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陶弘景〈真靈位業圖〉的儒學思想

田啟文

〔摘要〕

道教自漢代創立以來，其教義就一直受到儒學的影響，這由其早期的經典

〈太平經〉中，便可見出端倪，此風流衍至魏晉六朝而不滅。陶弘景〈真蠶位業

園〉一書，是一神仙譜系的排列表，從形式上看來僅是純粹的神仙組織體系，但

若仔細推敲，卻能發現其中具有儒學的思想。這無疑是個有趣的現象，它不僅說

明了陶弘景的道教學中，蘊含著儒學的成份﹔同時也點出了道教援引儒學的傳

統。本文所探討的重點，主要是放在〈真靈位業圖﹜一害的儒學思想上，再由此

而演論於道教徒援儒入道的現象，期能對陶弘景以至於整體道教的合儒現象，作

一簡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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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陶弘景與﹛真靈位業國〉

陶弘景，字通明，誼貞白，自號華陽隱居，丹陽株陵人（今之南京）。生於宋

孝武帝孝建三年，死於梁孝帝大同二年（西元四五六年至五三六年），是南朝著名

的道教徒。他除了精通道教學術以外，叉對天文、曆算、地理、醫學、經學、兵

學等有極深的造詣，一生著作八十餘種，是一全能的學者。陶氏精研眾學，其中

最值得注意者，當是他能會通儒釋道三派。在道教方面，他撰有〈真話〉、〈登

真隱訣〉、〈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即真靈位業圖〉）等書﹔在儒學方面，他

撰有〈孝經、論語集注〉并自立意十二卷、〈三禮序〉并自注一卷、〈尚書、毛

詩序注〉一卷（見陶翊〈本起錄〉）等書﹔至於併學方面，他雖然沒有著作傳世，

但依據眾書的記載，陶弘景極重佛法，且勤習佛典，他具有濃厚的佛學思想，是

確鑿可信的。唐釋法琳說：

（茅山道士沖和子與陶弘景）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岩

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恆讀佛經 0 （註 1)

〈梁書〉本傳說：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鄭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由以上所引可知，陶弘景讀佛經、修佛法，同時也受佛戒，對於佛教有相當的鑽

研，是無庸置疑的。雖然他沒有佛教專著，但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卻流露著佛教

思想，例如〈真話〉一書，便吸收了許多佛學理論，〈四庫提要﹒真話〉司︱〈朱

子語錄〉說：

〈真詩﹒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為之，至如地獄托生妄誕之說，

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

叉引黃伯思〈東觀餘論〉說：

〈真詩〉眾童教戒條後方圍諸條，皆典佛四十二章經同。

觀上述說明可知 ， 陶弘景的學術 ’ 實有佛教思想融於其中 ， 今謂陶弘景是位兼通

儒釋道三派的學者，掏不為過。陶弘景一生對道教的貢獻極大，據湯一介氏所述，

陶弘景對早期道教的神仙學說作了總結及改造，為道教建立一套神仙世界的譜

************** 

l. 《辯正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六，pl肘，（內異方同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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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築了道教傳授的歷史，並且創立了道教茅山宗。（註 2）這一切的成就，奠

立了陶弘景在道教中的地位﹔研究道教，尤其是研究茅山宗者，實在不能忽略了

陶弘景的貢獻。

〈真靈位業圖〉一書，是陶弘景為神仙世界所構築的一套位階譜系。就其名

義而言：所謂〈真靈〉，即是神仙的別稱（註 3 ）。（真靈位業圖序〉說：「研

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即是測神仙的階業﹔至於位業，即是指神仙因德、業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位階。唐孟安排〈道教義樞〉說

位業者，登仙學道，階業不同，證果成真，高卑有制。注云：位是階序之

務，業是德、行之目。

故知位業者，乃神仙依德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階級排序。綜上所論，則〈真靈

位業圖〉一書，即是依神仙的德業大小，來作階級排列的組織表。

就其體例而言：﹛真靈位業圖〉全書僅一卷，卷首有序一篇。一卷之中，分

神仙為七等，各等叉分中、左、右三位，其中亦有別列女真（女道士）位、散位者，

但大體以中、左、右三位為主。各等之中，立一主尊之神，此神居中位，總管等

中諸神。今且列其各等所分的位階，及其主尊之神如下：

第一等

中位為主尊元始天尊。

左位為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等神仙。

右位為紫虛高上元皇道君等神仙。

第二等

中位為主尊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左位為左聖紫晨太微天帝道君等神仙。

右位為右聖金闕帝晨後聖玄元道君等神仙。

女真位為紫微元靈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等神仙。

第三等
中位為主尊太極金闕帝君。

左位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等神仙。

右位為太極右真人等神仙。

第四等

中位為主尊太清太上老君等神仙。

左位為正一真人等神仙。

右位為太清仙王等神仙。

****** ********** 

2. 見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 （映西 ： 師範大學出版社 ， 1 988.04) ' p268-287 。

3. 見〈道教大辭典〉’（杭州、︱：漸江古籍出關士， 1990. 12) ' p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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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等
中位為主尊九宮尚書。

左位為左相等神仙。

散位（即未受其職者）為朱陸續丁叔英等神仙。

右位為右相等神仙。

散位為張重華等神仙。

第六等
中位為主尊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

左位為三官保命小茅君等神仙。

地仙敵位為許虎牙等神仙。

右位為右理中監等神仙。

地仙散位為中獄仙人等神仙。

女真為寶瓊英等神仙。

第七等
中位為主尊草都北陰大帝。

左位為北帝上相等神仙。

右位為中廠直事等鬼官。

觀以上所列可知，此神仙譜系襄組分為神仙及鬼官（屬第七右位）二類，而神

仙一類，叉分一般受職之神仙，及未受職之散位神仙。

此書對神仙的稱呼，有些只稱封號，如第一左位北玄高上虛皇道君、第一右

位玉玄太皇君、．．．等等﹔有些則在封號之下叉加名字，如第二左位繡依使者孟六

奇、第二女真位主仙道君侍女范運華、．．．等等﹔有些則只記名字，如第二左位華

仲戒、第三左位趙昇、．．．等等﹔有些則只標出神仙的所在地，如第二女真位太和

殿、七映房，第六地仙散位易遷宮、含真臺、．．．等等﹔有些則只標出同一職位的

神仙數目，如第四右位三天玉女百人、青腰玉女官十人、．．．等等。

至於此書的作者自注部份，有些神仙之下加注，有些則無。加注者，或敘其

身世，如第二女真位東華玉妃淳丈期下注：「青童之妹。」、第四左位莊伯微下

注：「漢時人。」﹔或敘其成道經過，如第四左位毛伯道劉道恭下注：「二人王屋

山得道。」、第五右位中之散位許副下注：「字仲仙，修大洞真經。」﹔或敘其

職責權限，如第二中位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下注：為「萬道之主。」、
第七左位鬼官北斗君周武王下注： 「治一天宮 。」 ﹔或兼而論之 ，如第五中位九

宮尚書下注 ：「姓張名奉’字公先，河內人，先為河北河命禁保侯，今為太極先

侯，兼領北職，位在太極矣。」﹔或有資料未詳，而注曰「未顯」者，如第三左

位西歸子下注：「未顯。」、第七左位五帝上相下注：「未顯 。」。

以上是針對陶宏景個人的生平、學術，及其﹛真靈位業圖〉一書，作一簡介。

接下來我們想探討的是〈真靈位業圖〉一書所蘊含的儒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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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靈位業國〉的儒學思想

﹛真靈位業圖〉雖為道教書籍，但卻存有儒家思想，此固與當時道士喜歡引

儒入道有關。本書的儒學思想大體表現於如下三方面

1尊左卑右的觀念

〈真靈位業圖〉分神仙等級為七，叉於各級中分中、左、右三位，中位為尊，

其次為左，未為右，此一尊卑次序實原於儒家制度。今且觀儒家祭紀之昭、穆排

列，便可窺得一二。｛1禮記﹒祭統〉：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

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觀此可知，昭、穆具有階級的尊卑，能別父子遠近親疏之序，既是如此，則昭穆

二者，何者為尊？何者為卑？〈周禮﹒春宮﹒小宗伯﹜說：

辨廟挑之昭、穆。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是知昭為父，為尊﹔穆為子，為卑。既知昭、穆之尊卑，那麼其方位配屬叉是如

何呢？〈周禮﹒春官﹒家人〉說－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園。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注：

先王造瑩者，昭居左，穆居右。

由經文「先王之葬居中」可知，中為主尊之位。叉注云：「昭居左，穆居右。」

是左為昭，右為穆，據〈周禮﹒小宗伯〉鄭注「父日昭，子曰穆。」’則左昭

為父，為尊﹔右穆為子，為卑，是左尊於右，整個高低次序當為中一左一右 。 今

〈真靈位業圖〉以中一左一右位為尊卑之序，顯然是來自儒家思想。

2. 重師綱

尊師是儒家科目之一 ，儒家談三綱六紀，六紀之中，即有師長項。〈白虎

通﹒三綱六紀〉說：

三網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 兄弟、族人、諸

舅、師長、朋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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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既列六紀之一，則其地位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孟子﹒盡心章句下〉：

孟子云：聖人，百世之師也。

以聖人與老師相為比擬，是老師的地位極尊也無疑。苟子以為人若不敬師，天下

必亂，他說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玉如1) ) 

他以為若想避免此種亂事，就當守l禮敬師，以得其治。他說．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帥，是禮之三本也。

是知禮的本務有三，事天、事地，及尊祖與隆君師，師與天地君祖一般，皆為隆

敬的對象。此一尊師思想在﹛真靈位業圖〉中，亦可見出端倪。今且看此書中的

人物排列，就儒家而言，孔子雖列居第三左位，並非極高的品秩，但卻是眾儒者

之首，其後有顏回、杜預、馬融諸人，此排列方式，顯然是尊重孔子的先師地位。

再如第三左位之披衣、王倪、薔缺、許由四人，此四人的關係，據〈高士傳〉所

說：

.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醬缺。

是知薔缺為許由之師。叉〈莊子﹒天地〉篇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吾吾缺，普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是此四人為一脈相承的師徒，其順序依次為被衣王倪一齒缺一訐由，而四人於

〈真靈位業國〉中的排列，亦是依此順序而列，其注重師徒尊卑的用意，極為明

顯，此正是陶弘景重視儒家師道的表現。

3. 引儒家人物入於神仙譜系

〈真靈位業圖〉所列的神仙，雖以修煉道教者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儒家人

物列名其中，例如第三左位的孔丘、顏回﹔第七左位的杜預，及第七右位的馬融。

除此正式的儒門人物外 ， 亦列有若干儒家所推崇的古聖先王於其中，例如第三左

位的帝舜、帝禹、帝堯﹔第七左位的周武王、周公等，可見儒家的德行功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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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陶弘景所接受，故能援引是類人物入於譜系之中。此蓋因陶弘景能純以德行修

養為重，不偏執於流派之爭，故儒家的思想及人物，終能為陶氏所肯定。其（十

實文〉云：「崇教為善，法無偏執。」（註 4）正能說明陶弘景的作法與心態。

由以上的三點說明可知，〈真靈位業圖〉具有儒家思想，是可以肯定的。雖

然書中並末以明文來陳述儒學，但經過我們的抽絲剝繭，到底還是水落石出。然

而陶弘景這種援儒入道的作法，雖然相當特別，但其實並非陶氏的專利。道教援

引儒學的風氣，若溯其源流，當早在漢代道教初起時便已產生，此後歷經魏晉以

迄於六喲，皆未中斷過，此由下一章節的陳述，使得分l路。

三．援儒入道是道教發展的傳統

〈真靈位業圖〉之具有儒學思想，其實不是偶然發生的，這種援儒入道的現

象，其實是道教發展的傳統路線之一。道教在漢代產生之時，即有取附儒學的作

法，對於這樣的情形，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幾個例子為證：

首先是道教的早期經典一〈太平經〉。〈太平經〉是漢末原始太平道所奉的

經典，此書參雜了許多儒學的思想，它說：

三網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註 5)

三綱六紀正是儒家的根本大法，用以維繫紀律，對人與人之間定出規範，使不失

序。叉說：

文說：

叉說：

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與天星曆相應，神靈以明其行。（註 6)

力學以上仁，燒德、成中仁耳﹔力學以中仁，其行曉平平﹔無有仁也，學以

不仁，愚人已成盜賊矣。（註 7)

**************** 

4 載陶弘景 ﹛華陽陶隱居集〉’（薑北縣：藝丈印書館， 百部叢書集成本），卷上。

5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 1992.03) ' p27 。

6. 同上註’ pl60 。

7. 同上註’ pl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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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說：

小人學吾道可以長謹，父悉，母愛，子孝，兄長，弟JI頃，夫婦同計，不相

賊傷，至死無怨。（註 8)

于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

能盡力共事其君，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註 9 ) 

觀上所論，或談明德仁善，或論家庭的孝慈順梯，或講從師與忠、君，皆屬儒家的

德目，由此看來，漢代道教初起的時候，便有了採擷儒學的現象。

漢以後的魏晉時期，援儒入道的現象並未停止，最具代表性的，首推葛洪的

〈抱朴子卜葛洪是位儒道雙修的學者，早年研習儒學，其後遁入仙門潛修，〈抱

朴子〉一書是其道教學的代表作。此書參揉了許多儒學的思想，其自序說：「內

篇屬道家，外篇屬儒家。」就是儒道合流的最佳證明。今且舉該書幾段文字，以

略窺其中模概，（詰鮑〉篇說

乾坤定位，土下以彤，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

則元首股脈以表君臣之序，眩殺之軌有自來矣。

這顯然是〈周易〉繫辭篇的推衍，〈周易﹒繫辭上傳〉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葛洪將這段話加上儒家的君臣之綱，而衍出上述（詰鮑〉篇的思想。叉（對俗〉

篇說：

欲成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f言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

得長生也。

忠孝、和順、仁信，皆是儒家修身之耍，其所以重視這些儒行的理由，正如（塞

難〉篇所說

****************** 

8.同註 5 ' pl的 。

9. 同上註， p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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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典盤旋也。

葛洪認為儒學足以移風易俗，其重視儒學而引用儒學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葛洪這種引儒入道的精神，在魏晉之後，又於寇謙之及陸修靜等人的身上再度出

現。

北朝寇謙之，字輔真，上谷昌平人。生於晉哀帝三年（西元三六五年），卒

於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西元四四八年）。早年即好仙道，修張魯之術’後隨

成興公修道，名望漸高，又得儒學大師崔浩的賞識，遂得寵於車月，受封國師。寇

謙之掌權之後，對當時的五斗米道（道教派別之一），進行了許多改革，其中有部

份作法，即採取儒家思想為準式，嘗謂「以禮度為首。」（〈魏書﹒釋老志〉），

可見儒家的名教觀念，在寇謙之的心中，是具有極高份量的。〈北史﹒崔好傳〉

說：

天師寇謙之每典浩言，聞其論古興王之跡，常自夜達五，主求意做容， i宋美

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辜陶，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

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

政典，並論其大耍。浩乃著書二十餘篇，土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

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五等即是儒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寇謙之以為欲以道教輔助

太平真君，必當兼修儒教才好，遂有了恢復儒家五倫的作法。此外其〈正一法文

天師教戒科經〉中，亦有種種吸納儒家綱常名教的言論，他說：

道以中和為德，以不和相剋 0 ...國家合和，天下太平，百姓安寧﹔家室舍

和，父慈子孝，天垂福慶。（註 10 ) 

所謂中和者，正是儒家中庸的觀念，〈！禮記﹒樂記〉說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

〈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遠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 

10. （薑北：新文豐出版， 1977. 凹，正統道藏本），第一，p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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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謙之談中不日之德，正是儒家思想的展現。叉其「父慈子孝J 一句，亦是儒行的

發揮。

除寇謙之外，另一道敦大師陸修靜，亦有援儒入道的情形。陸修靜，字元德，

生於東晉安帝義熙二年（西元四0六年），卒於劉宋廢帝元徽五年（西元四七七年），

是陶弘景的問i祖。陸修靜少習儒典，頗耽丈籍，然因性喜道術，遂入於道教一派。

其修道頗有成就，宋明帝嘗躬自問道，並為修館居。陸修靜對道教的改造不遺餘

力，尤其對維持組織紀律的教規、教儀，著力更是深切，而這諸多的改造，即多

有取式於儒學之處。其〈陸先生道門科略〉說：

清約治氏，神不飲食，師不受錢，使民內修慈孝，外行敬讓，佐時理化，

助國扶命，唯夫子祭天，三公祭五嶽，諸侯祭山川，民人五獵，吉日靶，先

人，二月、八月祭吐、社，自此以外，不得有所祭。（註 11 ) 

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嶽，諸侯祭山川，吉日祖先人，及祭社、兩巳仕等儀節，皆源

出儒家。今且逐項哥︱證如下，以明其確為儒家之禮，亦藉此說明陸氏為道教所訂

的儀節，大有取法於儒家之處。首先，就天子祭天而言，〈儀禮﹒觀j禮第十〉說：

天子乘龍，載大務，．．．祭天，﹒播柴．．．。

〈公羊傳﹒傳公三十年〉說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說明了天子有祭天之禪。就三公祭五嶽而言， ｛ 1禮記﹒王制第五〉說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潰視諸侯。

是三公所祭者為五嶽。就諸侯祭山川而言，〈禮記﹒曲禮下第二〉說：

諸侯方施，祭山川，祭五花，歲遍。

(1禮記﹒王制第五〉說：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申＊＊＊＊＊＊＊＊

11.同註帥 ，第一，p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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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吉日祠先人而言，此是屬於儒家祭祖之禮，﹛禮記﹒會子間第七〉說

孔子曰：…擇日而祭於楠（父廟也），成婦之義也。

是祭祖須擇日而行，亦即「吉日祠先人」之意。就祭社之事而言，﹛周J禮﹒夏官﹒

大司馬〉說：

遂以蒐田，有司表絡，誓民﹔鼓，遂國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地官﹒鼓人〉說：

以雷鼓鼓神耗﹔以靈鼓鼓社祭。

這說明了祭社是種地方性的祭禮。至於紀姓之事，〈禮記﹒月令〉說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其中，旦龔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拖拉，

祭先肺。

〈禮記﹒祭法第二十三〉說：

王主持群娃立七施，曰司命﹔曰中雷﹔回國門﹔曰國行﹔曰泰厲﹔白戶﹔曰

壯。

觀上所述可知，所謂祭天、祭山川、祭五嶽、．．．等等，都是儒家的禮制，其名目

細節，皆見載於儒家典籍之中。如今這些禮制皆為陸修靜所取，以施於道教的儀

規戒條之中，是陸氏欲假儒家的禮制，以強化道教的組織紀律。其文明言使民內

修慈孝，外行敬讓，這也是儒家的德行科目，由此可以明白，陸修靜對道教的改

革，是以儒道合一為訴求的。

由以上所舉〈太平經〉，以及葛、寇、陸等幾位道教大師的例證中可以看出，

道教自創立以來確實與儒學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陶弘景為陸修靜的再傳弟子，其

承襲陸氏融合儒道的作法，亦屬人情之常。道教的發展自〈太平經〉、葛洪、寇

謙之、陸修靜等一路下來，始終沒有擺脫儒學的影響，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由於漢代獨尊儒術所致。道教創立於獨尊儒術的漢代，

在形勢比人強的壓迫下，不得不取附儒學以奠立其地位，如時人林登順所說：

由於道教產生於儒學定為一尊的漢代，因此一開始就受到儒學極大的影

11 



響。（註 12)

這個影響其實就是為了迎合人心而產生的。在漢代，儒學是正統學術，其思想左

右著人們的觀念與日常言行，其他學術想要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援用儒學的理

論，一方面堵住士人之口，以免淪為邪端異教之譏﹔一方面能快速地溶入百姓的

生活中，藉此和民間結為一體，在這樣的情況下，道教引用儒學的理論，是很自

然而可以理解的。當然，造成道教援引儒學的原因很多，除了這項原因外尚存在

著其他許多因素，這種種的因素形成了道教引用儒學的一條傅統路線，陶弘景〈真

蠶位業關〉巾援儒入道的作法，其實也正是這條傳統路線的再次里現。

四．結語

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一書，其中蘊含的儒學思想雖然不是很多，也不是極

為高深的理論，但這部書原來只是神仙譜系的排列，本來就難以融入思想於其

中，而在如此難以呈現思想的地方，陶弘景尚且將若平的儒學理念穿插於譜系的

架構中，這豈非更加凸顯陶弘景援儒入道的精神，也說明了儒學思想確實深深影

響了當時的道教學說，成為道教發展的基本精神之一 。當然，想了解陶弘景道教

作品中的儒學理念，〈真靈位業圓〉並非唯一的素材，陶氏其餘作品如﹛真話〉、

〈登真隱訣〉、〈華陽陶隱居集〉中，皆有極為精彩的陳述，可作為我們研究此

一課題時的重要資料。

********************** 

12.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畫北：丈津出自師士， 1996.4) ' p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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