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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祭鍊是把從破獄、召魂到施食、鍊度和傳符授戒的一系列儀式簡略化

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儀式，這些儀式的目的是從地獄解放亡魂、給他們成為

仙人的資格、送他們到仙界的。本文依據鄭思    《太極祭鍊內法》（以下簡

稱《太極祭鍊》），研究祭鍊儀式的內容，和鄭思   關於《太極祭鍊》相關

問題的觀點，以及對於當時儒佛道三教的觀點，尤其研究像鄭思   那樣的

宋元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於道教傳播所起的作用。《太極祭鍊》卷上記載祭鍊

的儀式次第和儀式中所用的符、文書等，卷中和卷下是編輯討論祭鍊問題

的文章。第 2 章「《太極祭鍊》記述的祭鍊儀式」根據《太極祭鍊》卷上，

介紹祭鍊儀式的內容而論及其特色。《太極祭鍊》強調了道士內部進行的內

鍊的重要性。內鍊的存思內容一方面反映內丹修煉，一方面類似靈寶系統

的修行。第 3 章「舉行祭鍊的環境和目的」根據《太極祭鍊》卷中和卷下，

研究關於祭鍊的鄭思   的想法，特別關於宋元時代存在的種種祭鍊文獻，

舉行祭鍊的目的，道與法的對照，強調德行和至誠的鄭思   的意圖，祭鍊

中內鍊的意義等問題。其中討論他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地方傳統的標準化上

起的作用。第 4 章「鄭思   與三教」根據鄭思   寫的〈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十方禪刹僧堂記〉三篇文章和詩句，討論他對於儒佛

道三教所探索的內容。可以認為他果然很深的執著儒教，並且關於道教和

佛教兩者，他表示對於過去的高道和高僧們的尊敬和對於現在盤踞寺觀的

道士和僧侶們的批判。     

 關鍵詞﹕�祭鍊、內鍊、鄭思肖、太極祭鍊內法、宋元知識份子

 *　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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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鍊度儀式是從破獄、召魂、治療疾病、沐浴、施食、鍊度到傳符授戒

的一系列儀式的構成要素之一，這些儀式的目的是從地獄解放亡魂、給他們

成為仙人的資格、送他們到仙界的。如今研究者視鍊度為具備道教特色的儀

式。祭鍊則是把這一系列儀式簡略化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儀式。筆者前一篇論

文曾根據三部科儀書討論了三種祭鍊的內容、目的、供養對象等。
1
本文依

據三部科儀書之一的《太極祭鍊內法》（以下簡稱《太極祭鍊》），重點要研

究作者鄭思肖關於《太極祭鍊》相關問題的觀點，以及對於當時儒佛道三教

的觀點，尤其研究像鄭思肖那樣的宋元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於道教傳播所起的

作用。
2

鄭思肖以反對元政權，始終堅持逸民的立場而聞名。特別有名的是他畫

的蘭花不畫土根，有人問其理由，答曰：「土地被番人奪去了」。鄭思肖的名

字表示「思趙」，就是不忘記宋皇帝的意思。第二章「《太極祭鍊》記述的祭

鍊儀式」介紹《太極祭鍊》卷上記述的祭鍊儀式而論及其特色，第三章「舉

行祭鍊的環境和目的」根據《太極祭鍊》卷中和卷下（就是《太極祭鍊內法

議略》），研究關於祭鍊的鄭思肖的想法，特別關於宋元時代的種種版本，舉

行祭鍊的目的，重視德行和至誠的鄭思肖的意圖，內鍊的意義等等，其中也

將討論他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地方傳統的標準化上所起的作用。第四章根據

〈早年遊學泮宮記〉、〈十方道院雲堂記〉、〈十方禪刹僧堂記〉三篇文章，討

論他對於儒佛道三教所探索的內容。

 1　 松本浩一，〈宋元時代的鍊度與祭鍊〉，「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正

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8.11.9-10），頁 209-226。
 2　 這裡使用的版本是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中華道藏》第 32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收錄的。但是標點不一定依照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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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極祭鍊》記述的祭鍊儀式

（一）關於《太極祭鍊》

關於《太極祭鍊》，橫手裕教授發表了題為〈一個人所舉行的救濟亡魂：

鄭思肖的太極祭鍊內法〉的論文。雖然這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論文，但是

關於鄭思肖的生平和其對《太極祭鍊》內容、特色和地位的簡明概要，極具

參考價值。
3

《太極祭鍊》共有五篇序文，其中包含第 43 代張天師張宇初的序文和

鄭思肖的自序，卷下的卷末收錄了鄭思肖的三篇跋文和他的弟子沈之我的跋

文。《太極祭鍊》卷上的卷頭題為「太極祭鍊內法鄭所南編集」，卷中、卷下

題為「太極祭鍊內法議略」。卷上記載祭鍊的儀式次第和儀式中所用的符、

文書等，鄭思肖寫道：「我祭鍊內法，正文昔月山高君大發所傳」，關於這裡

提及的「月山高君大發」的傳記是不清楚的。之後又說：「此議略乃集四方

之議論，加之以考究採摭要緊處，著為此文，以指初學者之路」，就是相當

於卷中、卷下的「此議略」是編輯關於祭鍊的議論的要點。根據卷下卷末他

自己的跋文，這本書在鄭思肖記述儀式—〈祭鍊內法〉的基礎上，收集說

明儀式的種種文章而彙編成〈祭鍊議略〉，追加這個部分而成書。這篇跋文

末有「庚午歳」的日期，所以本書成書日期被認為是至元庚午歲，就是至元

7（1270）年。

（二）祭鍊的定義

其次要說明祭鍊的定義。張遜在其《太極祭鍊》的序文中提及：「所謂

祭者，設飲食以破其飢渴也。所謂鍊者，以精神而開其幽暗也」（頁 801）。4

這裡所定義的「祭」的意思「設置飲食而克服飢渴」是一般的，「鍊」意味

著「以（道士的）精、神而打開（亡魂的）幽暗」。關於後者，卷中鄭思肖

是這樣論述的：「水鍊之曰水者，非水也。吾精之澤也。鍊吾之精，而生彼

 3　 橫手裕，〈一人で行う亡魂救済：鄭思肖の太極祭錬内法〉，《アジア遊学》第 110 號（東

京：勉誠出版，2008），頁 10-17。
 4　 以下引用《太極祭鍊法》原文所標示的頁碼，係《中華道藏》第 32 冊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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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故化之為水，而鍊之焉。火鍊之曰火者，非火也。吾神之光也。鍊吾

之神，而生彼之神也。故化之為火，而鍊之焉。精亡神離，昔雖墮而為鬼，

精生神全，今當升而生」（頁 816）。就是水鍊、火鍊的水、火不是水、火，

而是我的精、神，冶煉我自己的精、神，來產生他們（作為救濟對象的亡

魂）的精、神。化精、神成為水、火後，冶煉之。要是他們的精、神完全

的話，就可以上昇而生天。這個說明比較好解釋「以精神而開其幽暗」的內

容。關於把水、火對應精、神的想法，《無上妙道文始真經（關尹子）》〈二

柱篇〉說：「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5
但是《無上妙道文始真經》的記

述跟鄭思肖的想法有甚麼樣的關係，還不明白。

（三）要發行的文件

《太極祭鍊》所述，主持人在祭鍊儀式的前一天發行牒文給本府城隍

神，「牒文以外不使用奏狀、申狀」。牒文的內容是「於今　月　日，就某處

奉行太極祭鍊法，拔度五道四生，孤魂滯魄等衆。……攝召一切孤魂，咸赴

壇所受度，……轉奏太一慈尊，請降勅命，頒下十方三界，下窮地獄幽扃、

一切去處，咸令照應，即與開赦一切幽魂，於當日夜後，來赴壇所，享食聽

法，受鍊更生，執籙超升，上生天界，毋得稽遲，有妨開度」（頁 804）。雖

然發行牒文給本府城隍神，但是之後轉奏太一天尊，請天尊降下敕命給十方

三界、一切地獄，給一切幽魂赦免，讓他們到壇，得到救濟。「一切幽魂」

是五道四生、孤魂滯魄等眾。

然而《太極祭鍊》卷下則是這樣論述：「初欲行持時，具奏太一慈尊，

申太極葛仙公外。至於祭鍊，則先一日，只用牒本府城隍主者，傳誠遞奏，

轉達慈尊，乞頒旨下一切冥司照應，不須更用奏申文狀」。就是初次想要行

持的時候，預先給太一慈尊發行奏狀，給太極葛仙公發行申狀。在祭鍊的一

天前，只要給本府城隍主者發行牒狀。雖然文件是簡略化，但是大規模黃籙

齋所具備的奏、申、牒的三層結構，太極祭鍊也保持。

 5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中華道藏》第 8 冊），頁 9。



松本浩一∕《太極祭鍊內法》與鄭思肖的宗教思想 41

（四）祭鍊儀式

1. 內鍊

實行祭鍊的時候，《太極祭鍊》強調了道士內部的鍊—即內鍊的重要

性。關於內鍊，《太極祭鍊》表述為「入室端坐，澄心靜慮，息調炁定，寂

然良久，方存我下丹田真炁如火，如大紅玉丸，左右九轉，甚是分明。良

久，自覺玉池水滿，即腎水上升之外候也。其真火一丸，始升上絳宮心府，

號曰南昌上宮，亦號曰朱陵火府流火之庭，即發炎炎流金之火。存想己身，

盡為火所焚。良久，鍊形如嬰兒狀，端坐絳宮中，己身復完如故。嬰兒漸登

十二層樓上，金闕玉房之中，乃頂門泥丸宮，嬰兒即化成天尊聖像，端坐

宮中，左手執碧玉盂，右手執空青枝」（頁 803）。下丹田的真火上升到絳宮

（南昌上宮、朱陵火府），流金之火要燒身體。鍊形後坐在絳宮的嬰兒上昇到

泥丸宮，在那裡變化成太一救苦天尊。這裡看到腎水、真火等內丹的詞語，

但是後半也有像靈寶系統的存思。

2. 破獄、召魂

《太極祭鍊》中，主持人做上述的「內鍊」後，要存思如下：「仍想太一

救苦天尊，坐我泥丸宮中，兆即長跪密呪，乞放無邊光明，下破地獄。遂見

太一天尊，放無邊光明，從泥丸宮向北，下夾脊十八顀，乃雙腎之下，總名

曰酆都獄。燦爛閃爍，洞煥三界，朗照諸苦，嶽獄倶空，一切罪囚，悉皆出

離」（頁 804）。就是道士請坐在自己泥丸宮中的太一救苦天尊，放出無量光

明，打破地獄。太一天尊循著夾脊十八背骨降下到雙腎下的酆都獄，在那裡

發出燦爛閃爍的光芒，嶽獄都空了，一切罪囚都出離。在這裡的存思中，太

一救苦天尊打破的酆都獄是在道士身體內的，這也反映本文第三章第四節所

言及的內鍊構成的祭鍊。接著招來孤魂：「發至誠心，奉太上命，廣遍攝召

往古來今，無盡十方，一切五道、神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盡虛空界，積夜寒鄉，沈魂滯魄等眾，承茲道力，來赴靈壇，祗領善功，克

獲超度」。更詳細的「普請文」在卷上卷末的「靈書中篇」之前，這也詳細

地列舉了亡魂生前的苦惱情況。之後要存思如下：「存想十方，無邊無數一

切鬼魂，盡從鬼門上來。隨身所坐處，左肩背後即是東北方鬼門也。次想丹

陽符水池化成無邊汪洋大水，普召一切幽魂，各得五行生炁，同時完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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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沐浴」（頁 804）。就是無數亡魂從東北方鬼門來，在丹陽符水池變化的無

邊大水中要沐浴。但是這裡所說的「一切幽魂，各得五行生炁」，跟金允中

《上清靈寶大法》卷 7〈五芽內鍊品〉有什麼樣的關係，是下次的課題。

3. 沐浴

《太極祭鍊》召魂的存思最後部分已經有沐浴的內容。其次要默念的

「丹陽太咒」是沐浴儀式中常常念的，這篇咒文是從「龍漢蕩蕩」開始的。

之後存思如下：「存見衆魂完形出浴。凡是人類，男左女右，皆着仙衣。凡

是禽獸，悉皆潔淨，各以類分。即想兆泥丸宮中，太一天尊左手執碧玉盂，

右手執空青枝，密默懇奏，乞降甘露漿入此清淨水，默呪曰：『太一天尊降

甘露』七遍」（頁 805）。就是亡魂的身體完整，從沐浴出來後，如果是人，

男人在左，女人在右，都穿著仙衣。如果是禽獸，都是淨潔。根據種類分

別。分別男女以及人與禽獸的想法，或許來自鄭思肖的儒家思想。之後請天

尊降下甘露漿，準備施食。

4. 施食

《太極祭鍊》做了沐浴的存思後，高功存思如下：泥丸中的太一天尊左

手拿著碧玉水盂，右手拿著空青的枝子，秘密的懇奏太一天尊，請降下甘露

漿到清淨水中。要默咒：「太一天尊降甘露」七次。接著高功要存思「巨大

的太一天尊在空中，右手灑甘露水盂中，淨水變成甘露，高功把甘露散布法

食上，法食成為香潤甘美，默念〈靈書中篇〉三次，法食變成廣大無邊，充

滿十方。亡魂吃飽法食、喝飽甘露而滿足」（頁 805）。存思內容是「巨大的

太一天尊在空中，右手灑甘露水盂中，淨水變成甘露，高功把甘露散布法食

上」和「默念〈靈書中篇〉三次，法食變成廣大無邊，充滿十方」，就是相

當佛教晚課〈蒙山施食儀〉中的「甘露水真言」和「變食真言」。

5. 鍊度

《太極祭鍊》的鍊度不用咒、符、訣。這是水鍊作用和火鍊作用的註記

中提及的。我們可以認為鍊度是以存思為中心的。首先做水鍊，存思內容如

下：「兩腎中間有一點極明，須臾如大月輪，注視良久，水火交媾，玉池水

生，其月輪竟升頂上，……其月正在東井八星之間，始作用黃華水，當存月

在東井八星間，自然夾脊，水如天河升貫頂中，東井之間，其月光照耀，於

頂中天河之源，激成黃色水華之水，漸漸浸潤上腭。須臾，覺真水自頂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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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舌上，而下滿口甘潤香美，是自己黃華真水也。即見滿前化成汗漫黃色水

華之水，其水自然無邊無際，一切幽魂，皆在其中鍊育精髓，……形貌精

采，表裹瑩潔」（頁 805）。這引用文也表示內鍊的內容，就是要存思身體內

的月亮在東井（井宿）八星，水從夾脊上昇如同天河升到頂中，月光照耀天

河的源頭，變成黃色水華之水。無邊無際的水之中，亡魂受鍊。

火鍊的存思如下：「兩腎中間一點真炁，須臾如大紅日輪，注視良久，

水火交媾，玉池水升，其日輪竟升於絳宮，發燦爛流金之火，即見飛燄

化成大火，遍空炎炎，一切幽魂皆喜悅入火冶鍊，一一火光遶身，至受鍊

畢，……一一衆魂，皆化為嬰兒，身有皆若仙衣，羅列左右，聽受三皈九

戒」（頁 805）。在火鍊，要存思日輪上升於絳宮，發燦爛流金之火，飛燄化

成大火，一切幽魂皆喜悅入火冶鍊。亡魂受鍊之後，他們變成嬰兒，穿著仙

衣，羅列左右，要受到三歸依、九真妙戒。水鍊、火鍊的存思中都出現「水

火交媾」，但是不表示水鍊、火鍊中履行什麼樣的任務、有什麼樣的意義，

還不表示水火交媾的存思內容。根據這裡記述的存思內容，水鍊、火鍊是分

別實行的。

6. 傳符授戒

在祭鍊的最後階段，亡魂要歸依三寶，受到九真妙戒和「太上生天寶

籙」，並且上昇到仙界。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卷 13 和《道法會元》卷

210〈丹陽祭鍊內旨〉，也都有這些程序。
6
授戒之後，「一一歡喜受戒畢，次

默宣寶籙，仍想寶籙化為無數，無數寶籙，一一幽魂一一給付一道，一一

執此上生天界」（頁 805）。亡魂們都受戒後，給付了一道寶籙，帶著寶籙上

生天界。這時候，「心中火鈴飛出，烜赫如日，上過泥丸，透出頂門，愈高

愈遠，一一衆魂，盡如嬰兒，皆乘蓮花，仰隨火鈴光上昇，杳杳然去」（頁

805）。就是亡魂們乘著蓮華，隨著從高功的心中飛出來的火鈴光上昇，逐漸

遠去。傳符授戒也是依靠高功的存思進行的。

 6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中華道藏》第 34 冊），卷 13，頁 71。《道法會元》（《中華道

藏》第 38 冊），卷 210，頁 18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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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行祭鍊的環境和目的

此節想要考察祭鍊相關文獻、供養的對象、舉行的目的等各類問題。

（一）文獻的類別

首先要指出宋元時代存在著關於祭鍊的大量文獻。例如金允中所說：

「允中所見祭鍊之書，不止數十本，雖大體相類，而其祝辭白語多駁雜」，表

示南宋中期光是金允中所看到的文獻，便有數十種以上。
7

鄭思肖也指出了各類祭鍊文獻的存在：「世之祭鍊，一一自稱其法為仙

公的派，符呪作用，各各不同，江湖汗漫，宗派多門，非可以千百數之」

（頁 808），也就是當時已經有很多宗派，所以科本的種類用千百的單位也不

能數了。

這些著作既有教團刊行，也有民間所傳承的。例如「龍虎刊潘法師本，

亦議論未粹。然皆非入泰定，而祭鍊也。余見閤皂張君等刊本者六七，如玉

陽宮刊本，則薩真人之派。玉陽寶誥，亦有數樣，相傳既遠，殊失祕旨。又

有混元祭鍊，亦多樣。又有飛鍊，又有炁鍊，亦數樣。至於閉炁行鍊者，最

謬。此內鍊法，乃是神鍊，大勝於炁鍊」（頁 828）。這裡看到的是龍虎山或

是閤皂山等三山符籙教團發行的，還有認為是「薩真人之派」的玉陽山發

行的。玉陽山發行的也有「數樣」，「混元祭鍊」也是「多樣」的。還有說：

「清微法中，有紫陽祭鍊、玉陽祭鍊等法。其丹陽符，變食呪、水火鍊度

呪、五行炁并諸符，與正一諸本祭鍊法，絶不相同。他本祭鍊法，或名為祭

鬼鍊度經，或名經法，皆後人重其名稱耳。至於扣訪傳授，本不知其幾一一

不同，莫不目之為葛仙公鍊度法」（頁 828）。這裡列舉了清微系統的祭鍊，

《道法會元》包含卷 15-16「玉宸鍊度符法」，卷 32-35「龍天通明鍊度」關

係文獻，卷 208-209「太極玉陽神祭鍊符法並文檢」等，都被認為是清微系

統的祭鍊科儀書。
8
這些書中的丹陽符和《太極祭鍊》中的丹陽符不一樣。

如下引用資料中所列舉的戴君祭鍊和董君祭鍊也是成書發行的。「水火作用

亦有多法，倶不若此本，內鍊法與戴君（淨煟）祭鍊刊本、洞陽內鍊之法相

 7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中華道藏》第 34 冊），卷 13，頁 71。
 8　 這些祭鍊法收入於《中華道藏》第 36 冊、第 3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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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彼特欠運口中水生之妙耳。董君（光然）祭鍊刊本，存想龜蛇為鍊度作

用，却自可笑」（頁 810）。
鄭思肖對如下著作逐一點評其特色。「他本祭鍊法，或名為祭鬼鍊度

經，或名經法，皆後人重其名稱耳。至於扣訪傳授，本不知其幾一一不同，

莫不目之為葛仙公鍊度法。或有專主水火作用者，或有不用水火鍊度者，或

有不用寶籙者，或有不用丹陽符者，或有專主給由子者，或有專主琰摩羅大

將者。琰摩羅者，乃釋教閻羅王也，其說甚訛。或有專主寶籙者，或有專主

黃炁陽精，或有專主日月作用者，或有專主其他符篆者，或有專主太一天尊

者，或有專主南斗者，或有專主其他種種作用者，或有只用斛科者，或有專

主靈書中篇者，或有專主九天生神章者，或有專主救苦經者，更不使作用

者。至有謂仙公不用別法、只用丹陽符一道為鍊度者，或有專主丹陽符、前

後用四五道為沐浴、水鍊、火鍊、變食等不使別作用者，或只用四十九椀燈

斛者，或有作用以臍為生門者，或有急束穀道為閉地根鬼戸者，或有用豁落

斗者，或有用遁甲八門、移易其生門死戸者，或有用慶雲開生門、祥煙塞死

戸為作用者，或有用生米為祭者，或有存想洞見、懸一寶珠去地五丈、攝幽

魂入其中受度者。或有於圓光中現亡者來，舉家不問老幼，盡歷歷見亡者，

解鎖脫枷，享祭受鍊，上升而去。或有用青令符，使齋主自得奇特報應者。

以此眩俗為奇，雖聳動觀聽，亦非至論。余所見祭鍊默鍊者，亦數家，及寶

籙水火鍊度等法，甚多甚多，不能盡記憶」（頁 828，「或」改用粗體是筆者

所追加，以玆辨識，「又」改用粗體，以下亦同）。如上所述，宋元時代存在

了很多種祭鍊著作，其中既有認為是正一、清微等正統教團有關，也有認為

是傳承民間的做法。根據這些事實，祭鍊認為是各類人群，為了多種目的，

而廣泛舉行的。

祭鍊版本之外，鄭思肖提及關於水火鍊度和雷法的種種版本。關於水

火鍊度的版本：「今之水火鍊度，或有用子午鍊者，或有用兩祕字作用者，

或有用兩梵語祕呪作用者，或實書或虚書一鍊字為水火鍊者，或有想南北斗

者，念南北斗諱者，搯南北斗訣者，或有用呵吹剔子午訣者，或誦中篇南方

八天北方八天為水火鍊度者，或有用兩道擲火萬里十二河源符者，又有誦擲

火萬里十二河源兩段者，又有用水火二將者，又有用左營目三轉者，或有誦

水鍊童子火鍊童子者，或有誦水鍊將軍火鍊將軍者，或有念火鍊丹界天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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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蕩形天尊者，或有召有姓名二使者，或有水火鍊並誦龍漢蕩蕩呪者，或有

念日君月皇二諱者，或有念日魂月魄二呪者，或有作用取真水真火符者，有

九鍊者，九鍊亦有數樣。又有水九鍊火九鍊，又有水火交鍊，互換各九次，

通十八鍊者，又有作用取外日晶月華為水火鍊度者，其事尤訛，多有攝召，

享祭之後，竟牒幽魂，自詣南昌上宮，乞行鍊度者。或又謂每月初三、初

四、初五、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凡九日，南昌上

官開鍊度府」（頁 817，「或」「又」改用粗體是筆者追加的）。這裡也指出各

個版本的特色。

鄭思肖闡述自己的《太極祭鍊》傳統後指出：「若曰考辨異同，則非一

夫筆舌所可盡述」（頁 828），要是他有機會的話，或許他希望自己進行考訂

工作而編輯最好版本。但是以上記述都是分辨各個版本的特色，可以認為他

已經做了同樣的工作。現在的中國古典目錄中，有些目錄設有「子部．儒家

類．考證之屬」的分類項目。這個項目中，要分類考證各種版本中的文字的

差異，或是引用著多種記述考證歷史事實等的書籍。這些工作認為是屬於儒

家的。鄭思肖在《太極祭鍊》中所進行的工作，繼承「考證之屬」所屬的書

籍所表示的傳統。

他在卷中、卷下的許多記述之中，做了考證工作。例如：「世人惑於形

像，泥於高遠，謂太一天尊必在九宵之上、東極宮中，殊不知太一天尊即是

自己元神。藏經云：『自己天尊，何勞仰望；自己老君，何勞外覓』。《救苦

經》云：『空中何灼灼，名曰泥丸仙』。其泥丸仙者，即太一天尊也，非居我

頂上之元神誰歟？或者不悟，竟指我即是太一天尊，均成誑謬」（頁 809）。
這裡他指出外面尋求太乙救苦天尊是錯誤，其中他引用經典而確證自己的主

張，訂正世間的錯誤。

如前所述，關於祭鍊的科儀書，既有教團出版的，也有民間傳承的。從

鄭思肖的記述可以看到存在略有差異的很多種方法，並且沒有像日本的佛教

教團似的中央強力統制。筆者曾在《宋代的道教和民間信仰》一書中指出，

中央政府的宗教統制比較有影響力，並且知識份子從各個立場關係到這個政

策。
9
我認為鄭思肖的工作和嘗試是這樣的統制或是調整工作的一種表現。

 9　 松本浩一，《宋代的道教和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1996），第一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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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儒家的立場，根據自己的理想與應有的姿態，進行了批判式的調整。

（二）舉行的目的

雖然供養、救濟孤魂和祖先是祭鍊的直接目的，而根據救濟孤魂，逃避

他們的作祟，則認為是重要目的之一。《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 27〈驅

除制伏品〉，路時中提及：「凡治祟，治大祟，當憫小祟」，就是說平定作祟

的時候，懲治大祟，應當憐憫小祟。大祟是「何謂大祟，神廟之群黨，山林

之倚附，寺觀之借祠，皆其大祟也，其祟根連千里，穴通四方，枉害良民，

死入其黨。……故治其一祟，則群祟爭。……（他們）竭其徒，傾其黨，

以戰正法，小兆若有一毫退念，群妖得計，正法不行，人被其毒矣。」
10
小祟

是「所謂小祟，特幽魂爾，可憫其沈滯，當令托化。」
11
這裡把祟分為大祟和

小祟，論及應付他們的方法。大祟是盤踞祠廟和寺觀、山林等，接連千里四

方，傷害良民的。道士用咒法懲治的時候，他們竭盡黨徒，對抗道士的咒

法，所以那時候道士不要懷抱退卻的念頭，應該使用雷法、天心法（正法）

等的強力咒法。小祟只是幽魂，所以應付小祟的時候，應該憐憫他們的沈滯

而救濟，例如用祭鍊等方法，那麼可以逃避他們作祟。《太極祭鍊》中也提

及這樣撫慰幽魂的目的。《太極祭鍊》再三指出「法是為了不得已的時候才

可以用的」。

「昔有人一生專行祭鍊，頗有感應，更不肯行別法治鬼神。或勸之，其

人云：不可教我發殺心壞鬼神，損我一片慈悲祭鍊心。其言頗妙，鬼神可憐

有慈悲心者，尚不忍見之，況治之乎。行法者，畢竟與鬼神作對，若作對必

有惡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之本心也」（頁 827）。有人專門使用祭

鍊獲得靈驗，不敢使用其他的咒法懲治鬼神，就是不敢使用鎮壓鬼神的方

法。有人勸他使用鎮壓之法，他說「不能讓我發出殺意破壞鬼神」。他的發

言是至妙的。鬼神是應該憐憫的存在，有慈悲心的人甚至不忍正視他們，何

況懲治他們。使用咒法的人，終歸敵對鬼神。鎮壓鬼神的方法是雷法或是天

心法等的咒術。使用這樣的咒術是敵對鬼神，這個說法表示他支持祭鍊的立

10　 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華道藏》第 30 冊），卷 27〈驅除制伏品〉，頁

493。
11　 同上註，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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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路時中的主張相似。「今人行一切法，堅謂我得某人直下真派，作用

符呪，頗異於人，竟委德行，弄法術。……古今神仙，見道明白，德行無

虧，正不待法而為用，一話一言，天地自然感應，果何法之有哉？法者，道

之査滓，為世間中下品人設」（頁 825）。有的法師（或是道士）自豪自己的

咒術（法）傳統和強力，但是法是道的殘渣，為了世間的中下品人設備。

有人問：「舉行祭鍊的時候，用劍訣結界保護自己，因為害怕鬼炁冒

犯。這樣的做法怎樣呢？」回答說：「以至誠心招來亡魂，以慈悲心準備餐

而撫慰他們，以五行炁完成他們的魂魄，以水火鍊化他們的精神，那裡還可

能冒犯我呢？有人用三光咒禳解鬼炁，他的愚蠢是無以復加的（或問：有劍

訣畫界，以衛自身，意恐鬼炁相干，故嚴為備如何？曰：……以至誠攝召其

來，以慈悲撫慰其餐，以五行炁完其魂魄，以水火鍊其精神，尚忍犯於我

乎。……或又以三光呪解鬼炁，其愚不可及也）」（頁 822）。這裡強調撫慰

亡魂、不要害怕他們的姿勢，這是跟金允中批判：「對於孤魂滯魄施食告戒

後，用天蓬咒驅逐他們」異曲同工。

他對於孤魂滯魄展現了很慎重的照顧。祭鍊的時候不要著急，要是鬼神

不能吃飽，保持著怨恨的感情而去，又如何可以生天呢？「祭鍊時，最忌性

急謾爾，……而鬼神只得食一看，不得食下咽，空負其一來，不飽所欲，愁

怨而去，又焉得生天乎？故正當鬼神飲食鍊度之時，須當和緩憐憫，俯慰幽

魂饜飫，良久乃善」（頁 823）。不要分別生人和鬼神，要是保有分別心、彼

此心、執著心的話，鬼神不能得到利益。「亦不可以我為生人，以鬼神為鬼

界，若生分別，心彼此心執著心，則鬼神不得利益，可不戒之」（頁 823）。
依靠實踐祭鍊而救濟作祟的鬼魂，依賴者從祟解放，這個想法是跟現

在台灣北部道士做的超拔和南部法師做的打城的理念完全一樣。諸如雷法和

天心法等咒法的理念是，依照冥界的法律審判、處罰危害人們的鬼神。這就

是路時中指出的對付祟的兩種方法之一。還有為了同樣目的舉行黃籙齋的案

例，杜光庭的《道教靈驗記》和洪邁《夷堅志》都已有記述，前期的研究

已經分析了這些案例。
12
如同第 1 節中所指出的那樣，道教教團內或是在民

間，有很多種祭鍊著作存在。這個很多種祭鍊著作在民間和道教教團內存在

12　 劉枝萬，《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上（東京：桜楓社，1983），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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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與祭鍊為了救濟作祟的鬼魂廣泛實踐的事實有著密切的關係。鄭思

肖說：「正如至治之世，以道化人，未嘗以法治人也。終身獨行祭鍊者，生

生之意，溥於無窮，既無殺心，孰能間之」（頁 827）。這裡所說的祭鍊相當

於以道指導人，用以外的咒術相當於用法治理人。

但是他不一定肯定為了逃避鬼神作祟而做祭鍊。他堅決主張內在只用

存思的祭鍊，所以批判請神明的幫助救濟亡魂。用天醫院治療疾病，在解穢

所解穢，招來亡魂和送亡魂到天界的時候，遣派將吏，是借助天上神明的做

法。他們不理解自己的真正造化，很下劣的。「或問：有用天醫院治病、解

穢所解穢、監生所監生，至於召魂送魂，則遣將吏攝召幽魂，謹送幽魂生天

者，如何？曰：不明自己真造化，乃謂我法力微薄。必假上天神明為之用，

可謂狹劣之至」（頁 822）。但是像黃籙齋似的大規模儀式中，或是在民間的

咒法中，請神的過程是首先要做的，所以他的想法應該說是所謂的儒者的態

度。還有他主張「殊不知，我之五臟五行之炁相生，則彼之不待天醫而自

醫。我之一心清淨，則彼不待解穢而自解。我之一念解脫，則彼不待監生而

自受生。我心廣大，又無魔念，亦何必將吏攝召護送之，只看行持者力量見

識爾」（頁 822）。要是「我的五臟五行之炁相生」的話，那麼「彼（亡魂）

不要等待天醫的治療，自然治癒」，要是「我的一心清淨」的話，那麼「彼

不要等待解穢，自然解穢」，要是「我的一念解脫」的話，那麼「彼不要等

待監生，自然受生」。前面列舉的條件滿足的話，不需要儀式，天地自然感

應，亡魂得到救濟。這樣的主張根據怎樣的理論呢？

祭鍊的目的還有一個，這就是依靠實踐祭鍊，積累自己的功德，因此避

免災難，獲得成仙。鄭思肖說：「其於能始終深心力行此祭鍊內法者，願護

是人永無灾難，願學神仙者速成神仙」（頁 833）。就是衷心地努力實行祭鍊

內法的人，鄭思肖祈願他們長久沒有災難，快達成神仙。這段文章表示他認

為實行祭鍊有這樣的功效。

（三）道與法的對照和強調德行與至誠

本節將討論鄭思肖對道和法的理解，以及和德行之間的關係。他討論

道與法的時候，一定會提到德，並且德行通常用來表達德的意思。這些三者

之中，道是根本，其次是德行，法是最被輕視的。例如「老子、關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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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皆以見道為主，次言德行，初未嘗及乎法」（頁 825）。他認為這裡列舉

的著書中，都不言及法。他說：「三教皆以見道為主，德行為先。道家不得

已而有法傳焉。有十分德行，則一分之法為十分之用。或無德行，雖欲以十

分之法為一分之用，亦不可得，皆隨我德行高下之分數，而為種種道術高

下之分數也。祭鍊亦然」（頁 825）。就是「三教都重視理解道，以德行為優

先，道家是不得已才傳授法。要是有足夠德行，用一分的法也能發揮十分的

用」。他強調行使法的時候，德行很重要。

以上的引文表示，鄭思肖討論道和法的時候，一定提及德，特別是德

行。對於道和法，他的想法和《道法會元》中的「道因法以濟人，人因法以

會道」，或是「當知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以上卷 1）表示的，道（的

修得）和法（的使用）是不可分的想法，並且「非通道者，不足以語法」

（卷 67）表示的，要是不理解道便無法施行法的看法，與在此所說的想法相

通。但是鄭思肖認為道是更根源性的存在，既不向外、不發揮作用力，也不

被人影響。

向外產生作用力的是德，他說：「不修德行，而欲濟衆生者，如以一髮

之力，欲引千鈞之石。又如盲聾者，語人以五色五音，終成謬誤。又如貧

窶之人，誓欲與人千金，卒無有也。自己之飢寒尚不救，又焉能與人以富

貴哉？無德行而祭鍊者，類是」（頁 825）。他認為不修得德行的人想要救

濟眾生，就和想要用一條頭髮牽引千鈞之石頭一樣；沒有德行的人想要舉

行祭鍊，就跟貧窮的人想要給別人千金一樣。鄭思肖批判只顧舉行法，他

說：「法者，道之查滓，為世間中下品人設」。就是「法是道的殘渣，為了

世間的中流下流人設置」。還有他說「今人行一切法，堅謂我得某人直下真

派，作用符呪，頗異於人，竟委德行，弄法術。殊不悟，皇天無私，惟德是

輔。道尚不可恃而為道，乃欲恃法而為法，誤矣。古今神仙，見道明白，德

行無虧，正不待法而為用，一話一言，天地自然感應，果何法之有哉」（頁

825）。就是現在的人認為自己的法是真正的，符咒的作用勝於別人，終於捨

棄德行，作弄法術。天是無私的，只以德為輔助。道是根本的，不能依仗。

他認為「不待法而為用」是一種理想。

之前引用他的討論中，常常使用「祭鍊法」這樣的詞語。確實他認為祭

鍊的方法是「法」，但是為了舉行「祭鍊法」，一定需要德行的保證。要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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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行的保證，法只是敵對鬼神的。他說：「行法者，畢竟與鬼神作對，若

作對必有惡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之本心也。使其能全精全神於一

己，有大德大功於萬物。儻發一語，儘足以化鬼神，召晴雨，何待行持諸法

哉？正如至治之世，以道化人，未嘗以法治人也」（頁 827）。就是天地的德

是生，但是法是咒術，使用咒術是敵對鬼神的。這是相當「以法治人」的，

本來應該「以道化人」。要是人具備天地的大德，他可以感化鬼神。

根據以上的引用文，德被認為是能發揮道的潛在力量，並且否定將咒術

作為法的作法，即否定用咒術用來鎮壓鬼神的作法。反過來說，他所強調的

是一種依靠提供甘露食和改變身體和精神的方式來救濟鬼神的儀式（雖然也

是法）之重要性。但是他的想法的特色是在道和法的討論之中插入了德行，

並且強調了德行和誠心的重要性，這代表了他的儒者立場。要是他認為德是

發揮道的力量的，那麼下一筆資料中所提到的「道力」，也跟德相通。「道

力淺者，我雖召之，而彼竟不可來：道力深者，則無所不至，無所不拔。

奇哉！」（頁 826）。就是道力不夠的道士招致亡魂，亡魂不可以來到，道力

很大的道士，沒有所不能救濟的亡魂。為了救濟亡魂舉行祭鍊的時候，他

認為不只是德行，誠心也是不可缺少的。他說：「非有誠心者，彼則不得祭

也。……非有了徹性命、全備徳行者，彼則不得度也」（頁 831-832）。就是

沒有誠心的道士舉行祭鍊，亡魂不能獲得祭，還沒透澈了解性命、德行的道

士舉行，亡魂不能獲得救濟。至誠是跟德行一樣被重視。鄭思肖說：「天地

之間，一至誠之道而已。《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32 章）。故一切事無大小，悉以至誠為主，

一念不誠則僞，一事不誠則敗，況於鬼神之際乎」（頁 808）。就是天地之

間，重要的只是至誠之道罷了，所以處理大事、小事的時候，都保持至誠是

重要。要是有一點不誠實的念頭，那是虛假的。要是做一點不誠實的事，那

事要失敗。何況對應鬼神的時候呢？他這裡引用《中庸》，在《中庸》，至誠

被認為是很重要概念之一，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從《太極祭鍊》卷中的開

始部分，放置這篇文章的事實，可以看到他秉承儒家思想的態度。之後強

調舉行祭鍊的時候，至誠也十分重要：「行祭鍊者，宜察此語，先立至誠為

本」（頁 808）。就是舉行祭鍊的人，應該考察這個詞語，首先樹立至誠是根

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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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祭鍊的時候，他認為不需要受籙。籙是能舉行道教咒術儀禮的證

明，不需要籙就是甚麼人都能舉行祭鍊。他說：「凡欲行此祭鍊，更不問受

籙不受籙，皆可行」（頁 826）。但是祭鍊本來是道教的儀式之一，所以像鄭

思肖這類的外行（沒有受籙）人沒有主張這樣的權利。或許宋元時代已經出

現外行人可以舉行一部分道教儀式或是佛教儀式的現象。但是那時候已經有

很多祭鍊版本流通了，所以很多沒有受籙的人也會舉行祭鍊。雖然鄭思肖主

張舉行祭鍊不需要受籙，但是要求相當多的修養，說：「昔有人問祭鍊之旨

於宗師，答曰：終身一意辦大道，願闡大慈悲心，救度衆生，乃可行之。其

次，非十年修己持戒，積精鍊神，則不可行祭鍊。其言旨哉，實以祭鍊為重

事也」（頁 829）。就是除了把自己獻給大道和救濟眾生，並且十年間自己不

斷修養、守戒、積累精、冶鍊神的人以外，不能主持祭鍊。如上引文章中也

要求主持人要有很多修行。

（四）儀式的結構

關於祭鍊儀式的結構，《太極祭鍊》卷下說：實施者發表救濟眾生的誓

願後，以無意之意，秘密的說：「願頒大赦十方極深地獄，普召五道幽魂，

受自然沐浴甘露，天膳法水，水火鍊度，九真妙戒，寶籙生天」，這樣「只

四十字，祭鍊已畢」（頁 831）。這是他所理想的、無為的祭鍊，但是之中已

經包含從破獄、召魂、沐浴、施食、鍊度到傳符授戒的一般鍊度儀式的全部

內容。還有卷上的儀式次第中說，召魂後需要「各得五行生炁，同時完形，

同時沐浴」（頁 804），就是「因為各個亡魂獲得五行生炁，同時身體變成完

全、可以沐浴」，所以已經具備用「五行生炁」的「治療疾病」的過程。

但是鄭思肖設想祭鍊的理想形態，從內鍊構成的祭鍊，進一步到無為

自然地進行的祭鍊。他說：「更進一步，或設飯水，或不設飯水，不書籙，

不作用，一味專主深坐久定，但精心冥冥，依次第默念祭鍊前後本文一遍，

欸曲容其飲食，受鍊受戒，把籙生天，一一造化，皆隨心靈現，自然具有飲

食，水火鍊生天，造化存焉。不必更用一切存想，及吹呵等事」（頁 830），
就是不管準備飯、水，不寫籙，不實施咒術，一直坐定、定神，順著次第要

默念祭鍊的文章一次，那麼造化的過程，隨著心靈出現，不需要一切存思和

呼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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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存上想下，自然存上想下也。不必升上降下，而自然升上降下

也。以無為而為作用也，以自然而為作用也。散之於事則曰法，泯之於天

則曰道，以法濟之也小，以道化之也大。役於衆則遊乎紛華之場，人為祭

鍊也。泯於一則歸于造化之根，天然祭鍊也。寧不勝於人為祭鍊乎」（頁

831）。就是自然的（不是人為的）存思上下，自然的上昇下降，無為自然的

作用。把費心於儀式叫做法，把託付於天叫做道。用法救濟是小，用道感化

是大。在繁華的地方役使眾人舉行的是人為的祭鍊，集中一點回歸造化之根

是天然的祭鍊。這裡說的天然祭鍊可以認為是相當無為自然的祭鍊。以下的

主張或許反映道家或是禪宗的影響：「如是則駸駸於大道之域，耳目忘於聲

色，身忘於物，心亦忘於道，竟於此處以無為自然而為祭鍊。大哉！天然祭

鍊也」（頁 831）。
關於無為的祭鍊，鄭思肖提到了一則故事。「昔年，有一風癡道人，專

行祭鍊，每至月晦夜，携飯水往十字街頭，或幽僻之處，設食地上，默瞑不

語，但坐二更餘而去。或疑之，或笑之。後有人深夜窺伺，只遠遠見衆魂，

享食之後，倶不見。少頃，倶化為嬰兒，仙衣縹緲，在道人頂上，杳杳上升

天去，真得寂默坐鍊法者」（頁 809-810）。周邊的人看了一位道人設置食物

後只是一直坐著，他們不認得道人所舉行的祭鍊儀式，但是有人（或許是通

靈的人）看到，最後眾魂變化成嬰兒，穿著縹紗的仙衣生天。這裡道人只準

備食物，以外都用存思舉行祭鍊。但是不管無為自然的祭鍊或是寂寞坐鍊

法，可以認為都有從破獄到傳符授戒的一連串儀式。

（五）水火交媾與內鍊

關於鍊度儀式，特別是水火鍊度，先行研究常常指出鍊度的基礎是高

功的內鍊，並且內鍊強烈反映內丹修行方法，但是筆者指出水火鍊度之中，

高功的內鍊不一定反映內丹修行方法，特別看不到水火交媾的過程。
13
但是

「水火交媾」或是「水火既濟」的詞語，常常看到《太極祭鍊》的科本中。

例如記述水鍊、火鍊的部分，出現「水火交媾」的詞語後，在水鍊的部分記

13　 松本浩一，〈鍊度的「鍊」：基於宋元道教齋醮科儀著作〉，「2018 年道教週、歷史與當代

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宗

教學系所，2018.7.16-18），頁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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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玉池中發生水，在火鍊的部分記述日輪昇到絳宮後發生流金之火，這是已

經介紹過的。關於這些過程，「太極祭鍊」卷下也說：「我此之水鍊，亦先既

濟水火，而後取其水為水鍊。我此之火鍊，亦先既濟水火，而後取真火為火

鍊，寧不勝於其他鍊度」（頁 816 下）。就是首先招來水火既濟的狀態，之後

採取真水、真火，做水鍊、火鍊。

在內丹的修行法中，真水和真火互相反映，結成金丹後鍊之，形成聖

胎。例如：「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氣，

乃真龍真虎也。……當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遅出，綿綿若

存，而津滿口咽下，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及坎卦心液到腎，接

著腎水，自然心液與腎氣相合，太極生氣。以真氣戀液，真水戀氣，本自相

合，故液中有真氣，氣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下，名曰交姤龍虎」。
14

或是「氣中生液，液中生氣。腎為氣之根，心為液之源。靈根堅固，恍恍惚

惚，氣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潔，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識取真龍，

水中認取真虎。龍虎相交而變為黃芽，合就黃芽而結成大藥，乃曰金丹」。
15

就是腎中的氣發生了真水和心液發生了真火，從真水、真火採取龍、虎，龍

虎交媾後變化成黃芽，從黃芽結成金丹。
16

但是本來祭鍊儀式中，為了水鍊、火鍊，使用真水、真火。例如：「心

火下降，則腎水上升，口中真水滿口，甘潤香美者，即腎中真水也。祭鍊不

得火降水升，造化餘皆末事，火降水升，真祭鍊之要論。凡坎離交遘、水火

既濟之後，造化皆上朝泥丸。幽魂得此造化，亦不容於不生天，頒行寶籙之

後，運我一點靈光，化為火鈴，上透泥丸，現前幽魂，皆隨我一念而生天，

正是祭鍊幽魂要緊處。或我之一點靈光，不透泥丸，衆魂決無生天之理」

（頁 810）。心火的下降和腎水的上昇是兩者交媾的前提，這就是「祭鍊的要

論」。兩者交媾的結果，形成了仙胎，把這個過程認為是造化，擬定亡魂獲

14　 鍾離權著，呂喦傳，《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中華道藏》第 19 冊），第三「交媾龍

虎」，頁 158。
15　 鍾離權述，呂喦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中華道藏》第 19 冊），卷 14「論五

行」，頁 822。
16　 沈志剛注釋，《鍾呂傳道集注釋・靈寶畢法注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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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身體的過程。並且把造化上昇到泥丸，亡魂從那裡得到生天。這裡「造

化上昇到泥丸」對應後述的「一點靈光上昇到泥丸」。

《太極祭鍊》內鍊法的存思內容，反而類似靈寶法的「神光大定」的存

思內容。卷上所記述的「內鍊法」是如下的：「入室端坐，澄心靜慮，息調

炁定，寂然良久，方存我下丹田真炁如火，如大紅玉丸，左右九轉，甚是分

明。良久，自覺玉池水滿，即腎水上升之外候也。其真火一丸，始升上絳宮

心府，號曰南昌上宮，亦號曰朱陵火府、流火之庭，即發炎炎流金之火。存

想己身，盡為火所焚。良久，鍊形如嬰兒狀，端坐絳宮中，己身復完如故。

嬰兒漸登十二層樓上，金闕玉房之中，乃頂門泥丸宮，嬰兒即化成天尊聖

像，端坐宮中，左手執碧玉盂，右手執空青枝，號曰：『太一救苦天尊』，

極要分明。心曰絳宮，口內曰玉池，眉間三寸曰泥丸，兩腎中間曰丹田，詳見後說」（頁

803）。就是在下丹田如火的真炁，和腎臟的真水都上昇，「其真火一丸」表

示真炁和真水一起的，或是兩者反應後形成的真火。這個上昇到絳宮，發生

流金之火，那團火焚盡身體後鍊成嬰兒，他上十二層樓到泥丸，那裡變化成

太乙天尊。這是本文第二章第五節第一段中已經介紹的。

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卷 4〈神光大定〉記述的存思內容是：「法

曰：兆絕慮澄心，凝神思道，運絳宮赤炁下降，玄泉（真一之水）上升，

心血、腎精二炁交合，放丹田中，孕生嬰兒，漸長如真人形。次運肝中青

炁如雲，下罩真人，被青衣、青玉冠、青圭，懽顏和悅。次運心火池中有

火龍一條躍出，乘載真人，乘五色雲炁，自夾脊大度橋，直上泥丸，與元

始天尊合為一體。金樓玉殿，法座寶幢，一一周備。須臾元始運化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之道，化百寶光化，生諸天，童女官君，森然環列。元始

寂定，復放寶光一條，洞照北陰之處，並化為碧玉色，自上而下，光明洞

達」。
17
就是絳宮赤炁下降，並且真一之水上昇，二炁交合，產生像真人似的

嬰兒，火龍從心火池中出來，登載真人，經過夾脊到泥丸，那裡跟元始天尊

合為一體。如果把這裡的元始天尊置換成太乙救苦天尊，那麼就跟《太極祭

鍊》內鍊法的存思內容沒有多大的差別。《太極祭鍊》卷下的兩篇文章中提

到了「神光大定」。

17　 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中華道藏》第 33 冊），卷 4〈神光大定〉，頁 196。



56 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重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太極祭鍊》很重視內鍊，這是陳耀庭教授等已經指出的。
18
實際上《太

極祭鍊》中到處強調內鍊的重要性，這是如上引用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的。下面的引用中，他主張內鍊即「黙然行持作用」，是比「朗誦行持」優

秀得萬萬倍。「心專則境現，心散則境亡，祭神如神在，其祭鍊之謂歟！今

人不持內鍊，徒事外飾，謬哉！朗誦行持，只在口而不在心，坐鍊密默作用

則在心不在口，心中默念則與幽冥潜通，口中朗誦只做眼境好看。……如能

於靜室中閉目寂默坐一更餘，乃默念行持作用，是為內鍊。靜坐愈久則愈妙

愈玄，勝如朗誦行持，實萬萬倍。祈雨、祈晴、祈雪諸法，一切要緊處，皆

在坐功作用，好行法者，更不肯誦呪語，只在心中密默作用」（頁 809）。要

是心若專一，就出現境地：心若分散，就境地滅亡。祭神的時候，要行動如

神明在前那樣，做祭鍊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現在不做內鍊，徒然努力外飾是

錯誤的。外面的誦經儀式只在口而不在心，默坐內鍊的作用，則在心不在

口。要是心中默念，就與幽冥秘密地溝通，口中朗誦只是好看。靜室中閉目

默坐得一更多，默念行持的作用，就是內鍊。靜坐越久越玄妙，勝過誦經儀

式的億倍。以祈雨、祈晴、祈雪為目的的種種咒法，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內功

的作用。使用咒法的人，不肯念咒語，只用心中秘密的作用。這裡最後言及

祈雨等的咒法，強調了實行咒法的時候也需要內鍊。

如下文章說的，「一點靈光（造化）上昇到泥丸，幾年間盡力修行，頂

門要開」，類似內丹修行的一個階段。「或我之一點靈光，不透泥丸，衆魂決

無生天之理。若度衆魂生天，則念念升我之造化於泥丸上，苟力行之，則頂

門微動。如無慾事，能勤行數年，火鈴自然常現，後頂門當豁然，初如萬蟻

集而甚痒，後如巨石裂而大開。《心印經》云：『默朝上帝，一紀飛昇』是

也。非惟鬼神獲大利益，而我一身精神，亦大充盈，神仙可覬也。此法與默

朝上帝法實同一理，所以異乎其他祭鍊法」（頁 810），就是運用我的一點靈

光，變化成火鈴，上昇到泥丸，那麼前面的幽魂都生天，要是我的一點靈光

不到泥丸的話，一定沒有眾魂生天的理。他說經過「上昇『一點靈光』或

是『造化』到泥丸」的手續，眾魂才可以生天，但是這道手續有什麼意思，

還有這道手續怎樣關係到眾魂的生天，都還不明白。或許如上所述，「要是

18　 陳耀庭，《道教禮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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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朝了泥丸，就千萬億的幽魂都跟隨著我生天」那樣，感應著主持者的內

鍊，達成幽魂的生天。

他論述內鍊的時候常常使用「造化」的詞語。例如：「我之祭鍊，專主

於深靜之域，開自己泰定之天，以我真造化而造化乎，不通造化之幽冥也」

（頁 823），就是我的祭鍊，專注於深靜的領域，打開自己的泰定之天，依靠

我自己的真正造化，在不通造化的幽冥界中帶來造化。那麼造化是什麼呢？

他給「造化」下定義說：「必於我身內作用、存想、取炁等事，以為造化」

（頁 830）。還有說：「大抵鍊度，是鍊自己造化，以度幽魂。未能鍊神，安

能度鬼」（頁 810）。這裡的「鍊自己造化」，在下一文中換成「鍊神」。依

靠「鍊神」，「度鬼（救濟幽魂）」。下一文也重視「自己的造化」，說：「全仗

真心內事，其符其咒，乃寓我之造化耳」。符和咒等的外部法術，其作用都

依賴我自己的造化。所以「自己造化」可以認為相當內鍊的全部過程。那麼

《太極祭鍊》中的鍊度也許有雙重結構，一方面用外部的真水、真火與自己

內部的真水、真火一起，施行鍊度救濟亡魂，一方面真水和真火，兩者交媾

的結果，形成仙胎，把這個造化的過程上昇到泥丸，亡魂可以生天。

四、鄭思肖與三教

（一）鄭思肖的創作

由陳福康教授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鄭思肖集》中，陳氏指出

鄭思肖的創作有三個高潮期。
19
第一期是 20 歲至 30 歲，這時候的他創作了

很多詩，但是正值「離亂之際」，所以他所作的詩和散文都失佚了，之後他

把回憶中的五十首詩記錄下來，編輯成《咸淳集》。第二期是 35 歲後的將近

十年，正是宋朝滅亡的時期，所作的詩歌編為《大義集》、《中興集》，跟文

章一起收入了《心史》。他把《心史》的手稿沈入蘇州的古井中。明末手稿

19　 鄭思肖著，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前言」。關於詩

作品的引用，表示《鄭思肖集》的頁碼。關於〈早年遊學泮宮記〉、〈十方道院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根據《全宋文》第 360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卷

8338。引用表示《全宋文》第 360 冊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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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發現，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了。他在宋朝滅亡後，隱居於吳下。第三

期是「入元二十多年後」，入元以來，他在精神上歸依宗教，但是陳氏認為

鄭氏「並不是真的皈依了宗教」。

關於鄭思肖與三教的關係，他晚年對於儒、道、佛三教，寫了〈早年

遊學泮宮記〉、〈十方道院雲堂記〉、〈十方禪刹僧堂記〉三篇文章，還有叫

做〈三教記序〉的序文。文中他自己說：「我自幼歳，世其儒，近中年，闖

於仙，入晩境，遊於禪，今老而死至，悉委之」（《鄭思肖集》頁 277），根

據陳福康教授所編的「鄭思肖年表」，這篇文章是他 67 歲的時候寫的。但是

1276 年，他 36 歲的時候寫的《太極祭鍊》的跋文中，已經說「予始於儒，

中於道，終於釋」，所以在第二期已經歸依了佛教。他 78 歲的時候逝世，所

以 36 歲還沒到人生的一半。可是說了「終於釋」或是「入晩境遊于禪」，是

因為他意識到自己違背儒者應該走的路徑，只是遁世者。

在第一期，鄭思肖說「近中年，闖於仙」，陳福康舉例了〈古詩三首其

二〉：「我欲封緑章，天門高岧嶢」（頁 16），〈越州飛翼樓〉：「直欲蓬萊去，

因風問大鈞」（頁 6），〈山中聞鶴〉：「欣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頁 7）
等的詩句，作為例證，說「都有飄飄欲僊之意」。以外〈贈老王道人〉：「曾

宴瑤池王母家，瞳方鬢黑臉凝霞。休將甲子來相問，知見蟠桃幾度花」（頁

12），〈仙興〉：「跣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跡，獨

自飛行明月中」（頁 13）等的詩句中，可以看到他對於超越現世的仙境或是

境地的羨慕。描寫佛教寺院的〈僧房夜坐〉：「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

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梵夾金銷字，經簾綵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煑春

芽」（頁 8），〈歲旦登萬佛閣觀雪〉：「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

見大光明徧法界，不見三千大千影。一時八面倶玲瓏，諸塵諸相本無蹤。色

不是色空不空，瑩然塞破虚空中。怪見此番寒徹骨，無中弄得光芒出。驀地

省得大年朝，即是正月初一日」（頁 21）等的詩句中，可以看到對於佛教教

理的共感。這一點，跟一直羨慕仙境的道教思想並不相同。但是他 30 歲的

時候編輯了《太極祭鍊》，集成了相當於卷中、卷下的《祭鍊議略》，還有

36 歲時候寫的跋文中說：「又著《釋氏施食心法》、《施食布施支說》幾二萬

言」。他一直關心道佛兩教。

關於鄭思肖的第二期，陳教授指出這時期鄭思肖詩歌中對宋朝滅亡的



松本浩一∕《太極祭鍊內法》與鄭思肖的宗教思想 59

悲憤之情，但是一方面也表現出了對於神仙世界的憧憬。例如〈醉郷行〉表

明了這兩種感概。詩歌中首先記述北方的嚴厲自然和南方的豐富好菜，並且

宋朝理想的政道和城市的繁榮：「朝廷有道四海清，既醉鳧鷖（鳳凰）歌太

平。九土夜市徹天明，樓紅陌紫喧簫笙」。之後因為元朝的侵略，百姓受到

了很大苦惱，「戰鼓聲多瓦欲飛，從此百姓無寧時」。對於這樣擔憂的現狀，

記述神仙的另一個天地，「何如我入壺中遊，喝雲開破天外天。翠錦幃幕車

渠土，八面雪白淨無煙」（頁 55）。最後再說對於現在社會的絕望，「貧者逼

迫富者狂，一窪血氣六賊戕。眼望天上金銀落，壘瓊架屋鐵築牆。莫知仁義

為何物，冷笑詩書今不香」。結束的詩句是「揮手長揖永相謝，千劫萬劫逍

遙遊」（頁 56）。鄭思肖作為一位儒者，批判現實當代社會實況，但其實只

能寄身於他者世界中遨遊，對於自身這樣的情況，他也感到諷刺。

第三期，陳氏認為他「把精神寄託在宗教上」的時期，但是「他並不是

真的皈依了宗教」，在「一種很複雜的精神狀態」。這種複雜的精神狀態，已

經在〈醉鄉行〉中看得到，但是「三教記」才是最好地表現。

（二）鄭思肖與「三教記」

其次為了考察他對於三教的看法，並且探索他編輯和討論《太極祭鍊》

的意圖，需要探討「三教記」中的內容。

〈早年遊學泮宮記〉說：「向使我早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

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今不

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為師。但我無能為人也，不能自具儒者之道而新

之，乃抱此拳拳空意，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頁 110）。如這個引用所

表示，他年輕的時候，「到學校學習、遊學四方」等，順著一般知識份子一

樣的道路，致力儒業，參加科舉，但是宋朝滅亡後，不能實踐儒業，作為政

治家發揮力量，這個事情讓他抱持很大的悔恨。在第 1、2 章中，筆者主張

他的思想上站上了很強的儒者特色，〈早年遊學泮宮記〉中他強調了準備科

舉的學習不是無用的（「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科舉時文，腐而無用，

何補世道」（頁 109））。「科舉時文」的好處是其內容涉及到許多方面，精微

和詳細的說明「理」，的當的討論「事」，很多啟發後學（「析理則精微，論

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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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道教的〈十方道院雲堂記〉和關於佛教的〈十方禪刹僧堂記〉，兩

篇文章都共有一方面讚美曾經存在的理想的姿態，一方面尖銳批判現在的墮

落狀態的兩面。〈十方道院雲堂記〉說：「邇來仙佛之居，數倍多於三十年

前，而率皆富者蔽身、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頁 110）。就

是現在的宮觀，已經成為無法餬口的人盤踞、富裕的人（為了避免稅役）隱

藏的地方。真的道院本來是清淨的雲水道人逗留一時的地方，招待為了流通

大道而來的人。本來道家的道是在前劫，上帝憐憫世人在欲海中埋沒，不能

享盡天年以終，敕命神仙把長生不死之道流通世間，選擇大德行的人授給

之。所以道家的道是正法。他批判：謬誤的師傅很貪婪，自豪有跟別人不一

樣的法，講種種的異說而自高自大。這種批判是《太極祭鍊》中常常看得

到的。「實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於欲海中，不得壽其天年，勅神仙以長

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有德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

婪，誇衒奇特，千人萬說，自異為高」（頁 111）。
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已經指出了《太極祭鍊》重視德行和至誠，這裡認

為大德行是為了得到結聖胎即產生內丹修行的成果的第一階段。「縱是有功

於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决無大脫

灑，决不得大成就。縱遇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壞之，决不得結其聖

胎。决不可身外求道，道不在身外，决不可心外求道，道不在於心外」（頁

111）。雖然對於人們有功績，要是那不是從真實的慈悲清淨心中流出來的，

那麼稱不起大德行。要是他沒有大德行，他遭遇的真傳喪失其價值，不能結

成其聖胎，自己的身心之外道不存在，這個最後部分的主張是跟《太極祭

鍊》一樣的。

關於內丹修行的概要，他說如下：「一陽將動未動之初，我身中深深深

極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真之先天陽精，以為丹母。自然通

於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淫燄燄，沸發真熱，捧擁丹母，升上降下，

交貫周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凝而為長生不死、純陽之寶」（頁

112）。這裡表示的是採取自己很深根源所在的先天一炁（先天陽精），以後

通過著任脈、督脈等周天的階段，和形成聖胎的階段，但是這裡也沒說到跟

祭鍊的關係。他一直對仙人帶有憧憬，寄心金丹修煉，但是他在《太極祭

鍊》卷中和卷下所標註解來看，他所提及的僅是初階的修煉法。內鍊法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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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內容倒接近靈寶系統的「神光大定」的存思內容，這是已經指出的。

關於佛教，他也尖銳批判現狀，強烈尊敬以前的禪宗祖師，這是跟道教

一樣的。例如以前的高僧遵照叢林的規矩（清規），晝夜努力禪行，致力於

修行。「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黙，一動一静，無非舉唱向上，巴鼻了

當。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於一坐宴間，而笑罵於佛祖之上者，如在世外，

受清浄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庖私啖，自不肯私富私居，

自不肯傲慢，恣緃所為野氣。……皆孤硬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許看

經看册，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趺坐，密如列筍，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

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門」（頁 113）。可是現在僧侶們痛罵清素純正的努力

修行的人，認為守戒者是不灑脫的，喜歡財貨，買僧官和住持的職位，生孩

子而成為徒弟，業越來越重，著迷越來越昌盛。「間有清素純正辦道之士，

叱為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其身。苦者益苦，頗難于獨立，堅抱舊心，固

無揺動。彼偸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盲辨以當宗乘，笑守古戒以不脫

灑，自誑自尊，鼓無明火，入骨愛財，富者愈富，念念謀僧官，買大住持，

營私室為俗窟，生親子為徒弟，業重魔熾，浮於俗人（頁 114）」。但是他的

批判大致是對於僧侶和教團的，雖然這篇文章的一名叫做〈佛法正論〉，論

及佛法的部分很少。晚年他深入佛教，但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或許對於佛

教和道教還有批判的視點。

五、結　論

第二章基於上一篇論文，介紹了《太極祭鍊》記述的祭鍊儀式的概要。

第三章關於宋元時代存在的祭鍊文獻，舉行祭鍊的目的，道與法的對照和強

調德行與至誠，並且論及祭鍊儀式的結構、祭鍊中內鍊的意義等問題。基於

鄭思肖的記述，研究發現宋元時代就產生了很多種祭鍊文獻，既有道教教團

發行的，也有在民間傳承的。後者或許形成了地方性的傳統。這個事實表明

很多人舉行祭鍊，一方面為了修行舉行，一方面為了避免冤魂作祟。日本的

佛教教團有叫做本山末寺的制度，這是中央的本山寺統制地方的很多末寺的

制度。江戶時代完成了制度化建設，但是也有人認為中世（室町時代）制度

化已經存在了。在中國看不到類似的中央教團統制地方宗教的制度。關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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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普度存在了標準的課誦本，但是地方的傳統似乎對道教的發展影響比較

大。根據本文研究鄭思肖得出的結論，在形成中央標準的過程中，知識份子

也起了較大的作用。

鄭思肖進行的校訂工作中，明顯意識到形成標準祭鍊儀式的必要性。

實際上這個著作履行了建立標準的任務。陳文龍先生《王契真《上清靈寶大

法》研究》中指出，關於宋元時代出現了道教的大部儀式書，元來儒者的知

識份子完成的任務工作量巨大，「經書修撰者身份的複雜性說明宋代道教徒

的身份並非單純的出家道士，道法在他們中間得以傳承顯然不需要如出家道

士那麼麻煩」。
20
但是本來根據地方的道士們，不那麼強烈要求標準的科本。

因此收集多種的科本並且互相對比和考證，這樣的工作需要儒者的參與。他

們也對政府統制宗教的政策很關心，所以感到對比和考證科本的必要性。總

而言之，宗教科本的標準化和宗教動向的引導上，知識份子扮演的任務，今

後需要再次研究。

《太極祭鍊》的議論中，鄭思肖強調德行和至誠的必要性，這表示他的

作為儒者的意識。至於他對於道與法的看法，與《道法會元》「向外部發揮

根據道的修行獲得的力量就是法」的思想並不相同。道是根源性的存在，法

只是道的查滓，讓法得以施行的終究是德性。道的發動（用）並非法，而是

有德存在其中，祭鍊也被視為是法，而施行祭鍊之時需要德行和至誠，鄭思

肖解釋了這兩者之必要。晚年他深入佛教，但是第四章中分析的三篇文章，

還沒表示道教和佛教教理的深刻理解。如第三章第四節內鍊的部分所強調的

那樣，關於祭鍊中要做的內鍊與內丹修行方法的關係，他到處主張兩種瞑想

法有很大關係，但是沒有詳細的說明。例如突然出現「水火交媾」的詞語，

有了一點不調和的感覺。第四章基於他的三篇文章，考察了鄭思肖與三教的

關係，可以認為他果然很深地執著儒教。並且關於道教和佛教兩者，他表示

對於過去的高道和高僧們的尊敬和對於現在盤踞寺觀的道士和僧侶們的批

判，這或許反映他自己對於現在情況的不滿。

20　 陳文龍，《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5），頁 2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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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ji Jilian Neifa and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Zheng Sixiao

MATSUMOTO Kōichi*

Abstract

Sacrificing to and sublimating [the souls of the deceased] (jilian) is a simplified 
combined version of various rituals carried out for the dead, including “breaking 
down the gates of purgatory”(poyu), recalling the soul (zhaohun), bestowing food 
(shishi), and conferring talismans and precepts (chuanfu shoujie); all of these rituals 
seek to deliver the dead and let them ascend among the ranks of the immortals. 
This chapter investigates Zheng Sixiao’s (1241–1318) text Taiji jilian neifa (Inner 
Method of Taiji for Sacrificing to and Sublimation [the souls of the deceased], 
hereafter short: TJJL), in particular its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itual and 
its place in his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t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like Zheng Sixiao in the propagation of Daoism in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The TJJL is divided into three volumes (juan): volume 1 describes the sequence 
of jilian rituals and lists the talismans and documents employed, while volumes 
2 and 3 contains discus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ilian rituals. This chapt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of the ritual based on TJJL’s volume 1. Central to the 
TJJL’s approach is the inner sublimation of the Daoist priest,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visualizations (cunsi) equally indebted to inner alchemy and Lingbao cultivation 
practices. The next section investigates Zheng Sixiao’s understanding of jilian 
rituals based on the TJJL’s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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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g jilian liturgie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the objectives of jilian 
rituals, the juxtaposition of dao and fa traditions, Zheng’s emphasis on virtuous 
conduct and high moral standard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ner sublimation in 
the ritual performance. The study also addresses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ocal traditions. The chapter’s final section discusses Zhe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Teachings based on three of his essays and several 
poems. It turns out that he remained a staunch Confucian who had a high regard for 
eminent Daoists and Buddhists of the past, while being critical of the Daoist priests 
and Buddhist monks of his own time. 

Keywords: sacrificing to and sublimating [the souls of the deceased], inner 
sublimation, Zheng Sixiao, Taiji jilian neifa, intellectuals of the Song-
Yuan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