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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靈寶“未出經”研究

孫　齊

提　要：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Ｐ．２８６１＋２２５６）所載“元始舊經”與“仙公

新經”成書先後的問題，是近年來中古道教史研究中熱烈討論的課題。不過，在

以往的研究中，學界關注的主要是該經目著録全部４７卷古靈寶經中標有“已

出”的３２卷。而對於其中標有“未出”的１５卷１２種古靈寶經，討論則略無涉

及。在通常的理解中，“已出”靈寶經是指在陸修静撰作經目時，已經作成並在

世間流傳的經典；而“未出經”則是陸修静時尚未作成，而在北周《無上秘要》成

書之前陸續問世的晚出靈寶經。這一基本預設並非定論。通過對陸修静編目

原理以及對這批“未出經”的内容分析，我們認爲“未出經”並非在陸修静的時代

尚未作成，而極有可能是當時已經流傳於世，只是被陸氏主觀判斷爲“僞經”的

一批早期靈寶經。將“未出經”納入早期靈寶經的範疇中，或能幫助我們重新反

思關於靈寶經成書先後的討論。

關鍵詞：古靈寶經；元始舊經；仙公新經；未出經；道教目録學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學者大淵忍爾對敦煌寫本Ｐ．２８６１＋２２５６所載陸修

静《靈寶經目》的揭示，開啓了早期道教史研究的新篇章。① 這部目録展示了作

爲後世《道藏》根基的靈寶經藏在五世紀初的架構與體系，並列舉出３０多種靈

寶經的經名，使我們可以在雜亂無章的明修《道藏》和敦煌遺書中識别出這一批

最古的靈寶經。敦煌本《靈寶經目》催生了大量的專題研究，産生了深遠的學術

影響，成爲近數十年來國際道教學界最核心的議題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

來，學界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的研究逐漸集中於其中所著録的“舊經”和“新

經”兩組經典成書的時間先後問題。在此之前，學界的看法大體一致，即２１卷

已出“舊經”的成書，要早於１１卷“新經”。２００８年開始，劉屹在小林正美等學

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顛覆性見解，即“新經”的成書在整體上要

早於“舊經”，由此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雖然在很多問題上尚難取得共識，

但這些討論極大地深化了我們對於古靈寶經的認知。②

不過在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的諸多研究中，學者所關注的主要是敦煌本

《靈寶經目》著録全部４７卷古靈寶經中標有“已出”的３２卷。而對於其中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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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ｆｕｃｈｉＮｉｎｊｉ，“ＯｎＫｕＬｉｎｇｐａｏｃｈｉｎｇ”，犃犮狋犪犃狊犻犪狋犻犮犪牞ｎｏ．２７，１９７４，ｐｐ．３３ ５６．中譯文

見大淵忍爾著，劉波譯，王承文校：《論古靈寶經》，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３輯，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９８年，第４８５—５０６頁。

相關的學術史梳理，請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１６４頁。所述研究成果截止到２０１６年。此後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至

少還有王皓月：《東晉、南朝時期道經的出世及相關問題》，《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１輯，

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７—２１７頁；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洞玄本行經〉版本結構論考》，《敦煌學輯

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王承文：《漢晉道教集體性齋戒儀式和神聖空間來源論考———以古靈寶

經的“説戒署職”和“齋堂”爲例》，《道教學刊》２０１８年第２輯；郜同麟：《淺談早期道經的文本

層次問題———以〈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内音自然玉字〉爲例》，《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吕鵬志：《早期靈寶傳授儀———陸修静（４０６—４７７）〈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文史》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王承文、張曉雷：《古靈寶經“新經”徵引“元始舊經”問題新探》，《魏晉南北朝

隋唐史資料》第４０輯，２０１９年；王承文、張曉雷：《論古靈寶經的報應觀》，《敦煌學輯刊》２０１９
年第３期；王承文：《論六朝道教“葛氏道”與“元始舊經”的關係———對劉屹博士〈六朝道教

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的商榷》，《學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郜同麟：《〈太上洞玄靈寶智

慧罪根上品大戒經〉考———兼論陸修静目録“未出一卷”和“卷目”問題》，《文獻》２０２０年第１
期；王承文：《再論“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問題———兼評劉屹博士〈六朝道教古靈寶

經的歷史學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王承文：《論古靈寶經對

佛教“劫”的觀念的吸收和改造———以〈靈寶五篇真文〉與“劫運”的關係爲中心》，《宗教學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未出”的１５卷１２種古靈寶經，①以往的討論略無涉及。在通常的理解中，“已

出”靈寶經是指在陸修静撰作經目時，已經作成並在世間流傳的經典；而“未出

經”則是陸修静４７１年編纂《三洞經書目録》時尚未作成，而在約５７０年北周《無

上秘要》成書之前問世的晚出靈寶經。本文即以這批敦煌本《靈寶經目》標明

“未出”的經典爲研究對象。

一、道教虚目與“未出經”

早期道教的目録學有它獨特的原理。尤其是在真僞觀、時代觀和著録觀

上，早期道教目録書都與其他目録學傳統大相徑庭。敦煌本《靈寶經目》正是早

期道教目録學的代表。

傳統目録學的功用，重點在記録文獻的題名、卷帙、作者、時代、存佚等信息。

宗教目録，又特别有辨别真僞的要求。如唐代智昇在《開元釋教録序》中所説：

夫目録之興也，蓋所以别真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

摭拾遺漏，删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②

也正因宗教信仰帶來的强烈真僞觀念，加上複雜的翻譯和勘同問題，纔使得中

國古代的佛教目録學非常發達，而且又超乎尋常地追求精確、客觀。相較而言，

道教並没有客觀的判斷經典真僞的標準，畢竟所有道經都是“凡人”撰作的。而

且爲了强調它的神聖性，早期道教尤其是古靈寶經傳統，往往聲稱這些經典是

永恒存在於天界中的神聖文本，並非由人類創作，只不過在某種機緣下，通過神

仙降授或偶然發現，纔顯露而流傳於人間。③ 因此，早期道教目録並不重視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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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本文中，筆者采納了劉屹對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復原成果。見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

的歷史學研究》，第１８５—２０１頁。

智昇：《開元釋教録》卷１，ＣＢＥＴＡ，Ｔ５５，ｎｏ．２１５４，ｐ．４７７，ａ６ ９。

參吕鵬志：《早期靈寶經的天書觀》，郭武主編：《道教教義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７１—５９７頁；王承文：《“靈寶自然天文”與中古道教

經教體系的構建》，潘崇賢等主編：《道教與星斗信仰》，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６—１０７頁。



者説有意模糊經典的時代、作者等基本信息，甚至會因爲其中出現了凡人撰作

的痕迹而將其判爲“僞經”。① 如法琳在《辯正論》中的諷刺：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并注疑僞、别部，恐惑亂

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别頭假造，而不記

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

行於世，疑誤下愚。②

正是這種有些顛倒的真僞觀，導致道教目録出現了“虚目”的特殊現象。

“虚目”是指空立名目。正常目録書的編撰，肯定都是先有著述，再編爲目録。

而在道教中，則往往是先有目録，再依目造經。道教編造“虚目”的歷史在魏晉

時期就開始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提到：“《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

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

經》上中下，凡三卷也。”③也就是説，實際上當時僅有《太清丹經》三卷，但却有

説法稱此只是《太清觀天經》九篇中最下等的部分，更重要的幾篇不是“不可教

授”便是藏在洞府之中。

在東晉中期興起的上清經中，“虚目”愈發普遍。這可能是因爲上清經的

創作者華僑、楊羲等人，主要依靠向其贊助人傳授秘傳的經典來獲得利益，因

此他們往往在真人誥語或仙真“内傳”中羅列大量有目無書的經名。例如《真

誥·甄命授》收録一份稱之爲“道授”的文件，托言乃仙人裴清靈所授。其中

列舉有４８種經書、符圖，篇名極爲對稱，有７種經書之後標有“在世”字樣。④

這些標爲“在世”者，應當是楊羲當時實際掌握或者作出的道經，其餘未標“在

世”者，應該都是有目無書。但其中有不少後來已經造了出來，並保存在道藏

中。又如《紫陽真人内傳》中附有《周君所受道真書目録》，提到道經５０餘種，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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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廣瀨直紀：《六朝道教經典の真僞判别———陶弘景と陸修静の比較を中心》，《東方宗教》第

１２６號，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２頁。

法琳：《辯正論》卷８，ＣＢＥＴＡ，Ｔ５２，ｎｏ．２１１０，ｐ．５４９，ａ４ ９。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卷４《金丹篇》，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第７６頁。

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真誥》卷５《甄命授》，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１年，第７９—８１頁。



云藏在某山之中。① 更著名的是《清虚真人王君内傳》《南嶽魏夫人内傳》都提

到有“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

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到了東晉末年，王靈期即“依《王》《魏》諸傳題目，張

開造制，以備其録”。② 今道藏本《太真玉帝四級明科經》和《洞真上清神州七轉

七變舞天經》所列“三十一卷獨立寶經”，據學者研究，即是王靈期依據“三十一

卷”的説法造出的上清經。③

很可能是在上清經的啓發之下，古靈寶經也存在虚目性。陸修静屢次提到“舊

目”的概念。如元嘉十四年（４３７）《靈寶經目序》稱：“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

行，衆聖演暢，修集雜要，以備十部三十六帙，引導後學，救度天人。”④《太上洞玄靈

寶授度儀表》稱：“伏尋靈寶大法，下世度人，玄科舊目，三十六卷。”⑤這裏所謂的

“玄科舊目”，也就是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後者稱：

《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十部妙經，三十六! ，皆克金爲字，書於玉

簡之上，題其篇目於紫微宫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諸天大聖衆，

依格齋月日，上詣玉京，燒香旋行，誦經禮天文也。

由此可知，陸修静編撰靈寶經目，依據的就是載有十部三十六卷元始舊經的“舊

目”。那麽，陸修静見到的“舊目”來自哪裏？學者已指出，在《元始五老赤書玉

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

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等“已出”元始舊經中都有“十部妙經”

或“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説法。⑥ 其中敦煌本《靈寶經目》依據的很可能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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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４６—５４７頁。

《真誥》卷１９《翼真檢》，第３４１頁。

參張超然：《系譜、教法及其整合：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政治大學２００８年博

士學位論文；李静：《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復旦大學２００９年博士學位論文。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卷４《道教經法傳授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第５１頁。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道藏》第９册，第８３９頁。

參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３—１４５頁；王

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０２—６０８頁。



上洞玄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的如下佚文：

元始以龍漢之年撰十部經，告西母曰：《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書靈寶

真文篇目》有妙經，其篇目今以相示，皆刻金爲字，書於玉簡，題其篇目於紫

微宫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

十部妙經金字玉簡，諸天真仙，齋戒月日，上詣玉京誦其文。①

由此可知，“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實即“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

目”，爲元始所撰，並以“篇目”示於“西母”，藏於紫微宫。

學界通常認爲，敦煌本《靈寶經目録》中元始舊經的目録，即是這部“舊目”，

其中載有２５種元始舊經的簡短經名，分爲十部，並各標有卷數，合計適成十部

三十六卷之數。陸修静見到了這部“舊目”，並根據他所見到的已經出世流傳的

經典，在“舊目”經名之後標明“已出”“未出”。已出者另給出一種較繁的也與傳

世本標題相近的經名，稱之爲“卷目”———有學者指出，“卷目”即陸修静所見實

際經卷的卷題。②

學界通常認爲，這部帶有經名的“舊目”在最早的古靈寶經作成以前就已經

存在，或者是同時作成的。③ 此後南朝道教界再依此目録陸續創作經典，直到

三十六卷元始舊經全部問世。所以陸修静會説：“但經始興，未盡顯行，十部舊

目，出者三分。雖玄藴未傾，然法輪已遍於八方。”“正教始興，天書寶重，大有之

藴，不盡顯行。”④唐代法琳也説到：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静所撰之者，依而寫

送。”檢修静舊《目》……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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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宫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

陸修静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４７１）因敕上此經目。修静注云“隱

在天宫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

知此經何因而來？①

法琳所謂的北周玄都觀道士所依據的“修静舊《目》”，即陸修静泰始七年（４７１）

編撰的《三洞經書目録》，而敦煌本《靈寶經目》即是其中的洞玄經部分。如此説

來，敦煌本《靈寶經目》及所依據的“舊目”，正是標準的道教“虚目”。

但如果把這部“舊目”理解爲創作於最早的古靈寶經成書以前或同時的“虚

目”，還是有許多難通之處：

（一）在目前所見“已出”古靈寶經中，並未出現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具體

篇目内容。或許這部“舊目”是一部單行的目録，或者是某種已佚靈寶經的一部

分。但所有的古靈寶經中都没有引録或提及這部成就靈寶經體系的重要目録，

是很難理解的。

（二）某些舊經的成書要早於“舊目”。尤其是“舊目”首經《元始五老赤書

玉篇真文天書經》中説：

有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玉訣》二卷，以立要用，悉封紫微上宫。衆真並

以上合天慶之日，清齋持戒，上會玄都，朝禮天文，誦經行道。②

在這裏，“《玉訣》二卷”並不包含在紫微宫“十部妙經三十六卷”之内。但此處

《玉訣》無疑是指《天書經》的訣文，即《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亦即“舊

目”中的第二部經典。③ 如果“舊目”早於《天書經》的話，是不會出現這種矛

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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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辯正論》卷８，ＣＢＥＴＡ，Ｔ５２，ｎｏ．２１１０，ｐ．５４５，ｂ９ ２０。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下，《道藏》第１册，第７９９頁。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上：“真文呪説，高上法度，舊文宛奥，不可尋詳，後來學者，

難可施用。故高下注筆，以解曲滯，玉訣真要，開演古文，微辭玄妙，諸天所尊。”（《道藏》第６
册，第１８５頁）即説明此經是對“舊文”即《真文天書經》的注解。



（三）按照情理來説，創作一種虚目，其虚構的經名應該有整齊劃一的風

格，尤其是對這種原藏在天界的神聖“天文”而言。《真誥·甄命授》中的《道授

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中的經名幾乎都呈整齊的排比之勢。反觀敦煌本

《靈寶經目》中的“舊目”著録，讓我們很難相信這是一份預先設計好的目録。首

先是其中的經名長短極爲不一，簡單的只有２字（如《藥品》），長的可達１８字

（如《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録儀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其次是每部經典甚至包括

“未出經”在内都記載了卷數，而且卷數不一；十部篇目的經書數量不一，分計卷

數也不同。再者，有些經名與全已出世的仙公新經中的經典相混，如前者有

“《宿命因緣》一卷”“《衆聖難》三卷”，後者則有《仙公請問本行宿緣經》《仙公請

問本行因緣衆聖難》。

劉屹就此提出疑問，並提出一種非常有啓發性的推測：陸修静只是在４７１

年時，纔根據“實際出世的經典狀況”，提出了《紫微金格目》的具體經目，在此之

前只有“十部三十六卷”的籠統概念。① 這一猜想有很大的合理性，能够比較好

地解釋上述疑點。只不過，劉屹主要針對其中的“已出經”（特别是某些他認爲

此前“未出”，後在４７１年標爲“已出”的經典）立論，而４７１年敦煌本《靈寶經目》

中的“未出經”是否也是根據“實際出世的經典狀況”著録的，他的看法有些矛

盾。他一方面認爲４７１年時“‘未出’的諸經多多少少都已經有了眉目”，而陸修

静的工作是“鑒别和確認”這些“未出”經典變成“已出”；另一方面，又認爲“已

出”“未出”代表着“經典是否作成，並是否開始流傳於世”，“未出”變成“已出”就

是“從原本没有落實的經典，變成實際傳世的經典”，因而陸修静之後的道士“根

據這份目録‘未出’的部分，逐一造作出那些被陸氏認爲‘未出’的經典”。同時

又表示“個别靈寶經典的所謂‘出’與‘未出’，的確未必與其成書與否完全吻

合”。② 那麽，到底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在陸修静的時代，是否已經

成書？他的態度比較曖昧。

實際上，陸修静所謂的“出世”，並不僅僅指世間流傳了該經典，而且也包括

·０１·

中外論壇·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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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對經典真僞的判斷。① 而陸修静的真僞判斷，又是非常主觀或者説個人化

的。② 我們完全可以由此推演開來，推測陸修静其實已經見到了《靈寶經目》中

著録的所有“已出”“未出”經典，因此他才能未卜先知地知道這些參差不齊的經

名及其卷數。③ 只不過陸修静根據自己的判斷，將其中一些經典視作“僞經”而

注明“未出”，僅列出了這些經典簡短的經名，而没有像其他已出經一樣指出其

完整的卷題（“卷目”）。换句話説，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很有可能已

經存世，敦煌本《靈寶經目》不僅不是傳統上所認爲的“虚目”，反而恰恰可以在

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著録實存靈寶經的目録。

在這一思路下，我們打算對敦煌本《靈寶經目》中著録的１５卷“未出經”加

以討論，通過判斷其是否“内容上顯然具有南北朝後期道教經教的特點”或者説

晚出的迹象，來驗證這一猜想的可能性。

二、《八威召龍經》中的“未出經”

在逐部分析古靈寶“未出經”前，我們需要先單獨討論一下其中的《八威召

龍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録《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二卷）。在此

經中，有一份“元始演”的“《度〈大小劫〉盟文》”，其序言的部分講述了另一種靈

寶經的傳授經過：

上古高上丈人、太上大道君、元靈老子、無量道尊、東府太上、南極丈

人、西靈洞母、北玄真人、中宫太帝、黄老元君，同遊會淵通、宗飄、竺落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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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皓月：《東晉、南朝時期道經的出世及相關問題》，《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１輯，２０１８年，第

１８７—２１７頁。

廣瀨直紀：《六朝道教經典の真僞判别———陶弘景と陸修静の比較を中心》，《東方宗教》第

１２６號，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２頁；曹凌：《試論六朝道教僞經觀的形成》，方廣錩主編：《佛教文獻

研究》第２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７—１１５頁。

李静也有類似看法，參李静：《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第９９—１０３頁。她的看法建立

在小林正美的如下觀點的基礎之上：陸修静４３７年《靈寶經目序》中所言陸氏當時所見“新

舊五十五卷”，即是元始舊經３６卷和仙公新經１９卷。關於小林正美對這“五十五卷”的理

解，學界有不同看法，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２０１—２１０頁。



天。龍漢間，清虚静默，記輪轉運度劫數。衆始遣玄和玉女、靈妃夫人各十

二人，賚《太上洞玄靈寶大小劫》《天地運度》《八威策文》，以召龍王；《變化

空洞》，以鍊真神；《導引》《生圖》，安鎮二十四真神。其經高妙，授與白石空

洞玄度真人修學，以付高上道君，傳玉仙金母，金母傳無上李夫人，夫人傳

北極老君，老君傳上景先生，先生傳太和王君。王君等學，各經數龍漢，經

還洞鄉，隱不復出。學太上洞玄靈寶經者，百無一。上皇之時，高上老子演

置種仙，使飛天人賚太古元始天尊三十六部妙經，封置五嶽靈山洞中。人

間有至德者，自見其文也。至東晉成帝元年（３２６）七月十一日甲子，十方靈

寶天尊衆真下降，開洞經，演法度人，乃授成帝此經。上登十絶，遺文世間，

化度一切，明按祕也。成帝受《大小劫》諸經盟信法物：黄金五兩，金環一

雙，五方紋繒，金龍一口，玉魚一口，碧珠二枚，博山香爐一口，地布一張，白

銀十兩，上厨九人。亦七五三盟，法用此信，以［貝危］元靈老子、始皇

天尊。①

其後爲弟子受《大小劫》等經的盟文。其中亦言：

伏聞元始演教《大小劫》《八威召龍》《變化空洞》《二十四真神》《導引三

光》，洞玄之根，寶玉之尊，洞一之真，上真要訣，實所希聞。甲投命束首，乞

丐成就，恩惟明先生垂恩授度，不敢輕露。②

這兩段材料提到了６種靈寶經，其中４種爲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録的“未出經”：

１．《大小劫》＝《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

２．《天地運度》＝《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３．《變化空洞》＝《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

４．《導引三光》＝《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

而另外兩種則是陸修静時代已經出世的經典：《生圖》或《二十四真神》當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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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６册，第２３９頁。



寶經目》中《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録儀》，主體是可溯源

於《抱朴子内篇》和元始舊經《靈寶真一五稱符上經》的體内三部八景二十四真

神的符圖；《八威策文》同樣也是《抱朴子内篇》已經提到，並爲古靈寶經《元始五

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等所繼承和發揮的符

文。這兩種經典都成書於陸修静以前，並被編排進其《太上洞玄靈寶授度

儀》中。①

《八威召龍經》提及這組靈寶經，説明其成書在這些經典之後。而其中赫然

有４部“未出經”。這裏存在幾種可能：其一，《八威召龍經》的作者根據陸修静

的目録，特意將這些“未出經”纂集在一起，以補上靈寶經目的空白，實際這些經

典並未出世；其二，《八威召龍經》的作者實際見到了已經成書的這幾種“未出

經”，並根據某種内在的一致性將其纂集在一起。從《八威召龍經》及相關諸經

的内容看，我們無法排除後一種可能。首先，《八威召龍經》對其中一些經典主

旨的歸納，符合今所見傳本。如其稱“《變化空洞》，以鍊真神”，而道藏本《元始

天尊説變化空洞妙經》確實聲稱“如此思神，不旬年而睹真神”。再者，《八威召

龍經》與其中一些經典有相通之處。例如其中提到的在諸經傳世過程中特别重

要的“白石空洞玄度真人”，亦僅於《小劫經》（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

劫妙經》）中見到相近的神格，作“玄度真人”“白石空洞真人”，且稱：“世經所紀

三十六部妙經，白石崆峒（空洞）真人受三十六萬言，本有三十六券，號曰三十六

部尊經，有三十六卷，言字無定。經卷首目，出《大洞大小劫本業妙經》。”②這裏

將《大小劫經》作爲“白石空洞真人”傳授三十六部尊經的第一部，與《八威召龍

經》列《大小劫經》爲首經，之間或有聯繫。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八威召龍經》的

作者見到了已經成書的《大小劫》諸經。

那麽，《八威召龍經》是否有可能撰成於陸修静之前？在此，我們依然以上

引《八威召龍經》經文入手。在這段經文中，提出了一種特殊的靈寶經傳承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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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參謝世維：《經典、靈圖與授度：〈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研究》，《文與哲》第２０期，２０１２
年，第９５—１２６頁；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７—２７４頁；吕鵬志：《早期靈寶傳授儀———陸修静（４０６—４７７）〈太上洞玄靈

寶授度儀〉考論》，《文史》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９頁。



絡：《大小劫》等經典最早由“上古高上丈人”等仙真傳授給“白石空洞玄度真

人”，其後經過數劫間的隱顯，直到東晉成帝咸和元年（３２６）時再由十方靈寶天尊

降示，授予成帝《大小劫》諸經。這一叙述與常見的靈寶經降世的記載不同。後者

的主流叙述，如陸修静稱“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行”，然後“經還大羅”，此後

大禹、張天師、葛仙公等偶獲披露，直到劉宋時期“期運既至，大法方隆”，靈寶經纔

開始真正流行。① 這當然是陸修静的重新書寫，在古靈寶經尤其是“仙公新經”

中，强調的是葛仙公在靈寶經傳承中的地位。學界常引述的是唐前期孟安排《道

教義疏》卷２《三洞義》中引録的《真一自然經》（即《靈寶經目》中的仙公新經《太上

太極太虚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的如下内容：

又云：徐來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

公葛玄。玄字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吴主孫權等。仙公昇天，合以所得

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與從弟少傳（傅）奚，

奚子護軍悌，悌子洪。洪又於馬迹山詣思遠盟受。洪號抱朴子，以晉建元

二年（３４４）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

安（３９７—４０１）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於世，于今不絶。②

但其實此上還引有另一條《真一自然經》佚文，很少爲學者們所重視：

太極真人夏禹，通聖達真，太上命鈔出《靈寶自然［經］》，分别［有］《大

小劫品經》《中（一作棲）山神祝》《八威召龍神（一作等）經》。［云小劫至時，

必脱大水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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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陸修静：《靈寶經目序》，《雲笈七籤》卷４《道教經法傳授部》，第５１—５２頁。

《道教義樞》卷２，《道藏》第２４册，第８１３頁。《雲笈七籤》卷６《三洞經教部·三洞品格》所載

略同，第９４—９５頁。其他相關材料，可參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

書局，２００２年，第８７—８９頁。

《道教義樞》卷２，《道藏》第２４册，第８１３頁。括號中的異文見於《雲笈七籤》卷６《三洞經教

部·三洞品格》，第９４頁；另又見同卷《三洞并序》（第９０頁），作：“又夏禹於陽明洞天感太

上，命繡衣使者降授《靈寶五符》以理水，檄召萬神。後得道爲太極紫庭真人，演出《大小劫

經》《中山神咒》《八威召龍》等經，今行於世矣。”



由於《真一自然經》著録於已出的“仙公新經”，且爲陸修静《太上洞玄靈寶授度

儀》所引用，因此，這似説明在陸修静之前《大小劫經》《八威召龍經》已經成書，

且較《真一自然經》更早。

這裏當然還要考慮到此處亦屬“虚目”的可能，尤其是“八威召龍”和“中山

神咒”本來就是《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

中具有治水功能的真文符咒的名稱。因此不能排除《真一自然經》的作者只是

取其名稱設立虚目。不過《大小劫經》的情況似乎不同，因爲《雲笈七籤》卷６

《三洞經教部》引録有“云小劫至時，必脱大水焉”的説明，顯示出《真一自然經》

的作者已經了解了《大小劫經》的内容。又其中將《大小劫經》與夏禹相聯繫，亦

同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所謂“一玉女持一卷《鎮炎泣川小劫

玉字》，言授晨鄉天人夏禹者也”的説法。①

如果以上分析不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的

成書晚於標爲“未出經”的《大小劫經》；而《八威召龍經》的成書又晚於它所提到

的《大小劫經》《天地運度經》《變化空洞經》和《導引三光經》。换句話説，與《八

威召龍經》相關的這幾部“未出經”，其實在陸修静之前就已經問世，只不過被陸

修静判斷爲“僞經”，而僅將其簡要題目收入其靈寶經目録。至於其判爲僞經的

原因，或許是因爲其中的神仙體系、傳承脈絡等與其他的古靈寶經不甚一致，難

以調和。這也提示我們反向思考：如果《八威召龍經》等是陸修静之後的道士

據其目録補撰以便“魚目混珠”的經典，造經者爲何不在這些基礎層面對“主流

叙述”模仿得更像一些？

三、古靈寶“未出經”的分析

承上所論，至少《大小劫》《天地運度》《變化空洞》《導引三光》《八威召龍經》

等５種“未出經”有可能在陸修静之前就已問世。不過，古靈寶經在明《道藏》編

成前，經過了長達千年的輾轉寫刻流傳，其中不免有有意或無意地闕佚、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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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６頁。



改寫、替换乃至冒名的情況。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古靈寶經尤其是其中不被視爲

“正典”的“未出經”，未必是當初的面貌。這就需要我們對這些“未出經”作具體

的分析。

　　（一）《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

敦煌本《古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録，與《小劫經》合稱“《大小劫》二卷”，是

《八威召龍經》提及的４部“未出經”之一。南宋《無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１《齋

壇安鎮經目》題爲《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今佚。《上清道類事相》卷４及《太平

御覽》卷６６０引《大劫經》佚文４條：

１．北方玄録真人，行過玄谷上宅也。

２．魔羅大千宅，衆真三界徊。

３．上相高皇宅，下有沐浴池也。

４．上景真人將天下力士、元洪水母决逆萬川。

從中透露出此經亦當與洪水終末論有關。而“北方玄録真人”神格亦見於《小劫

經》（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作“北方無極世界無中之無玄

録真人”。

　　（二）《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録，與《大劫經》合稱“《大小劫》二卷”，是《八

威召龍經》提及的４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

度小劫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録《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一

卷。① 《道藏通考》定爲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北朝。② 《三洞珠囊》卷

５、８引《小劫經》２條，皆見今本。

本經托名太上大道君、元始天尊與景光真人、玄度真人、大羅真人等談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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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４—８６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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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３册，北京：華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２頁。



地運度大小劫期，經文内容駁雜，多數是關於度過劫災的方法，包括置立靈寶齋

法及建齋法服、元始天尊演太上洞章符、景光真人造種民超劫頌、高上真人羅天

頌、十方真人造齋用燒香謝文、大度真人無極丈人演丹水飛訣法等。

經中關於靈寶經的來源多有涉及，其中既有接近“主流”的叙述如稱“元始

天尊、高上老君，於玄都上鄉玉京少室，演出太上洞玄靈寶三十六部妙寶上經”，

又有非常獨特的内容。如托太靈紫元夫人之言稱述本經淵源：

往昔上古劫運未交時，天尊太真已見，玄降其辭，演上古靈寶經部屬卷

數，藏之於大洞玄鄉中。有仙骨者，見其經文。後有太極真人，未得道之

時，常居世間，遊山採藥。年七歲，遊行至九十歲，不殺衆生，常修世間諸

經，老君《道德》衆經爲業，通微内究。……後於武人山洞中見元君，得道之

跡遺，八素交帶真文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小劫運數妙經》。①

按文中傳授此經的“元君”，即“太虚元君白石空洞真人”，原是人鳥山“白石公”。

後文有一段專講太虚元君的本生故事，稱：

元始老君演出五千文《道德》上下中經，三洞真文、衆要妙經，教化後

學。其辭曰：白石公，空姓也。於人鳥山，奉受學法四十萬言。因停此山，

建齋立直，菜素中餐，悔念罪福，開度一切，求脱厄世，得見太平。朝禮諸

天，拜謁十方。仰謝玄真，羅梵衆天，八種音聲，燒香然燈，誦詠旋禮十極，

念法思惟，次遣浮邪，論講至妙，積學六百歲，還玄都武人山北室中。復學

二百年，太歲甲午五月二十四日，靈寶應見，忽有七寶飛天人十二人，乘飛

雲之輿，從九玄臺下，即號位，迎太虚元君白石空洞真人，飄然飛登，上造九

霞，教化衆仙，學真仙之術法。至太皇元年九月十日，有龜山王夫人，來受

《八生元録上經》八卷。赤松子其年十月五日受《大洞寶章》三十六部妙經、

《三洞真科》《道德要戒》於玄都寶城山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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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４頁。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７頁。



後文又稱：

太虚元君於是虚皇五年七月七日……出現於人鳥山，演出《洞玄真文

玉訣妙經》，分作三十六卷，威儀法式，安鎮五嶽，以察天靈。……有仙骨之

類，當見其文，隱學思惟，奉行其科。世間供養别法，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

經，白石崆峒真人受三十六萬言，本有三十六卷，號曰“三十六部尊經”，有

三十六卷，言字無定。經卷首目，出《大洞大小劫本業妙經》。①

按“太虚元君白石空洞真人”的神格僅見於此，不過“太虚元君”一稱以及後文中

的“紫微王夫人”“龜山王夫人”等神格，帶有明顯的上清經風格。在這裏，本經

對“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經”緣起和内容的解釋，都是非常特異的。

此外，經文中還出現了兩份“虚目”，一者以《真誥·道授篇》的形式出現，稱

爲十方真人使飛天“自授篇目”的“空洞大靈章天道真文三十六部妙經梵音目

録”（當即上文之“《大洞寶章》三十六部妙經”），列舉１２部經名：

道有《太上清浄元洞真文玉字妙經》《太上清浄元洞玉訣》《羅梵衆音妙

經》《清浄飛行九元洞妙經》《清浄飛行七生化度元洞妙經》《清浄元洞靈章

上經》《清浄元洞輪轉五道真上經》《清浄元洞玄輪上經》《清浄元洞三十六

壘衆音真經》《清浄元洞鳳止妙紀洞真道迹妙經》《清浄丹水飛術胡語妙經》

《玉文威儀祕經》。②

其中首經《太上清浄元洞真文玉字妙經》可能正是《道藏》太玄部收録的同名經

典，其中提到三部八景符“訣出《小劫》卷中”。③ 其餘經典則未見。

另一處虚目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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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９頁。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６０頁。

《太上清静元洞真文玉字妙經》，《道藏》第１９册，第９２３—９２５頁。



高上演教，衆真勸化，天靈寶玄經，至妙之祕文，度智三十二萬種民，三

一蕩除，百官開度，演出真文，以化下愚。承奉禁忌，自蒙度脱，苟無其質，

亦免地獄之災。道有《五千文》，至真妙經，此爲一文。《大洞三十九章》，名

爲一文。《洞玄靈寶真文玉字羅天上經》，此是一文。《三皇内音》，名爲一

文。《龍飛九道》，名曰得道之迹。學士熟看《五千文》、洞玄真文、《大洞》三

十九章。此經從元始以來，祕之金闕，至于上元，經道欲行，掃除清濁，戒人

罪福，通悟流俗，至道不遠，安在太空。

《大洞》三十九章，本三十九言，高上老君演作三十九篇，以授素黄太虚

元君空洞真文（人？），積學一千六百二十四日，衆仙歸仰，真道遂成。空洞

真人瞻觀六度，復演出《大劫》一卷，教化衆仙，至經高妙，莫歸於本。《太真

真科》《高上科法》《太素真科》，太虚元君空洞真祕，靈寶玉字，洞玄真文，初

生《三十九章》玉字所演三十六部妙經，經文淵微，出自道言。①

此處前段列舉的經典，如《五千文》即《道德經》，《大洞》三十九章爲上清經（《大

洞真經三十九章》），《三皇内音》爲三皇經（《無上秘要》卷２５引），《龍飛九道》當

即上清經“龍飛尺素隱訣”，應該是作者所見到的經典。次段似乎是説太虚元君

根據“《大洞》三十九章”演出了至爲高妙的《大劫》一卷以及其他的一些經典，統

稱爲“初生《三十九章》玉字所演三十六部妙經”。

《小劫經》的這些内容比較難以理解，但至爲明顯的是其中不僅對“三十六

部妙經”這一概念有自己别成系統的解釋，甚至還提出了自己一套“篇目”。這

部經書中並没有明顯的晚出元素，且是《八威召龍經》特别致意的“首經”《大小

劫》的遺存。如上節所言，陸修静時代已經問世的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已經

提到了此經，因此其成書應在陸修静之前。或許由於其中過於特别的詮釋，纔

被認爲是“未出經”。

　　（三）《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録，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４部未出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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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５８頁。



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

文類收録《太上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一卷。① 《無上秘要》卷７、《道教

義樞》卷９、《三洞珠囊》卷９引此經，内容見於今本。《道藏提要》認爲是齊梁

時道流據舊經目補撰。② 《道藏通考》定爲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

北朝。③

此經托名“道言”，爲“仙公”開示“劫運之期、盈縮之分”，並傳授“太極真人

誦法言十首”，認爲“若能常諷誦冥韻，則得度洪災於陽九，受位任於丁亥”。經

文有非常明顯的終末論色彩和時代特徵，菊地章太在討論六朝終末論經典的著

作中有專門研究，認爲本經成書於劉宋成立前後的４２０年左右。④ 經中確實有

多處指涉東晉政權與劉裕上臺的文句，如“玄運金馬末，古月侵神州”“近在金氏

世，念此當可言”是指金德的司馬氏東晉政權；“柳城即生地，伏龍不爲悠”“泉涌

不繼本，卯金無傷人”則以“柳”“卯金”來指代劉裕。最具説服性的是“荆陽柳其

次，已刻中嶽符”一句，應該是指義熙十三年（４１７）釋慧義製造的嵩高山金璧祥

瑞事件，慧義後來到建康，在劉裕踐祚之際受到極大重視，此事在當時有很大

影響。⑤

總之，《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應當是晉宋交替期成書的一系列道教終末論經

典的一種，它們都宣揚真君李弘、甲申大水、壬辰降世等説法，明確宣稱在劉裕

的統治下道教將會復興，甚至認爲劉裕即是當時道教所期待的“聖君”，即如經

文所言：“至金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經，陽九將會，至時道德方

明，凶醜頓除，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而這也是陸修静所理解的靈寶經出世

的時代背景。⑥ 因此，《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應該如菊地章太所言，成書於劉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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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道藏》第５册，第８６５—８６７頁。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三次修訂本，第１４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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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頁。

菊地章太：《神呪経研究———六朝道教における救済思想の形成》，東京：研文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１２—２４２頁。

參菊地章太：《神呪経研究———六朝道教における救済思想の形成》，第２２４頁；劉屹：《寇謙

之的家世與生平》，《華林》第２卷，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１—２８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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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主編：《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臺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９—４７４頁。



最初期，在陸修静的時代已經問世。

　　（四）《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四篇目著録：“《八威召龍經》一卷，未出。”《齋壇安鎮

經目》題《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録《太上洞玄靈寶

八威召龍妙經》二卷。① 《道藏提要》認爲是唐以前道流據陸修静舊目補撰。②

《道藏通考》定爲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北朝。③

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録此經爲一卷，而今《道藏》本分兩卷。卷上托名元始

天尊，稱“龍王丈人遊觀海嶽洞淵之中，見有可度，見有可仙，演造《八威召龍龍

王却洪滅炎妙經》”，内容包括“八節日登山召諸海龍王丈人誦八契并召文及

符”、四時召文法、八威策文法、度大小劫盟文等具體施用文儀、方法。卷下則托

名太上大道君與龍君真人，稱龍君真人感於旱災，“今撰出爲《太上八威召龍

經》，施請祝龍於上篇，記根原説於下卷也”，其内容是很具佛教色彩的演説法戒

功德之類，其中一些段落明顯改編自西晉竺法護譯《弘道廣顯三昧經》（一名《阿

耨達龍王經》），在此僅舉兩例：

《八威召龍經》卷下 《弘道廣顯三昧經》卷１

　　龍君復行二十二事，能進智踊，能信順

心，不可當諸魔官屬并邪俗外道，降而却

之。何謂踊過於常人之心？我心志猛定

志，言所防必固，强行不墮，心不懈息也。

踊時正如天地威神威鬼，威俗威僞，威毒威

狩，威非威物，八威之策，故有所像也。威

者，如大金剛堅固之行是謂。道言：龍君

真人有二十二踊法，能有威，罔致有踊剛之

行，致普智慧之心。一切衆魔及諸魔外邪

外道，不得敢亡當龍君之踊制也。道不虚

行，故有軌儀。

　　又復龍王，二十二踊事，進順隨行，得普

智心，而不可當，諸魔波旬及魔官屬，并與外

道，降而却之。何謂二十二踊？過戒事踊過

於定，亦踊過智而過慧行，踊過權化，亦過大

慈，踊過大悲。以要言之，過空、相、願、我、

人、壽命，過離衆見及發因緣，過心自浄承覺

神聖，過於識念應不應見，過大金剛堅固之

行。是謂龍王，菩薩所行二十二踊法致普智

心。一切衆魔及諸魔身并邪、外道不得自在，

無敢當者悉降却之。

（ＣＢＥＴＡ，Ｔ１５，ｎｏ．６３５，ｐ．４８９，ｃ８ ｐ．４９０，

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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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６册，第２３７—２４５頁。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１６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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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頁。



（續表）

《八威召龍經》卷下 《弘道廣顯三昧經》卷１

　　真人龍君曰：亦聞道有三界。何爲三

界？進勤修德，於虚無應行者，於無色界，已

悉清净，得净我性命，亦能過法界。法界净故

則數界浄，數界净故則無數界净，無數界净故

得三界净，三界净故眼識界净，眼識界净故意

識界净，意識界净故得空界净，空界净故諸法

界净。因是净故則諸法等净如空，空等净故

得衆生净，以諸净故得衆生守，以諸净故便無

其二亦不著二，無二净故則道清净，以斯言之

清净之上道矣。

　　若是菩薩於清浄道，務進勤修，又應行

者，彼於法性，已悉清浄，得浄我性，亦以而

過。法性浄故則數性浄，數性浄故無數性

浄，無數浄故得三界浄，三界浄故眼識性浄，

眼識浄故意識性浄，意識浄故得空性浄，空

性浄故諸法性浄，用是浄故則諸法等等浄如

空，空等浄故得衆生浄。以諸浄故便無其二

亦不著二，無二浄故則道清浄，以斯言之清

浄道也。

（ＣＢＥＴＡ，Ｔ１５，ｎｏ．６３５，ｐ．４９１，ｃ１２ ２３）

從情理推測，《八威召龍經》最先出現的應該是實用的“施請祝龍”部分，《三洞珠

囊》卷４、８及《上清道類事相》卷４引録３條也全部見於今本卷上，因此如果原

本只有一卷的話，那麽應該是《八威召龍經》卷上首先成書。

本經卷上《度〈大小劫〉盟文》似是面向天師道道士而撰寫的，如盟文

中稱：

某郡縣鄉里、太一無極金剛畢券三洞三景弟子，左領神太上主者、三皇

五嶽大傳（傅？）、北嶽先生、某官道士，曾孫小兆真人某甲……謹詣某洞先

生、五靈真人、某宫（官）道士，某郡縣鄉里某對共告盟，寶質珠玉爲信，啓付

三十六部目録。①

這裏受經者的稱呼是一種不太常見的糅合了上清元素的天師道道士的自稱，與

之比較接近的例子是《太霄琅書》卷６出官啓文中的自稱“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

師、太一無極金剛畢券三洞法師、某嶽執明真人夫人、某官道士、風揮神洞馴羽

章、某治炁祭酒臣妾某”。《太霄琅書》成書時代可能在陸修静４７１年《三洞經書

目録》編成之後的齊梁時期。② 但作爲一種糅合上清和天師道傳統編纂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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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６册，第２３９—２４０頁。

大淵忍爾：《初期の道教》，東京：創文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１—２８６頁；大淵忍爾：《道教よその

經典》，東京：創文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１２—４１８頁。



日常行爲指南，其内容應該有所淵源。這種稱號應該是天師道士在最初面對新

出的上清經時，試圖與之融合的一種反應。在陸修静時代就已成書也不是没有

可能。①

總之，《八威召龍經》中没有明顯的後出迹象，但其成書應該晚於它所提到

的《大小劫經》《天地運度經》《變化空洞經》和《導引三光經》。

　　（五）《太上洞玄靈寶上品戒經》

據劉屹的研究，敦煌本《靈寶經目》存在抄寫錯漏的第五篇目應該復原如下：②

敦煌本原格式 標　點　版

智慧上品三戒三卷

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

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目云太上洞

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威儀自然二卷

已出一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金録簡

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一卷目云太上

洞玄靈寶黄録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

經明真科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

靈寶長夜九幽府玉匱明真科

右一部六卷第五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

師云合六卷明戒律之差品……

　　《智慧上品三戒》三卷，二卷已出。卷

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二卷。

未出一卷，篇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

品大戒》。

　　《威儀自然》二卷，已出。一，卷目云：

《太上洞玄靈寶金録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

經》。一，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黄籙簡文

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明真科》一卷，已

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長夜九幽府玉

匱明真科》。

　　右一部六卷，第五篇目，皆金簡書文。宋

法師云：合六卷，明戒律之差品。

因此其中《智慧上品三戒》三卷中的“未出一卷”，即《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

戒》。《道藏》洞真部戒律類收録，題《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③ 他認爲此經

即敦煌本《靈寶經目》宋文明所謂“二十二卷見行於世”較陸修静所謂“二十一卷

已出”，多出的那一卷之所在。因此此經成書於４７１年至５６０年之間。④

郜同麟不贊同劉屹的復原結果，而認爲應當讀作：“《智慧上品三（大）戒》三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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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静即認爲此經成書與《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同時，在陸修静去世（４７７年）之前。見

李静：《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第４５—４８頁；李静：《〈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産

生年代新議》，《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１９１—１９８頁。

《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道藏》第３册，第３９１—３９６頁。此經有多種敦煌寫本，參王卡：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録·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４—９５頁。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２１１—２２７頁。



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認爲

“未出一卷”是《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道藏》洞玄部戒律類《太上洞玄

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卷下。① 但郜氏對劉屹復原結果的反駁並没有考

慮到敦煌本中《明真科》闕載和《自然真一經》卷目有誤的問題，而按照劉屹的復

原，通過補足兩行文字，不僅卷數問題得到解決，而且也符合敦煌原本的行格。

筆者在此比較認同劉屹的復原結果。同時，郜氏也已經提到他論證中的反例，

即《無上秘要》卷１０引用了《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卷下，因此此經晚出

的可能性很小。

不過，郜同麟認爲《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並非晚出，而是陸修静時代已

經成書的作品，“與‘元始舊經’在思想觀念上很難看出明顯的不同時代特徵”，

並逐條反駁了劉屹提出的晚出證據。尤其是他發現已出的元始舊經《三元品誡

經》中已經引用了《智慧上品大誡》，此條即足以定讞。筆者於此不再贅述。

　　（六）《洞玄靈寶宿命因緣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八篇目著録：“《宿命因緣》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

目》題《洞玄靈寶宿命因緣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録《太上洞玄靈寶宿

命因緣明經》一卷。② 《道藏提要》認爲是唐以前道流據舊目補撰。③ 《道藏通

考》定爲唐，《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北朝或隋唐。④

本經托名太上道君與尹生（尹喜）問答，宣揚宿命因緣、生死罪福，依次稱述

六德、六善、七醜、五惡、五善、好德五事、六不祥、五德及其報應，並作頌詞。考

其内容，實爲依據佛教《辯意長者子經》改寫而來。此經列述１０種“五事”，具體

條目、順序以及偈頌，皆爲《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延承，並加以敷衍改

編。茲舉最前和最末兩則爲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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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同麟：《〈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考———兼論陸修静目録“未出一卷”和“卷

目”問題》，《文獻》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道藏》第６册，第１３２—１３６頁。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１５４—１５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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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頁。



《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 《辯意長者子經》

　　道君曰：諦聽吾戒，思吾苦言，今爲汝曹

具説要妙。其德之應，事唯有六。一者慈心不

殺群生，養活萬物，一切濟度，令得安全。二者

愛念賢良，不行盗心，唯欲布施，濟恤窮貧。三

者執心貞潔，專念精進，棄遠聲色，不犯法戒。

四者誠信敦篤，不妄欺人，謹口肆過，不爲貪

濁。五者不妄醉酒，干穢清賢。六者執心畏

敬，躬信有道。行此六事，得生天人之上，優遊

飛仙，衣食行! ，爲人所尊，得爲師友。
　　爾時之慶，道常頌曰：不殺得長壽，無痛

常離苦。一切受天位，身安得所怙。不盗常

清貴，自然錢財聚。七寶爲宫殿，歡樂當安

人。不淫則不亂，身體常潔清。所生當端正，

行德自聰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忠貞。所

説出元道，談論使功成。滴酒不過口，無有謬

誤事。常願見華實，得使天人侍。壽終昇天

堂，二十五神迎。萬福自來降，光影恒煌煌。

　　佛告長者子辯意：諦聽！諦聽！善思念

之，吾當爲汝解説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

何謂爲五？一者慈心，不殺群生悉養物命令

衆得安；二者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

窮乏；三者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

進；四者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

欺；五者不飲酒，不過口行。此五事乃得

生天。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不殺得長壽，無病

常鮮肥，一切受天位，身安光景至。不盜常大

富，自然錢財寶，七寶爲宫殿，娱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婬，身體香潔浄，所生常端正，德行

自然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聰明，談論不謇

吃，所説衆奉行。酒肉不過口，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天人常奉侍。若其壽終後，二十

五神迎，五福自然來，光影甚煒煒。

（ＣＢＥＴＡ，Ｔ１４，ｎｏ．５４４，ｐ．８３７，ｂ２３ ｃ１３）

　　道君曰：又有五德，所生得好處，常在道

法中，衆人所敬重，所言無不從，積善滿五百，

後身見仙公。次生得作道士，好學多開通。

上願五德者，上與希微同：一，德樂仙真，奉

敬事三寶，詠經行法輪，周遊還劫老，上香存

虚無，昇度離苦惱；二，德仙賢遊，功德爲身

保；三，德願人中，明煉三元道；四，德頌上清，

不食自充飽；五，德遊虚空，罪滯一時倒。

　　善報如斯，道以頌曰：奉敬歸三德，宣化

勸善事。願得見仙賢，長得真人至。願撫一

切賢，與我等無異。吾我心平蠲，練練道百

誠。晝夜勤修學，智慧爲天人。尹生西地化，

普使知道真。篤好思仙真，積念無不同。先

願昇虚遊，上與希微通。積善不厭多，布惠勿

吝惜。功德感仙真，自然降丹藥。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

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

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爲五？一者，身奉三

寶，勸人令事；二者，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

者，常奉師教，不犯所受；四者，普慈一切，與

身正等，如愛赤子；五者，所受經法，晝夜諷

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

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

所願。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奉敬三尊寶，教化

勸令事。作佛形像好，奉諸尊師教。當視一

切人，與身等無異。彼我悉平等，行是會佛

前。晝夜常學問，智慧是大寶。開悟諸盲冥，

普使知道真。

（ＣＢＥＴＡ，Ｔ１４，ｎｏ．５４４，ｐ．８３９，ａ２１ ｂ６）

按《辯意長者子經》，雖題“後魏沙門法場譯”，但在東晉時就已流傳，可能是西晉

竺法護譯經。① 但從内容來看，《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很可能是北方道

教界的作品。因爲其中對佛經通篇地襲用，以及對於尹喜的重視，②還有明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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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參陳士强：《大藏經總目提要·經藏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６２頁。

尹喜作爲侍位仙真，在其他古靈寶經中並没有出現過。參李龢書：《論古靈寶經與早期道

教———以道與至尊神爲考察核心》，《史原》復刊第１期，２０１０年，第６３—１５２頁。



的老子化胡説，①都是北朝道教比較重要的特色，而在古靈寶經中極少出現。

因此，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可能未必是陸修静時代的古靈

寶經。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已出仙公新經部分，有一部《仙公

請問本行宿緣經》（《仙公請問經》卷下，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經

名與此極爲接近。劉屹懷疑舊目中的“宿命因緣”以及類似的“衆聖難”有可能

是“參照了既有的這兩卷‘新經’纔設置的經目”。②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道藏

本《太上説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等演説宿命因緣的經典，有可能是這部“未出”

的《宿命因緣經》。

　　（七）《衆聖難》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八篇目著録：“《衆聖難》三卷，未出。”而“仙公新經”部

分亦有題目非常接近的《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一卷。《齋壇安鎮經目》所

列《洞玄靈寶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應當是這部“仙公新經”，亦即今《道

藏》太平部的《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③。這樣，“元始舊經”版的《衆聖難》，

是《齋壇安鎮經目》唯一没有列舉的古靈寶“未出經”。因此，劉屹懷疑如同上面

的《宿命因緣經》，舊經中的《衆聖難》也是參照了新經的名稱，但一直没有創造

出來。④

　　（八）《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九篇目著録“《導引□□□星》一卷，未出”，是《八威召

龍經》提及的４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

經》，今《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收録《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太上導引三光九變

妙經》二經同卷。⑤ 《道藏提要》疑此二經本名《導引三光經》，分爲上下篇，後别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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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此經最後稱：“次爲無量劫，分身號如來，根同化小異，後教極邊夷。十方法中國，難化是

成西，道吾爲老氏，" 導尹生時，口吐五千言，練胞一十年，周天乃三帀，會合全福基。”《道藏》
第６册，第１３６頁。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２６８—２６９頁。

《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７１—６７３頁；《中華道藏》第４册，第１２７—

１３３頁。另有敦煌本，參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第１０５—１０６頁。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１８９—１９０頁。

《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道藏》第１册，第８５５—８５９頁。



出爲二書，並認爲此經乃六朝後期或唐初靈寶道士所造。① 《道藏通考》亦定爲

唐，《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北朝。②

《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言元始天尊“在赤明世界丹靈國土朱鳳城中”，

爲“普德妙行真人”等講述導引三光之理，並出“《三光》上篇”授之。《太上導

引三光九變妙經》則述“玄古高聖、無極天真、玄和靈妃、太明玉女”等奉修“定

光真常之道”，其法是以六陽月依次導引八種三光，並誦法契，服三符；後附靈

寶三十二天中三光真人所居“八臺”、朝謁四方老子天尊法及“洞天靈寶導引

齋法”。

雖然《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與《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有一些共同點，

例如其仙真體系頗有特色，“玄和靈妃”“太明玉女”等仙真名僅見於此二部經；

但兩者的文句、體例和内容也並不密合。實際上，在《三洞珠囊》卷３、《上清道

類事相》卷３、《太平御覽》卷６７９引有《導引三光經》佚文，僅見於《太上導引三光

九變妙經》，可見此經成書於盛唐以前。而《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自稱“《三

光》上篇”，或許其成書較《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更晚一些。

此二經中都有晚出的痕迹。如《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中有“二觀三乘，

等無有别，勿於大道，生疑惑心”等南朝晚期以降道教義學常用的語句。而《太

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列有四方三十二天“老子天尊”名號３２種，也見於約唐代

成書的《太上靈寶洪福滅罪像名經》中，不過難以判斷其間的沿襲關係。

總之，道藏本《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和《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看起來

定爲南北朝末至初唐成書較爲合適。

　　（九）《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九篇目著録：“《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録儀飛行三界通微

内思》二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今

《道藏》太平部收録《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一卷。③ 《道藏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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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２０—２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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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爲是南朝道士據陸修静目録補作，《道藏通考》亦定爲六朝；《中華道藏》解

題定爲南北朝或隋唐。① 《太平御覽》卷６７６引《飛行三界經》，文句見於今本。

本經全篇爲托名“太極真人曰”的５９條修行方法，主要以服氣、存思爲主，

而且有非常古舊的色彩，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直接由極早期的道經《老子中經》和

《靈寶五符序》改編而來。如其中六甲、六壬、六庚、六丙、六戊日修行諸條，其時

間和口訣全出自《老子中經》，而僅在前冠以“修靈寶飛行三界之道”的發語詞，

中間加上“入齋堂”的新要求而已。

除了帶着濃重早期色彩的修行内容外，本經中也有新興的道教經教元

素，如：

太極真人曰：修靈寶飛行之道，當行中極。常以八節之日，立春、春

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臘正、除夕，人定時，入齋堂，北向高

座，禮三寶十方。先北方，次東方，次南方，次西方，次西北方，次上方，次東

北方，次東南方，次下方，次西南方，方一拜。次又禮大聖衆，四方，方三拜，

回旋都畢。言曰：“三景弟子某甲，少好大道，願得長生，今日願太一北君、

司命司録，削去某死籍，更著長生録籍。”於是因卧念五城十二樓，十二大夫

在中央，衣朱衣，河水流通，分布四肢。又呪曰：“［司命］司録、六丁玉女，削

去某死簡，更著長生神仙玉籍。度名青籙，於今必獲邁跡三界，遨遊九

外。”畢。②

這是一段奇怪的結合，頗能代表本經的特色。其中既沿襲了《老子中經》中存思

“五城十二樓”等體内神的觀念以及“司命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更著

某甲長生玉曆”等咒語，又將自稱爲上清色彩的“（大洞）三景弟子”，又有“禮三

寶十方”等靈寶齋儀的元素。不過這些仍不足以讓我們判斷其時代。

在本經的結尾，有如下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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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９０頁。



太極真人曰：傳授盟信，如《五稱》舊科、《玉訣》要言。但别齎上金三

兩、本命紋繒隨年尺丈。子能勤學，克爲太上之賓，遊盻金闕，高仙列位。

可不勗哉，可不勤哉。太極真人曰：若違盟而妄傳，又不依年限、及不盟而

傳妄爲，罪及七祖，摙濛山之石，填積夜之河，萬劫不原，己身亦殞，仙何可

期乎，明慎之焉。①

按，這裏的“《五稱》舊科、《玉訣》要言”，當指古靈寶經中已出的新經《太上無極

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和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而“摙濛山之

石，填積夜之河”，則是早期上清經中慣用的説法。這説明此經的成書要晚於以

上經典。

總之，從内容來看，《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是一部基於早期道

經的簡單改造之作，且没有明顯的南朝後期的道教元素。

　　（十）《洞玄靈寶藥品》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録：“《藥品》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

“洞玄靈寶藥品”，此經未見引録。

　　（十一）《洞玄靈寶芝品》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録：“《芝品》［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

題“洞玄靈寶芝品”，今《道藏》正一部收録《太上靈寶芝草品》一卷。② 《道藏通

考》定爲宋；《中華道藏》解題定爲南北朝或隋唐。③

道藏本《太上靈寶芝草品》前有短序，次列１２７種芝草産地、外觀、功效的簡

短介紹，並各有配圖。其産地多爲籠統的山名，難以看出時代特徵。

在道教類書《上清道寶經》卷４《駕乘品》中，引録《靈寶芝品》佚文３則，提及

６種靈芝。④ 顯爲《抱朴子内篇·仙藥》相關内容的删節本，而與道藏本《太上靈

寶芝草品》差異較大，並非一源。《道寶經》中引録的最晚經典爲《昇玄經》《本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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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經》，《道藏》第２４册，第６９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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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卷又引“草芝”“菌芝”２則，亦疑出自《靈寶芝品》。以未明確標明，此不述及。



經》，並爲南宋王希巢《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引用，則其成書或在唐

代。① 其所引《靈寶芝品》較之道藏本《太上靈寶芝草品》，更可能是《靈寶經目》

中的《芝品》。

《通志·藝文略》著録“《太上靈寶芝品》一卷”及“《芝經》一卷”，②或即今日

所見兩種不同的芝經。但無論如何，這兩種芝經，都看不出晚出的迹象。

《上清道寶經》引《靈寶芝品》 《太上靈寶芝草品》 《抱朴子内篇·仙藥》

玉脂芝，生有玉之山，玉膏流

出萬年凝而成脂，似鳥獸形，

明如月精，以無心草汁和之，

須臾成水，服一斗得千歲。

無

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

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

鳥獸之形……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

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

升，得一千歲也。

石芝，生於海隅名山有積石

者。其形首尾四足，赤如珊

瑚，白如銀肪，黑如澤染，青如

翠羽，黄者如金，光明洞徹如

堅冰，晦夜去之，百步望見光

矣。大者十餘斤。得石像芝，

擠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盡

一斤，得十萬歲。亦生臨水高

山，狀如盤碗，不過徑尺，有七

孔，名七明，九孔名九光，皆如

星照。此百二十種皆石芝，事

在《太一玉策》《昌内記》。

石芝，生於名山。

白蓋，白莖，食之

令人六萬歲仙矣。

方寸七，以上日三

服之。

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

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

者……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

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

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

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

斤……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

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

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如此

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

及《昌宇内記》，不可具稱也。

木芝，松脂千歲化生，狀如蓮

花，名木威喜。夜視有光，帶

之辟兵。根如坐人，長七尺，

刻之有血，塗足可以步行水

上，以塗身則隱形。以雜巨勝

爲夜以照地，有金玉實藏則光

變青而下垂。服十斤則千歲。

木芝，食之千年

仙矣。

木芝者，松栢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

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

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

不然，帶之辟兵……其下根如坐人，長

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

行水上不没……以塗身則隱形……又

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

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鍤掘之可得

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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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上清道寶經》引《靈寶芝品》 《太上靈寶芝草品》 《抱朴子内篇·仙藥》

松脂三千歲，皮中有聚脂，狀

如龍形，名氣節芝，重十斤，服

一斤五百歲。

無

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

龍形，名曰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

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

樊桃芝，木如昇龍，華如丹羅，

實如翠烏，高五尺，生名山之

陰，東流水上服一株，五千歲。

無

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

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

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

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

大泉芝，寄生大木，如蓮華，味

甘辛。
無

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

叢，其味甘而辛。

建實芝，建木之實，生都廣，皮

如纓蛇，實如鸑。此芝混而服

之，白日上昇。

無
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

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

　　（十二）《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録“《變化空洞》一卷，未出”，是《八威召龍

經》提及的４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

今《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收録《元始天尊説變化空洞妙經》一卷。① 《道藏提要》

認爲是“唐時道流據陸修静舊目補撰”。② 《道藏通考》定爲六朝；《中華道藏》解

題定爲南北朝或隋唐。③

其内容分爲：１．作爲序分的元始天尊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之嶽丹玄之阿，

命五老上真、仙都左公，“敷落五篇赤書真文，吟詠《變化空洞上經》”；２．作爲本

文的元始天尊命五老上真、仙都左仙（公？）出“變化空洞八道之要”；３．作爲附録

的“靈真八道變化空洞玉景隱符”八種。

本經中出現的侍位仙真主要是“五老上真仙都左公”。“仙都左公”亦出現

於元始舊經《洞玄靈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中，但在道藏中，“五老上真

仙都左公”通常是與“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配套的上清經系的仙真，出現於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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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上清玉帝七聖玄紀迴天九霄經》《上清太上

黄素四十四方經》《太上三天正法經》等早期上清經中。①

“變化空洞八道之要”是本經的主體，爲“八節悔謝”之法，逐一論列了立春、

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乃上真集議校定世人功過罪福之

日，學道者當“以其日清齋，首謝所犯，燒香誦經，願念咒戒”，並服符文，由此可

白日飛騰、拔度七祖。類似的“八節齋”儀式也見於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元始

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②和上清仙傳《清靈真人裴君傳》③等文獻中，唯不及

此經繁複，且仙真系統亦有差異：

《變化空洞妙經》 《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裴君傳》

立
春

高真大神會諸仙人於太

極上宫，克定玉簡金札

紫文，記得仙之人名，題

於玄格，列字於方諸。

太玄上宫高真大神，常以立春

之日，會諸尊大聖仙人於太極

上宫，筭校玉札金名，應得神仙

之人，列奏靈寶玄都上宫。

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

中時，會諸仙人於太極宫，

刻玉簡記仙名。

春
分

昆侖瑶臺太素真人會諸

仙官於瑶臺之上，揀定

真經，及學者功業。

太玄上官太素真人，常以春分

之日，會諸仙官於昆侖瑶臺，校

定靈寶真經學者，功業輕重，列

言靈寶玄都上宫。

春分之日，日中時，昆侖瑶

臺太素真人會諸仙官，校定

真經。

立
夏

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

宫，列太極四真人，校定

學道功過簿目。

太玄上宫五帝，常以立夏之日，

會諸仙人於紫微宫，校定學者

功過，列言靈寶玄都上宫。

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五

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宫，見四

真人，論求道者之功過。

夏
至

天上三官會於司命上

官，集河侯水帝，校定萬

民功過簿録，增年滅算。

太玄上宫天上三官，常以夏至

之日，會於司命上宫，校定兆

民，算會簿録，列言靈寶玄都

上宫。

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

三官會於司命河侯，校定萬

民罪福，增年減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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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變化空洞妙經》 《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裴君傳》

立
秋

五嶽諸真人詣黄老君黄

所雲庭山，會諸仙官，定

天下神圖靈藥。

太玄上宫五嶽諸真人，常以立

秋之日，上詣中黄老君於黄房

靈庭，會諸仙官，檢校天下神圖

靈藥，列言靈寶玄都上宫。

立秋之日，日中時，五嶽諸

真人詣中央黄老君於黄房

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定

天下神圖靈藥。

秋
分

上皇太帝乃登上清靈闕

太微之綰，會太上三老

君、北極真公、八海大

神、五嶽尊靈，共集議天

下萬兆之罪福，記學道

之勤怠，副之司命君。

太玄上官上皇大帝，常以秋分

之日，上登上清靈闕太微之館，

會靈寶尊神、太上五老君、北極

真公、八海大神，集算天下兆民

罪録，功過輕重大小，列言靈寶

玄都上宫。

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

帝乃登玉清靈闕太微之觀，

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

公、八海大神、五嶽尊靈、仙

官萬萬共集，議定天下萬兆

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

條列，副之司命。

立
冬

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

於陽臺之上，校定被學

諸名山始得道簿録。

太玄上宫陽臺真人，常以立冬

之日，會論仙官玉女於靈寶陽

臺之上，校學道簿録名目輕重

深淺，列言靈寶玄都上宫。

立冬之日，日中時，陽臺真

人會諸仙官玉女，定新得道

始入仙録之人。

冬
至

天真衆仙皆詣方諸東華

太宫，東海青童君刻定衆

仙録金書内字。

太玄上宫天真衆仙，常以冬至之

日，上詣方諸東華青宫，會於東

海青童金闕上相至真大神，校定

衆仙名録，列言靈寶玄都上宫。

冬至之日，日中時，天真衆

仙諸方諸東華大宫，見東海

青童君，刻定衆仙籍金書

内字。

可以看出，以上三種文獻當有沿襲關係。其中成書最早的應該是東晉興寧三年

（３６５）以前出現的《清靈真人裴君傳》，①而《變化空洞經》的仙真系統與之更爲

接近，很可能是直接的模仿。②

在《變化空洞經》中，八節需要各服太極煉變定真靈生之符、太素瑶臺通真

變仙寶符、紫微靈都真符、司命長存符、中黄八道祕仙符、靈都幽昇符、陽臺靈生

玉符、天真清靈八景玉符。這八種符文的具體形制，載於經末的“靈真八道變化

空洞玉景隱符”部分，並分别以小字注明“出《太上變化空洞》第某篇”中。其中

第一太極煉變定真靈生符、第三紫微靈都真符、第六太微靈都幽昇符，見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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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參張超然：《傳授與教材：〈清靈真人裴君傳〉中的五靈法》，李豐楙主編：《華人宗教研究》第

１輯，臺北：華人宗教中心，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９—１３４頁。

關於八節齋的最早淵源問題，學界還有争議。參見吕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２０１１年

第３輯，第９８—９９頁；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第２８５—３１７頁。



上秘要》所引，文字略無區别，而題爲《洞真靈真八道玉景隱符》。①

綜上，《變化空洞經》的仙真系統和修法，與上清經系有很深的淵源關係。

本經中並没有出現較晚的時代特徵。

結　　語

在本文中，筆者首先提出一種猜想：陸修静其實已經見到了《靈寶經目》中

著録的所有“已出”“未出”經典，只不過陸氏根據自己的判斷，將其中一些經典

視作“僞經”而標爲“未出”。如果要證成此説，就需要論證所有的“未出經”在陸

修静的時代已經問世。

根據對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録“未出經”的逐部分析，我們確實發現這批

“未出經”的大多數並没有學界通常認爲的“顯然具有南北朝後期道教經教的特

點”。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中的北朝

色彩，《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中的後期道教義學元素，似乎皆非陸修静的時

代所能有；而《衆聖難》和《藥品》可能並没有成書。因此前述猜想還有進一步修

正的必要。② 但整體上看，這些經典大多數並没有明顯的晚出迹象。

如果反向來思考的話，我們會注意到敦煌本《靈寶經目》附有梁代宋文明法

師對“元始舊經”十個篇目的簡要内容概括。如第二篇目包括《大小劫》《天地運

度》三卷，全部標明未出，而宋文明稱此三卷“明運會始終也”；再如第十篇目《藥

品》《芝品》《變化空洞》三卷全標未出，而宋文明稱此三卷“明治身之體用”。如

果宋文明並没有見到這些經典（一般認爲在此期間只有一卷“未出經”變成“已

出”），那他如何能够歸納出其要點，且還特别符合目前見到的“未出經”内容呢？

再者，這批靈寶經的大多數確實有些特異性，例如不常見的仙真體系、“非

主流”的出經緣起，甚至有些是非常明顯地抄襲、改造佛經或其他早期經典而

來。如果這批“未出經”都是陸修静身後的道士據其目録中的經名和“已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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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别見《無上秘要》卷９１《昇太極宫品》《昇太微宫品》，卷９４《昇紫微宫品》。

或許這兩部經典原本已佚，現在的道藏本並非《靈寶經目》中著録的那部經典。也有可能今

本經過了後世的删改，已非舊貌。但由於材料所限，這樣的論證可能意義不大。



出”的情況，特意造作出來以填充目録中的空白，那麽爲何不沿着“主流”古靈寶

經的脈絡延伸下去，“模仿”得更像一點，以使其更容易被認作是“真正之文”呢？

因此，在筆者看來，本文的猜想依然具有其合理性。那麽，爲什麽陸修静會

將這些經典列爲“未出”呢？我們再來看陸修静在元嘉十四年（４３７）《靈寶經目

序》中所言：

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

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别。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覽，甫

悟參差。或删破上清；或採摶餘經；或造立序説；或廻换篇目，裨益句章，作

其符圖；或以充舊典；或别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韵不屬，辭趣煩猥，義味淺

鄙，顛倒舛錯，事無次序。考其精僞，當由爲猖狂之徒，質非挺玄，本無尋真

之志，而因修窺閲，假服道名，貪冒受取，不顧殃考，興造多端，招人宗崇，敢

以魚目厠於隋侯之肆，輙將散礫託於和氏之門。……余少躭玄味，志愛經

書，積累錙銖，冀其萬一。若信有可崇，何苟明言坐取風刀乎？慮有未悉，

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爾。①

陸修静認爲當時社會上流傳的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共有５５卷，是一種真僞雜

糅的狀態。他一開始也没有真僞的概念，只是深入閲讀後，纔“悟”到其中有“參

差”。然後他指出某些經典質量低劣，顯然是“猖狂之徒”所僞造，並非真正的

“天界之文”。但他的判斷是非常個人化的，因此他最後説到：“如果一些經典確

實應該被尊崇，那麽爲何不明説出來，哪怕坐取風刀呢？考慮到自己還有不確

定的地方，所以先將‘舊目’中確定是真正出世的經典條列出來，而那些有疑問

的經典則略去不收録。”也就是説，４３７年目録中只收録了他所見５５卷中被認

爲是真經的經典。那些“僞經”，他後來另撰有一份目録，也就是敦煌本《靈寶經

目》最後提到的“三十三卷僞目”。

那麽，陸修静的“僞目”中包含哪些經典，它們是否保存了下來？我想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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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陸修静：《靈寶經目序》，《雲笈七籤》卷４《道教經法傳授部》，第５２—５３頁。



理的解釋就是“僞目”中囊括了《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换句話説，陸修静所

言真僞雜糅的５５卷中（到４７１年時或有增加），就包括他認定的“未出經”。我

們能够看到，現存的很多“未出經”非常符合陸修静所批評的情況：删改上清經

（如《變化空洞妙經》），摘録其他經書（如《通微内思妙經》《靈寶芝品》），僞造出

經緣起（如《小劫經》），等等。如果他没見到很多類似的經典，是很難歸納得如

此全面的。而從南北朝道教的實際情況看，陸修静的個人影響力也未必能達到

讓這批“僞經”全部絶迹、一部都未能留存的地步。因此我們懷疑，法琳所謂北

周《玄都觀經目》中《大小劫》以下１５部“未出”經典“今經目並注云見在”，其實

並不是如大淵忍爾所謂“可能是天和四年（５６９）間道士們匆忙寫成的”，①也不

是劉屹所謂在５６０到５７０年這十年間集中造作出來的。② 它們中的大多數在陸

修静時代就已經存在，而且在其身後一直流傳至今。

〔作者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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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淵忍爾：《論古靈寶經》，《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３輯，第５０６頁。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３３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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