（是始生之氣？），

金字玉文是九天魄靈之內音，徒修《黃氣陽精三五順行》之道，黃水月華未可得

飲，童顏未可得固，花容不得久鮮，……。（21a-21b） 

不知魂精帝君諱則不得妄行服御日精之法……。又無〈陽景符〉金書秘字之音，

不得妄呼帝君之諱，皆輕動上真，身致重殃也。不知魂靈帝君諱則不得輕服月華

之道……。又無〈陰景符〉金字玉文（之音），不得妄呼帝君之諱，犯之身被陰

考失仙也。（21b-22a） 

亦即新造的《玉珮金璫》希望透過與其他已經存在的上清教法的分判比較，以確保一己

在上清教法中的地位。尤其將一己的修法插入其他修法之前──如其強調不能知玉珮魂

精帝君、金璫魄靈帝君諱，則不得妄行服御日精、月華之法的說法──則能確保新經法

的流傳能夠較諸前舉修法更為普遍。關此判教的意圖與其在教法發展史上意義，在後文

中會有更多的討論，在此只想說明的是，前段關於〈陰陽二景之符〉的說明也是在這樣

的脈絡下成立的。如前引所言，玉珮、金璫是九天之魂精與魄靈，而〈陽符〉、〈陰符〉

所載錄的「金書秘字」、「金字玉文」又是九天魂精、魄靈之「隱名」、「內音」，因此才

依上述「不知魂精帝君、魄靈帝君諱，不得妄行服御日精、月華」的原則，強調必須在

「服御日月」之前先行〈陰陽二景符〉，「存思三元九真內神、魂魄二帝之尊」。如此，

則〈陰陽二景符〉是九天魂精、魄靈之諱字，亦即玉珮、金璫之諱字，是《玉珮金璫》

經法中重要的一環，而與「玄真法」無明顯關係。 
但是《上清握中訣》的作者很可能受到陶弘景說法的影響，而在〈茅君傳行事訣〉

中增列服符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很可能也是循著陶氏的指示，尋得當時已經出世

的《玉珮金璫》，以其中所錄的〈太極金書秘字三元九真陽符〉（9b-14b）、〈太極金字玉

文九真陰符〉（19ab）為基礎，從而撰作新訣服符法，並依陶氏的說法而將其補述於「玄

真法」之後。如此，大概可以依據前述〈茅君傳行事訣〉所錄「服二景之法」已對《玄

真經訣》有所改動的情形，判定其為《茅傳》甚至《登真隱訣》之後才成立的作品；而

今它又能詳細記錄陶弘景未能見到的〈陰陽二景內真符〉的修法，可見其成書非但是在

《登真隱訣》之後，而且是在《玉珮金璫》成書後才引用此經中的材料補述而成的。 

 

四、小結 

以上即以《玄真經訣》為例，討論經訣的內容及其發展情形。主要以經文的內容作

為判斷經訣發展的依據，認為經文最初創作時應有一套與之相應的訣文，相對詳細地解

釋經文所指涉的具體操作方法。在如此概念下，若出現無法與經文相應的訣文內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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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其非經文初創時即有，而可能是在後來的傳承過程中，由於新的受學者重新解釋經

文，將一己所學或所悟新法以新訣的形式附加在舊訣之上所造成的。如果這樣的改動不

及於經文的話，便會出現經、訣之間無法連繫的情形，而為我們留下經法發展過程的歷

史遺跡。 
在《玄真經訣》的例子中，存思時日月的位置為何、服御二景的方法為何，以及玉

女之事是否為舊訣所有成了討論的重點，也是判定舊訣與新訣的關鍵。這當然也可能是

在西城真人解釋經文時便有的創造性的發展。如果我們不曾擁有「茅君口訣」的話，這

一切便無從疑議，只是徒留經訣之間不相合的怪異感。但「茅君口訣」的存在便為這樣

的討論開啟了一道曙光，使得瞥見其間可能發展的軌跡。因此，循著「茅君口訣」與《玄

真經訣》的比對過程，我們逐漸地分析出玄真經訣的可能發展過程：即「茅君口訣」代

表最早的舊訣，只包含服二景之法與明堂法兩種內容。到了《茅傳》是最大的發展時期，

其改動包括服二景法的修改以及新增玉女之事。而《茅傳》中所提到的「陰陽二景內真

符」也為後來的服符法埋下伏筆。這一點在《登真隱訣》中被陶弘景點出，到了《上清

握中訣》的時代則配合當時已經出世的《玉珮金璫》，發展成具體修法，加入玄真法之

中。 

 
 
 
附錄一：《三洞珠囊》引《登真隱訣》與《上清明堂元真經訣》的比對 

《三洞珠囊》引《登真隱訣》 《上清明堂元真經訣》 

《登真隱訣》第四云：服玉女津液，存日月在

口中。日色赤，月色黃。日有紫光九芒，月有

白光十芒也。芒直如弦，以入於口。嚥服光芒

之液，常密行之无數。前〈服食品〉通有此嚥

玄真法：存日月在口中。……日色赤，月色黃。

日有紫光九芒，月有白光十芒。使日月對口，

相去九尺，光芒向口，芒直如弦，以入於口也。

（1a10-2a2） 

玄真經 

二景舊法 明堂法 

二景新法 玉女之事 明堂法 

二景新法 玉女之事 明堂法 服符法 

二景新法 玉女之事 明堂法 服符法 

茅君口訣 

茅傳 

登真隱訣 

上清握中訣 

玉珮金璫 

【玄真經訣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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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語也。（10:3a4-7） 

 
《登真隱訣》第二云：服雲牙，可絕穀去尸也。

（3:4a2） 

 

此玉經上訣，致五老之道，絕穀去尸，面華色

童……。（8b1-2） 

《登真隱訣》第四云：服雲牙，可修真一之道，

守元嚥液。 

若似饑，當食麵物，以漸遺穀却粒，不得一日

頓 棄 。所 謂損 之 又損 之， 以 致於 無為 也 。

（3:4a3-6） 

 

守一之家若聞此道，事速成也。虛淡內充，守

元咽液，所謂真一者也。（8b7-9） 

若聞饑，當食麪物，以漸遣穀，不得一日頓棄

也。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矣。（9a1-2）

《登真隱訣》第四云：「〈太極真人服四極雲

芽神仙上方〉：揖五方元晨之暉，食九霞之精

也。」注云：「謂清晨之元氣、始暉之霞精。

日陽數九，是曰九霞。」本文云：「所以神光

內曜，朱華外陳，體生玉瑛。」注云：「形與

（氣）明，挹晨暉以止渴，食霞精以充粮，藏

府與神光合曜，色貌隨朱華共鮮，玉潤映體，

和氣明形，皆五晨之靈鋒、六澧之淵液所能致

也。」 

〈太極真人服四極雲牙神仙上方〉：「真人挹五

方元晨之暉，食九霞之精。所以神光內曜，朱

華外陳，體生玉映，形與氣明。」（6a2-5） 

又云：「得九琳玉液、八瓊飛精者，則合終二

景，天地同符也。」 
當得九琳玉液、八瓊飛精，則合終二景，天地

同符。（8b3-4） 

 

又云：「虛淡內充，守元嚥液，所謂真一也。」 虛淡內充，守元咽液，所謂真一者也。（8b8-9）

又云：「致神以六液五氣。」 致神以六液五氣，氣已自備焉。（8b9-10） 

又云：「常嚥赤液，以哺養三宮也。」  

又云：「雲芽者，五老之精氣，太極之霞煙。

故採暉景之鋒，以充於六液之和。洞微冥感，

萬神來降；幽映相求，不唱而應。是以龍吟方

淵，故景雲落霄；虎嘯靈丘，故衝風四振。陽

燧招明而朱火鬱起，方諸罕陰而玄流湛溢，自

然不覺所測。況學者方棲心注玄，精研道根，

穢累豁於中胷，真正存乎三宮，採五晨之散暉，

服六體之霞漿，稅九天之奇寶，吐玄妙之祕言，

龍曜發躍，明光七煥，味三華於皓齒，取飽液

於脣鋒，內鍊六府，開聰徹明，呼吸天元，魂

魄鍊形也。」（3:20a-21a） 

雲牙者，五老之精氣，太極之霞煙。故採暉景

之鋒，以充於六液之和。洞徹冥感，萬神來降；

幽映相求，不唱而應。是以龍吟萬淵，故景雲

落霄；虎嘯靈丘，故衝風四振。陽燧招明而朱

火鬱起，方諸罕陰而玄流湛溢，自然而然，不

覺所測。況學者方棲心注玄，精研道根，穢累

豁於中胷，真正存乎三宮，採五晨之散暉，服

六醴之霞漿，祝九天之奇寶，吐玄妙之祕言，

龍躍發暉，明光七煥，味三華於皓齒，取飽液

於脣鋒，內鍊六府，開聰徹明，呼吸天元，魂

魄鍊形。（9a8-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