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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道教經典」經典研讀班  結案報告 

林桂如 

 

本研讀班選定主題為《道藏》中之清微派文獻，兩年閱讀文獻為 : 

1. 《清微玄樞奏告儀》：此被推定為元代（1279-1368）作品，與葉雲萊的傳承有關，

為朝禮中天大聖北斗九皇道君，以求消災請福之清微齋儀。  

2. 《清微齋法》：常志靜以此為十四世紀的清微作品。此雖名為齋法，卻多論傳承系

譜、齋醮理論並羅列各式儀式文書，未及齋法程序。  

3. 《清微神烈秘法》。  

4. 張宇初《峴泉集》卷四〈趙原陽傳〉、〈金野菴傳〉。  

5. 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兩卷。  

6. 《道法會元》至卷 49。  

所閱讀文獻基本上與兩年前提交時相同，然其中亦有相關卷數補充。因成員希望將關聯

性高的內容集中討論，故在《道法會元》部分，報告順序不同於卷數順序。導讀者除對

負責內容進行全面了解外，主要闡述有 : (1)該部作品或該卷之年代、作者、主旨；(2)篇

章結構；(3)重要觀點與段落；(4)疑難問題；(5)延伸問題；(6)其他重要性。在所提交計

畫中本預定結束前舉辦一場研討會，然因經費不足取消，由各成員自行於他處發表投稿。  

以下附上(1)進度表（含三次演講與一次博士生報告）；(2)報告札記（依卷數順序）；

(3)簽到表。  

 

七、進度規劃（1.集會頻率至少每月一次。2. 請列出明確的研讀主題及範圍。3.每個講員對

應一個主題。4.個人演講次數不得超過三場。） 

編號 預定日期 起迄時間 研讀書籍及主題 講員 

1 103/10/4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玄樞奏告儀》 
林智莉 

2 103/10/1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齋法》卷上 
謝聰輝 

3 103/11/0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齋法》卷上 
謝聰輝 

4 103/11/0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齋法》卷下 
謝聰輝 

5 103/11/1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神烈秘法》卷上 
林智莉 

6 103/11/2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清微神烈秘法》卷下 

 

林智莉 



2 

7 103/12/1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張宇初《峴泉集》卷四〈趙

原陽傳〉、〈金野菴傳〉 

張超然 

8 103/12/2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上 
楊明璋 

9 104/1/1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上 
楊明璋 

10 104/1/24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下 
楊明璋 

11 104/2/7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下 
楊明璋 

12 104/2/2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

法樞紐〉 

張超然 

13 104/3/7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

法樞紐〉 

張超然 

14 104/3/14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

法樞紐〉 

張超然 

15 104/3/2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清微宗

旨〉 

張超然 

16 104/3/2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清微宗

旨〉 

張超然 

17 104/4/1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5〈清微符

章經道〉 

林智莉 

18 104/4/1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5〈清微符

章經道〉 

林智莉 

19 104/4/2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5〈清微符

章經道〉 

 

林智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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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4/5/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6〈大梵五

雷秘法〉等 

謝世維 

21 104/5/9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6〈大梵五

雷秘法〉等 

謝世維 

22 104/5/16 0900-1300 演講（題目：泉州道壇與所見的清微道法） 謝聰輝 

23 104/5/2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7〈上清洞

明協神五應大法〉等 

林桂如 

24 104/5/3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7〈上清洞

明協神五應大法〉等 

林桂如 

25 104/6/6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8〈清微祈

禱內旨〉 

林桂如 

26 104/6/1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4〈玉宸登

齋內旨〉 

張超然 

27 104/7/1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8〈清微發

遣儀〉 

謝聰輝 

28 104/8/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6〈神烈飛

捷五雷大法神烈飛捷五雷大法〉（補充資料） 

吳依凡 

（博士

生） 

29 104/8/1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7〈上清神

烈飛捷五雷大法〉（補充資料） 

張超然 

30 104/8/2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7〈上清神

烈飛捷五雷大法〉（補充資料） 

張超然 

31 104/9/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

雷祈禱檢式〉（補充資料） 

張超然 

32 104/9/1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
張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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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祈禱檢式〉（補充資料） 

33 104/9/19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7〈玉宸鍊

度內旨〉 

鄭燦山 

34 104/10/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9〈玉宸鍊

度請符簡儀〉 

林桂如 

35 104/10/17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19〈玉宸鍊

度請符簡儀〉 

林桂如 

36 104/10/24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0〈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37 104/10/3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38 104/12/0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39 104/12/1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40 105/01/09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41 105/01/3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42 105/02/2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43 105/02/27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鍊返魂儀〉 

張超然 

44 105/03/0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
張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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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返魂儀〉 

45 105/03/12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2〈玉宸鍊

度文檢〉 

謝聰輝 

46 105/03/19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2〈玉宸鍊

度文檢〉 

謝聰輝 

47 105/04/2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32〈龍天通

明鍊度符法〉 

鄭燦山 

48 105/05/14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32〈龍天通

明鍊度符法〉 

鄭燦山 

49 105/05/21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33〈龍天通

明鍊度科〉 

鄭燦山 

50 105/05/28 0900-1300 
書名：《老君音誦誡經》 

研讀主題/範圍：北魏寇謙之的宗教改革 

Terry F. 

Kleeman 

51 105/06/04 0900-1300 
書名：《老君音誦誡經》 

研讀主題/範圍：北魏寇謙之的宗教改革 

Terry F. 

Kleeman 

52 105/06/18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33〈龍天通

明鍊度科〉 

鄭燦山 

53 105/06/25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34〈龍天通

明內鍊秘旨〉 

張超然 

54 105/07/3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6〈玄靈解

厄秘法〉 

張超然 

55 105/08/06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7〈玄靈解

厄文檢〉 

張超然 

56 105/08/1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4〈清微灌

斗五雷符法〉 

 

謝世維 



6 

57 105/08/20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4〈清微灌

斗五雷符法〉 

謝世維 

58 105/08/27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4〈清微灌

斗五雷符法〉 

謝世維 

59 105/09/03 0900-1300 

書名：《正統道藏》 

研讀主題/範圍：《道法會元》卷 22-23〈玉

宸鍊度文檢〉 

謝聰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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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札記： 

《清微玄樞奏告儀》 

— 《清微玄樞奏告儀》（CT218）推測為元代（1279-1368）作品，與葉雲萊（1251-?）（武當山？）的傳承有關，

為朝禮中天大聖北斗九皇道君，以求消災請福之清微告斗儀式。 

 收錄《道法會元》卷三十的《紫極玄樞奏告儀》，則為相近清微作品，唯其「啟師」（174b）所列清微系

譜止於黃舜申（1224-ca.1286，丹山雷淵黃真人），推測為十四世紀初期的作品。 

— 朱權將《清微玄樞奏告》列為十四階「告斗法」之一。 

 告斗法一十四階：清微玄樞奏告、太乙火府奏告、灌斗五雷奏告、玄靈觧厄奏告、清微紫光奏告、神霄

奔宫奏告、清微祈禱奏告、神霄火鈴奏告、净明奏告、璇璣九光奏告、允天奏告、孫真人竈告、開雲現

斗奏告、擁雲現斗奏告。（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天心玄秘章》） 

師派 

— 兩次關啟時所列十七名祖師 

— 《清微神列秘法》卷上〈師派〉 

— 《清微玄樞奏告儀》之儀節分析： 

 步虛－淨壇－存變、召將－遣將請斗－運香供養、口章啟師－發燈－請降斗真－進茶－請三真衛壇、召

方使者－讀章－熏章、遣發－占驗－解厄－請神丹、服神丹－占驗－叩謝斗真－謝師－退出（《紫極玄

樞奏告儀》） 

 入壇－淨壇－啟請－獻茶－重啟－召將－禮師－衛靈－發爐－然燈－請降九皇－獻茶－投符作占－通

章（宣章）－熏章、焚章、焚符（焚化於香爐）－默朝（三禮）－謝恩（焚〈謝恩符〉）－發願－復爐 

1. 此奏告儀式壇場，或稱「星壇」、「燈壇」。 

2. 「啟請」包括：啟白、修齋（？）、〈雲輿頌〉、〈散花詞〉。 

3. 「重啟」的啟告項目之一在於請求差撥將兵。 

4. 行此告斗科儀之單位（額司）為：「一炁都督雷府分司」。 

5. 「召將」的對象：斗中仙吏 

(1) 玄樞飛捷急奏報應使者方央中；翊輔玄斗太一天君王志、璇璣靈應總真天君龔洪、保元昭烈樞靈

天君劉潛。（此與《紫極玄樞奏告儀》相近） 

(2) 斗中擎羊上仙使者楊汝明、斗中陀羅大仙使者耿妙真、平樞上相真君、斗機通事舍人。 

6. 請降「九皇」：請降中天大聖北斗九皇、北斗九皇夫人。 

7. 《紫極玄樞奏告儀》的北斗九皇 

問題與討論 

1.《清微元降大法》與《道法會元》搜集的內容以「法」居多，形式上有主法、神班、將位，有召符、召咒，和在

特定場合使用的符等，但是並非正式儀式使用的流程、科儀本。目前所見《清微元降大法》只是「法」的部分，

但《道法會元》卷 30〈紫極玄樞奏告大法〉內容包括大法（紫極玄樞奏告大法）、儀（紫極玄樞奏告儀）、謝恩

的三獻禮（奏告三獻儀），是一個很完整的整理。此案例有助了解《清微元降大法》中「法」的使用方式，這些

可以在儀式上找到對應點。 

2.杜光庭留下的科儀書中沒有「法」，只有科儀的流程怎麼做的內容。宋代開始，從《度人經》新發展出來的靈寶

大法，去實踐科儀的形式，「科儀」與「法」成為兩個系統。「法」、「儀」並存，「法」才能做，「奏告儀」即是

一例。 

3. 「奏告儀」宜另外獨立出來另外思考。目前無法以「大法」與「儀」的結構來看所有狀況。《道法會元》「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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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但沒有那麼多完整結構的「儀」。 

4.「奏告儀」本身是很特殊的儀式，在元代已獨立發展成為一種形式，可能是發展得特別好，故相對於《道法會元》

其他的「法」，《清微元降大法》卷 22「法」的結構就沒有這麼清楚完整。 

5.《清微玄樞奏告儀》已更明顯具有的道教色彩，龍虎山色彩已進入其中。 

6. 〈紫極玄樞奏告儀〉是比《清微玄樞奏告儀》更早的做法，沒有禮師、衛靈、發爐，完全與天師道上章儀式無

關連。《清微玄樞奏告儀》由〈紫極玄樞奏告儀〉發展而來，從《清微玄樞奏告儀‧通章》「進拜紫極玄樞急告心

章」可見與《紫極玄樞奏告儀》的關係，為了跟其他奏告法區分，與其他發展故冠上「清微」，成為《清微玄樞

奏告儀》。 

7. 《清微玄樞奏告儀》是葉雲萊以後的文本，葉晚年已是武當山的重要住持，此儀式疑是武當山太和宮所做的告

斗儀式，為清微北派的傳統。 

8. 《清微玄樞奏告儀》禮師、衛靈、鳴法鼓二十四通 （召身中官將）—前文「召將」已召請官將下來，此處發爐、

又召身中官將三五功曹，感覺邏輯不通，應是勉強插入。 

9.早期的〈紫極玄樞奏告儀〉與天師道的齋儀結構無關，帶有地方傳統，到了《清微玄樞奏告儀》時加入天師道的

做法，一是向道教靠攏，一是學清微法的龍虎山道士，將清微、天師做法混融。未必是與〈璇璣齋〉有關。 

※待處理的問題： 

1. 「以康為信」？（《清微玄樞奏告儀》） 

2.斗中三真，怎麼演變成方央中之副將？（《道法會元》卷 30〈紫極玄樞奏告大法〉） 

 

《清微齋法》卷上 

 
1.《清微齋法》成書年代：常志靜以此書為十四世紀（元中期後）的作品。（The Taoist Canon, p.1103）；《道藏提要

（修訂版）》（頁 96-97）以此書為元代作品。其理由為書中所列清微師派以元初黃舜申作結、祝文中有「某路州

縣具官人某」。 

2. 內容大綱：主要談儀式概念與文件，結構分三部分（1）道宗統系（2）道法驅疑說（3）靈寶大齋醮法（本書

核心內容）。靈寶大齋醮法內容分為序論、九品齋科、章書經籙簡誥符檄品（齋醮中文書），以後者篇幅最多（共

上下兩卷，此部分占一卷半多）。 

3.「道宗統系」：過去在討論《清微仙譜》時已對照過此書系譜內容。南方清微書（陳采《清微仙譜》），結構上列

清微道宗、上清、靈寶、道德、正一。北方清微書（本書屬之）沒有上清，只提到道宗統系、靈寶、道德、正

一。《清微齋法》將上清系的楊羲、王褒、魏華存等人置於「靈寶」下，顯然是刻意忽略「上清」傳統。其原因

為何？目前尚無結論。 

4.「道法驅疑說」：內容以儒家格物之學（正心誠意）理解道教「行持」，以此作為「感物」、「通神」之基礎。常

志靜認為「道法驅疑說」以道家行持對比宋儒格物之學的看法，亦見於《清微神烈秘法》（1:2a）。由此可以看出

清微派與儒學的關係。 

5.「道法驅疑說」作者討論：本文作者不明，根據文中描述受傳情形（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句），或疑

為南畢道（嘗遇保一真人，授以至道）；另一說與南宋儲泳（華谷）《袪疑說》之〈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符

印呪訣不靈祭將召邪〉二文的內容很接近；另，《道法會元》卷 67〈續風雨雷電說〉部分文字與此雷同率亦高。

作者為何人？未得定論。 

6.「靈寶大齋醮法」序言內容提及「混洞」分列「三洞」（三天、三寶），即「一帝二臣」（帝：洞真–清微–天寶

/臣：洞玄–禹餘–靈寶/臣：洞神–大赤–神寶），「三清」的關係以前是平行，此處為君臣或師徒關係，此說符

合清微派的說法——元始天尊傳道給玉晨道君、太上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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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九品齋科」：清微派加入做齋醮，故創出此說。「齋崇黃籙，科演清微」（見「章式」〈靈寶飛神上仙玉章〉），

可見清微派用清微法做靈寶齋。 

8.「章書經籙簡誥符檄品」列出「靈寶大齋醮法」所用各類文書，此部分開端保留一份所有文書的目錄，幾乎可

與後文對應。 

9.「靈寶飛神上仙玉章」–此章在正齋第一日晚朝拜奏，送呈「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此似中元時節（幸

際中元）所建黃籙齋醮（齋崇黃籙，科演清微）。科儀程序如下：（1）預告。（2）正奏；頒行玉曆、告符，攝魂。

（3）立旛；立幕；進表；分燈（光徹三晨？）、捲簾、金鍾玉磬。（4）早朝、午朝、晚朝（拜章）；破獄召亡；

錫衣呪食。（5）早朝、午朝、晚朝；普鍊；給符度籙；昇度。（6）早朝、午朝、晚朝；專鍊；金籙超神；告簡。

（7）散壇；設醮。以上（1）-（7）共七天。 

10.《中華道藏》句讀、文字修正： 

（1）「靈寶飛神上仙玉章」：「…次日解壇散席，昭答宸恩滿。散。修設三界高真清醮一座，集慈（茲）殊利，…

右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齋沐裁牘上奏上清大帝靈寶天尊玉陛下」（2）「木函內貼符」之「護封」文字「暘

谷都玉英昭凝府請進」有缺字，應為「暘谷上都玉英昭凝府請進」（據後文「引進箋」後之「外函」文字「暘谷

上都玉英昭凝府請進」修補）（3）「拜章節次」之「出官畢，熏沐宣科…」段內文：「次操章以左手三四指扶金

魚，一二（疑缺「指」字）執筆。右手三四指挾玉鴈，一二指執龍頭刀，高功先讀章頭，至『頓首』處。…高

功入，操章科，至宣『以龍頭書刀尋文，削理長毫利筆，隨誤正定』此句，以存玄宣，至『以明天憲』止。次

熨章，其法以簡舉至額，取炁念三天諱，提固取氣，現於章上。封章熏章，念熏章呪，封章符見前。次迎章至

拜所，遣章，高功捧章，讀至『分別丹景』，閉氣封章，至『伏待報應』，焚章，高功存拜，虛書飛符去，身生

圓光，握固行事。」（4）「朝宗飛形符」後文「吹焚，令一侍者焚，依罡步，焚擲火萬里符…」（5）「經式」之

「函內青符」後文字」「可漏方函，信儀，引進箋，拜書副（指副本）、造符」 

11.「函中符」後內容對應前面「章書經籙簡誥符檄品」標題後之「章函符」。討論「木函內貼符」後六符篆下說

明文字，依序有頂函、底函、左函、前、底、右，何以有兩個底？未解。 

12.「引進箋」–隨章函發送，旨在引進「進奏院」，乞其「請進三省」。「申」–申靈華右司，旨在申聞「清淵贊

玄靈華夫人」，由其通進「宸清妙化紫英玉惠元君」。又，本箋中文字有「臣副章同奏，恭望真元聖師宸清妙化

紫英玉惠元君」之「副章」為章信的副本，因「靈寶飛神上仙玉章」已封入木函中，故附一副本於本箋內，知

章依「副章」向「真元聖師」宣讀。（參「拜章節次」之「出官畢，熏沐宣科…」段內文「高功先讀章頭至『頓

首』處。知章以副章接宣」） 

13.「拜章節次」後「遇拜章，隔日召神。符合如儀，致祭焚祝。尅以某日某時行事。」之「隔日」一詞討論。有

二說：（1）第一天晚上拜章，第二天為正齋，召相關章神是在正齋，故隔日指第二天。（2）宋代召將法會「預

告」召將，此處拜章「隔日」（前日）先以〈九靈太真玉符〉（18c-19a）預告（「大梵混神宮從章萬神定今月某

日某時，前來某處齋壇」（章神），將與拜章道士一同飛神朝謁））指今夜，在正齋之前。 

14.「書式」–清微的特質：在上章或召神時，常會說「恭準元降○○」，表示其有一基本的神聖來源。「紫宸神運

東極青玄昇神玉書」是在拜章前用的，故須先取得敕旨。因非上章儀式故不必召章神。 

15.「引進箋」旨奏「高元宸照宮」「紫虛元君」魏華存。 

16.「詞式」–拜青詞的方法，在朝科時拜青詞。此處詞式後的文字並非文書（文末未附太歲年月日），只是上啟

時的啟白記錄。 

待處理的問題： 

1.《清微齋法》將上清系的楊羲、王褒、魏華存等人置於「靈寶」下，顯然是刻意忽略「上清」傳統。其原因為

何？ 

2.〈道法驅疑說〉作者為何人？待進一步探究。 

3.「木函內貼符」後六符篆下說明文字，依序有頂函、底函、左函、前、底、右，何以有兩個底？「函中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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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煞封」一詞，其意為何？ 

4.「木函內貼符」後六符篆下說明文字，依序有頂函、底函、左函、前、底、右，何以有兩個底？ 

5. 「遇拜章，隔日召神。符合如儀，致祭焚祝。尅以某日某時行事。」之「隔日」一詞所指為何？ 

 

《清微齋法》卷下 

1.「黃籙式」–在本齋法是交付給亡者的憑證。（1）靈寶陽華金科生昇黃籙：「追修某齋，給付亡魂」，「追修」指

為去世已久的先亡追修功德。《道法會元》卷 55〈混洞女青詔書節文〉：「諸人死鬼，非死日及追修遷拔而歸家者，

杖一百，未得托生，常聽陰司收管。非八節併天赦日而歸人間者，處斬。」（2）靈寶混洞昇真黃籙：大小功果，

給亡通用。「大小功果」指不同規模的度亡功德。大功果，指普度之數二、三千人，小功果指救度之數三、五名或

近百名。《清微齋法》卷下：「此札不與〈玉曆〉同用，大功緣則用〈玉曆〉，為二三千員數，或普度數。玉札，或

三五名、近百名，不以大小，功果通用。却用〈混洞籙〉給亡，並繳赴靈華右司。（3）上明真玉匱飛神黃籙」：（疑

為明真齋用）此籙給亡，用以「制魔保舉，度品南宮」，上詣「三天門下」。（4）無上昭雲攝景通真玉匱黃籙：給

付特定亡魂，引詣福庭（南宮？）（5）靈寶玄都玉京寶籙：煉度、聚形之用。（6）靈寶飛晨仙化金籙：不以（規

模）大小，追修之用，給付亡者。（7）東極青玄超神黃籙：普度之用。（8）无上盟真玉匱通真黃籙：旨在告行五

方天尊，接引亡魂。（此籙未列目錄）（9）太上敕赦生天寶籙：給付亡魂，令得生天。 

2. 卷下「簡式」–此簡式應於「告簡」儀節所用，即於功德成就之時，用以懺罪。（1）救苦簡十二品：主要差異

在於救度對象的不同，告簡旨在依據不同的元始符命，告下相應天界，令其超度亡魂，度上天堂。（2）長生簡十

二品：與〈救苦簡〉十二種救度對象相同，然所據符命與告符對象均不相同，功能似與救苦簡同。（3）三元簡：

此三簡用以告符三元（天官、地官、水官）官屬曹司，用以拔度專薦、附薦與所有幽魂苦爽。（4）九天簡（或總

一面，或分九面同式）：此簡用以告符九天，令其超度某魂，飛神謁帝。（5）十方簡（或散或總）：此簡用以告符

十方无極世界，令其拔度某人，神度紫府，名上丹庭。（6）三十二天簡（或四面，或散用）：此簡用以告符三十

二天，令其超度某魂，飛神謁帝。（7）三界簡：此簡正奏時所發，用以告下三府，拔度一切幽魂與附薦亡魂。（8）

散壇山水土簡：此為修建齋醮之道眾，於「散壇」之時投簡三府（天地水），以乞削過錄功。分別投於山嶽（山簡）、

立壇家宅（土簡）、某潭江（水簡）。（9）（10） 

3.「玉誥式」–（1）紫宸玄上玉元真誥：此誥仍以此「玉元真誥」，禮請七位紫宸天君，超度亡魂，上生紫極。（2）

元上虛无自然寶誥：此誥旨在表明根據三寶敕命，拔度亡魂，上生福庭。（3）太陽洞煌鬱曜流光玉誥：此誥旨在

說明恭奉〈元降洞煌誥命〉，上啟太陽帝君及其僚屬，迴度亡者魂魄，令其升入天關。（4）太陰洞靈結璘寶光玉

誥：同上，唯誥命與上啟對象有異。（5）無上靈光生神玉誥：此誥旨在恭奉元降玉誥，授與太和靈玄元君，令其

宣行生化亡魂形神，飛神上清之命。（6）鍊度四誥：此四誥乃以「黃籙院門下分司（靈寶大法司）」名義，根據

元始符命，分別：a 告下北都寒池，令其部衛形魂，制魔保舉，度品南宮 b 普告三界無極神鄉、泉曲之府等，令

其解除亡者祖考罪根 c 敕制地祇，令其侍衛，送迎亡魂拔出地戶，七祖升遷 d 歷關諸天，請滅亡魂惡根，名列太

玄。 

4.「玉曆式」–（1）元洞玉曆：此據〈元降敕文〉，告聞諸天、洞天福地、道治靖廬，令其仰遵玉曆，超度亡魂，

來赴玄庭。（2）靈寶泰華瓊宮靈飛玉曆：此遣五方雲路追攝符使傳告所薦冥魂，令其至期來詣齋壇。 

5.「玉札式」–（1）北魁玄範洞淵天赦玉札：此札旨召北魁玄範何、喬、魏三將軍，神虎趙梁二將軍，令其攝召

所薦亡靈，前赴玉英昭凝府靈華右司。（2）靈寶昇玄部衛玉檄：此檄旨召泰華瓊宮靈飛司掾佐主神，令其協助所

薦神魂，度品南宮。（3）續批玉曆札：此為已發玉曆或玉札後，臨時為新增受度者所上玉曆或玉札。（4）元洞玉

曆玄廣靈章：此曆用以引攝所薦魂儀，來赴齋壇。 

6. 元景丹天飛天神驛法–此為敕召陽神驛吏、陰神驛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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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處理的問題： 

1.「元景丹天飛天神驛法」之「入驛法」為何？ 

 

《清微神烈秘法》卷上 

 趙宜真在《道法會元》卷 5〈詔書品〉〈九宸分治九霄之圖〉云：「近世如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峰，

止以愛將神烈一階授之學士。」→清微神烈秘法可能是張守清擅長使用的法術。 

 武當山在全真和清微進入前就有自己的修行傳統。也有許多人在別的地方學道、學法後進入武當山修道 or 避

兵入武當山，而將別的地方的道／法傳入武當。 

以下 1~6 主要來自元．劉洞陽《武當福地總真集》、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 

1.汪貞（真）常：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1275），領徒眾六人，開復五龍。改觀為宮。任提點。徒眾

百餘人。 

2.魯洞雲（魯大宥）：幼入武當學道四十餘年。（避兵？）渡河訪道全真。遍歷南北。至元乙亥（1275）偕汪貞常開

復武當。 

3.葉雲萊（葉希真）：辛亥年（1251）生於建寧（和黃舜申同鄉），得清微道法之妙，避兵入武當。至元乙酉（1285）

應詔赴闕，至元丙戌（1286）受聖旨領都提點，任武當護持。 

黃舜申在至元丙戌（1286）才「詔赴闕庭」（《清微仙譜》） 

4.劉道明（劉洞陽）：和葉雲萊同師黃舜申，受以清微上道，居武當五龍宮。著有《武當福地總真集》。 

5.張道貴（張雲巖）：幼隸名選（？）。至元（1264-1294）歸武當，禮汪真常為師。同葉雲萊、劉洞陽參覲黃舜申，

得先天之道，歸五龍宮。乃清微之正脈。弟子二百餘人。洪武初年，吳中多人識之，後不知所終。 

6.張守清（張洞淵）：幼習儒業，長入吏員。31 歲禮魯洞雲為師，出家。清微、正一，先天、後天，靡不精通。雲

萊、洞陽、雲巖三師之道，盡得秘傳。建「南巖天一真慶宮」。至元甲申（1284），於南巖大興修造，疊石為路，

積水為池，以太和紫霄名之。奉詔祈雨雪立應，延祐元年（1314）封「體玄妙應太和真人」，管領教門公事。

弟子四千餘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5〈黃雷淵〉： 

（黃舜申）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

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峯，其道則多行于北。 

→此指張道貴 or 張守清？ 

 張守清和他的徒子徒孫們所受道號／法號的字輩，和三山滴血派的派詩：「守道明仁德」基本上吻合。（楊立

志，〈三山滴血派與武當清微派〉） 

→武當清微派是由張道貴 or 張守清開始的？ 

7.張守一：完全找不到資料。 

5.5 張全弌（張玄玄、張三仹）：（生平略）惟張洞淵得其奧旨。（《大嶽太和山志》） 

 

《清微神烈秘法》卷上〈雷奧祕論〉 《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 

聖位 主法紫皇太乙天君李嚞 主法 紫皇玄天元聖仁威上帝天乙天君李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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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 

金冠，黑面，三目，赤髮，金甲，朱衣，

朱履，手執金鎚鑚。 

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陰雷神君畢宗遠 

披髮，面赤，皂衣，金甲，跣足，手執鐵

簡。 

 

帥班 雷霆飛捷報應使者暘谷神君張亞 

欻火相，乘龍。 

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 

紅鬚髮，金冠，青面，赤衣，手執斧槌。 

上清神化陰雷神君畢宗遠 

披黑髮，赤面，皂袍，手執金簡、鐵札。 

上清神烈捷疾符使莊旻 

棗紅面，三目，戴功曹幞頭，黃抹額，緋衣，

手執鴈翎刀。 

 

 《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的師派列到清微南派的趙宜真。裡面有些符形和《清微神烈秘

法》一樣。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vs《清微玄樞奏告儀》：祖師玄天仁威上帝。 

 《太上无極緫真文昌大洞仙經》卷 2： 

鎮天真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紫皇天乙真君玄天仁威精微上帝金闕化身天尊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天封玄帝聖號〉： 

聖號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勝府事

領元和遷校府事紫皇天一天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 

 《清微元降大法》，卷 16，《紫霄演慶五靈五雷》，帥班： 

紫皇天一五炁冲真大元帥泰玄天君李昶，又名招搖 童光 

 

 D.〈習定坐法〉：內容大致上和《清微丹訣》〈清微坐功〉相仿。 

《清微神烈秘法》〈習定坐法〉 《清微丹訣》〈清微坐功〉 

 

凡靜坐定息之間，如在太極混沌未判之先，虛空圓

光之內。又如在圓光一竅之中，太極未判，一般身

心俱無，却自存一點靈光，非中非外，澄澄湛湛，

宏照十方，天地莫測。早晚坐靜，皆是行用。 

凡入靜室，銑足端身正坐，兩手握固，萬緣放下，

定心如在太極混沌未判之先，虛空圓光之內。又如

在圓光一竅之中，混沌一同，身心俱無，澄澄湛湛，

普照十方，天地莫測，鬼神莫知。早晚靜坐亦然，

常要運用。 

待處理之問題： 

1.為何台灣清微派抄本多見北傳張守清之名，未見南傳趙宜真之名？ 

2.《清微丹法》與全真丹法的比較。 

3.《清微齋法》與《玉宸齋法》之比較，以判其南北傳承是否相同。 

4.《清微丹訣》與《道法會元》中清微丹法比較，並對照內丹學理論是否相同。 

5.儒學與清微的互動–以福建（朱熹）、江蘇（儲華谷袪疑說）為例。 

6.茍畢二帥與神烈之關係。 

7.玄天上帝在《神烈》為主法「紫皇太乙天君」，《元降》16 第 1 法〈紫霄…〉帥班為玄武形象，也有茍畢；第 2 法

「上清神烈五雷法」只有茍畢，無主法，第 3 法「紫皇太乙神捷五雷」玄武、茍畢不見，只見「紫皇太乙」系統。—

可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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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神烈秘法》卷下 

 

 A.驅治大祟 

1. 八限 

第七限的後面：已上諸符，並治大魔惡祟，緊急用之。後五道（三～七限），起雷伐祟方用，非伐則勿用。千

萬至祝，不可輕行，宜謹記之。 

2. 「九天霹靂炎雷鐵劄」（一名玉劄） 

三洞靈章，泄自太虛，天神地祇，三界主者，社令城隍，里域靈司，咸遵奉行，違者斬屍，急急如律令。 

（《道法會元》卷 5〈三炁碧虛至道〉、〈告道作片符式〉、卷 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打潭磚符式〉大致相同，

少了兩三句。事緩可不加「違者斬屍」一句。） 

《清微神烈秘法》卷上-祈雨 《清微神烈秘法》卷下-伐祟 

乾降晶，坤順靈，驅雷霆，運天星，誅悖逆，命龍神，

降普澤，亨利貞。 

乾降晶，坤順靈，日月象，嶽瀆形，驅雷電，運天星，

摧兇惡，亨利貞，一如誥命。 

右劄，1.治大祟、2.起蟄龍行雨、3.鎮蛟蜃水怪。用鐵版一尺二寸長，闊三寸二分，厚二分，面朱書符、「三

洞誥章」，背書「乾降晶誥」或所（祈？）雨劄文。用鎮兇惡，所在去處，自然消弭。或深潭蛟蜃為禍，或一

切妖鬼捉生代死之處，皆可鎮伏，境土清寧。或祈禱不應，依式書篆於有龍去處潭洞，投下隨即感通，興雲

致雨。 

→鐵劄有三種功能：驅邪、祈雨、治水患。誥章內容可隨不同功能調整。 

3.清微元始隱梵大霹靂符 

右符，背文同前。用鎮壓小怪妖精、蛟蜃魚龍、崩摧河岸等事，並皆鎮之。若泉邪水怪及一切妖邪去處，用

此鎮之，其邪立走千里。    →也是用在鐵劄上？ 

4.元始誥命 

a.三清符*3：緊急，可加前八、九、十限符內用之。 

b.六道符：治邪，極處加用。→看起來像是多種符的組合。 

5.一字、一符、一用，並皆如意：. 

a.元始雷符*2（陽雷篆、陰雷篆）：祈禱、佩帶、治病、熏邪，通用。 

b.一炁符、一炁玉符、一炁寶符*2：治病、催生、鎮宅。 

c.下司命符、下城隍符：治邪病用。同後面 p.51a「城隍牒符」、「司命劄符」。 

6.（鐵符）：參《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 

7.（伐祟諸符）： 

 神烈二符*2：芟邪、治瘟。熏、吞、鎮貼，通用。同後 p.52a。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2%5e1393510305%5e802%5e%5e%5e9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11@@1469392680#hi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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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冑字符*6：治祟*2、催、治邪、退熱、退寒。 

雷字符*1、飛字符*3、 字符*1：治邪、斬邪祟。 

 元始天經*5：一急、二速、三令。於此三號內用口訣？ 

 解冤降邪符*1：同後 p.53a「解冤降邪符」。 

 芟邪熏病符*2 

 洞空五雷攝魂還魄符*1：符用本姓名入。 

四道符：1.治狂邪，張大壯（病人名？）、2.斬邪、3.伐廟除兇、4.熏邪 

 上清烈字符*1：熏邪病。 

 天一玉符*1：治病，吞服。 

 紫霄玉雷符*1：祈治用。 

 

B.號召策役諸神符 

 召苟畢二雷君符：符形同《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召苟畢二帥符」。默念「天經」，塗

諱（應為後面的「神烈內章」）。 

 上清神烈五雷飛符：參卷上「飛字符」。 

 神烈內章*2：神諱，小事不可用。 

 元始符命敕役萬靈符：坤靜、艮止？ 

 元始玄經催役萬靈符 

 召萬神香篆符*3  

 元始祖炁飛天使者王敷、召萬神符*5：王敷在《元降大法》卷 15 為「甲戌興雷神君」。某事？第五道符？ 

 陰雷神君瓊、陽雷神君琦 

 清微仙都策命符使楊果：召符、催符。召呪：敦玄陽奕郁。 

清微仙都策命雷霆玉符 

 總召符使符：召呪：亶焴奕欽。符形同《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召功曹符」。 

心咒同《道法會元》卷 5「召將捧章符」（符形相似）。應危難，祈禱未應，方可拜此章。 

 總召符：召呪同前。 

 召土地符：符形同《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召土地山神符」。 

 清都策命符使田仲：召呪：敦陽玄奕郁。 

 九天雷火法令符使陳榮臣：召呪：昉祺於。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1@@1071323314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2@@195547175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3@@858781240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4@@1894755007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5@@1864373333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6@@795536932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7@@337658631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8@@1580418611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09@@628250802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10@@1422025315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11@@2101484357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12@@1900161958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5e863104406%5e802%5e%5e%5eA03040010002000800040002000100280013@@50324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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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初《峴泉集》卷四〈趙原陽傳〉、〈金野菴傳〉 

1.〈金野菴傳〉 

 金野菴（？-1336），本名金志陽，號野菴，又稱金蓬頭。 

 金野菴的全真系譜 

白紫清  →  李月溪  →  金野菴 

    丘處機  ← （參校）李真常 ↙ 

◎清代蕭玉春《（同治）永新縣志(今江西永新)》：「（白紫霄真人）碑在永新縣治南、昊天觀中。篆形如蛇，舊志載

白紫清真人書。」） 

＊ 另一師承；袁州（今江西宜春）顛軍子與簡君子？ 

清代《（光緒）撫州縣志》：「金君早遊江西，遇異人有得，遂入宜陽周山而居，稍為人所知。為立壇宇，來趨

之者成市，有隱人簡君子直入坐上坐。眾人愕然不識也，而金君識之，敬謁惟謹。簡君子視之漠如也，即相

攜而出，簡不知所往，金亦不復還。」（之後才前往長春觀、再至龍虎山） 

 金野菴的傳道範圍 

（1） 長春觀：鄒廷佐建，後由劉志玄管理。元代虞集撰有〈長春觀記〉，裡面提到由全真金野菴、武當王道行主

持，後由劉道源、谷道伭主持，後又由金野菴弟子天素主持。 

（2） 龍虎山天瑞菴：曾停留龍虎山蓬萊庵，與先天觀主傅師正交遊。後與李全正、趙春純築天瑞菴，留有扣龍

井、召龍出語事蹟。 

（3） 武夷山止止菴：元統癸酉（1333）隱於武夷山，白紫清曾居此，留有吐丹井，預知桂心淵（桂風子）坐解

事蹟。於至元丙子（1336）坐化。 

◎清‧何喬遠《（崇禎）閩書》：「鐵板幛在大土峰，……。舊有白玉蟾丹基，元金野菴繼隱於此。」；「丹霞幛，……，

內有清微洞真觀道人江道判居之。道判名成真，號心隱。少入武當，從張巗隱遊修行，清謹法師黃雷囦見而

奇之，授以清微雷法，後主雷虎山凝禧觀。遇大旱祈禱顯應，朝廷授以建寧道職，晚年修真是洞，無疾而化。」 

 金野菴的徒弟 

（1） 劉志玄、李全正、趙真純、勞衍素、郭處常、李西來（傳方邱生(方蒲衣，疑為下文傳趙宜真的馮蒲衣)，

曾居龍虎聖井山天瑞庵、安成武功山、金雞冠嶺長春道院，曾於江湖件東魯能仁叟參性命一致之要，其說

與金契。）、殷破衲、方方壺（方從義，名無隅，龍虎山人，學仙於金蓬頭，結社於張孟循、盧伯良，其畫

冠絕一時，尤精於竹。張宇初稱為壺仙。）、馮蒲衣 

（2） 未確定者：倪玄素（沖玄，《吳中人物志》：「倪玄素，杭人。從全真家風，明心見性，坐圜煉丹，出金蓬頭

一派。至元間避寇至吳下，于白蓮涇畔立栖止之地，建佑聖道院。」另一資料載俞心淵傳倪玄素，倪玄素

沈道寧）、黃子久（《元明事類抄》；「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起敬張三丰。」）、鄭玄輔（無用，至

正廿四年(1364)出金野菴小徵贊，黃公望亦留有作品）、汪道一（《龍虎山志》：「學法於金蓬頭，……，後

結庵金船峰。」） 

2.〈趙原陽傳〉 

 趙宜真（-1383），號原陽，亦有寫作元陽，江西吉安安福人。 

 趙宜真的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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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安安福曾塵外：嗣諸法要（授清微諸法） 

（2） 吉安泰宇觀張天全（鐵玄張）（得長春邱真人之道） 

張天全亦在盧陵建有青華觀（《江西通志》載為壽昌觀道士，最著名弟子為朱熙明。張天全曾遇蓑衣仙，謂

其為青面老子，即辛天君也） 

（3） 龍虎山金野菴：得金液內外丹訣 

（4） 南昌李玄一（全究，白玉蟾之學；李尊師的天心？P.773），轉引薦至蒲衣馮先生，馮蒲衣亦為金野菴弟子 

 趙宜真的傳道範圍 

（1） 白鶴山永興觀：西晉匡仙故跡，間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正一天心雷奧、全真還丹之旨） 

（2） 壬辰（1352）西遊吳蜀，還由武當，謁龍虎山。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嘉禮之，欲留不可，宮之學者多師焉。 

（3） 雩都紫陽觀，於壬戌年坐化。留偈：「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遍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

千。」日字但作一圈，後於圈中作一點，擲筆於地，風雨晦冥，雷電交作，倏然而逝。 

（4） 吉安迴真觀：吳節〈安邑道會司記〉；「舊有迴真觀，觀有洞淵閣，面當崇墉，背枕迴江，……昔章聖大夫

起練之場，而真人曾塵外、趙原陽、張顛仙講道之所也。」 

（5） 盧陵西林高明宮：明代陳謨《海桑集》「癸丑重九日，郡庠諸賢偕遊逰西林髙明宫，自退菴夏先生凡五人

焉。……羽士聶霞外、趙元陽、袁元極，雲褐迎咲，延入客次。氣少定，盥潔，謁髙明宮。」 

 趙宜真的入室徒弟：曹希鳴、劉若淵、邵以正（《長春道教源流》認為他是劉淵然的弟子） 

劉淵然：初為祥符宮道士，師陳方外，授先天一正一雷法，復詣雩都紫陽觀，師趙原陽，授以丹訣，呼召風

雷有驗。 

 

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上 

1.《原陽子法語》以文體分類，除〈還丹金液歌並敘〉之敘（序）文、兩篇題辭、〈福慧因果說示上清諸道契〉為

文論外，其他均詩歌體（詩歌總計：偈 27 首（卷上 11 首，卷下 16 首）、頌 4 首（卷上 1 首，卷下 3 首）、題圖詩

3 首（卷上 2 首，卷下 1 首）、其他詩歌（卷上編號 3、7、8、9、10；卷下編號 2、3、5、7、8））。 

2.《原陽子法語》以內容概略分類有四類：（1）警勉後學修道（2）談鍊丹修道法（3）師門傳承（4）酬答、雜感。 

3.《原陽子法語》應為張宇初《峴泉集‧趙原陽傳》：「凡道門旨奧，皆綴輯成書；或為詩歌以自警；猶以醫濟人。」

中「詩歌」類著作 

4.「法語」原指講說佛法之言。（《維摩經‧菩薩品》：「憶念我昔於兜術天上，為諸天人講法語。」）《元陽子法語》

或可解為趙宜真講說道法之語。《道藏》中《靈寳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卷 48 有〈拜章法語〉，《玉谿子丹經指要》

卷中有〈丹房法語〉，《修真十書》卷 4 有〈丹房法語〉，另有《孫不二元君法語》、《雲宮法語》；《海瓊白真人語錄》

卷 2〈鶴林法語〉；《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卷 1〈開壇法語〉。 

5.趙宜真師門傳承 

—《原陽子法語》載（1）師承 a 方方壺（方從義）b 鐵玄翁（張天全）c 蒲衣馮外史 d 李玄一（李尊師、太清道士

李先生）。其中 a–c 均金野菴之徒。（2）傳徒劉淵然。 

—《峴泉集‧趙宜真傳》載（1）師承 a 張天全（鐵玄張）b 李玄一 c 蒲衣馮先生 d 曾塵外（曾貴寬）–清微。其中

a–c 均金野菴之徒。（2）傳徒曹希鳴、劉若淵（劉淵然）。 

—《仙傳外科集驗方》載傳徒（1）蕭天倪（鳳岡）（2）劉致柔（順川）。 



17 

6.討論《原陽子法語》為何師承無清微派的曾貴寬以及清微法術操作之法。依據《原陽子法語》師承多為全真法系，

內容主要針對丹道正誤之思辯，不談法術層面，傾向全真之說法，故師承上未將曾貴寬列入，趙宜真對於清微法

術操作之篇章集中在《道法會元》前 55 卷中。簡言之，《原陽子法語》著重於「道」的部分，《道法會元》著重於

「法」的部分。 

7. 討論趙宜真習練丹道來源。張宇初〈趙宜真傳〉言趙宜真從張天全處得金液內外丹訣，但趙宜真在《原陽子法

語》（劉淵然編）則言從方方壺處悟得還丹之道，二者說法不一。宜注意的是，史載張宇初與其師劉淵然有過節，

張與趙宜真（或劉淵然）的理解有出入，或有其個人的觀點，張之說法不能完全相信。 

8.清微內練與全真南、北宗系統關係討論。清微雷法與全真北宗系統比較接近，相對於神霄雷法與南宗（白玉蟾內

丹與雷霆結合）比較接近。清微雷法與全真的關係是在武當清微派後才出現，至於黃舜申時是否如此？尚待探討。 

9.金蓬頭之師承來自南、北二宗，傳之方方壺，再傳趙宜真時，趙宜真之內鍊思想應已融攝南、北二宗之說。 

10.〈還丹金液歌並敘〉可視為《原陽子法語》的總綱，內容分多個重點，本次討論要點： 

（1）內丹、外丹之功用少異，造道則一。（「唯道集虛，本無二致…故亦謂之金液還丹。」） 

（2）指出末學修道問題 1—泥於名象（「孰知末學泥於名象，…未知孰是」） 

（3）修（悟）道之法可殊途同歸（「夫此道如一大城…又烏可以繁簡而去取之？」） 

（4）指出末學修道問題 2 —學非其道，妄釋丹經（「訣曰：「可見者不可用…，可不戒之？」） 

（5）外丹大藥本無，乃自有質之中取其氣液，無中生有。（「至於外丹大藥，…，當墮無間矣」） 

11.〈還丹金液歌並序〉之外丹討論。外丹有二說，指實質有形的藥物，或存思日月之氣，未得結論。 

待處理的問題： 

1.趙宜真金丹系統從何而來？張宇初與趙宜真（或《原陽子法語》編者劉淵然）的理解有出入。建議整理《道藏》

與劉淵然有關的資料，以了解其立場與觀點。 

2.「法語」在《道藏》是否為一文類？再研議。 

3.清微雷法與全真的關係在武當清微派後才出現，至於（宋末元初的）黃舜申時清微派行持法是否如此？尚待探究。 

4.〈還丹金液歌並序〉之「外丹」所指為何？  

 

趙宜真《原陽子法語》卷下 

1.〈和答福書記〉討論–（1）以禪宗語談修道，並有三教一家之意。趙宜真詩援引禪宗典故處頗多，可見其對禪

學之了解。（2）第一首「無根樹」：一說以禪宗典故解釋，一說喻自性無依，自主存在。本詩談修道（3）第二首

由「為君重點趙州茶」判斷，趙宜真認為福書記仍有未悟之處。 

2.〈答知白鍊師議論道法偈三首〉討論–（1）「鍊師」指精於丹道煉養之師。（2）以禪宗語談修道。（3）何謂「清

微大法王」？《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法樞紐‧法行先天大道〉：「有物先天地，名為大法王。見渠還寂寞，應

用甚昭彰。眼耳俱無有，神通不可量。若人知這箇，何必篆天章。」是道？或心？自性？未得結論。（4）「誰識清

微大法王」是激問法，「誰」指那個人。「誰識清微大法王，三才萬物此開張」意為「那個人識得清微大法王是三

才萬物開張之根源」。（5）「迷人但見行千里，兩腳何曾半步移」之主詞討論：a.「迷人但見（得道者）行千里，（得

道者）兩腳何曾半步移」b.或可能語句是倒裝，解為「但見迷人行千里，（得道者）兩腳何曾半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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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磨子頌答胡知觀〉討論–「磨子」指石磨，以磨之結構與運轉喻修道過程與成道之要在堅心。「頂門一竅納珠

璣」之「珠璣」從石磨具象言，相當於所磨之穀物；「化作通身白雪飛」之「白雪飛」指磨後流出之汁液，以喻鍊

丹陰陽交媾後成金丹之象。「這裏鐵心無退轉，左來右去任推移」之「鐵心」為雙關，一指實體的石磨軸心，一指

要堅心求道，方能有成。 

4.〈和巴陵鄭宰題岳陽純陽飛吟亭偈句五首〉討論–第 1 首點題，第 2-5 首為修煉內丹的漸進過程，強調知時與火

候的重要，便能有所成。 

5.卷下〈警學偈〉十六首討論–第 1 首為總綱，修道重志堅。第 2-5 首重點在「學」，求道勿著於幻假名象，訪求

明師始能契道；求師不分長幼，唯道是學。第 6-11 首談「不學」的內容，批評邪魔妖術、男女雙修丹法之戕身，

以及執著名利、欲望之害。第 12-16 首談修正道（正確丹道）之內容，以隱語、佛語談煉丹的要點（如真鉛、真

汞，守中道，勿過與不及）與境界，提醒學者要努力修習，莫成望塵莫及者。 

6.〈鑑首座與福書記心友，久闊之餘，有感而作〉討論–（1）應是久別後思念二位心友，但未見面之作。（2）「首

座」在佛門地位僅次於方丈，鑑首座與福書記均為趙宜真在佛教界的知友。趙宜真與其多談三教一家思想。 

7.〈簡故人〉討論–（1）提醒簡姓故人行善種善緣外，更要兼行修心，才能得福慧之果。言下之意，故人只做有

形的路傍奉茶，並未著重心性方面之修持。（2）「自把金鋤種寸田」：一說心中種福田，一說鍊內丹（寸田是丹田，

金鋤是金丹）。 

8.〈題仙弈圖〉討論–依詩意推知此圖應繪仙翁下棋，或有旁觀者。觀棋者（或觀圖者）不知仙翁舉棋之手

將落於何處，言外之意，世俗之人不知生命之關鍵。 

9.〈觀架上荼䕷盛開，而海棠獨不花。酒邊有感〉討論–（1）一說純為寫景之詩，一說有言外之意，以同意

後者之見多。（2）荼䕷之花期比海棠晚（依蘇軾《酴醾花菩薩泉》詩：「酴醾不爭春，寂寞開最晚。」宋代

王淇《春暮游小園》：「一從梅粉褪殘粧，塗抹新紅上海棠。開到荼蘼花事了，絲絲天棘出莓牆。」），但

此詩題卻言「荼䕷盛開，而海棠獨不花。酒邊有感」，應為觸景生情之作（不是單純寫景），「為爾傷春不盡

杯」之「爾」指海棠，趙宜真同情海棠於春末未開花，卻被荼䕷花開在前，或將荼䕷、海棠喻為邪、正，以

荼䕷有藤蔓善攀附以喻世間攀夤者，海棠應開而未開或不應於時，或喻正人君子不逢迎於時。據《峴泉集‧

趙宜真傳》：「絕交處，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之語推知，趙宜真應有孤芳自賞之傾向，此詩或藉海棠自喻。 

待處理的問題： 

1.「清微大法王」之意？ 

2. 〈和答福書記〉第一首「無根樹」的意涵？ 

3. 鑑首座為何人？ 

 

《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法樞紐〉 

1.《中華道藏》句讀、文字修正：  

（1）「雷法其來尚矣，未有如是至簡至易至驗者也。」（2）「是以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感召（原「名」字誤，

依《道藏》改）之機，在此不在彼？」（3）「有按摩搐縮、運內炁與外炁合者。」（4）「莊子云：尸居而龍見淵，

默而雷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B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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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卷比較多的是理論，沒有儀式之操作方法，內容包含兩部分：其一為「清微道法樞紐」（含〈法序〉、〈道法樞

紐〉、〈清微大道祕旨〉、〈滿庭芳〉、〈五太圖〉、〈玄關一竅〉、〈法行先天大道〉），其二為〈道法九要序〉（白玉蟾編）。

後者未列入本次討論內容。 

3.〈法序〉、〈道法樞紐〉都沒提到「清微」二字，至〈清微大道祕旨〉開始提到清微，〈法序〉、〈道法樞紐〉與〈清

微大道祕旨〉及其後文字應為不同時期之作品。 

4.〈法序〉討論–（1）以魏華存為祖師，未提會通四派之道法為一的清微派祖師—祖舒。（2）強調雷法至易至簡

至驗。道因法以濟人，人因法以會道。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雷霆彰天之威，發道之用。人能虛心靜念則炁

融，以炁召雷在於心誠，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3）內容偏神霄思想，知識份子將理學與內丹學結合。 

5.〈道法樞紐〉討論— 

（1）《清微元降大法》卷 25〈道法樞紐〉署「雲山保一真人李少微授」，應是清微派比較早期的文本，內容與《道

法會元》卷 1〈道法樞紐〉（未署名李少微）大同小異，但比《清微元降大法》本多 a「一炁之妙，萬道之宗」b

「內外將」兩小段內容，並置於〈道法樞紐〉之末。 

（2）《道法會元》本形式較《清微元降大法》本整齊化，以 a「師曰」b「或問」、「師曰」方式陳述，共有二十個主

題。 

（3）「道中之法者，靜則交媾龍虎，動則叱叱雷霆」：靜指煉養內丹，動指行持雷法，道中之法是內丹與雷法的結

合。 

（4）「法中之法者，步罡、掐訣、念呪、書符，外此則皆術數。」步罡、掐訣、念呪、書符為雷法所用之法，除此

外是術數（有批判與排除之意）。（術數之內容在後文提及：「附體、開光、降將、折指、照水、封臂、攝亡墜旛，

其鬼不神，其事不應，皆術數也，非道法也」） 

（5）「法無存想」段討論–指行持雷法不強調有為之做法。 

（6）書符竅問題討論–以張伯端《金丹四百字》「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為神炁穴，內有坎離精。」語強調

竅在身中求。 

（7）有關「符」的討論–符不必以有形朱墨紙筆書寫，而是透過至誠之念煉成一點靈光而成符，強調符不自靈，

而是因我炁之靈。 

（8）「變神」段討論–《道法會元》中許多卷之變神要先經過存想，但此處「我即元始，元始即我」強調不須存想，

只要用己炁「一炁分真」即可變神。 

（9）法訣靈驗問題–靈驗之要在於至誠，故言「心通法亦通」。 

（10）鍊度–強調鍊亡先須自鍊；度亡先須自度。以我之真，覺彼之妄；以我之陽，鍊彼之陰；以我之神，生彼之

神；以我之炁，返彼之炁。 

（11）內外將說段討論–引用關尹子文字有更動（以（）表示原文）：「《關尹子》曰：有誦呪（祝）者，有事神者，

有朱墨（墨字）者，有變神（旨）者，皆可以役神馭炁（御碗），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

故假此為之。苟知盡（惟）誠，有不期然（待彼）而然者。」 

—〈道法樞紐〉內容整體而言充滿知識份子的觀點。 

待處理的問題： 

1.除了清微派外，其他雷法有崇拜魏華存為祖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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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王惟一《道法心傳》中引八次「保一真人云…」文字內容，與〈道法樞紐〉文字同，另引黃雷囦語。王惟一

與清微派？ 

3.元‧張善淵《雷霆玄論》內容多處與本卷同，其與清微派的關係？ 

 

《道法會元》卷 4〈清微宗旨〉 

1. 本週討論進度，接續上週針對《道法會元》卷 4〈清微宗旨〉的竅以及抹筆不盡清楚的論點再行討論，但是仍

無結論。 

2. 日月煉真習定：（強調本來面目，形驅、想思都會造成阻礙）凝神靜慮、意居中宮、金光自兩規出，金光相合

後開廣。 

討論：1.其中展現了無為的思想. 

2. 「父母生前一點靈，不靈只為結成形。成形照卻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清。」類似詞語亦見《太上老君說

常清靜經註》「全神合道章」第三；「父母生前一切靈，不靈只為結成形。成形罩卻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

清。」（作者未明，該卷是一為李道純註，李道純為宋末元初著名道士，其師王金蟾為白玉蟾弟子），以及

王道淵（王玠，元末明初道士）《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五行之氣結成形，罩却生前一點靈。五賊若能歸

主宰，施天自有道光明。」 

3. 兩規：表示眼睛，但是並非日月。 

4. 首先針對（書符筆法：（強調無為，然後才是符竅、筆法） 

書符之法，發先天之妙用，運一炁以成符。神歸氣復，元神現前，方可執筆。神光自兩規出，於眉心合

為黍珠，光注毫端，然後書篆。筆隨眼轉，眼書天篆，心悟雷篇。召將書符用本法召呪，疊書諸號，皆隨意

運用。 

5. 玄舒育神道妙： 

「動靜玄機」：以動○（起、陽）靜□（止、陰）詮釋符的作用，此也就是竅。 

「點畫心法」：奏事屬乾，先於乾上起筆，左行圓光，至乾上注筆。次於中一一書符加竅。仍於乾上出筆。 

6. 清微道法提綱： 

告行符章，首重至誠。若祈晴、禱雨（起電），師默奏書符召將畢，立限祈禱。然後齋沐入室，存想相應的景

象，然後才出室。治病、芟邪則虛心靜默、行符差將（陽證加水筆，陰證加火筆）。 

篆符：乾（祈禱、治伐）、坤（禱雨、治病、安鎮山嶽、運導泉源、召龍負水）、離（陰極生陰，祈晴）、坎（陰

極生陽，祈雪雨、興雲霧）、地天泰（祈晴再限）、否（祈雨再限）、姤（祈晴再限）、復（禱雨再限）、艮（祈晴再

限）。 

7.討論重點： 

1) 行持：問題：為何儀式進行的程序中並無三獻、上奏狀、召將的部份。此可能與本章一般齋科不同 ，也或是

因為是法術的傳統，因此以默禱即可。本章應該視之為清微將各種法術納入其系統之中的展現方式。 

2) 何為「行持」？是基本模式。後面是在各種場合中，各種法術如何進行，前面則是針對各種細節的描述。法術

傳統的行法與道教科儀的行法差別在於，後者稱之為科儀或朝儀有下對上晉見呈表的意味，而前者作為行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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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與方法 

3) 澄心：清微法裡很常見的要素. 

4) 抹筆：疊書的意思，疊在書寫好的符之上，抑可能把符給塗抹掉，可以抹水筆或火筆，也可以抹三字諱。最後

書寫的方向關係到其為水筆或者是火筆，以及為陰為陽。此處並無清楚交待，因為屬於秘訣。文中提到一紙，

或二三紙應是指紙的篇幅。 

5) 竅號：此竅應該是具體的東西，必要的時候要加上去的東西，形式以及加上的方法並不一樣，也與玄關一竅的

竅不一樣。書符的竅號可能是寫在一張黃紙之上加上去，將時間寫上去。 

6) 祈雨：進行儀式時有關於塗七筆，是總共塗七筆或是每一張符上皆塗七筆尚未定論。 

7) 祈禱：清微祈禱，本無登壇。可參卷 8〈清微祈禱內旨〉 

8) 禳告：即告斗儀式。首重至誠。立燈建壇，蓋法像耳；次假燈以占禍福。上章拜表、陳詞、讚燈、設醮則為

科教之設。 

9) 治病：小事以炁字章，再為遣將驅治，斷後鎮貼。大病告檄、行洞章，狂祟惡鬼，則告伏魔章。 

10) 鍊度：以我真陽煉彼陰。詳細內容可參卷 17〈玉宸經法鍊度內旨〉。 

 

《道法會元》卷 5〈清微符章經道〉 

1. 本週討論進度，進入元始洞真天赦寶章、神霄玉清天赦寶章的部份。 

2.  心章因為它本身性質的神聖性，是否向高位神或向下位神發出命令，各有不同。「三境伏魔心章」表明了其為

向上行奏告高位神，而其餘的心章則為向下行。 

3. 「三境伏魔心章」: 此心章檢索僅出現在《道法會元》中，或許是趙宜真一系所慣用的心章其用途也在後面文

檢中大量且頻繁的出現。 

1) 反應趙宜真希望經由整理將其固定下來的目地。通常放在較前面的章節。 

2) 心章有幾種形式，有的是在心中默想，有的是寫下來。如頁三十三的心咒。 

3) 「三境伏魔心章」只有卷五有，並且搭配符一起出現。在其他各文檢裡出現時，也往往沒有搭配使用

方式。除此之外，在各文檢裡都有出現，往往與請神與送牒較有關。 

4) 「三境伏魔心章」恐為經由整理後，各自命名。 

4. 崇明金元心章、信香符 

1) 此處註解有明確交代此心章的作用即使用方式。 

2) 清微法將儀式文書變複雜，其他宗派對於上行文只需要章，不需要牒。但是清微命令楊捷去開天，抑

要發文。 

5. 沖和妙道心章、召將捧章符 

1) 其心呪《中華道藏》有誤應為「亶焴奕欽」，從咒語考察，此符在《清微神烈秘法》當中也有出現過

（頁 50），將此符改題為總招符使符。 

6. 紫皇上章、元始一炁萬梵洞章、九霄合章、九霄琅章、泰清飛集宏元章、九霄章、玉章 

2) 「九霄琅章」的說明可能是後來加入的，因為另外幾處所見都沒有上面的註解說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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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霄琅章」控制每一霄的雷神，可以分別發出命令驅遣某一霄的雷神；「九霄合章」一發出即動員到

九霄所有的神。 

4) 九霄章目前尚未找到出處，並且它現在這樣的結構也有點怪，炁字的座子說明後來也消失。一般形式

為將炁字寫在座子下面，有的是先加在上面，有的是後加在上面，有的也可能是符腳此可能為宋元時

期的慣用語。跳出此章節以後，找不到類似的說法。 

7. 清微元運寶章、茅真君批符式、元始一炁樞機敕靈洞章、告斗解禳 

1) 清微元運寶章、茅真君批符式、元始一炁樞機敕靈洞章僅在此處出現。但元始一炁樞機敕靈洞章，透

過上面的釋字可發現這與《清微元降大法》卷 22「役使三炁三界諸雷符」有四字的相符合，或許這也

使趙宜真所批評的偷偷拼貼的現象。 

灶錢、黑錢：給鬼的紙錢。 

 

《道法會元》卷 6〈大梵五雷秘法〉等 
主法為「玉清聖境大羅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宸靈寶天尊，太清仙境混元道德天尊。」將班為「碧落玄梵太育明神

五雷帝君朱清」，內諱「焴灼亶」，其形象為「戴天丁冠，天男相。金甲，朱衣朱履，執節，乘玉龍」，並特別標註

「即觀音大士化身」。四位碧落玄梵大神王孔伋，執斧。楊霆卿，仗劍。曾元芳，執弓矢。高燧，執鐵簡。這四位

的形象都是火冠，青面，朱衣朱履。只是持噐不同。本卷稱「已上四神，並如金剛威福相，即四羯帝化身也。」足

見這四位的形象是轉化自四大金剛的形象。羯帝(Caturmahārājakayikas)亦稱之為「揭諦神」，漢譯為「天王」或「金

剛」，在民間普庵信仰的神軸當中即有所謂的「揭帝圖」，所繪的是天王的形象，而《西遊記》當中亦有五方揭帝。
1
 

碧落飛玄天一符使林仲元，其形象為「衝天幞頭，白面，金甲，玄衣玉帶，着靴，執節，即善財童子化身。」因此，

〈玄一碧落大梵五雷秘法〉的主要將班正是觀音與善財的化身。善財（Sudhana）為《華嚴經‧入法界品》的角色，

全品敘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在中國的宗教文本當中成為觀音的協侍。2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敘述基本上與此卷一致，只有少數用字不同，可以推測源

自同一秘法。「碧落玄梵大神王」在《元降大法》卷一八當中稱之為「玄梵霹靂大神」。 

《元降大法》卷一四的〈西梵碧落五雷〉中有神班兩位，第一位為「大梵金天碧落慈威妙慧天君白洞靈」，其形象

為「頭冠寶珠纓絡之冠，身披碧襦金紗法衣。玉佩朱履蔽膝，遍體珍珠之絡，聖相慈容，金玉滿月相，手執玉拄斧，

自大海綠彼內上升。」另一位是「大梵碧落傳直辯慧大神水通」，其形象為「冠沖夭襆頭，黃抹額，金甲，黃袍，

紅妝慈容，美丈夫貌，手執玉節，乘白雲。」兩位天君也有四大金剛侍衛，分別是金剛大力神勇天丁楊炎，金剛大

力神猛天丁熊鎮，金剛大力神威天丁劉清，金剛大力神烈天丁汴槐。這四位也稱之為「天丁」，其形象都是「青面

紅衣金剛狀貌，手執降魔大力杵」，跟隨在天君之後。 

  召合法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無「召合法」，卷六所收三法皆有「召法」，其「圓

像金篆」用法一致。是經過法術統一的過程。 

「凝神定炁，密念《金光呪》，存天地之間，悉化光明。次收視規中，靜定良久，一念初動，便運神光，上衝頂門，

以天目光望巽方虛書圓像金篆，念後密呪，召諸帥將，存見諸將悉在金光之中。」 

〈召將密呪〉：「唎哆吒唎吽。」一炁七徧。謹召，碧落玄梵五雷帝君朱清、孔伋、楊霆卿、曾元芳、高燧、符使林

仲元速降。 

〈號召下令呪〉：「元始有敕，普告諸天。震山摧嶽，騰雲沸川。威靈速降，招集群仙。令持在手，水鎮吾權。」下

令：「謹奉真符，恭伸召請碧落玄梵太育明神帝君朱元帥、碧落玄梵孔楊曾高四大神王、天一林符使，聞令召命，

火急降臨。」存至壇前，分明如對，隨意役遣。 

〈書符密呪〉祈禱通用：「唵口部口臨嚙口臨。」一炁七徧。呪畢，存金光一道，自規中隨念而起，自天目出，注

入筆端。就運筆，同目光虛作一圓像，乃篆符于內。 

「嚙臨」是「護身真言」；「部林」則為一字輪王咒。《元降大法》卷一八當中的「祈禱密咒」則是「唵部臨嚙臨」。

《元降大法》卷一七的〈上清西禁大法〉當中有召咒: 「大力猖狂唵嚙臨嚙臨部臨部臨勑煞攝。」的咒語，是結合

護身真言與一字輪王咒。 

                                                        
1
 宋永和、葉明生，〈普庵信仰在福建民間之文化形態探討〉，頁 14-21。徐曉望，〈論瑜珈教與《西遊記》的眾神世

界〉，頁 38。 
2
參見于君方，另見《南海觀音全傳》，該傳的觀音與善財有一個全新的敘述。亦可見《善財龍女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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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將符〉 此符形與《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召符」類似。 

碧落帝君朱清速降臣某承符奉名 

 蓋之。 

  便宜符役將用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便宜符」相似。 

烈臣某承符奉行 

 右符作用如前，以三字 蓋之。 

  碧落玉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清微洞玄碧落玉符」相近。 

 右符祈禳驅治通用，隨事批語行遣。 

  碧落圓通上經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碧落圓通上經」相似。 

 右經可以運陰導陽，祈晴禱雨，治病驅邪，默運心樞，無願不應。用黃紙朱書，上經下批，為某事請帝君

如何施行，或前篆天經，後批事意，亦可念密呪曰：「咕琍哆娑婆訶。」三徧。 

  圓景符祈禱備用《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圓景符」相似。 

 右符如前，圈內作用入將名。祈禱晴雨，念後呪發遣：

伽南闍婆闍婆，侍昆侍昆，樹符樹符，弗神力故大龍王等，速來於此閻浮提中所求請處，降澎大雨。遮羅遮

羅。至利至利。朱婁朱婁。娑婆訶。」右名《興雲請雨呪》。3
 

 

開晴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無此符。 

芟邪治病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有此符。 

 右符圈內作用，畢，以五帝隱名蓋之。如熏邪，以桃木書之，熏服皆可。 

佩帶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有此符。 

鎮貼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有此符。 

 右符書畢，以五帝隱名五 蓋之。 

催生符下司命用，並用吞服《元降大法》卷一八〈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有此符。 

右符敕遣呪曰：「監生大神，衛房聖君，吾符所至，子母分生。瓜熱蒂落，炁滿成形。如吾所言，即上帝命。

急急如律令。」   

                                                        
3
 參見《禪門日誦》中载〈祈雨龍王咒〉：「唵多姪他娑囉娑囉悉利悉利蘇盧蘇盧 那伽喃 闍婆闍婆 侍毗侍毗 樹符

樹符 佛神力故 大龍王等 速來於此 閻浮提內 降樹大雨遮囉遮囉致利致利朱漏朱漏娑婆訶。」〈祈雨龍王咒〉(清

道光石碑)圖：「唵多姪他娑 囉娑囉 悉利悉利 蘇盧蘇盧納伽南 遮闍婆闍婆侍 毘侍毘樹符佛神力故大龍王等

速來於此 閻浮提內降大雨 遮囉遮羅 致利致利 朱漏朱漏 娑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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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司命催生符即碧落玉符    《元降大法》卷一八的〈玄一碧落太育朗神五雷法〉中的碧落玉符並未記載此

種功能。 

 先凝神定志，然後取金光注筆書符。 

 右符於圈內入將名，塗向下出筆，祝云：「司命主者，禁忌六神，吾符所至，子母分生。瓜熟蒂落，炁滿成

形。如吾所言，即上帝命。急急如律令。」 

 右符下批伺此呪，但用某年月日時告下，具法師街姓某押，承誥奉行。 

清微妙道雷法 

主法：清微宗主真元妙化上帝，祖師高元宸照法王清真紫虛元君魏，宗師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 

帥班：沖虛玄聖明烈洞耀真君九天飛捷烈雷昭真符使楊顯。 天丁冠，赤面，威猛相，五牙薄鬚，金甲，朱

衣朱履，執斧，乘金龍。即火星所化。飛靈天運明聖妙化真君九天捷疾焚炎符使楊傑。 天丁冠，白面，三

牙鬚，鳳眼。金甲，綠抱，朱履，仗劍，乘白龍。即孛星所化。 右二符使，總御萬神，檢錄三界。
4
 

召將密呪一炁七徧劍亮謹召楊顯速降，煦樞敷謹召楊傑速降， 

  總召密呪一炁七徧 清泓涵洪釗英。陰日用。煦樞敷。陽日用。 

召法：收視返聽，滅念定息，良久，即運神光上朝，出大金圓像，瞪目望巽，却密念召將心呪，精思所差符使，

頂天履地，赫然現前，焚召符。下令，呪曰：「元始有敕，普告諸天，震山摧嶽，騰雲沸川。威靈速降，招集群

仙。令持在手，永鎮吾權。謹奉真符，召請某符使，聞玆若命，速降行壇。」5 

  召揚顯符使  役遣；召楊傑符使  役遣，  召百神令；  總召一切符使 

霹靂驅蝗大法 

 主法：清微宗主真元妙化天帝，太初天君紫宸太華天帝(上清)；三天扶教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張道陵)；高元宸

照法王清真紫虛元君。(魏華存)_ 

將班：雷霆霹靂四望紏非都察昌陽驅蝗使者王彬， 交脚樸頭，黃抹額，赤面，朱衣，全身金甲，綠靴，執

斧。雷霆霹靂翻雷擁電飛天旋空聽察閃爍使者昊周， 交脚樸頭，紅抹額，淡青面，皂衣，全身金甲，綠靴，

仗劍。 

王彬與吳「昊」也出現在《元降大法》卷一四的太初五雷法中，其稱之為「霹靂昌陽使者」、「霹靂閃爍使

者」 

  召將密呪  陽日用王使者，陰日用吴使者。 

「鹵帝欽輪。」一炁七徧。謹召雷霆霹靂驅蝗使者王彬吴周速降攝。 

召法：先密念《金光呪》，存兆身並壇場內外悉化光明，回視規中，靜定良久，一念纔動，便運神光上衝，

自天目而出，向巽方虛書金符寶篆，見金光如電掣金蛇之狀，密念前呪，一炁七徧。謹召霹靂驅蝗使者王彬

吴周速降。存見使者洋洋立于金光之中，次厲聲號召： 

金符玉篆 

                                                        
4
 見二楊真君也在《元降大法》卷一七的天罡火雷大法中，其形象接近，楊顯被視為「火德」；楊傑被視為「月孛」。

與此卷所說接近。楊顯：《元降大法》卷 1〈元始清微應運〉「符使」：霹靂飛天妙道應化真君捷疾符使楊傑 孛，仗

劒；太一演聖風雷妙道廣化真君捷疾符使楊 顯 火，執戟。並力士狀 陽日用孛 陰日用火。《元降大法》卷 23〈高

上神霄玉府西臺斬勘五雷大法〉帥班：霹靂飛天妙道應化真君捷疾符使楊傑，又名月孛，天冠，美貌，小鳳目，薄

眉，三牙鬚，金甲，綠袍，朱履，仗劍，乘白玉龍。太一演聖風雷妙道廣化真君捷疾符使楊顯，天冠羙貌面棗色三

牙薄鬚圓目威貌金甲絳衣朱履執鈇。《清微元降大法》卷十五〈清微飛捷五雷〉（頁 117a）vs《元降大法》卷 17

〈天罡火雷大法〉「二楊真君召用符」（127c-128a）。 
5
 此咒在《道法會元》卷四「元始有敕，普告諸天，震山摧嶽，騰雲沸川。威靈速降，召集群仙。令持

在手，永鎮吾權。唵吽吽，眾神稽首，邪魔歸正，敢有不順，化為微塵，急急奉元始天王律令。」

本卷前一法亦有此咒「元始有敕，普告諸天，震山摧嶽，騰雲沸川，威靈速降，招集群仙，令持在

手，水鎮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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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有令，急如星火。十方三界，頃刻遙聞。急準元始天主敕令。下令：以今焚香飛符，召請雷霆霹靂四望

紏非都察昌陽驅蝗王使者，陽日用之。雷霆霹靂翻雷擁電飛天旋空聽察閃爍驅蝗吴使者，陰日用之。請遵召

命，速降壇前，鑒此懇祈，承符宣化。存至分明，任意役遣。 

  總召符  王使者符 右符陽日用，如於召符上，入將名王彬，書畢，以○動經蓋之。 

  吴使者符·  右符陰日用，加於召符上，入將名吴周。書畢，以□靜經蓋之。 

  遣蝗符 噓唎吒 右符批役土神，以遣蟲蝗。 

  驅蝗符 右符一以百草霜書于竹片上，以烈火焚之，及埋於一地所亦可。或以太歲土書之。 右二符用

百草霜，書于竹片上，以禁之。亦可作檄告下土神施行。 

  役遣符 

  遣將密呪一炁七徧。謹請王彬吳周火急奉行攝。 

 

《道法會元》卷 7〈上清洞明協神五應大法〉 
 
主題：拜六神（灶神、天井神、雩庭神、簷神、廁神、門神） 

結構：主法、神位、召符和祈福、諸符使用方法（咒語、念《靈書中篇》一遍、五符行用批式） 

順序： 

五神：司命、天井中霤、雩庭神、簷霤神、廁神 

上清鎮靈福祥安土大法：命當處土地正神秘咒 

上清司禁興道大法：第六位神 

趙宜真語 

 
「主法」三位：張道陵、魏華存、祖舒 

司命：「司命神位」十一位：東南西北中央、天地、長短、左右

（王者服） 

「司命夫人」五位（無服飾指示） 

「四直使者」：年月（王者狀公服）、日時（直符狀）→外形

分開描寫之因？ 

「侍從童子力士二人」：水、火（幞頭王者狀公服） 

三十六員竈司大將軍 

天井中霤：一位（福貌王者冠服） 

玉女六人（玉女服飾） 

雩庭：一位（無描寫） → 溝在地中？ 

簷霤：一位（披髮人相白衣皂履執弓矢） 

架廁主：四位（兩位判官狀、一位王者狀、一位青服女人狀） 

★《上清靈寶大法》卷九：「登廁咒：左德神、右德神、

左司土、本夫人，除我死籍，上我生名。」 

 
更正：東方司命君張吳「諾」 

圖片展示（參考用）： 

 

《道法會元》卷 8〈清微祈禱內旨〉 

靜中坐鍊 

已說過？ 

★《道法會元》卷六 42a「召合法」 

服雷炁法 

最佳時間點：新雷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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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凝神→扣齒→請炁（念咒→鼻吸雷炁九次九嚥液→口納雷炁十次十嚥之） 

★《道法會元》卷一一九〈太極都雷隱書〉 

祈禱說 

1.登壇不是重點，但還是要登壇 

2.氣候異象時，法師行持為民懺悔→天機可回 

3.之所以如此，在於「我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4.回歸自身的修行：「清微祈禱之妙，造化在吾身中，而不在乎登壇作用隻繁瑣也。」 

5.重點：修德、講學、明身中造化、行靜裏功夫、察天地氣候 

6.白真人語 

7.趙宜真批判當是只知登壇求應感者 

8.盡力與天譴 

祈禱誓雷建壇法式 

登壇→焚信香符→啟師→轉向巽方→召土地、酆都諸將等聽候→召天雷到壇→酌酒宣告催督符章→雞血滴酒中→擲

雞秉令（命張使者、苟畢諸神速出巽方）→執雞（不是丟了嗎？）口誦玉皇大帝、青華大地敕令→噀水一口，仗劍

巡壇，唸（共三次）→噀水，巡至艮上，？劒。 

嘯命風雷行壇口訣 

1.起風、轉風、止風、起雲、團雲掩日、動雷勾雨、剪虹、祈晴 

2.打潭 

更正：帝「令」（p50a 起雲） 

 

《道法會元》卷 14〈玉宸登齋內旨〉 

〈玉宸登齋符篆品〉 

— 〈玉宸登齋符篆品〉的組成 

〈玉宸登齋內旨〉 

— 〈玉宸登齋內旨〉為趙宜真作品。（75a） 

— 〈玉宸登齋內旨〉亦名「玉宸齋法章奏內旨」（74c），主要討論如何以「玉宸經法」舉行章奏。 

— 〈玉宸登齋內旨〉的篇章結構： 

1. 序 

2. 通章次序 

3. 集賢院校九色圓像靈寶精思圖 

4. 靈寶禦魔內法（含〈午制魔〉、〈又便法〉） 

5. 拜章尅應詩括並序 

（一）序 

— 趙宜真在序文之中所討論的議題： 

1. 道教齋醮科儀（籲天事帝之科）與古代禱祠祭天的關係？其淵源發展？（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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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士庶以道教齋醮科儀「籲天事帝」是否為淫祀？（74b-c） 

(1) 趙氏列舉文獻典籍與歷史案例，說明禱於天地並非專為天子所設。 

(2) 趙氏以人與天地的關係類比子與父母的關係，禱於天地如同子之有事格於父母。 

3. 當時齋法所面臨的問題？ 

 登齋教法行世已久，流弊（過於繁複而失去立法初意）既多，學者莫究其旨。 

 趙氏以章奏為例，以為諸派章奏存在過度繁複的傾向，因此主張使用具有「簡捷」特質的玉宸法。

（74c-75a） 

4. 趙氏記錄師授「玉宸齋法章奏內旨」以為定式，言其要領只在存思一項。 

 〈玉宸登齋內旨〉即趙宜真傳記其師所授「玉宸齋法章奏內旨」。 

— 玉宸齋法的主要內容在於「奏章內旨」，以〈通章次序〉為主，兼及： 

1. 三時朝禮時，道眾如何存思九色光相的說明。（集賢院校九色圓像靈寶精思圖） 

2. 高功初次陞壇時，如何命魔護道。（靈寶禦魔內法） 

3. 拜章之時一些禍福吉凶的占驗法則。（拜章尅應詩括） 

（二）通章次序 

— 「通章次序」結構分析：（75a-77b） 

1. 啟師：［師堂］化符（化〈破穢符 69a〉入水盂）、呪水、淨穢－啟師。 

(1) 啟師：焚〈通師信香符〉（69a），密咒；醮師真、章官，通意請科。 

2. 陞壇：［壇外］洒淨、行香－［都門］飛符（化〈步罡符〉69c）－步罡－稽首陞壇－［外壇］旋行、上

香－［地戶］入戶（焚〈淨壇符〉69c、飛「九鳯破穢罡」、密咒、存思、蓋斗、焚〈入戶符〉69c-70a、

唸入戶呪）－［中壇］旋行－［天門］稽首陞壇 

3. 通章：［內壇］上十方香－［天寶臺前］三上香、展壇三禮－禮師存念－衛靈（衛靈呪、〈衛靈符〉70a-b、

合五方炁）－鳴法鼓－禮十方－焚符（〈三信香符〉70b）、三捻香、三念呪－焚符、發爐通意、存思－

啟聖－存念、出官－開章呈御－宣章－封章－薰章、遣章－步罡、念呪、存思－納官（密呪、焚符 71b）

－復爐 

4. 降壇：［內壇］降壇（出天門）－［中壇］旋行－［地戶］出戶（〈出戶符〉71b-c、出戶呪）。 

5. 謝師：［師堂］謝師（焚〈謝師信香符〉71c、密呪） 

— 趙氏將該派《清微祈禱內旨‧靜中坐鍊》（36:48b）的方法運用於齋法之中。 

1. 外壇地戶前淨壇破穢化現天境：天門金光下接，地戶雷光上沖。 

2. 內壇天寶臺三上香後存念展壇：靜念，回視規中真炁充滿，舉念上升，五戶俱發，……。 

3. 內壇出官：注視規中，良久，倏忽運念，上升泥丸，萬神俱出，會于頂門五色雲霞之上。焚〈出官符〉，

次依科出官。 

（三）集賢院校九色圓像靈寶精思圖 

— 集賢院為古代圖書典藏機構，同時具有修撰、侍讀的功能。宋代即與史館、昭文館合稱「三館」。 

— 此為集賢院根據《龍蹻經》，規範登齋道眾於黃籙齋科三時行道朝禮之時，存想身處玉京山上，由元始天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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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九光徹照一身，以之消魔、感通。 

— 《太上上清開天龍蹻經》卷三〈元始應演三洞三十六相元置品第五〉：「故於天尊漸顯應身，而生境界。玄元

始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光，上生於天；『元』為白光，中生於人；『玄』為黃光，

下生於地。元始天尊於此三色，合生九光，遍起法身，光明洞耀。『始』生於『混』，『混』為蒼光；『混』生

於『洞』，『洞』為赤光；『洞』生於『浩』，『浩』為青光。『元』生於『昊』，『昊』為緑光；『昊』生於『景』，

『景』為黄光；『景』生於『遯』，『遯』為白光。『玄』生於『融』，『融』為紫光；『融』生於『炎』，『炎』為

碧光；『炎』生於『演』，『演』為烏光。九色光耀，瑩徹法身，於此九光，通生於界，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以

示天容，虚无洞曉，下生三界三十六帝，權應化身，善貸生門，漸頓引育，故名『三洞三十六相』也。」 

（四）〈靈寶禦魔內法〉 

— 此為高功初陞壇，入戶之前（存炎炎火光），制魔保舉之訣法。 

— 存思－立位－召魔－思九色圓象－命魔－存魔王、魔王敬奉－宣告〈清微太玄伏魔玉符〉－眾誦〈三界章〉

－搯訣密念〈制魔品〉－金光呪、虛書符文－混炁、化為天尊－復位。 

— 午朝制魔之法。 

— 簡便制魔之法。 

（五）拜章尅應詩括並序 

— 拜章尅應之必要？ 

1. 成道之士能出陽神，親朝上帝。 

2. 下學之士則須修詞立誠，以為請禱。 

3. 誠意感通則有徵兆，但亦任其自然，非刻意用術以求報應。 

— 當時齋法則多運用術數，旁推禍福。 

— 此拜章尅應詩括之成立？ 

1. 趙宜真曾經整理過去前輩所獲出於自然的吉凶之兆，以備遺忘。 

2. 趙氏友人哀德淵則又根據趙氏之作，改寫成二十首絕句與兩篇長句的形式。 

3. 趙氏將友人改作的作品以及兩篇「外元」所作〈剋應歌〉一併抄錄。 

— 拜章尅應詩括並序的內容： 

1. 趙宜真自序。 

2. 絕句二十首：根據拜章場合用物或人物進行占驗。 

(1) 入門宅炁。 

(2) 香火、燈、燭、文書。 

(3) 雷、風雨。 

(4) 人物。 

3. 兩篇長句： 

(1) 〈雜占〉：利用各式（齋主）家宅用物或人物占卜。 

(2) 〈禽獸占驗〉：利用登齋期間可能出現的各式動物或昆蟲進行吉凶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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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元所著： 

(1) 〈入門考照法〉：利用入門之物進行占卜。 

(2) 〈書文剋應〉：未必完全利用書文進行占卜。 

 

《道法會元》卷 18〈清微發遣儀〉 

一、法事 凈口 凈身等呪 

  （一）入文、三淨咒（省略） 

太虚無體，凈穢皆空，妄覺一生，塵縁競起，旣非眞境，即是魔宫。 

  （二）召官將破穢：以九鳳玉華司破穢大將軍為首 

行持先當蕩滌，謹召九鳳玉華司破穢大將軍、靈寳淨天凈地八方大力威神、乾羅答那洞罡太玄使者、銅頭鐵面騎吏、

吞魔食鬼將軍、五帝五龍神君、西方太白童子、華池眞人、蕩穢使者。今年今月今日今時，蕩穢局中仙吏、本佩法

籙治職仙靈、當境土地、里域正神、本家司命主者、干係六神、各各持符仗劔，擲火流金，布眞氣於水中，發祥光

於壇上，蕩除厭穢，速化光明，依應施行，一如告命。 

  （三）淨壇：道眾諷誦〈靈寳凈天地玄章〉，法師功訣、洒凈 

師焚〈破穢符〉在水盂中，搯〈破穢訣〉、〈日月訣〉，布殺氣入盂中，念呪洒凈。密呪云：「唵，耶鼠帝奴。」攝焚

〈凈壇符〉，嘿祝云：「天無氛穢，地絶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師營目三匝，壇場内外，悉化光明。 

  （四）三上香、存思 

切以行三光之神水，天地無塵；焚百和之眞香，祥烟靉靆。凡境化爲仙境，人心可格天心，將命旌麾，先陳信禮。

三信禮，焚三信香，嘿念心語，三上香。虚書炁、〈香符〉，思香官使者，金童玉女，隨香氣騰空上達師。精思上帝

師眞在上，諸司雷神，洋洋左右。展壇三拜。 

二、啓師 

  （一）具職：稱職某。 

  （二）信香啟師：謹以信香，稽首皈命，再拜啓告：道經師寳、元始萬神、清微宗主眞元妙化上帝、太初天君紫

宸太華天帝、玄中大法師、三天大聖師、太極左宫仙公眞君、神功妙濟眞君、僉書浮丘眞君、清微元上侍宸保仙元

君、清微靈寳諸大師眞，恭望師慈，降臨法會。 

  （三）供養投懇：仗此道香，普同作供，首祈師造，俯鑒愚衷，伏念臣曩因慶幸，叨佩法階，誓濟生民，宣揚道

化，凡有投懇，所合上聞。 

  （四）入意：入〈意〉如何施行以今未敢自專，先伸啓告，丐憐愚昧，特賜提撕，鑒領來悰，上聞帝陛，㫖命將

吏，顯助神功，庶俾行持，克臻靈感，臣下情不勝激切，懇請之至，命將施行。 

三、入香水文 

  （一）香文、吟寳號：伏聞道噐殊名，必貫通之有術；神人異處，可感召以無方。故取像於精微，將達誠於沖漠。

夫香者：飛雲結篆，明德惟馨。陽炁上騰，丹鼎運元神之火；回風混合；玄關靄太素之煙。非草木臭味之擬倫，宜

天地神祇之來格。行香有偈，寳號先吟。 大聖香林定慧天尊。 

  （二）水文、吟寳號：伏以仙境難通，以香爲信，塵凡易濁，非水不清。試將一滴之功，盡肅十方之界。夫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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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正炁，天一眞源。玉液内潮，甘露薰蒸於丹谷；金精上湧，醴泉融泄於華池。内施則吐故納新，外用則蕩瑕滌

垢。是謂乾坤之清炁，能除天地之穢氛。教奉眞科，先吟聖號。 大聖法澤流布天尊。 

  （三）白文：蓋聞天高地迥，一理貫通，嶽峙川流，百神森列。且感於人者，體精神之流動；而形於教者，必表

奏以先容。故我祖師，立爲宗範。凡九壇齋醮之儀短，莫先於降眞；而三洞法籙之仙靈，必任以馳奏。斯乃因迹求

迹，是爲以神感神。今之日奉爲修齋，某嚴潔壇場，肅祇祀事，亦欲合天人於幽顯，蓋將行典禮於會同。惟爾有靈，

體予克相，號令出而靈響答，神心運而天機隨。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當識此心之融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勉

宣乃力以賛襄。欲現金光，先揚神呪。 

（四）衆諷〈金光呪〉，法師功訣：衆諷〈金光呪〉，師叩齒、上香，飛三台、北斗蓋頭，左玉訣或雷局，右劍訣、

叉腰，返聽收視，滅念定息。良久，即運神光上朝，岀大金○，瞪目望巽方。 

（五）師密念〈召將心呪〉」師焚〈召將符〉、下令：卻密念〈召將心呪〉，精思所差雷神，頂天履地，赫然現前。

下令呪云：「杳杳冥冥，天地同生。散則成炁，聚則成形。以神馭炁，以炁合神。聞呼即至，遇召即臨。」謹奉眞

符，恭伸召請：當境土地、里域社令正神、本家司命主者、干係六神、監錢直醮香官、運遞神吏，聞今召命，速至

壇庭。 

四、存至 

  （一）師宣〈玉清總召萬靈符命〉：向來關召，今日當旛祗應、受事傳令等神，旣至奉到，〈玉清總召萬靈符命〉

合行宣示。 

  （二）師念〈玉清寳璽〉：宣〈玉清總召萬靈符〉畢，法師念〈玉清寳璽〉：敕付仙卿，秉符執節，召集天眞，三

界齊到，萬神同欽。天皇上帝，梵炁流精，金光四集，曷敢不臨？汝若違令，上有憲刑，急準玉清元始上帝敕。 

  （三）師依法召將：依法召將畢，復書〈玉篆〉於巽上，見諸將森立其中，聽令分明如對。向伸召請，諸司官將，

法部吏兵，即沐降臨，各請解騎下車，依班就序，少停儀衛，以聽關宣。 

  （四）初獻酒：切以範圍天地之道，具載齋科；昭回雲漢之章，合先剡奏。將感通於一瞬，庶克享於多儀，酌仙

醴以浮香，初筳旣秧開帝閽，而駕景六合非遥。酒在若樽，用陳初獻。 

  （五）運香宣詞：再運眞香，供養諸司將吏，法部功曹土地等神。切以出乎震，齊乎巽，陰陽不測之謂神；應乎

天，順乎人，來徃無窮之謂聖。適伸關召，諒賜感通，奉到投詞，合行宣示。當職領詞虔切，理難抑違，以今具録

事由，飛奏宸廷，請頒恩命，申牒三界眞司，照應施行。 

  （六）二獻酒：欲假通傳之力，須憑酌獻之儀。切以形而上者之謂道，妙莫能名；聖不可知之謂神，禮存敬享。

既領宣行之職，將謄敷奏之言，望天闕之開張，聖凡有簡；乘飈車而陟降，上下無方。謹運丹衷，酒陳二獻。 

  （七）三獻酒：切以官天地府，萬物道；所以尊潤風雨，鼓雷霆，神無不在。赫若仙科之著，大哉神化之靈，我

有封□，帝將省覽，有煩傳奏，庶副虔祈。再炷眞香，酒陳三獻。 

五、宣關牒符誥 

  （一）宣牒下令：三獻已畢，事不再陳。壇有牒文，請行宣示。公、符文宣告，神聽必聰，依應施行，不得違悮。

下今（令）：三界内外，帝令至尊。祛雷役電，旋乾轉坤。一如帝令，疾速奏行。 

  （二）法師功訣、呈文焚燎：飛丁罡，目送將吏，精思雷電轟烈，騰雲而去。焚燎畢，内視納息，萬化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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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17〈玉宸鍊度內旨〉 

關於〈玉宸經法鍊度內旨〉 

— 〈玉宸經法鍊度內旨〉收錄《道法會元》卷十七。 

— 此〈鍊度內旨〉為趙宜真（?-1382）作品。 

 序文署名：「嗣派末學浚儀元陽趙宜真稽首敬書」（99c）。 

 文末亦有：「嗣派末學趙宜真再拜敬書」（103b）。 

 是以冒犯天禁，將平日所聞師授鍊度口訣，又間摭諸家論議之長者，而皆證之以神仙返還之道，發明其

理，仍分鍊度之事，凡一十六條，列述于後，總題曰「鍊度内旨」。（99b） 

— 趙宜真編纂〈玉宸經法鍊度內旨〉的動機： 

1. 趙宜真與袁大方同門受法，又相與論道、編輯清微文獻。 

2. 當時因有同道前來討論水火鍊度問題，且為在兵劫喪亂之際推廣濟拔之法，故而編纂此〈鍊度內旨〉。 

 尚稱詳備，但時人鮮究其旨的鍊度諸法，因此趙宜真重新整理清微文獻時，「鍊度」部分即「以玉宸為

主」。（《道法會元》36:40c-41b） 

 廬陵西林元極子袁大方昔嘗與余同門受法，繼而從余論道卒業，遂相與發其兩端，而會于一理。暇日又

將法中符章經道、簡策詔令、諸階雷文，各以類聚，編次略成。適復有同志來究水火鍊度之說，因感兵

劫之餘，喪亡何限，而宜真叨佩靈文，坐此逆境，旣不得安身方便以廣濟拔之意，而又拒蔽來學，豈仁

人之心哉？（99b） 

— 趙宜真所面對的鍊度問題： 

 於是有鍊度之法降授人間，今古流傳，幽明何澤。奈何閱世旣久，流弊滋多，萬戶千門，紛然並起。水

火之先後旣殊，訣目之詳略弗一。或非此而是彼，或是此而非彼，後學無所就正，唯只甘心冥行而已。

甚而敷揚浮泛，巧好聲容，馳逞文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以沽名利，而人亦有取於此而篤信之。（98a） 

1. 訣目詳略問題：（98a-c） 

(1) 後學未能掌握訣目（用）的基礎（體）在於凝神聚氣，徒為繁瑣或簡略所誤，胥失體用。 

(2) 鍊師為幽冥鬼神之模範；我能修持正道，則鬼神感悟，亦返邪歸正矣。 

2. 水火先後問題：（98c-99b） 

(1) 諸家惟用心火腎水或離火坎水，皆後天之水火，非先天之真水（坎中之陽）真火（離中之陰）。 

(2) 援用內丹修鍊進程（紫陽丹訣：取坎填離；先進陽火，後退陰符），採行先火後水的次序。 

(3) 運我身純陽之道炁，點化純陰之鬼魂；以我之陽鍊彼之陰。 

— 趙宜真編纂「玉宸鍊度內旨」的方法：（99b） 

1. 整理平日所聞師授鍊度口訣。 

2. 又間摭諸家論議之長者。 

3. 證之以神仙返還之道，發明其理。 

— 趙宜真所認為的玉宸鍊度的特色： 

 今考玉宸經鍊，繁衍悉除，唯務真實。外而諷揚經法，開悟幽冥；内而涵育精神，攝鍊魂魄。體用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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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略得宜。（98b） 

— 除了前序之外，本文大致依照鍊度儀程安排十六篇短論 

鍊度對象 

— 三才：天、地、人（＝心）。 

 心：本來至善；氣稟有殊，習於善惡，而有「白業」、「黑業」之分。 

— 依此所劃分的四種生命存在，以及鍊度對象：（97c-98a） 

(1) 仙道：白業而行修鍊者，成仙。 

(2) 祠廟：白業而未通仙道而仙之標格已具者，成神（廟食）。 

(3) 鍊度：白業而心馳神迷，死入幽冥者，須攝鍊超生。 

(4) ●●：沉溺愛河，黑業日深者：（可鍊度？） 

A. 為魔為鬼。 

B. 為厲為妖。 

C. 邊夷異類。 

D. 結滯魂魄。 

1. 書符籙法（正式鍊度前的預備工作） 

(1) 準備書符籙用具：香爐、水盂、硃墨、筆硯、符籙（開赦鍊度符命？）。 

(2) 鍊師入靖，端坐滅念；上朝慈尊，略述齋意，乞降符籙。 

(3) 「符下圈上」作用： 

A. 元始祖劫：引真炁從天目中出，隨筆於籙中『符下圈上』，作圓象運過，就中一點，注念湛然生化

之機其肇於此。 

B. 中理五炁：又自坎起，點五行。五位相生，則生生之理具矣。 

C. 十轉回靈、時刻昇遷：却自外而内左塗，九轉出筆，亦運自己真光，上朝泥丸，一念隨筆直上，

昇入虚无之境，更無墨礙。 

2. 入壇行持（可參見《道法會元》卷 14〈玉宸登齋內旨〉之「通章次序」） 

(1) 入戶：鍊師臨壇入戶（地戶）。 

(2) 金光化壇：至中（壇中）望天門吸金光炁映身，密運自己金光正炁從中（絳宮）昇至兩眉間，以天目運

金光出，繞三匝，靈場内外皆化光明。 

(3) 師飛「九鳳訣」（九鳳破穢罡），焚〈凈穢符〉於水盂，召解穢官將，洒凈，畢，焚〈凈壇符〉，默念〈蕩

穢咒〉後半段。 

(4) 道眾諷〈元始〉、〈玉帝〉、〈慈尊〉諸誥。（見《諸師真誥》） 

3. 存神啟告（包括召將） 

(1) 鍊師絕念忘形；定中金光漸大，化為真人，上接霄漢，存見天界景象。 

(2) 師飛「三台罡」覆身，諸將羅列（南斗、北斗、水火兩司將吏、四獸、八卦等神，萬聖千真），焚〈信

香符〉、〈歷關諸天符〉，密呪功曹傳香達信、招真會靈，依科啓聖述意，請旨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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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焚〈召將符〉，召水火官將、追攝等神，駐劄行壇，各共乃職。 

 水火：苟畢二將。 

 追攝：烏塗二將、神虎二將、七真玉女、三部使者。 

 醫治、解釋：天醫官將、解釋符使。 

4. 建火池 

(1) 鍊師焚〈建火池符〉，飛「南斗」（南斗罡）一座；道眾念〈南間洞浮呪〉。 

(2) 存星光（南斗）下合燈光，南昌火府鍊度高真、日光童子、火鈴將軍、主火神君來降。 

(3) 師焚〈真火符〉，搯「日君訣」，取大陽炁，合己真火，呵布火池，化為朱陵火府。 

(4) 依科祝將，營衛火池，伺候攝鍊。 

5. 建水池 

(1) 師焚〈建水池符〉，飛「北斗」一座；道眾念〈玃無物育呪〉。 

(2) 存星光下合燈光，玄冥水府鍊度高真、月光玉女、黄華夫人、主水等神來降。 

(3) 師焚〈真水符〉，搯「月君訣」，取太陰炁，合己真水，吹出水池，化為玄冥水府。 

(4) 依科祝將，營衛水池，伺候攝鍊。 

6. 混合水火 

(1) 眾諷〈大梵隱語〉四章；師中立，舉手結「五嶽印」如蓮座，迎降三境慧光、諸天梵炁、日精月華，照

耀水火爐鼎，交映兆身。 

(2) 師内視規中，吸呼定息。良久，身心合一，表裏洞徹，如日月合璧，初出海之狀。兆立其中，天目書「三

天火令」（？）于上。 

(3) 水火官將、左右分司，森立聽令。 

7. 通幽攝魂 

(1) 次第焚〈慧光〉、〈破獄〉二符。 

(2) 師八字著脚立定，精思元始上帝玄座空浮，毫光迸發，充滿太虚。於一一光中皆現救苦慈尊，一一慈尊

俱放毫光，與九霄諸天梵炁、日月星宿之光，下映十萬，遍及兆身、壇場内外。 

(3) 師以兩手結「五嶽訣」，高起於中；兆身泥丸、絳宫、中黄之府，陽光道炁亦迸發，與天上大道、慈尊

毫光混結交映。 

(4) 想地下境界與兆身下丹田之下盡是地獄、酆都、泉曲、惡道之所。師密運真光道炁，直下自己羅酆、泉

曲之府。外境之光亦復如是。須臾，冥官獄吏皆覩光明。師飛「化元聿白星飛睪斗」，光射鬼戶。諸獄

皆空，化為蓮花境界；其死魂滯魄即乘是光，隨追攝神將盡皆來前，伺候攝忍。 

(5) 次焚〈召亡〉、〈召幽〉之符，歌〈斗章〉，逐一宣召。 

8. 解釋 

(1) 焚〈解釋符〉，命符使為亡者區分冤業。 

(2) 鍊師當大啓慈悲，說法勸悟：罪由心生，觀心無相，以求解脫。 

 「昔為有身……一時解脫矣」，應即說法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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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醫治 

(1) 引魂既至，當憫其體相不完。存大道、慈尊、星真、十方梵炁祥光，下燭眾魂。 

(2) 師焚符召天醫官吏，布炁攻療。 

(3) 師收視返聽，運自己正炁，從天目而出，仍密念〈聚形呪〉，云：「……」，與梵炁相合，布注形魂，皆

起成人，即醫治畢矣。 

 同樣重視內炁與外炁相合。 

 同時使用多種治療手法： 

A. 梵炁燭照。 

B. 天醫攻療。 

C. 正炁與梵炁相合布注。（以己陽晶點化陰魄） 

D. 令彼魂神了悟過去疾患來自幻身，幻身已滅，無執疾痛。 

10. 分生（此應限於產亡女魂） 

(1) 次第告〈蕩穢〉、〈催生〉、〈出胎〉諸符命，監生司官屬為諸女魂行神布炁，蕩穢分生。 

(2) 師履地，就座略起，握固一吹，次開生戶，存眾魂母子、已生未生乃至鳥獸含胎，皆得生成。 

11. 沐浴化衣 

(1) 焚〈浴魂符〉。 

(2) 師運自己真水上升于頂，從兩目出光，下注浴池之中。 

(3) 師嚥液，歸于下丹田。玄水澄徹，内外光明。我之身心清靜，眾魂亦皆清靜。 

 同時使用內外法門：1) 〈浴魂符〉；2) 己身真水；3) 己心清靜，魂亦清靜。 

 同時強調必須破除妄念，則無須沐浴化衣：「然當悟心本無垢，形已滅亡，垢從何生，衣亦何用？所為

化衣，不過像世設教，以化其妄想寒凍之念。」 

12. 降甘露呪食 

(1) 師於斛食前，擎「甘露水」，焚〈甘露符〉，密呪。 

(2) 存大道、慈尊、日月星宿、十方眾聖光芒下映，流布法人斛食之中。 

(3) 師亦運自己玄水，上升于頂，流于華池，非常甘美，嚥下黃庭；復從兩目下注「甘露水」中。 

(4) 却焚〈變食符〉於斛食之上，密呪。存斛食高廣無邊，河沙鬼神食之不盡。 

(5) 衆諷呪，師以甘露洒食；存天上慈尊左執碧玉盂，右執空青枝，亦以甘露徧洒。 

(6) 想諸魂皆喜霑甘露、法食，即得飢虚飽滿、熱惱清凉；師當吞嚥華池神水，使心火滅炎，無飢渴之想，

則幽魂亦皆飽滿矣。 

 同樣強調飢渴之妄念，以及設計此法非真能施食眾魂，而在塞其妄念而已。 

13. 火鍊 

(1) 眾諷〈洞玄靈寶本章〉，隨經義次第告符。（詳見〈玉宸經法鍊度儀〉113c） 

(2) 師密咒，焚〈火鍊符〉，召主火神君、火府將吏、太玄左神，引魂聚集於日光境内受鍊。 

(3) 師密運坎中真炁，如日輪上升南宫，發炎炎流金之火，自天目而出，仍呵布成大火，遍空炎炎。眾魂欣



35 

悅，皆在其中，育鍊形魂，悉化嬰兒之狀。 

14. 水鍊 

(1) 眾諷〈元洞玉曆〉寶章，隨經義次第告符。（詳見〈玉宸經法鍊度儀〉114a） 

(2) 師密呪，焚〈水鍊符〉，召主水神君、水府將吏、太玄右神，引魂森集於月華境内受鍊。 

(3) 師密運離中真液，如月輪流降玉池，為洋溢黄華之水，即以赤龍攪水，仍吹布成凈霐，汪洋潤澤，衆魂

欣悅，皆在其中澡育精魄，即顔色膏潤，體相端嚴。 

15. 混鍊超度 

(1) 眾諷「道言此二章」至「大量玄玄也」。 

(2) 師復攅簇五行，和合四象，追二炁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宫，調燮火符，交姤水火，即得身心合一，性命

混融，表裏洞明，了無罣礙，在會受度仙魂亦皆如是。 

(3) 師速命火鈴大將攝引上升，却運自己火鈴，上入泥丸，透出頂門，烜赫如日，一一衆魂，乘火鈴光，冉

冉騰空，上升霄極，萬化寂然，太虚同體。 

16. 餘論 

(1) 傳戒給籙：諸家或在受鍊之後傳戒給籙，趙宜真以為初真學者才須傳戒給籙，故應移至行鍊之前。 

(2) 經旛紙錢：焚化經旛紙錢乃為時俗，為表誠心。超度之實不在於此，且恐下品沉滯之魂不能自悟復執迷

於此。焚告符籙則不在此限。 

 

《道法會元》卷 19〈玉宸鍊度請符簡儀〉 
 
結構：法事（6）、諷經（1）、宣符簡（1）、宣遞碟關文（1）  

順序： 

一、法事（具系統性） 

1. 太上无極大道萬法之祖、萬法之宗，萬法之師， 

2. 玉清聖境清微天宮元始法王至真天寶， 

3. 上清真境禹餘天宮玉宸道君至真靈寶， 

4. 太清仙境大赤天宮道德高尊至真神寶， 

5. 昊天金闕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6. 南極勾陳上宮天皇大帝， 

7. 北極紫微中天太皇大帝， 

8.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 

9.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 

10. 統天元聖天尊高上碧霄上清華王東極青華大帝太乙救苦天尊， 

11. 高上丹霄太清韓王好生韓君丈人， 

12. 朱陵度命天尊， 

13. 十方靈寶天尊， 

14. 十方救苦天尊， 

15. 九天生神上帝， 

16. 五方五老上帝， 

17. 天、地、人三皇上帝， 

18. 八極九霄帝君， 

19. 東華木公上相， 

20. 西漢金母元君， 

21. 三十二天上帝， 

22. 大羅諸天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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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鬱儀官大陽天皇上帝， 

24. 日中太丹洞明洞靈太素真人， 

25. 朱景童子， 

26. 九光散輝玉童仙吏， 

27. 南上開光度生一切真聖， 

28. 南丹九華度品官君， 

29. 南斗六司上生真君， 

30. 結璘宮太陰地皇聖母， 

31. 月中黃華石景水母流光夫人， 

32. 圓光散輝童子、玉女， 

33. 東升八宿星君， 

34. 天河灌沐夫人， 

35. 東井黃華玉女， 

36. 北方玄天銀河星渚一切仙靈， 

37. 北斗七元落死星君， 

38. 玄冥紫光太一夫人， 

39. 上清五行四曜星君， 

40. 周天列宿萬象高真， 

41. 清微宗主真元妙化上帝太初天君， 

42. 紫宸太華天帝， 

43. 玄中大法師， 

44. 玉虛明皇道君， 

45. 上元、中元，下元三官大帝， 

46. 北極法主天蓬、天猷、翊聖、佑聖四天上帝， 

47. 大羅无極神公， 

48. 青陽天君， 

49. 玉清元始法師丹陽天君， 

50. 玉堂大教主紫陽天君， 

51. 文始妙道真人， 

52. 太清明惠真人， 

53. 大慈救苦二玄真人， 

54. 三天扶教輔元體道大法天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 

55. 金闕上保高元宸照法王清真紫虛元君， 

56. 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沖應孚佑真君， 

57.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 

58. 僉書三省孚佑顯靈超應護國真君， 

59. 清微三炁九霄符章經道雷帝天君， 

60. 靈寶三洞四輔經籙高真， 

61. 神霄內外臺， 

62. 東極善政院， 

63. 靈寶大法司， 

64. 南昌上下宮， 

65. □（南）陵樞府， 

66. 朱陵火府， 

67. 上清黃籙院聚魂五總府， 

68. 北魁玄範府， 

69. 上清天醫院諸司真宰， 

70. 束青西素南丹北玄四維上下十方已得道大聖衆， 

71. 度人不死尊神南極長生大君， 

72. 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人， 

73. 十方无極至真大神飛天神王， 

74. 雷霆九司卿相真君， 

75. 五嶽總領真君， 

76. 清淵賛玄靈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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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三界五夫大勳魔王， 

78. 清微元上侍宸保仙元君， 

79. 瓊室洞清郭元君， 

80. 福和耀真傅元君， 

81. 龍光道明姚元君， 

82. 紫英玉惠高元君， 

83. 洞陽上宰清虛華真人， 

84. 青城山通慧朱真人， 

85. 雲山保一李真人， 

86. 眉山混隱南真人， 

87. 丹山雷淵黃真人， 

88. 西山真息熊真人， 

89. 泰智沖和彭真人， 

90. 洞淵塵外曾真人， 

91. 浚儀原陽趙真人， 

92. 清微、靈寶、道德、正一諸階啟教演法承流諸派宗師仙衆， 

93. 九天天曹主執宰御， 

94. 保舉考校一切仙聖， 

95. 諸階法籙中天仙官君， 

96. 雷神將帥各部威靈， 

97. 下方厚土真皇大帝， 

98. 水府博桑大帝， 

99. 北陰酆都大帝， 

100. 十宮真君， 

101. 五嶽名山聖帝， 

102. 地水二界真仙， 

103. 幽獄冥官典者， 

104. 京都城隍之神， 

105. 本府城隍主者， 

106. 九州社令主者， 

107. 十方道主者， 

108. 陽間祀典百神， 

109. 琳庭壇靖真官， 

110. 助道贊化威靈， 

二、法事（2） 

具職—啟聖—宣意或青書—命將—宣關—引出焚燎—告開天、度火二符—（飛神朝奏）—請命飛符演赦天尊—引至

壇前，諷金光咒—師行淨、存神、召將告符 

三、法事（3）：初獻 

四、法事（4）（5）： 二獻 

五、法事（6）：三獻 

六、諷經、宣符簡、宣遞諜關文 

 

《道法會元》卷 20〈玉宸經法鍊度儀〉 

無事（法事）  告淨壇符  諷淨天地咒  洒淨  念金光咒  師存神化壇  告信香符上香 

密祝符使功曹傳香達信，招真會靈 

※清微宗旨：「告淨壇符焚於空中，或焚之水中，以水灑五方，心念淨天地呪，或五帝隱名，浄五方五行

穢，見四氣朗清，神風靜默矣。告信香符，所以啟告師真也。」 

※《道法會元》卷十七〈玉宸經法鍊度內旨〉 

誦「元始至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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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師真誥》：「元始至尊號：志心歸命禮，三界之上，梵炁彌羅。上極無上，天中之天。鬱羅蕭臺，

玉山上京。渺渺金闕，森羅淨泓。玄元一炁，混沌之先。寶珠之中，玄之又玄。開明三景，化生

諸天。億萬天真，無鞅數眾。旋斗歷箕，回度五常。巍巍大範，萬道之宗。大羅玉清、虛無自然、

至真妙道元始天尊。」 

再誦彌羅號、青華號（各一遍） 

※《諸師真誥》：「彌羅號：志心歸命禮，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無

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穹蒼真老，妙圓清靜。

智慧辯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元祖。無能聖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

萬德周身。無量度人，拔生死苦。諸佛之師，眾聖之王。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金闕、

雲宮九穹、歷御萬道、無為大通明殿、昊天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諸師真誥》：「救苦號：志心歸命禮，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騫林，九色蓮花座。萬真環

拱內，百億瑞光中。上清靈寶尊，應化玄元始。浩劫垂慈濟，大千甘露門。妙道真身，紫金瑞相。

隨機赴感，誓願無邊。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十方化號、普度眾生、億億劫中、度人無量、尋聲

赴感、太一救苦天尊、青玄上帝。」 

奏啟 

「臣聞太上度人……俟命之至。」 

眾諷金光咒 

師存神念密咒 告召諸將符 

召將內容 

太陽日帝天君   

告建火池真火符 

師建火池  宣火檄 

※《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卷五：「內音章第三。諸天中梵隱語無量音元始靈書中篇。」中的東方、

南方八天。 

※《上清靈寶大法》卷三十二：「靈寶昇天左券。亶婁阿薈，無惒觀音，須延明首，法攬菩曇。每行四句，

靈書共一十六行，末尾書告文云：元始靈書中篇，升度亡故某人，上登道境，魂神受度，更生自

然，一如告命，風火驛傳。」 

太陰月后皇君 

告建水池真水符 

師建水池  宣水檄(西方、北方八天) 

度人無量天尊 

    太上洞玄靈寶救苦拔罪妙經 

表白引亡朝叅 

    道法會元卷之三十三上清龍天通明鍊度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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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說法天尊 

    道法會元卷之三十三上清龍天通明鍊度玄科 

常傳真戒天尊 

度人無量天尊 

    告歷關諸天符 

生天得道天尊 

    奉白  宣升玄寶文  長生簡  護送關  告金龍符  火鈴符  表白引亡辭謝 

    引魂出化財  回向  師祝謝 

積功成聖天尊 

    諷經 

 

《道法會元》卷 21〈玉宸經鍊返魂儀〉 

一、玉宸經鍊返魂儀 

— 「玉宸經鍊‧返魂儀」？ 

 玉宸經鍊：玉宸經法鍊度。 

 返魂儀：此儀不行水火鍊度，重在解寃釋結、醫治、參朝、施食。 

— 「玉宸經鍊返魂儀」的儀式結構分析： 

1. 入壇：（比較〈玉宸經法鍊度儀〉（108c），此儀節應是省略） 

2. 淨壇：（比較〈玉宸經法鍊度儀〉（108c），此儀節應是省略） 

3. 化壇：（比較〈玉宸經法鍊度儀〉（108c），此儀節應是省略） 

4. 告符召真：告〈信香符〉。 

5. 誦誥：（？） 

6. 上啟：啟告。（115a-116b） 

7. 召將：諷〈金光呪〉。師存神召將：告〈召諸將符〉……。（116b） 

8. 遣將：告〈策役符〉。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策役符〉：臣某承誥策役。（88b） 

9. 破嶽：「太一救苦天尊」，告〈慧光符〉。師行通幽攝魂之法。（116b）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慧光符〉：慧照無邊，洞明陰境。」（89c） 

 「十方諸天尊，其數如沙塵。……超度三界難，徑上元始天。」出自《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 

10. 開道：「開通道路天尊」，告〈破獄符〉。〈開道靈章〉（即酆都咒）。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破獄符〉：洞啟幽關，拔度魂真。」（89c） 

 〈開道靈章〉即〈淨酆都破地獄昇天神呪〉（《元始天尊說甘露昇天神呪妙經》），簡稱〈破地獄呪〉

（《太上三洞神呪》卷六）。 

11. 攝亡：歌〈斗章〉，告〈召魂符〉、〈召幽符〉，三召亡幽。（116c-1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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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召魂符〉：開度亡魂，速臨壇所。」（89c）；八種〈召幽符〉：

「九幽孤爽，遠赴行壇」；「十類沉魂，速臨壇所」；……。（90a-b） 

 第一〈斗章〉：「陰陽推運兮劫收更遷……」，亦見《度人上經大法》卷 67〈畫陰靈攝魄壇呪〉，但

文字稍異；《无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 26〈召靈儀‧歌斗章〉亦與《度人上經大法》近同。《領教

濟度金書》卷 11 則稱〈陽斗章〉。 

 第二〈斗章〉：「五行所造兮復歸於五行……」，亦見《度人上經大法》卷 67〈畫陽耀通關壇呪〉，

但文字稍異；《領教濟度金書》卷 11 則稱〈陰斗章〉。 

 第三〈斗章〉則未見來源。 

12. 解寃釋結：召至救度對象，禮請顓使者承宣符命（〈解寃符〉），消解寃結。（117c-118a） 

 分批解釋所有種類的救度對象，因其造成寃結的原因不同：（117c，見下分析） 

(1)  亡某及門中姻親：「妄認業緣，尚懷執著。昔在世而有爭競，今身謝而復沈迷。」（117c） 

(2)  五道四生、男女孤魂囚徒、劫亡苦爽、山川竹木水石精、靈壇社祠廟鬼神：略。（117c）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解寃結符〉：「符仰符使顓惡罷對和寃。」（90b） 

13. 醫治：召至救度對象，禮請天醫大聖等神，分批（正薦、附薦；孤幽）醫治，復完容儀。 

 如同解寃釋結，亦分兩批醫治。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聚形符〉：聚魂攝魄，返性還神。」（90b） 

14. 若為產亡女魂，則於此處接行〈鍊度分胎破穢儀〉（120c-121c），令其聚形之後，分胎、破穢，並逐次告

行符命，宣演玉章，請九天之炁布注。 

 〈鍊度分胎破穢儀〉始於「監真度生天尊」，終於「黃華蕩形天尊」（121c=118c）。「黃華蕩形天尊」

即沐浴儀節之標題。 

 告〈蕩穢〉、〈催生〉、〈出胎〉符。（120c）符見《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蕩穢符〉（此

後三符，為單煉產死女魂用）、〈催生符〉、〈出胎符〉「玉符告下直符王志中、陸茂、催生、監生官

屬，普為女魂解產分胎……。胎孕出離，得為全人。」（90b-c） 

 告行符命即「九天符」，見《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90c-91a）。 

 所宣「玉章」，即《九天生神章經》。 

15. 沐浴冠帶：依序沐浴、冠帶，以便參朝大道。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沐浴符〉：清淨法水，蕩滌形神」；「〈化衣符〉：一衣化無

量，百靈咸服之。」（91b） 

16. 參朝：「總朝上帝天尊……」。（119a-b） 

 參朝的對象並非三寶：「十華上聖」？「三霄教主」？ 

 說明「真正」的懺悔之法。 

17. 施食：以〈甘露符〉開喉，〈化食符〉（又稱〈變食符〉）變化法食，乃至最終之「散食」。但仍強調「解

空見性，絕妄歸真」則無須接受衣食。（119b-120b） 

 《道法會元》卷 16〈玉宸鍊度符法〉：「〈甘露符〉：黃華真炁，咽喉開通」；「〈變食符〉：法食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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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無窮」。（91b） 

 〈太上開咽喉利飲食甘露法言〉（119c）即後「悲夫長夜苦……」（120a）一首；「功德金色光……」

一首即〈法食往生呪〉。（《太上三洞神呪》卷 6）但此整段法言恐怕改自《道法會元》卷 33〈上清

龍天通明錬度玄科〉（194c-195a） 

18. 諷經：施食之後，宣演經法。（120b）但不知所諷者為何經！ 

19. 宣疏：宣〈判斛疏〉。（120b） 

 查無〈判斛疏〉內文！ 

 《道藏》收錄有《玉籙濟幽判斛儀》。 

 《靈寶玉鑑》卷三有：「次引至普度幕。次道衆引班，分至各魂幕呪獻法食。次引孤魂旙至茭郭，

判斛接濟。髙功毎夜行〈五廚經呪〉、〈九食符法〉。〈判施法食祭錬孤魂資次〉：……。」 

20. 回向：向來……，回向。（120c） 

— 〈返魂儀〉所涉神靈譜系分析： 

1. 三寶：虛无自然元始法王至真天寶、玉宸大道至真靈寶、道德高尊至真神寶。 

2. 度人高真：祖師玉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玄師上清華王東極青華大帝、真師太清韓王好生韓君丈人、朱

陵大帝、十方靈寶救苦天尊、九天生神上帝、五方五老上帝、三十二天上帝。 

3. 清微聖師玄師：真元妙化上帝、紫宸太華天帝、玉虛明皇道君。 

4. 二儀：東華木公上相、西靈金母元君。 

5. ？？：上清黄籙院三佐真君、文始妙道真人、太清明慧真人、大慈救苦二玄眞人。 

6. 經籙高真：清微三炁九霄符章經道雷帝天君、靈寳三洞四輔經藴（籙？）高真。 

7. 東青、西素、南丹、北玄四維上下十方已得道大聖衆、神霄內外臺、東極善政院、聚魂五總府、南昌上

下宮、靈寶大法司、神虎攝召局、南陵樞府、朱陵火府諸司真宰。 

8. 火水煉度諸神：鬱儀太陽帝君、南上開光度生一切真聖、南斗六司上生真君；結璘太陰皇君、月中黃華

石景水母流光夫人、東井八宿星君、天河灌沐真人、東井黄華玉女、北斗七元落死星君。 

9. 諸曜星君：玄冥紫光太一夫人、上清五行四曜星君、周天列宿萬象星君。 

10. 三官四聖：三元三官大帝、北極四聖真君。 

11. 清微祖師：祖師泰玄都省四相真君、高元清真紫虚元君、宗師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瓊室洞清郭元君、

福和耀真傅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洞陽上宰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

李真人、眉山混隱南真人、丹山雷淵黄真人、西山真息熊真人、泰智冲和彭真人、洞淵塵外曾真人、浚

儀原陽趙真人、清微靈寳道德正一歷代師真。 

12. 度人諸神：度人不死之神、南極長生之君、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人、十方無極至真大神、飛天神

王、雷霆九司真君、清淵賛玄靈華夫人、三界五天大勳魔王。 

13. 地水陽三界：下方九壘厚（后）土真皇大帝；水府榑桑大帝；北陰酆都大帝、五嶽名山聖帝、地府十宮

真君、酆都佐理助理君、水官北斗君、鬼官司命君、酆都司命司功司殺君、酆都九獄官、一十八獄官、

二十四獄官、三十六獄官諸獄冥官掾吏、考治神員，牛頭馬面、羅刹神兵；京都城隍之神、本府本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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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社令、里域正神、陽間諸廟祀典百神、三界十方證盟列聖。 

— 所召諸將種類分析：（116b） 

1. 追攝：太玄攝召左右烏塗二神君；神虎何喬二大聖、三部使者、七真玉女。 

2. 血湖：玉籙直符王陸二使者、龜臺素握濮玉女。 

3. 追攝：元承差某將、三元五道大神、追攝一干騎吏。 

4. 陽間：泰山、城隍、里社、沿途山川水陸善導等神。 

 〈玉宸經法鍊度內旨〉：「却焚〈召將符〉，召水火官將、追攝等神，駐劄行壇，各共乃職。」（100b） 

— 救度對象分析：（116b） 

1. 修齋某所薦某魂。 

2. 本門宗親。 

3. 法界五道、四生。 

4. 男女孤魂、劫亡苦爽。 

5. 山川竹木水石精靈。 

6. 壇社祠廟鬼神。 

二、安監生司儀 

— 此為安設「監生司」之儀式。 

 伏願傾光廻駕，布炁分真；羽節霓旌，暫離仙境。雲車風馬，普降凡筵。施全形返本之功，著監真度生

之德。（122a） 

 肅建司存之所，恭迎主職之官。伏願鑒此一誠，拔兹五苦。（122a-b） 

— 〈安監生司儀〉的重點在於：請神、三獻、諷經、宣牒、回向。 

— 《道法會元》卷 23〈清微玉宸鍊度符誥文檢品〉收錄〈建監生司天醫局〉（138b-c）。 

 

《道法會元》卷 22〈玉宸鍊度文檢〉       

遞關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今據某投修齋醮，鍊度死魂，以今肇啓之初，未敢自專，修具 

  奏狀三方函、繳申狀一方函，謹上詣 

  三天門下上清天樞院請進； 

  瓊書一方函，上詣清微肇慶宫進呈；箋狀二方函，上詣 

  北斗璇璣宫進呈、三元都會府進呈；申狀五方函，上詣 

  雷霆九司請進、 

  北陰酆都宫投進、 

  水府扶桑宫投進、 

  蓬玄太空宫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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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淵賛玄靈華夫人前；公牒三角封，前詣 

  青玄地祇上將温元帥三元五道等神前、 

  血湖地獄主者前、 某府城隍司通落； 

元始一炁開天通三界玉符一道，告聞天闕掌關諸君、三界主者前，準此照證，毋令阻滯，合行關請使職，速爲

操捧上達，雲程勿阻，立俟感通，以彰道化。須至關者， 

右關 

九天捷疾焚炎揚符使三界功曹等官 

    年  月  日關 

具位      姓某押 

 

文檢名稱 上呈對象 呈遞方式 主旨功能 質料

字色 

封文 

格式 

具位 

形式 

奏七寳 虛无自然七寳

上帝 

申三天門下上清天樞

院轉進 

頒降元始符章經籙、所薦神魂併

係薦宗祖姻親及法界孤幽滯爽

來臨法會受鍊超生、宣諭官將使

者協助行持 

黄素 可漏封

函 

高功 

奏九宸 高上神霄九宸

上帝 

申三天門下上清天樞

院轉進 

同上 黄素 可漏封

函 

高功 

奏諸天 十方靈寳諸天

上帝 

申三天門下上清天樞

院轉進 

同上 黄素 可漏封

函 

高功 

繳申狀 三天門下上清

天樞院 

元始一炁萬神上申雷

司 

拜發奏狀三方函  可漏封

函 

高功 

瓊書 清微宗主眞元

妙化上帝 

三天門下遣九天捷疾

焚炎符使楊傑操捧上

詣 

恭望師慈允慈所請，特賜轉奏三

天金闕九宸玉陛，請頒元始符籙 

 可漏封

函 

高功 

箋北斗 北斗七元落死

星君、玄冥紫光

太一夫人 

 頒降 天一北祚玉劄符命，請光

布炁咸獲感通，鑄魄陶魂悉諧超

化 

 可漏封

函 

高功 

箋三官 三元三官大帝  開放某所薦某魂及門中三代宗

親法界幽魂滯魄，交付追攝將吏

管領，赴壇承功生化 

 可漏封

函 

高功 

申九司 玉府判府眞君

九司卿相 

 允今所申，特降聖㫖，行下合屬

眞司及五雷、二院、三司、風雷

雨部，咸令照應 

 可漏封

函 

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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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酆都 北陰酆都玄天

大帝 

 開放某所薦某魂及門中三代宗

親法界幽魂滯魄，交付追攝將吏

管領，赴壇承功生化 

 可漏封

函 

高功 

申水府 水府扶桑大帝  同上  可漏封

函 

高功 

申東嶽 東嶽天齊大生

仁聖帝 

 同上  可漏封

函 

高功 

申靈華夫

人 

清淵賛玄靈華

夫人（血湖鍊度

用） 

 開放產亡某魂併所薦一切產死

女魂九幽苦爽非命刀兵劫亡等

衆，並與停刑罷對，釋罪和冤，

來詣玄壇，受度生化 

 可漏封

函 

高功 

 

 

文檢名稱 收文對象 呈遞方式 主旨功能 質料

字色 

封文

格式 

具位

形式 

牒血湖主

者 

血湖地獄主者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行 

開放某所薦某魂及門中三代宗

親法界幽魂滯魄，交付追攝將吏

管領，赴壇承功生化 

 單套

角封 

高功 

牒城隍 某府城隍司主

者 

同上 行下貴司及附近所屬州縣軍監

場鎭等處，咸令知委今來濟度事

理 

 單套

角封 

高功 

追牒 青玄地祇上將

温元帥三元五

道等神 

同上 追取亡魂與孤魂滯魄  未封 高功 

開天符誥 天闕掌關諸

君、三界主者 

遣九天捷疾焚炎符使

楊傑操捧入天門 

符文所至三界咸遵萬神侍衛奏

入天門 

黄紙  高功

承

魏、祖

元君

誥施

行 

遞關 九天捷疾焚炎

揚符使三界功

曹等官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行 

遣送發奏所有文檢   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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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23〈玉宸鍊度文檢〉 

 

文檢名稱 行文對象 呈遞方式 主旨功能 質料字

色 

封文

格式 

具位

形式 

東極青書 東極宫中青玄

上帝 

雷霆飛捷暘谷神君張

亞、同二官直使功曹使

者、飛龍騎吏等官操奏 

允臣所請，即賜頒降天赦寳章符

籙簡策付臣奉行宣布，天恩告下

所屬曹掾官將使者 

白素前

空五寸

篆符 

可漏

封函 

高功 

開天符誥 天闕掌關諸

君、三界主者 

遣九天捷疾焚炎符使

楊傑操捧入天門 

符文所至三界咸遵萬神侍衛奏

入天門 

黄紙  高功

承

魏、祖

元君

誥施

行 

遞關 雷霆飛捷使者

洞清暘谷張神

君同上界直符

使者等官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行 

遣送東極青書一通、元始一炁開

天通三界玉符一道 

  高功 

 

文檢名稱 對象 呈遞方式 主旨功能 質料

字色 

封文

格式 

具位

形式 

神霄玉清

天赦寳章 

三界十方九幽

諸獄主者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赦章所至，眞靈奉行，拔度魂爽

出離幽關，應時解脫，即獲超升 

 封函 高功

與歷

代祖

師 

救苦符簡 十方無極世界 元始符命告下 亡魂與孤魂滯魄承兹符命，部衛

形魂，上朝帝延，神登仙界，受

度更生，劫劫長存 

青紙

朱書 

角封

式，

面書

符背

書誥

文 

高功 

長生符簡 南方丹天世界 元始符命告下 亡魂與孤魂滯魄承兹符命，神識

完全，上生天堂 

黄紙

朱書 

角封

式，

面書

符背

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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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誥

文 

上元簡 上元天界 玉書告聞 普告上元天曹釋放亡魂與孤魂

滯魄 

 角封

簡袋 

高功 

中元簡 中元天界 玉書告聞 普告中元天曹釋放亡魂與孤魂

滯魄 

 角封

簡袋 

高功 

下元簡 下元天界 玉書告聞 普告元天曹下釋放亡魂與孤魂

滯魄 

 角封

簡袋 

高功 

玉宸七寳

紫微玉符 

太玄攝召左右

烏塗二神君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攝召亡魂與孤魂滯魄赴壇聽法

聞經，執符把籙，永脫沉迷之陰

境，同登快樂之天堂 

黄紙 封皮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天一北祚

玉劄 

劄遣神虎大聖

何喬二元帥傳

告 

 承兹玉劄，攝召亡魂與孤魂滯魄

出離幽扃 

白絹

七尺

表背 

可漏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九霄琅清

洞章 

告下神虎玉女

直符使者傳告

（錬度血湖用） 

 開放產亡某魂併所薦一切產死

女魂九幽苦爽非命刀兵劫亡等

衆，蕩除血穢，來詣玄壇，受度

生化 

 可漏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靈寳三晨

慧光符 

告下神虎玉女

直符使者傳告

（錬度血湖用） 

告下 以日月星三晨慧光，朗照三界，

輝映九幽 

黄紙

朱書 

捲入

琅章

内發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靈寳清神

玉眞寳籙 

告下黄闕神君

紫户大神（血湖

煉度用）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奉爲女魂，肅清業垢，黄華蕩

形，冤仇和釋，子母分形，外明

影色，内鍊魂精，上朝三境 

青

素、

雌黄

書 

可漏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請降水火 告下 上清運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告下水火鍊度與天醫官將，承符  可漏 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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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誥 陰陽苟畢二天

君等官 

下 受命，運陰布陽，密助精神，制

鍊魂魄，咸令度化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火檄 朱陵丹曜之天

九華帝君炎光

三炁萬明大神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攝降太陽炎光三昧眞火，建立火

池，豐加冶鍊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水檄 金庭皓隆之天

七靈元妃皓靈

玉回總章萬光

大神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攝降太陰黄華元精眞水，建立水

池，豐加濯鍊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齎赦關 酆都朗靈馘魔

上將關元帥同

六甲持符開道

使者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頒行玉清天赦寳章   高功 

茭龍關 玄都茭龍驛吏

一員黄籙院地

道功曹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頒行元始符命黄籙白簡救苦眞

符 

  高功 

元始符命

遞三元簡 

上元使者焦元

範中元使者朱

欽下元使者 

 頒行三元玉書簡策  可漏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催追亡魂

關 

九天雲路神捷

上將速捉如意

趙元帥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前詣士方三界，無極神鄕，合干

去處。催督元承文官將，先次管

領所薦亡魂，即刻前來赴旛應召 

  高功 

建監生司

天醫局 

天醫五雷許元

帥（血湖鍊度

用）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告

下 

攝召産亡女魂到來，與承符受命

布炁行神，蕩穢催生，斬胞胎而

解滯，和冤釋對，保子母以分

形，有疾患加調理之功，俾沉滯

乘超冲之便 

 皮式 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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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匱昇玄

寳文黄素 

十方飛天神王

長生大聖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太

玄攝召大神烏阿塗柯

䕶送 

依科法煉度亡魂，超度亡過某神

魂，俾魂神澄正，萬炁長存，不

經苦惱，依科法煉度亡魂，身有

光明 

 角封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生天寳籙 給付亡者某等

宗親法界苦爽 

 普告三界昭示萬靈拔度神魂超

登仙界 

  高功

承魏、

祖元

君命

施行 

无上九眞

妙戒牒 

 給付亡者某等

宗親法界苦爽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給付受度亡過某等魂，勿忘聖

訓，謹奉戒言 

   

功德牒 給付亡者某等

魂執照超升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三寳證盟出給文憑，付度神魂執

詣眞司，請主者遭依元始符命度

人事理，即與判泣超生施行 

  奉行

鍊度

事姓

某押      

奉行

宣科

事姓

某押 

金龍關 玄都金龍騎吏

一員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齎持元始符命黄籙白簡長生靈

符，徑達南宫，超度幽陰，昭示

宸貺 

  高功 

護送關 九斗陽芒流金

火鈴大將、浮光

劉天君、同太玄

攝召左右鳥塗

二神君一行官

將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出給元始符命生天寳籙幾道、無

上玉匱昇玄寳文一封、九眞戒牒

一道、功德文牒一道與太上經詰

冥財等 

  高功 

 

 

《道法會元》卷 24〈清微灌斗五雷符法〉、卷 25〈清微灌斗五雷奏告儀〉 

一 〈清微灌斗五雷大法〉推測為元明之際的作品，為趙宜真（？-1382 年）所傳承的告斗法，目的為朝禮大聖北

斗七元君，以求消災請福之清微告斗儀式。《清微玄樞奏告儀》以及收錄於《道法會元》卷三十的《紫極玄樞奏告

儀》，則為相近清微告斗作品，《紫極玄樞奏告儀》「啟師」（174b）所列清微系譜止於黃舜申（1224-ca.1286，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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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淵黃真人），推測為十四世紀初期的作品。 

二 朱權將〈清微灌斗五雷奏告儀〉列為十四階「告斗法」之一。 

   告斗法一十四階：清微玄樞奏告、太乙火府奏告、灌斗五雷奏告、玄靈觧厄奏告、清微紫光奏告、神霄奔宫奏

告、清微祈禱奏告、神霄火鈴奏告、净明奏告、璇璣九光奏告、允天奏告、孫真人竈告、開雲現斗奏告、擁雲現斗

奏告。（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天心玄秘章》） 

三 師派： 

1.清微宗主真元妙化上帝太初天君紫宸太華天帝，2. 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3.金闕上保高元

宸照法王清真紫虛元君，4.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沖應孚佑真君，5.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6.清微

三氣九霄符章經道雷帝天君，7.清微元上侍宸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8.瓊室洞清郭元君，9.福和耀真傅元君，10.

三天侍經龍光道明姚元君，11.三天侍御紫英玉惠高元君，12.洞陽上宰清虛華真人，13.神霄玉樞使青城山通慧朱真

人，14.五雷院使雲山保一李真人，15.斗中六通掌水使者眉山混隱南真人，16.清微察訪便丹山雷囦黃真人，17.洞

真大夫清微廣明使西山真息熊真人，18.清微採訪使泰智沖和彭真人，19.清微採訪使洞淵塵外曾真人，20.清微總章

上卿浚儀原陽趙先生。 

《清微玄樞奏告儀》兩次關啟時所列十七名祖師：1.祖師清微真元妙化天帝、2.清微紫宸大華天帝、3.清微太初天

君、4.祖師玄天仁威上帝（真武玄天上帝，武當山主神）5.祖師髙元清真紫虚元君（魏華存）6.祖師玉華通惠元君

7.祖師泰玄上相正一真君（張道陵）8.祖師天機内相神功妙濟真君（許遜）9.祖師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舒）

10.祖師龍光道明元君（姚莊）11.祖師紫英玉惠元君（髙奭）12.祖師西華清虚真君（華英）13.祖師青城通惠朱真人

（朱洞元）14.雲山保一李真人（李少微）15.眉山混隱南真人（南畢道）16.丹山雷淵黄真人（黃舜申）17.宗師雲萊

葉真人（葉雲萊） 

《清微神列秘法》卷上〈師派〉：1. 祖師清微教主髙元宸照紫虚太𥘉元君臣魏華存 2. 祖師萬變九眞玉仙聖母太素

元君臣莊旭 3. 祖師三天聖師泰玄王相眞君臣張道陵 4. 祖師髙明大使天機内相眞君臣許遜 5. 淸微元上侍宸金闕昭

凝洞淸通化妙道元君臣祖舒 6. 三天侍經龍光道明元君臣姚莊 7. 三天侍御紫英玉惠元君臣髙奭 8. 洞陽上宰清虚西

華眞人臣華英9. 神霄玉樞使青城通惠眞人臣朱洞元 10.雲山保一眞人臣李少微 11. 眉山混隱眞人臣南畢道 12. 碧水

雷淵眞人臣黄舜申 13. 淸微冲道使臣葉雲萊 14. 淸微冲和使臣張道貴 15. 冲元雷使臣張守淸 16. 紫玄散吏臣張中 

四〈清微灌斗五雷奏告儀〉之儀節分析 

        

1. 灌斗法：惟灌斗循璇之法，即清微妙道之機，自非混合百神而返本還元，安得直以片言而通真達聖。賴

太上發其旨趣，荷師尊流此真科。亘古亘今，廣示皈崇之路；有灾有患，俾知解謝之門。 

2. 帥真使：駐劄行壇，各揚厥職。排雲叫閶闔，會萬聖以同明；聽履上星宸，迎九皇而下降。司傳奏者，

與其進也。隸祇候者，汝往欽哉。化萬騎以監衛壇場，攝三光而發明燈焰。顯否泰於銀缸明晦之上，報

休咎於符水警策之中。 

3. 行此告斗科儀之功能：特為某檢會宿生今世應犯重罪深愆，及未來身命運限，有無陽九百六之灾，二十

四厄，或值逆伏遲留之運，乃致痒痾疾痛之虞，或起處失宜、營修犯禁，年灾月禍，星厄命妖，三世冤

憎，七生凶會，鬼毒注射，魔魅陷殃，有死有生，有已有不己、祿馬衰困，壽算盡窮，種種不祥，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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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4. 「召將」的對象：斗中神君、三真、二使 

(3) 北極循璿霹靂灌斗陽谷神君張靈 

(4) 斗中掌急奏事太乙王天君，樞靈劉大神，總真龔使者，擎羊楊使者，陀羅耿使者。 

5. 請降斗真：大羅天上太虛宮中瑤天星主萬法祖師北極紫微太皇上帝，玉斗左宮高上玉皇尊星太靈八景元

君，玉斗右宮北極玄卿帝星太素七晨元君，紫極昭沖勳令天英貪狼太星君，紫極英明集華天任巨門元星

君，紫極通玄須變天柱祿存真星君，紫極總承符允天心文曲紐星君，紫極執慶剛昱天禽廉貞綱星君，紫

極宗益樞京天輔武曲紀星君，紫極凝華好化天衝破軍關星君，紫極陽琮孚慶天內洞明輔星君，紫極天襲

大衍天蓬隱光弼星君，九皇夫人妃嬪姆女仙眷，天罡大聖節度星君，上清主命十一大曜星君，周天萬象

拱仰星君，天輪宮主照某本命建生元辰星君，當生行年二運三限旁臨正照一切神煞官眾，斗中感降證盟

千真萬聖。 

6. 投盆符作占：程序 143c，二十四向占驗。《清微元降大法》卷 22〈紫極玄樞奏告大法〉有水盆符，其中

有符之用法，水盆周圍書二十四向，來斷定吉凶。有水盆報應法，列出二十四方位的吉凶占詩。而水盆

之形制與符訣則被保留在《道法會元》卷 30〈紫極玄樞奏告大法〉當中。建水盆法則見《道法會元》

卷 31〈玄樞玉訣秘旨〉 

7. 驗章：焚章後驗其方位 144a 

8. 驗燈 144a-b 

9. 焚解厄符牒占驗法 144c （方位圖 144c） 

 

《道法會元》卷 26〈玄靈解厄秘法〉 

— 《道法會元》第 26-27 卷收錄構成玄靈解厄儀式實踐的三個部分：〈玄靈解厄秘法〉、〈玄靈解厄儀〉與〈玄靈

解厄文檢〉。 

— 此二卷之題名，《道法會元》目錄與卷首題名不同： 

 卷 26：目錄：〈玄靈解厄秘法〉；卷首：〈清微道法‧玄靈解厄品〉。 

 卷 27：目錄：〈玄靈解厄文檢〉；卷首：〈清微解厄文檢〉。 

— 「玄靈」？ 

 蕭進銘〈唐宋玄靈法「璇璣玄一停輪」、「太玄三一」之道考探── 《北斗經》之版本、源流、經旨及

宗派歸屬問題新思考〉，《華人宗教研究》 

A. 《北斗經》為唐宋之際傳承「玄靈道法」的正一派道士所作的第一部作品。其原始版本為現存道

藏的「四經同卷」本。《北斗經》與其他四斗經並非同系作品。 

B. 目前所見最早註解《北斗經》的傅洞真，即為此玄靈道法的重要傳人。傅氏註本不僅通過註釋闡

揚極具內煉性質的玄靈思想與實踐，同時增補了內文的一些內容（聰明神呪、金玄羽章並符、天

靈節榮呪、誦經解厄訣、二使者說），以之完備玄靈道法。而這些增補的內容，多自漢晉南朝存思

性質的作品改寫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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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北斗長生延命真經》、《斗姆心經》也是《北斗經》的後續補充、發展的作品，它們同《北斗經》

諸種註本一樣，都在完善此經與玄靈道法的內涵。 

D. 所謂玄靈道法，指的是一種將北斗內化為己身本命元辰（玄一玄靈）的身神論，並且通過存思修

持，認取自身本有之本命元神，以之超脫厄患，甚至飛登仙界的方法。 

 傅洞真《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此乃經也。訣者，法也，别有玄靈經訣用法，以行此經之事」；

「九天者，非三清之九天，奉北斗而行玄靈經訣，而昇斗中之九天也」（卷上）；「人之好其道，奉玄靈

之經訣，以求其妙也」。（卷中） 

 元徐道齡《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玄靈者，乃天地之玄炁、七政之精靈、北斗之慧光、世人

之性命也。」（卷 1） 

— 玄靈解厄儀式之內涵與功能？ 

 恭依大法，奉行符命（解厄符牒、本命解厄真符），解冤釋結，度厄消灾。（152c-153a） 

— 玄靈解厄儀式的「清微化」？ 

 

玄靈解厄秘法 

— 〈玄靈解厄秘法〉所包括的內容 

— 所屬本命？ 

1.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 

2.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 

3.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屬之。 

4. 北斗第四玄𡨋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屬之。 

5.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辰、申生人屬之。 

6.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屬之。 

7.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以上《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玄靈解厄儀 

— 玄靈解厄儀節次分析 

— 所召官將、神祇及其職司作用？ 

1. 法中通奏帥將：太一王天君；樞靈劉大神、總真龔使者；霹靂暘谷張神君。 

2. 解厄神君官屬：闓陽掌善揚使者、啓陰察惡耿使者；延生保命度厄益筭消災散禍扶衰七元神君；翻解冤

結專、張二使者；解二十四厄靈官、八門警策報應大神、玄曹列職官屬。 

3. 祗候官將神靈：本佩法籙官將吏兵、琳庭壇靖真官；助道威靈、本處土主、里社正神；三界直符、四直

功曹、見聞糾察翊衛等神。 

4. 懺謝安鎮對象：本家司命主者、方隅禁忌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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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27〈玄靈解厄文檢〉 

— 文檢種類與對象： 

1. 牒：法中官將、解厄官屬。 

2. 劄：司命竈君。 

3. 關：通奏官將。 

4. 家書：祖師。 

— 玄靈解厄文檢清單： 

1. 張神君牒式 

2. 劄司命 

3. 家書、遞書告會牒 

4. 本命符（牒）、遞關式 

5. 解厄符牒 

6. 保病遣煞牒 

7. 遣白虎牒 

8. 牒將保病 

9. 祈謝牒將掃蕩 

10. 安謝竈籙 

11. 解寃結牒 

12. 牒將收魂贛蓋 

13. 牒將守蓋 

 

《道法會元》卷 30〈紫極玄樞奏告大法〉、〈紫極玄樞奏告儀〉 

1.釋名： 

「紫極」→ 北極紫微垣 

「玄樞」→ a.指北斗，《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二十四「東斗運機、西斗司氣、北斗玄樞、南斗生神、中斗混

合，總監衆靈」，b.或者天之樞紐之義。 

另有 《道法會元》卷三〈清微帝師宫分品〉「太微三省：玄都上相星華演化眞君居玄都省、玄樞上相元微泰皇眞君

居玄樞省、玄機上相泰神執慶眞君居玄機省。」 

2.〈紫極玄樞奏告大法〉： 

a.宗教功能→  消災解厄、解結治病 

b.祝禱對象→  北斗九皇星君（中天大聖北斗九皇解厄上道帝君） 

c.內容→  各種符法與功訣 

d.儀式性質→  類似禮斗科儀 

e.配合經典→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壽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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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齡傳鄭清之賛《太上感應篇》卷一：「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録人罪惡奪其紀筭」之注文：「若夫北斗，乃

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隂陽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斡旋氣

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囿形爲人，具足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 

 

3.大法與儀程： 

與〈紫極玄樞奏告儀〉搭配運用，另有《清微玄樞奏告儀》可以比較參勘 

a.徹雲現斗符→〈紫極玄樞奏告儀〉「焚請降斗眞符」→「䖍誠奏請中天星主萬法祖師北極紫微太皇大帝、北斗聖

父北極龍漢天君、北斗聖母紫光聖德天后、北極尊帝二星大帝、北斗天樞宫貪狼陽明眞皇君、…、北斗洞明官外輔

眞皇君、北斗隱元宫内弼眞皇君、北斗九宫夫人内妃嬪女仙眷、斗樞斗機二相眞君、斗中延生保命度厄益筭消災散

禍扶衰七元神君、斗中解厄仙靈官吏、上清十一大曜星君、上清二十八宿星君、十二官分星君、天輪宫注照某當生

本命星君、大小運限驛元禄馬星君、當生流年照臨一切星宰。」 

〈紫極玄樞奏告儀〉「進茶法事」→「臣聞北辰在上，爲造化之樞機；斗極居中，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

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禀，七政同科，有廻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奉行紫極

玄樞奏告大法，拜進上清消災解厄益筭心章一通。」 

b.請斗符→ 謹請斗中三眞：王震、劉洪、龔德，使者方央中等速降 

c.降九皇符九道→  

d.北極昭元符→ 

e.解厄符  解二十四厄符  右二十四符，俱用黄紙七寸，朱書，仍密念：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某厄。  →科儀中

與《北斗經》文合用 

f.冲和符→ 仰望斗眞，降布眞光道炁，灌注高人三田九竅、五臓六腑，即使魂安魄泰，神炁沖和，精血周流，榮衛

敷暢。 

g.召天醫符→ 

h.治病服符→ 右三符，各以薄黄紙書之，塗呪各依所注，皆向人門出筆，取祖炁金光布入，用降香煎湯化符灰調

服，或化入藥中服亦可。 

i.心章前符 急   奏   玄   斗 

j.燈盞内符  貪   巨   禄   文 

          廉   武   破   輔 

k.報應符→  與〈天輪水鏡〉配合使用，儀式結束，占驗吉凶 

 

《道法會元》卷 32〈龍天通明鍊度符法〉 

〇32-35 通明鍊度四卷之法，似乎是因為本法主將龍天飛元攝魂符使徐亨而成法而得名。  

一.神譜 

1.宗派 

甲.???祖師：大羅無極神公知黄籙院事眞君、玉清元始法師黄籙院使眞君、玉堂大教主黄籙院副使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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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祖師：三天大法師正一眞君…浚儀原陽趙眞人(187c-188a) 

丙.188c-189a，另參考卷 15《玉宸鍊度符法》83a-83c，幾乎完全一樣。 

2.將班 

〇本法主將龍天飛元攝魂符使徐亨 → 這位將吏是本龍天大法命名之原由，此位將吏徐亨，《正統道藏》中僅見於

道法會元卷 32 至道法會元卷 35。「龍天」概念，可能受到佛教影響。《佛光大辭典》「龍天」條：「指八部眾中之龍

眾及天眾。即龍神諸天，為擁護佛法之善神，故有『龍天護法善神』之稱。〔千手觀音經〕」 

二.書符籙要訣  另參考卷 17《玉宸經法鍊度內旨》書符籙法 99c-100a，幾乎完全一樣。 

三. 攝魂符誥(188b) 

甲. 攝魂符，即元降玉符，即指龍天飛元攝魂玉符，參 200c 

乙.司額: 雷司的名銜，如: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此處缺。 

 

《道法會元》卷 33〈龍天通明鍊度科〉 

四.儀式流程 

a. 卷 33 上清龍天通明鍊度玄科    b. 卷 32 上清龍天通明鍊度大法.     

1. a.法事、告凈穢符、呪水凈壇、祝功曹傳香達信、告信香三符、師上香衆諷青華誥  b. 凈穢符、集神信香三符 

〇凈穢符，兼具淨壇之用。 

2. a.具位上告(啟告)    b.     

3. a.諷金光呪    b.     

4. a.告召諸將符    b. 召苟畢符、召王趙符、召主將符、召神虎符、 

5. a.告役追攝官將符    b. 召追攝衆將符、召追攝將吏符    

6. a.告通幽符    b. 通幽信符    

7. a.告召魂符 表白請亡孤(順序當作：護魂慈救天尊  告召魂符 表白請亡孤)         b.召魂符(189c)   

〇召魂符一様三道，攝召時焚之。卷 21《玉宸經鍊返魂儀》有「三召亡幽」(117a-117c)所以，三道召魂符可能用於

三召亡幽。但是 a.之儀程中，並無三召亡幽。 

8. a. (告解寃符)、告澄正符(醫治)    b.  解寃符、澄正符   

〇澄正符，《正統道藏》中僅見於道法會元卷 32、卷 33，醫治亡魂之用。 

 

9. a.告丹陽符于浴所(化衣)    b.  丹陽符、化衣符 

〇丹陽符，道法會元卷 210 丹陽祭鍊内㫖(胥城王玄真編集):「丹陽符，此符以靑紙黄書，符成靜默，意歸黄庭，

良久，一炁自夾脊雙關上至泥丸，華池水生，徐徐嚥下，激起黄庭如大海水，瑞氣氤氲。即取中黄之氣，吹于符上。  

(王)玄真曰丹陽符，一名黄炁陽精洞明靈符，出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上卷，本爲修真之士鍊形濯質。後仙翁用以鍊鬼，

初無散形，一炁成符。今用印文，亦以黄筆潤過乃善矣!」(14b-15a)  不過，其中所列之丹陽符形，與此處不同。 

〇但是道法會元卷 210 祭鍊樞翼:「當日不絶，宻誦中篇寳號，或早或晚，宻行内鍊奏帝，恭書寳籙并丹陽符，使

印畢。至夜須要飽煖方入靜室，嚴設清香淨飯、竹枝水盂。另設水一器，作沐浴池，焚丹陽符于内。然後端坐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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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慮俱忘，身心澄寂。行丹陽内鍊，默奏慈尊，作五嶽訣。破獄召魂，作用沐浴，變施法食。行水鍊火鍊，說三歸

九戒。焚宣寳籙，祝白…如欲每夜施食，則行清微元降祕旨。要在念念勤行，自然道力純熟。」(25b-26a) 

〇太極祭鍊内法卷中：「清微法中寳籙、丹陽符全無作用，呪語其符别是一様天篆。」(17b)可能太極祭鍊内法編者

王玄真所見之清微法雖有寳籙、丹陽符，但不能用，只好另取一套符籙法以做鍊度之用。 

〇其他太極祭鍊內法、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林靈真靈寳領教濟度金書，都有水火丹陽符法之運用以鍊度亡魂。 

10. a.引亡朝參   b.     

11. a.告丹陽符于水盂(化食)    b.  丹陽符、化食符   

12. a.散食    b.     

13. a.師建火池，告建火池、眞火二符    b. 建火池符、眞火符 

〇師於火池飛離㫖火天尊勝斗，密念亶暉存。(190b) 

1.卷 17《玉宸經法鍊度內旨》「師焚建火池符，飛南斗一座。衆念南間洞浮呪」(100b-100c)， 

2.又可見於卷 34「速飛南斗一座于空中，離已㫖辰火离天坤尊未勝午剔岀密呪曰火鈴炎熾飛徧八方」(200b) 

3.《太極祭鍊内法》卷上：「塗寳籙上南斗六司星訣…執筆點朱，念南斗六星君名，塗南斗六星。(魑𩲓等六星諱)

念三遍塗一星，音離㫖火天尊勝…(以下掐訣)」(11b) 掐訣與卷 34，不太相同。 

14. a.師建水池，告建水池、眞水二符    b. 建水池符、眞水符   

〇師於水池飛化元聿白星飛睪斗，密念朗清存。(190b) 

1.卷 17《玉宸經法鍊度內旨》「師焚建水池符，飛北斗一座。衆念玃無物育呪」(100c)。 

2.「化元聿白星飛睪」，王契真《上清靈寳大法》卷 36-38，作「化元聿白星飛澤」，其他王契真《上清靈寳大法》

卷 45(18b)、卷 54(16a)、《靈寳无量度人上經大法》卷 54 (7a) 、金允中《上清靈寳大法》卷 35、《道法會元》卷

17(11a)、卷 224(7b)、卷 255(16a)、《靈寳領教濟度金書》卷 277(1b、24b)皆作「化元聿白星飛睪」。 

15. a 師依法混鍊.    b.    

16. a.引亡受戒(三歸九真戒)    b.     

17. a.宣生天籙、功德牒    b. 敕赦生天符 、、   

18. a.師行水火鍊度之法   b.     

19. a.諷生神章、告水火正鍊諸符    b.  鍊眞符、水鍊眞符、混鍊超度符   

〇鍊眞符，疑當作「火鍊眞符」。而「承誥水鍊」，疑當作「承誥火鍊」。 

20. a.宣生眞符誥、引亡辭謝    b. 生眞符誥(三天生眞玉符)、生天籙(元始符命生天寳籙) 

〇「列師銜如前式」，師銜參考 188c。 

21. a.送亡焚燎    b.     

22. a.回謝    b.     

23. a.諷虚皇神呪經、回謝將吏    b.     

〇虚皇神呪經之名，《正統道藏》中僅此一見。 

24. a.回向  向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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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34〈龍天通明內鍊秘旨〉 

— 〈清微龍天通明內鍊秘旨〉（以下簡稱〈內鍊秘旨〉）與〈清微通明鍊度文檢〉（以下簡稱〈鍊度文檢〉）收錄

《道法會元》第 34-35 卷。 

— 〈內鍊秘旨〉亦為趙宜真弟子所整理的鍊度法；〈鍊度文檢〉則為施行此一「內鍊」所需文檢（詳後）。 

 所啟告的清微祖師，直至趙宜真。（頁 199a） 

— 若與卷 33〈鍊度玄科〉相較，則〈內鍊秘旨〉為一人一日所行簡易定期祭煉之法（如同太極祭煉內法），而

前者則為大型黃籙齋所行鍊度科儀，由多名道眾共同舉行鍊度。 

 相較於〈鍊度玄科〉提及「師」與「表白」兩種道職，〈內鍊秘旨〉則只有提及一名「師」。 

 作為〈內鍊秘旨〉所用儀式文書〈鍊度文檢〉，其卷首即言「凡欲自行祭鍊，須依此式，遍告真司」，亦

可證明「內鍊」為一個人所行祭煉法。 

 「涓以南宮開度之日，月取三夕」（201b）；「仍於每月祭鍊之日」（201c）。 

— 此一祭煉法旨在定期鍊度數類亡魂（詳下），令其「各離冥累，超證生方」，以求：1) 度行法者之祖宗父母、

眷屬男女、歷劫種親、師資姻友；同時祈求 2) 為自己懺洗罪愆，解消業障。（201b-c） 

1. 法界諸類孤魂 

2. 劫亡苦爽囚徒、四負𡨚債等衆 

3. 山川、竹木、水石精靈 

4. 壇社、祠廟鬼神滯魄 

— 錬度程序：（頁 198a） 

1. 首初：具錄，誠意上聞慈尊（太乙救苦天尊；〈奏慈尊〉201b-202b）；以〈瓊書〉（202b-203b）奏上諸

師；以〈家書〉（203b-204c）申祖元君（祖舒）；牒城隍（206a-206b）；專差龍天飛元攝魂徐符使追攝

亡魂（206b-c）。 

 卷 35〈鍊度文檢〉尚列有〈申三官〉、〈申水府〉、〈申地府〉、〈申東嶽〉、〈申天符大明宮〉與〈牒

縣（城）隍〉。 

2. 行鍊前夕：準備〈公牒〉一道，於其中朱批〈攝魂符〉（見頁 200c），並用印、僉押。 

 沒有在卷 35〈鍊度文檢〉找到此一〈公牒〉。 

3. 行鍊當天清早：發遣，關告，催追（〈每月開壇祭鍊日催追牒〉207a-c）；靜坐（默啟三境慈尊、師、帥，

請降恩光）；書拂符籙（〈元始符命生天寶籙〉200c-201a）。 

4. 行鍊當天日間：隨意誦讀經、號（經典［《救苦經》］、聖號［慈尊號］198b），回向。 

5. 行鍊當天日暮：正式設壇鍊度。 

— 祭煉壇場之佈置：（頁 198a） 

1. 壇場設於「閑靜處」或「法靖」之中。 

 〈鍊度文檢‧奏慈尊〉論及該行持者乃為「建立某壇靖焚修」（201b）。 

2. 望空（露天？）設一桌案。 

3. 桌案之上左置香爐，右置水盂，前頓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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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爐是單純上香之爐，還是也可作為「火池」？水火煉度的情形沒有說得很清楚。 

 水盂同時是沐浴之「華池」（199c），也是用以化食之「甘露」（199c）；水盂之內必須焚化〈丹陽

符〉（201a）。 

 飯盒之中所盛即「散食」（施食）之用的「清淨供」（200a）。 

4. 案後設一坐席。 

 即煉師「正坐」（198a）或「解坐」（200c）之所。 

— 淨口、身、心三業咒： 

 《文昌大洞仙經》、《道法會元》卷 157〈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亦見淨三業神咒，但內容皆與此不同；唯

《朝真發願懴悔文》所錄淨三業神咒與此相同。 

— 卷 34〈內鍊秘旨〉與卷 33〈鍊度玄科〉確實出自同一道法傳承修訂的結果： 

1. 兩者所啟神靈大致相同，唯〈內鍊秘旨〉少了一些神靈，如木公、金母、浮丘真君等。 

2. 兩者所召神將幾乎完全一致。 

3. 兩者使用相同的法訣，如：化壇（198b-c＝卷 33〈煉度玄科〉之「諷金光呪」192c）；破獄攝亡（199a=193a-b）；

醫治（199b=193c）；沐浴（194a=199c）。 

— 〈錬度文檢〉所收錄的文檢種類、申奏地點、對象與內容： 

1. 〈奏慈尊〉：東極妙嚴宮｜太一救苦天尊 

2. 〈瓊書〉：清微肇慶宮｜真元妙化上帝為首的清微諸師 

3. 〈家書〉：金闕昭凝宮｜保仙元君祖舒 

4. 〈申三官〉：三元都會府｜三官大帝 

 允許所申，賜旨所屬宮曹，咸令照應。 

5. 〈申地府〉：北陰酆都宮｜酆都大帝 

 同上。 

6. 〈申東嶽〉：蓬玄太空宮｜東嶽大帝 

 同上。 

7. 〈申天符大明宮〉：天符大明宮｜天符都天總管金容元帥大帝 

 同上。 

8. 〈牒城隍〉：某府｜城隍 

(1) 照驗所牒事理。 

(2) 預行移文下屬，令其管領即將救度之亡魂赴壇。 

9. 〈劄縣（城）隍〉：某縣｜城隍 

 同上 

10. 〈牒徐符使追攝〉：？｜龍天飛元攝魂徐符使 

11. 〈遞關〉：楊符使、三界四直功曹使者、土地里域正神遞送文檢時所需關文。 

12. 〈每月開壇祭鍊日催追牒〉：祭鍊當日催追諸將之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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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35〈龍天鍊度文檢〉 

— 〈清微龍天通明內鍊秘旨〉（以下簡稱〈內鍊秘旨〉）與〈清微通明鍊度文檢〉（以下簡稱〈鍊度文檢〉）收錄

《道法會元》第 34-35 卷。 

— 〈內鍊秘旨〉亦為趙宜真弟子所整理的鍊度法；〈鍊度文檢〉則為施行此一「內鍊」所需文檢（詳後）。 

 所啟告的清微祖師，直至趙宜真。（頁 199a） 

— 若與卷 33〈鍊度玄科〉相較，則〈內鍊秘旨〉為一人一日所行簡易定期祭煉之法（如同太極祭煉內法），而

前者則為大型黃籙齋所行鍊度科儀，由多名道眾共同舉行鍊度。 

 相較於〈鍊度玄科〉提及「師」與「表白」兩種道職，〈內鍊秘旨〉則只有提及一名「師」。 

 作為〈內鍊秘旨〉所用儀式文書〈鍊度文檢〉，其卷首即言「凡欲自行祭鍊，須依此式，遍告真司」，亦

可證明「內鍊」為一個人所行祭煉法。 

 「涓以南宮開度之日，月取三夕」（201b）；「仍於每月祭鍊之日」（201c）。 

— 此一祭煉法旨在定期鍊度數類亡魂（詳下），令其「各離冥累，超證生方」，以求：1) 度行法者之祖宗父母、

眷屬男女、歷劫種親、師資姻友；同時祈求 2) 為自己懺洗罪愆，解消業障。（201b-c） 

5. 法界諸類孤魂 

6. 劫亡苦爽囚徒、四負𡨚債等衆 

7. 山川、竹木、水石精靈 

8. 壇社、祠廟鬼神滯魄 

— 錬度程序：（頁 198a） 

6. 首初：具錄，誠意上聞慈尊（太乙救苦天尊；〈奏慈尊〉201b-202b）；以〈瓊書〉（202b-203b）奏上諸

師；以〈家書〉（203b-204c）申祖元君（祖舒）；牒城隍（206a-206b）；專差龍天飛元攝魂徐符使追攝

亡魂（206b-c）。 

 卷 35〈鍊度文檢〉尚列有〈申三官〉、〈申水府〉、〈申地府〉、〈申東嶽〉、〈申天符大明宮〉與〈牒

縣（城）隍〉。 

7. 行鍊前夕：準備〈公牒〉一道，於其中朱批〈攝魂符〉（見頁 200c），並用印、僉押。 

 沒有在卷 35〈鍊度文檢〉找到此一〈公牒〉。 

8. 行鍊當天清早：發遣，關告，催追（〈每月開壇祭鍊日催追牒〉207a-c）；靜坐（默啟三境慈尊、師、帥，

請降恩光）；書拂符籙（〈元始符命生天寶籙〉200c-201a）。 

9. 行鍊當天日間：隨意誦讀經、號（經典［《救苦經》］、聖號［慈尊號］198b），回向。 

10. 行鍊當天日暮：正式設壇鍊度。 

— 祭煉壇場之佈置：（頁 198a） 

5. 壇場設於「閑靜處」或「法靖」之中。 

 〈鍊度文檢‧奏慈尊〉論及該行持者乃為「建立某壇靖焚修」（201b）。 

6. 望空（露天？）設一桌案。 

7. 桌案之上左置香爐，右置水盂，前頓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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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爐是單純上香之爐，還是也可作為「火池」？水火煉度的情形沒有說得很清楚。 

 水盂同時是沐浴之「華池」（199c），也是用以化食之「甘露」（199c）；水盂之內必須焚化〈丹陽

符〉（201a）。 

 飯盒之中所盛即「散食」（施食）之用的「清淨供」（200a）。 

8. 案後設一坐席。 

 即煉師「正坐」（198a）或「解坐」（200c）之所。 

— 淨口、身、心三業咒： 

 《文昌大洞仙經》、《道法會元》卷 157〈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亦見淨三業神咒，但內容皆與此不同；唯

《朝真發願懴悔文》所錄淨三業神咒與此相同。 

— 卷 34〈內鍊秘旨〉與卷 33〈鍊度玄科〉確實出自同一道法傳承修訂的結果： 

4. 兩者所啟神靈大致相同，唯〈內鍊秘旨〉少了一些神靈，如木公、金母、浮丘真君等。 

5. 兩者所召神將幾乎完全一致。 

6. 兩者使用相同的法訣，如：化壇（198b-c＝卷 33〈煉度玄科〉之「諷金光呪」192c）；破獄攝亡（199a=193a-b）；

醫治（199b=193c）；沐浴（194a=199c）。 

— 〈錬度文檢〉所收錄的文檢種類、申奏地點、對象與內容： 

13. 〈奏慈尊〉：東極妙嚴宮｜太一救苦天尊 

14. 〈瓊書〉：清微肇慶宮｜真元妙化上帝為首的清微諸師 

15. 〈家書〉：金闕昭凝宮｜保仙元君祖舒 

16. 〈申三官〉：三元都會府｜三官大帝 

 允許所申，賜旨所屬宮曹，咸令照應。 

17. 〈申地府〉：北陰酆都宮｜酆都大帝 

 同上。 

18. 〈申東嶽〉：蓬玄太空宮｜東嶽大帝 

 同上。 

19. 〈申天符大明宮〉：天符大明宮｜天符都天總管金容元帥大帝 

 同上。 

20. 〈牒城隍〉：某府｜城隍 

(3) 照驗所牒事理。 

(4) 預行移文下屬，令其管領即將救度之亡魂赴壇。 

21. 〈劄縣（城）隍〉：某縣｜城隍 

 同上 

22. 〈牒徐符使追攝〉：？｜龍天飛元攝魂徐符使 

23. 〈遞關〉：楊符使、三界四直功曹使者、土地里域正神遞送文檢時所需關文。 

24. 〈每月開壇祭鍊日催追牒〉：祭鍊當日催追諸將之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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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 

1. 本週討論進度，因為內容與《道法會元》卷 46〈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相關，因此插入新的進度。本

週進度為總論，首先針對宗派進行討論。 

2. 「宗派」：從宗派的用法來看，《清微元降大法》與《清微神烈秘法》一致性較高，〈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

法〉將師派往上更推進。 

 趙宜真在清微派的諸法當中，選擇〈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為唯一的法，此法為召茍畢二將的法。現

在這個法被收到《道法會元》中，可能是被趙宜真改變過的神烈祕法。元降也可能收錄了幾個茍畢法在其

中。 

在序言中表示元降為用神烈一法，而此神烈一法可能是繼承了湖北張系的神烈秘法，並且進行改造。在

此將其法祖推至更高，遠超過魏華存。因此這可能是一個有系列的編排。 

這個宗派有三個等級的人物。這個宗派的系譜與神烈秘法有點接近，但是 

又多了兩個天地出來。 

3. 元君︑真人與天地的差別： 

1) 這批真人指的與清微在唐出現，但是元君指的是在清微道出現之前已經成道者，與傳統道派有關。 

2) 真君如張道陵、葛玄與許遜與清微派關係：此處應該反應的是非陳采的說法，並無提到文鏞。 

A. 祖舒→郭玉隆→傅焴→姚莊→高奭（似有傳承的可能），但他的譜系不向上述連接固定，中有在插入數

人《清微神烈秘法》卷上〈師派〉，缺郭玉隆與傅焴 

B.張道陵、魏華存、葛玄、許遜。 

4. 主法、帥班、召將密咒、召將三符 

此處將飛捷與神烈兩法合併。主法即玄天上帝，使者張亞，陰陽雷君（苟留吉、畢宗遠）、符使（莊旻，這

符使似乎僅出現在卷 46）。 

5. 各種作用符討論 

a. 召心將符：《道法會元》卷 31〈玄樞玉訣密旨‧默朝上帝〉有提到至五雷府，召心將與天醫府諸將以

供除邪治病之用，或許心將概念與此相近近。不知到是元命真神抑或是受籙時被授予的官將。 

b. 飛捷使者符：應該主要是用於使者張亞。「子丑兩位」：可能是指最底下兩個白圈。於卷五處對於座子

於的討論，對於座子的功能仍不清楚，此為清微特有的現象，於此又探討冑字符：冑字座子加，就是

使用下欄的冑字符的概念，座字推測是指特定的空間用來安放特定的「經字」或「符字」，用圈圈框出

所要填的位置。此符類似《清微神烈秘法》的「飛字符」。 

c. 冑字上加符：應為廣勝威。與後面安竈符、下司命符、治祟斷後七符相近，似乎都與治祟有關，《清微

神烈秘法》卷下（頁 48）以及《道法會元》卷十六與卷五有些與此相近，也有鐵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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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柏簡信香七符、召雷旗號：柏簡是指它們這一組都要使用的材質。但是「金合信」因為嵌刻不太清楚

的關係，對於其用法不清。「召雷旗號」僅在《道法會元》卷 92〈先天六一天喜使者大法〉中有使用，

皆與張亞有關。 

《道法會元》卷 47-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 

— 《道法會元》卷 47〈神捷五雷祈禱檢（式）〉包括三次累拜祈禱雨澤之儀式文書。 

— 第一次祈雨： 

1. 〈瓊書〉（272c-273b）＋〈遞瓊書關〉（273b-c）。 

 「瓊書」為清微啟師文書種類之一，呈進單位為「清微肇慶宮」（272c），以此文書得以同時啟請

多位師尊。 

 《道法會元》卷 3〈清微帝師宫分品〉：「清微祖師，總名『清微肇慶宮』」（18c）。 

 以「瓊書」啟師無須使用符篆。 

2. 〈符誥雷君〉（273c-274a）。 

 此以「符誥」召雷。 

 此中「玉符」疑即〈祈雨符〉（265a）。因應不同目的，而可更動相應符篆與誥文。 

— 第二次祈雨： 

1. 〈梵炁雷祖信香〉、〈景炁雷祖信香〉、〈清炁雷祖信香〉、〈天雷轟元雷君信香〉、〈地雷鎮玄雷君信香〉、〈水

雷環運雷君信香〉、〈山雷統神雷君（信香）〉。（274a-275c） 

 此以信香符（亦含誥文）形式上奏三炁雷祖與天地水山四位雷君。 

 另見《道法會元》卷 5〈諸雷君信香符〉（32a-b） 

2. 〈符誥雷君〉（275c-276a）。 

— 第三次祈雨： 

1. 〈紫虛元君家書〉、〈保仙元君家書〉（276b-277b）；〈齎二家書〉（家書關文，277c）。 

 家書為清微啟師文書種類之一，僅能啟請單一師尊。 

 「師真秘號」四十三字見《道法會元》卷 46〈祖師魏元君家書〉（271c） 

2. 〈符誥雷君〉（277c-278a）。 

3. 〈紫皇妙道（告急）心章〉（清微霹靂灌斗五雷奏告儀，278a-c）；〈牒張神君〉（278c-279a）。 

 此告斗儀式旨在祈雨當晚利用此儀卜知祈禱結果：「謹卜斯宵」（278b）。 

— 清微啟師方式及其文書種類：（補充） 

1. 信香符：口啟。 

2. 家書：啟請單一師尊。 

3. 瓊書：啟請多位師尊。 

— 清微祈禱模式： 

1. 請旨（請頒敕旨）：間接請旨（通過家書、瓊書）、直接請旨（通過雷祖信香或奏箋申檄）。 

2. 召將（符誥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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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法會元》卷 48〈神捷五雷祈禱檢式〉包括第四次累拜祈禱雨澤之儀式文書。 

 除於某日已經進拜信香（雷祖信香）、瓊書（清微肇慶宮）、家書（魏祖二元君家書），上告雷帝（三炁

雷祖、天地水山四雷君）、斗府（北斗九皇）、師真（清微諸師），符委雷君（諸位雷將），請行雨澤，未

臻應感，旱勢愈高。（279b） 

— 第四次祈雨：1) 具狀奏聞（奏、箋、申；檄），請降敕旨；2) 登壇召雷。 

— 具狀奏聞的文書種類與性質： 

1. 奏：臣子上帝王的文書。 

 漢蔡邕《獨斷》卷上：「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漢語大辭典》） 

(1) 〈奏通明天宮（玉皇上帝）〉（279b-280a） 

(2) 〈奏勾陳天宮（天皇大帝）〉（280a-c） 

(3) 〈奏紫微天宮（紫微大帝）〉（280c-281c） 

(4) 〈奏高上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281c） 

(5) 〈奏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281c） 

(6) 〈奏六波天宮（六波天主帝君）〉（281c） 

2. 箋：同「牋」。書札、奏記一類。奏箋多用以上皇后、太子、諸王。《北堂書鈔》卷七九引漢應劭《漢官

儀》：「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漢語大辭典》） 

(1) 〈箋洞陰結璘君（太陰皇君）〉（281c-282a） 

(2) 〈箋元和遷校府（玄天上帝）〉（282b） 

(3) 〈箋泰玄都省（張、葛、許）〉（282b-c） 

(4) 〈箋三元都會府（三官大帝）〉（282c） 

(5) 〈箋雷霆九司〉（282c-283a） 

 大帝曰：玉府判府真君、玉府左右侍中、左右僕射、天雷上相、玉樞使相、斗樞上相、上清

司命玉府右卿、五雷院使君、雷霆都司元命真君，此皆雷霆之樞要，故謂之「九司」，並用申

之。（《雷霆玉經》） 

3. 申：下級官府向上級官府行文稱「申」。 

 唐韓愈〈復仇狀〉：「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宋歐陽修〈乞

放行牛皮膠鰾〉：「（臣）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漢語大辭典》） 

(1) 〈申水府扶桑宮（榑桑大帝）〉（283a-b） 

(2) 〈申東嶽府（東嶽大帝）〉（283b） 

(3) 〈申雷霆五陽宮〉（283b-c） 

A. 欻火律令大神 

B. 鐵筆注律大神 

C. 飛捷暘谷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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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流金火鈴大將 

E. 三山木郎大神 

4. 檄：古官府用以徵召、曉喻、聲討的文書。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檄》：「《釋文》云：檄，軍書也。」（《漢語大辭典》） 

(1) 〈檄某州社令雷神〉（283c-284a） 

A. 玉清社令烈雷轟天霹靂程元帥。 

B. 統轄九州社令蠻雷副將蔣元帥。 

(2) 〈檄某處城隍主者〉（284b） 

 所告玉符應即〈轄城隍里社符〉或〈下城隍幹事符〉（267c）。 

(3) 〈檄當境社令正神〉（284b-c） 

 所告玉符應即〈轄城隍里社符〉（267c）。 

(4) 〈檄當處潭行雨龍雷主者〉（284c） 

 所告〈元始一炁循玄內音玉符〉應即〈元始一炁循玄玉音內符〉（267c）。 

(5) 〈檄當坊土主某廟主者〉（284c） 

(6) 〈檄地司猛吏殷將軍〉（284c） 

— 拜發文字所需開天符、使者牒： 

1. 〈元始一炁開天通三界玉符〉（285a-b；符文見 264b） 

2. 〈牒張使者齎奏箋〉（285b-286a） 

— 正式祈雨儀式：登壇召雷，所用文書則為督將詔命（同〈符誥雷君〉）： 

1. 〈太一詔命役使者、二神〉（286a-b；〈太一詔命〉見 267c） 

(1) 太一：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 

(2) 使者：催督使者張亞。 

(3) 二神：陽雷神君苟留吉、陰雷神君畢宗遠。 

(4) 部將：殷效、溫瓊、關羽、諸部雷神等。 

 預告儀式所用文書。 

2. 〈九霄琅章（催督使者、苟畢二神）〉（286b-c；〈九霄琅章〉見 268a） 

 登壇當下所用文書。 

3. 〈洞真天赦寶章〉（286c-287b；〈天赦寶章〉見 268a） 

 過期未應時請頒赦章，急赦當境官民之罪。（287a） 

4. 〈玉帝詔命督將〉（287b-288a；〈玉帝詔命〉見 268a） 

 以玉皇上帝之詔命督將。 

5. 〈九霄合章督將〉（288a-b；〈九霄合章〉見 268b） 

 中限時刻，以九霄合章督將。（288a） 



64 

6. 〈元始詔命督將〉（288b-289a；〈元始詔命〉見 268b） 

 已踰中限，以元始天王上帝詔命督將。（288c-289a） 

7. 〈三清玉帝號令督將〉（289a-b；〈三清玉帝號令〉見 268b） 

 末限時刻，以三清上帝號令督將。（289a） 

— 貼黃： 

 宋代奏札意有未盡，將其摘要另書於後，叫做「貼黃」。（《漢語大辭典》）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

謂之『貼黃』。」 

 宋陸游〈代二府與夏國主書〉：「貼黃：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覆省覽，

故敢輒具此奏。」 

 「貼黃」為奏書之外的摘要說明，清微文檢則將其貼於「職位」（具位）之前。 

 以〈奏通明天宮〉為例，內文大字即奏書正文，文前小字「小臣謹奏為……伏取進旨」（279b）即為「貼

黃」內容。 

— 奏書內容分析： 

1. 具位。 

2. 說明所面對的問題以及過去的處理過程。 

 「入意」：「自某月以來……亦為前事。」（279b；參照 280a） 

 意文內容則據當境人民「具狀來投」的內容。（279b） 

3. 說明再次登壇召雷及其必要性。 

4. 奏請頒降「符章詔命」（？），以付奉行。 

5. 請賜「敕旨」，頒付各級單位，令其照應。 

6. 奏請原赦本境人民罪愆。 

7. 奏請旨差雷將於特定時日來壇受命。 

8. 紀時、具位署名。 

— 奏書形式分析： 

1. 奏書正文與貼黃：玉皇御覽。 

2. 可漏：呈進玉皇玉陛下。 

3. 方函：呈進通明天宮。 

— 箋書內容與奏書相近，但最末請旨差遣對象則有變動；至於形式則與奏書相同，均由正文、可漏與方函組成。 

— 申書內容與奏書相近，但請旨差遣對象則依所申神祇性質調整。 

— 檄書內容分析： 

 檄與奏、箋、申不同，乃由清微雷司──「元始一炁萬神雷司」，據道旨、玉符之權柄發出，要求萬神

據檄奉行。（283c） 

 相較於奏、箋、申為上行文，目的之一在於請頒符章詔書，因此無須附寫「元降玉符」；檄書則為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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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仍以符章之權柄差遣萬神，故須如同「符誥」於內文之中書符，而成「符檄」。（283c-284a） 

 相較於奏、箋、申無須羅列師派，檄書文末必須列師。 

1. 具位。 

2. 說明所面對的問題以及過去的處理過程。 

3. 說明再次登壇召雷及其必要性。 

4. 附記元降玉符。 

5. 據符檄將。 

6. 紀時、具位署名。 

7. 列師。 

— 同時發奏不同層級的文書：第四次累拜祈雨文書即同時奏發不同層級的文書種類，其中上層文書往往已經包

括下層神祇，但下層神祇的文書仍須申發。 

— 立限登壇（約定登壇時日與降雨時限）：登壇之後「三日之內」的「未申時分」。（279c） 

 〈打潭磚符〉亦限某潭龍神「午未申時前來本壇，隨同天帥，興雲致雨」（276b）。 

— 《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包括三種不同功能的文書系統： 

1. 檢罰。 

2. 打潭。 

3. 言功。 

— 《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收錄的第一類文書即為第五次累拜祈禱雨澤之儀式文書。 

— 但此第五次累拜文書的重點已經不在「請旨」與「召雷」，而是對於「累敕不降、奉命不行、蔑視詔條」（290a）

之神祇進行「檢罰」。 

 立限以某月某日某時登壇，召雷請雨，次告行〈洞真天赦〉、……今者限期已過，旱勢愈高。（290a；又

291c） 

— 第五次累拜文書包括兩種，亦採「奏聞敕旨＋符誥召將」模式： 

1. 奏聞玉帝，宣命檢罰：〈奏通明天宮〉（289c-290c）、〈開天通三界符誥〉（290c）、〈關請天一天君齎奏

（關文）〉（290c-291a）。 

 九天遊奕使紫皇天一天君泰玄元帥。（290b, 290c） 

 神烈主帥紫皇天一天君李某（《道法會元》卷 51〈清微祈雪文檢〉） 

 法主紫皇天一天君玉虚師相玄天上帝（《道法會元》卷 39〈清微傳度文檢品〉） 

 副帥玄元靈應大元帥元和天一天君嚞，慈容披髮，皂袍玉帶，跣足躡龜蛇，仗劒。（《清微元降大

法》卷 13〈西極真梵大覺慧命五雷上經〉） 

2. 符誥天君，以行檢罰：〈泰清飛集宏元洞章〉（291a-292a）。 

— 此次檢罰所據權柄來自：1) 玉帝敕命、2) 泰清飛集宏元洞章；所據律典則為《混洞女青詔書》的相關條文。 

— 在此案例，《混洞女青詔書》所規範的範圍包括： 

1. 各類神祇：仙官、雷神、雨師、水師、龍王、神吏、（祀典）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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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範項目：不聽法官驅使指揮；受文不起；未依指示（錯失方位、違時）。 

3. 處罰種類：重行遣役；杖；針決；分形；處斬。 

— 《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的第二類文書即為預先派赴當境有龍潭湫擲符召龍的儀式文書。 

— 此類文書包括： 

1. 打潭召龍：〈打潭鐵符式〉（292b） 

 凡打潭，先啓師、遣將，發人齎〈鐵符〉、〈磚符〉前去的實有龍去處，直投湫内，明白取報而回。

師當入靖，定中申飭將吏、隍司、里社等神，移山縮地。師外閉五戶，内沉三光，疏闢下元，祛

龍捲水，以取報應。（《道法會元》卷 8〈清微祈禱內旨‧嘯命風雷行壇口訣〉） 

2. 打潭召龍：〈打潭磚符式〉（292b-c） 

 〈磚符〉正面符文與〈鐵符〉相同，即〈五方蠻雷翻海鐵劄符〉（292b, 符文見 266c, 267b）。 

3. 翦滅妖霓：〈翦虹符批式〉（292c） 

 以此符召請暘谷神君「褒揚霆威，翦滅妖霓，誅鋤旱魃，興雲致用」（292c）。此因移撥風雨之時

可能遭遇「間阻妖霓」，故須「翦滅」（293a）。 

 剪虹：虹乃山川之妖炁，皆由靜功不立、五戶不閉，致有此魔。況自己妄念不除，故有阻截之弊。

（《道法會元》卷 90〈先天一炁雷法〉） 

 剪虹：急召使者（張亞）、二神（苟、畢），告符（即此〈翦虹符〉）剪滅妖霓。却持茅草一根，仰

吸虹炁一口，布茅化成妖霓。急取罡方上正炁一口，仍提祖炁，合出喝之，將茅草折斷，虹即斷

矣。（《道法會元》卷 8〈清微祈禱內旨‧嘯命風雷行壇口訣〉） 

 〈翦虹符〉已佚。 

4. 移撥風雨：〈上清移降洞章〉（292c-293a） 

 〈上清移降洞章〉用以「移撥風雨」（268b），如其所言：「見睹某方上雲行雨施，而此處陰伏陽愆」

（292c），即命暘谷神君等雷部萬神，「速遵元降，奮揚武威，於某方上見行風雨去處，奔雲走電、

移風掇雨，來赴本壇，以符天信。」 

 〈上清移降洞章〉符文見〈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268b）。 

5. 召龍受祭：〈祭龍符檄〉（293a-c） 

 此即召請五方與當境龍神，前來行雨並受奠祭的符檄。 

 據此，則雷壇亦設祭龍壇幕。 

 此符檄可單獨發送，亦可與〈鐵符〉一同擲潭。（293a） 

— 《道法會元》卷 49〈神捷五雷祈禱檢式〉的第三類文書即於祈雨成功之後，為諸將吏、神祇與法師自身「言

功」的儀式文書。 

— 這類文書的發奏對象包括：1) 玉皇上帝；2) 玉清真王長生大帝；以及 3) 真元妙化上帝為首的清微諸祖師。 

1. 上奏玉皇上帝：〈奏至極〉。（293c-294b） 

 霜簡寬刑，金門下詔（293c）：霜簡，古代御史彈劾大臣的奏章；金門，金闕之門。 

2. 上奏玉清真王：〈奏真王〉。（29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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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啟清微諸師：〈瓊書（上諸祖師）〉。（294c-296a） 

 上啟清微諸師的目的在於請其轉奏三天金闕、九宸玉陛，頒旨遷擢。（295b） 

 根據所啟師尊，可知此屬曾貴寬、趙宜真一系。（295b） 

 此系清微法師未必出家住觀，而是「建立雷壇焚修」（294c）。 

4. 告下有功神靈：〈崇明金元章告將吏〉。（296a-c） 

5. 〈開天符誥遞奏〉。（296c） 

上述 1) 兩份奏狀、2) 一通瓊書、3) 一份心章共用的開天符誥，由捷疾符使楊傑與三界符使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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