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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之〈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 (簡稱〈空洞靈章}l' 自前學界尚未有關該

經的專門研究，唯有部分學者在討論古靈寶經時會涉及這部經典。〈空洞靈章〉為古靈寶

經之一，學界目前將此經歸為古靈寶經中的「元始舊經J '這主要是依據敦煌本「靈寶經

目錄J '該目錄將此經列為「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J 十部三十六卷之一。〈空洞靈章〉

大約是東晉南朝時期的作品，此部經典〈正統道藏〉並未收錄，但是其具體內容可見於

敦煌的道教經典殘抄本中以及〈無上祕要〉的引文之中。〈空調靈章〉主體部分為三十二

天帝的讚頌，而三十二天的天界結構模式主要是以四方各八天的平面分布形式。這種天

界模式也是〈度人經〉及〈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等古靈寶經典所呈現的天界結構。從現

荐的許多〈空洞蠶章〉殘抄及引文來看， <空洞靈章〉的主要部分三十二天荐的讚頌也是

在現存文獻當中出入較少的，因此三十二天讚煩不但是〈空洞靈章〉的最核心部份，同

時也是最早成立的部份。與〈空洞靈章〉的內容與思想閱(系最深的應該是〈度人經〉與

〈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卜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群經典的主要宇宙觀是三十二天，並且是以

三十二天帝君、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十方飛天神人等神祇為主要登場角色。其中《空

洞靈章〉除了開場以元始天尊與太上大道君的對話起始外，整個經典的內容都是以「某

某天帝君道經空洞璽章」的標題排列，以三十二天帝的誦文為主要內容。此外， <空洞靈

章〉當中對轉經、語詠靈章的崇拜，與〈度人經〉亦如出一轍。〈空洞靈章〉的核心思想

主要為救度，救度的對象是七祖乃至所有在九幽之府受苦的生靈，其救度的方法是透過

經典轉誦，以經典的轉誦力量使地獄的苦魂可以拔度而出，脫離苦難，升至天界福堂，

達致仙真的境界。而這是一種古軍寶經典如〈度人經〉等所提倡的大乘的救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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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閑言

本文所探討的是〈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 (簡稱〈空洞靈章})之結構與

意涵。目前學界尚未有關該經的專門研究，唯有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作

過簡要介紹，而部分學者則在討論古靈寶經時曾涉及這部經典。(註 1) {空洞靈章〉

為古靈寶經之一，大約是東晉南朝時期的作品，在「靈寶經自」當中即有著錄該

經。此部經典在〈正統道藏〉並未收錄，但是其具體內容可見於敦煌的道教經典

殘抄本以及〈正統道藏〉的諸多引文之中，而透過這些殘本與引文的整理可以大

略恢復〈空洞靈章〉的樣貌。〈空洞靈章〉具體而微地顯示了靈寶經的神學與救度

觀念，也建立了一種新型態的天界靈章讚頌形式，對道教經典的發展與研究有重

要的價值。本文將從經白、文獻、經典結構與文體、宇宙觀、經典闊係、救度思

想及音誦特質等角度去分析〈空洞靈章} ，從不同的面向試圖探討古靈寶的天界觀

如何與救度產生關連?靈寶經的天書觀如何成為音誦的崇拜與實踐?靈寶經作者

如何融攝、援用其他經典傳統的內容而統合成一個體系? ......等等靈寶經典研究

的基本問題。透過這些不同層面的分析，本文將揭示古靈寶經中元始系經典的核

心思想與救度觀念。

二、《空洞靈章〉之經名

學界目前將此〈空洞靈章〉歸為古靈寶經中的「元始舊經J '這主要是依據敦

煌本「靈寶經目錄J '在該目錄之中，此經被列為「元始舊經〈紫微金格自}J 十

部三十六卷之一。敦煌本「靈寶經目錄」主要由 P.2861 及 P.2256 拼成，學界認為

1. 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戶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呦， p. 218. Stephen Bokenl毛~amp ，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Strickmann, Michel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01 R. A. Stein (Brussel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3), p. 479. 大淵忍
爾， {道教色寄回〉經典 道教史ω研究﹒其ω二} (東京:創文社 '1997) ，頁 129 。王卡， {敦煌道教文

獻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頁凹的 o Yamada Toshiaki,“The Lingbao School." 
1日 Kohn Livia, ed., Taoism J[，仰dbook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p. 236. 蕭登福， {六朝道教靈

寶派研究} (臺北:新文豐也版公司， 2008) ，頁 9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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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通門論〉所傳之陸修靜的「靈寶經目錄J' (註 2)該自錄第三篇目云 r空洞

靈章一卷，已出。〈卷自〉下(云) ，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這段話當中的「卷

目」指的是陸修靜所編〈靈寶經日> '而在〈卷目〉之前的另一組經目，也就是「元

始舊目 J '亦即「元始舊經紫微經格目」 。因此，陸修靜在〈靈寶經日序〉當中說:

「今條〈舊日〉所出，及仙公所受事。 J 可以推斷陸修靜之前「元始舊自J 即已存

在 9 很可能葛巢甫造經時即已完成「元始舊自 J 0 (註 3) 因此，從〈靈寶經目錄〉的

記錄來看， r空洞靈章」的名稱應該就是所謂的「舊目」當中所保留的，而「太上

洞玄靈寶空洞靈章」就是在〈靈寶經目〉當中所用的經名。至於經名之下的「已

出J 也應該是「舊目 J 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葛巢甫所標記。〈靈寶經目錄〉最未說

到 r陸先生就此十部〈靈寶經〉正文，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二卷見行於世，餘

十四卷猶隱天宮。 J (詮 4)而〈空洞靈章〉被記錄為「己出J '很可能在葛巢甫時已

2. 南朝初年陸修靜對早期靈寶經進行整理並作《靈寶經目序) ，此序保留在宋代〈雲笈七籤〉卷 4 中，但是

〈靈寶經自〉則俠失不存。馬伯樂(Henri Maspero) 在 1940 年左右所撰寫的《公元初幾個世紀的道教

研究〉論文中，首次指出陸修靜所撰〈靈寶經目》俏保存在敦煌遺書唐代鈔本中。大游忍爾先生〈論古

靈寶經〉一文則對敦煌伯希和 2861 號和 2256 號文書宋文明〈通門論〉加以拼合並展開研究，從而恢復

了長久俟失的《靈寶經自〉。敦煌所發現的宋文明〈通門論〉中的〈靈寶經自〉為元嘉十四年的經目，亦

或泰始七年的經目，也為學界所討論。見氏著“On Ku Ling-pao-ching." Acta Asiatica , 27(September, 
1974), pp. 鈞一56. 劉波譯、王承文校， <論古靈寶經〉叫道家文化研究) '13(香港: 1998.4) ，頁 485→506 。

其後以〈靈寶經ω基礎的研究一一敦煌鈔本鑫寶經目是E中心之 Lτ> '收入《道教之芳ω經典 道教史

ω研究﹒其ω二) (東京:創文前土， 1997) ，頁 73-218 。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一系列靈寶經
的研究認為敦煌本〈靈寶經自〉即是元嘉十四年的經白，而葛巢甫則很可能是這些靈寶經的作者。見

Stephen Bokenkamp,“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Strickmann, Michel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0/ R. A. Stein , pp. 43吐 486 。小林正美在 1982 年到 1988 年先後發表論
文中，則認為敦煌本《靈寶經日〉是陸修靜泰始七年所成的經目，並認為〈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可能是

葛巢甫所寫，而其他的古靈寶經則極可能是劉宋時期陸修靜周圍的道士們所撰。小林正美， <劉宋 v2:.B 廿

三己靈寶經ω形成〉川東洋文化) ，的(東京: 1982.3) 。後以〈靈寶經ω形成M 收入〈六朝道教史研究〉

(東京:創文社， 1990) ，頁 138-182。另有李慶譯本刊六朝道教史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隨後大淵忍爾在〈道教及其經典〉一書中認為，敦煌文書伯希和 2861 號和 2256 號宋文明〈通門論〉中

的〈室主寶經目卜是元嘉十四年陸修靜所編定的〈靈寶經目) ，同時推測葛巢甫可能在公元 400 年左右「造

構j 了〈靈寶經日〉三十餘卷中以元始天尊傳授為中心元始舊經二十一卷。〈經日〉中著錄的其他十一卷

「新經j 也在元嘉十四年以前問世。見氏著〈道教之老ω經典 道教史份研究﹒其ω二) ，頁 73-218 。

相關討論亦見 Yamada Toshiaki,“The Lingbao Schoo l." in Kohn Livia, ed., Taoism Handbook , pp. 
226-255. 主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頁 1-23 。

3. 陸修靜〈靈寶經目序〉當中說明道今條〈舊日〉所出，及仙公所受事。」而〈靈寶經目〉云 r右

〈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J; r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J '隨後又說到「十

部舊日及新名，錄記如前。」這裡所說的「舊自」就是〈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 '而「新名J 就是仙公所

受之新經。

4 同樣在〈靈寶經目〉中，前一部分提到「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己出，今分二
十三卷，十五卷未出。」如此關於已出、未出的數量形成兩種說法。北周《笑道論〉引「修靜舊目J 云:

「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以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 j

如此看來，似乎「二十一卷己出，十五卷未出仆的說法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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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並通行於世。另外， P.2337 (科戒儀範〉卷五〈法次儀品〉之中所載的「靈寶

中盟經目j 以及〈黃主要大齋立成儀〉卷一所載的「齋壇安鎮經目J 都是記為「空

洞靈車」。

在敦燼殘經當中， P.2399 卷首殘缺，卷尾題為「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而

S.8564 存有尾題「空洞靈章」四個字。再從北周〈無上秘要〉引文來看，該經的

經名已出現變化，卷二十稱之為「洞玄空洞靈車h 卷六、卷二十九、卷四十三稱

為「洞玄空洞靈車經J '卷一百則稱為「洞元靈章經」 。從這裡可以看出北周時期

部分流傳版本的名稱已被稱之為「經J 而流傳，因而在「空洞靈章」之後加上「經J 0 

唐以後對此經的相關引用文獻所提之經名多半是「空洞靈章經J 或「空洞靈章J 0 

三、〈空洞靈章》之殘存情形

〈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車經〉為古靈寶經之一，大約是東晉南朝時期的作品，

此部經典〈正統道藏〉並未收錄，但是其具體內容可見於敦煌的道教經典殘抄本

以及〈正統道藏〉的諸多引文之中。

首先，我們可以先從〈正統道藏〉所收錄的經典引文中考察〈空洞靈章〉內

容保官狀況。在這當中引述最完整的是〈無上祕要〉卷二十九的〈三十二天讚頌

品> '該卷收錄三十二天的讚誦內文，不過比對敦煌本讚誦辭，可發現〈無上祕要〉

本漏掉第二十九天之最後四句、第三十天讚誦整段讚誦、以及第三十一天前十五

段文字，結果形成第二十九天讚誦從第十八句之後直接連接第三十一天讚誦之第

十六句的現象。(註 5)推斷這是抄經者或刻經者漏掉一頁經文之緣故。〈無上祕要〉

卷二十九並附有前段神話敘述， (註 6)但是我們認為這段前段敘述是一個節本，關

於這點後文有進一步討論。〈無上祕要〉除了卷二十九之外，也在卷六、二十、四

十三、一百等處引用了〈空洞靈章J 0 (註 7)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一百三十〈經法煉度儀〉當中將亡靈保舉上升三界

5. <無上秘要卜的 12且，收於〈正統道藏}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5) ，冊 42 0

6. <無上秘要卜 29.2-13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42 。
7. <無上祕要} ，除了卷 29 之外，引用〈空洞靈章〉包括〈劫運品> '卷 6; <仙歌品) ，卷 20; <誦經品) , 
卷 43; <入自然品M 卷 100 等。參見〈無上秘要} 6.2 、 20.16 、的.8 、 1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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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大羅天時要發符保舉，並請三十二天降下妙~以淨其根崖，使亡靈能扶搖直

上於虛玄。這段儀式完整引用〈空洞靈章〉三十二首讚誦，並配合啟請、焚符等

儀式。(註 8)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卷三 1<空洞靈車經〉云 r龍變重霄

上，梵度行劫輪 o j 乃知龍變為種民天地清明與龍變天相接故也 o J (註 9)此段出自

〈空洞靈章〉第三十一首前二句。

〈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哥 I <空洞靈章〉云 1虛明天有梵行大館，

元正臨止 9司命執算oJ(註 10)此句是從〈空洞靈車〉第十三首前二句: 1虛明大梵9

梵行大館。」而來。卷二〈仙房品〉引〈空洞靈章〉云 1七曜煥上清，鬱儀啼

琳房。J (註 11)來自〈空洞靈章〉第六首第三、四句。卷三〈寶臺品〉引〈空洞靈章〉

云 1紫微煥七臺，審樹秀玉霞。 JC註 12)來自〈空洞靈章〉第二十三首第九、第十

句。卷四〈宅宇靈廟品〉引〈空洞靈章〉云 1玉車秀琳宮，生死福德廬 o J (註 13)

則引自〈空洞靈章〉第九首第七、八句。

〈玉音法事〉卷下引〈空洞靈章〉云 Ir高唱空洞，飛步入玄，枯魂昇惕，

灰骸還人，神王度命，乘虛駕煙，禮誦洞章，與劫齊年 o j (註 14)右曜明宗飄天帝

君道經空洞靈章也，三十二天各有一篇，或四言或五言，見洞元部靈寶〈空洞靈

章> 0 J 此段引文出自〈空洞靈章〉第十一首之最後八句。

〈三洞珠囊〉卷之三〈服食品〉哥 I <空洞靈章〉云 Ir朝餐五雲氣 9夕翁三

晨光。 J 又云 r食氣長車穴，嘸津黃水華。閉夜拔朽骸，還童及素牙。身入不

死劫，名係玉靈都o j J 前段引自〈空洞靈章〉第五首第九、第十句;後段引自〈空

洞靈章〉第十七首之第七至第十二句。

〈空洞靈章〉在敦煌道教殘經(註 15)之保存情況，依照大淵忍爾與王卡的整理

8. <鑫寶領教濟度金書) , 130.16b-33且，收於〈正統道藏) ，冊 12-1哇。

9.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 , 3.32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11 0

10. (上清道類事中的， 1.7 '收於〈正統道藏) ，冊 42 。

11. (上清道類事本目卜 2.9 '收於〈正統道藏) ，冊 42 。

12. (上清道類事相) , 3.2 '收於〈正統道藏) ，冊 42 。

l3. (上清道類事相) , 4.9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42 。

14. (玉音法事卜 3.28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的。

15. 大淵忍爾對敦煌道經做了完整的整理。在 1962 年大淵忍爾編有〈敦煌道經日皇酌，著錄道經 370 件。而

在 1978 年大淵忍爾在此基礎上編黨成〈敦煌道經目錄編卜 1979 年又有〈敦煌道經圍錄編) ，收集的 496

份道教文書比原〈敦煌道經目錄〉增加三分之一。保留〈空洞靈章〉之敦煌道經有巴黎國立圖書館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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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下:

P.2399 卷首殘缺，卷尾題為「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車J '所殘存的經文為 244

f丁。
II x40 十 1622 十 1870 三碎片綴合，未見卷題。殘存的經文一共約 23 行，此相

當於 P.2399 抄本第 135-160 行。

S. 2915 '此卷本首尾皆殘缺，未見卷題，其筆跡與 II x1870 等抄本類似。其

殘存的經文一共有 57 行，相當於 P.2399 抄本第 172-228 行。

S.856哇，此本只存碎片，但存有尾題「空洞靈章J 四個字。(註 16)

整體看來，P.2399 與 S.2915 保存較完整，可以作為〈空洞靈車〉的文本基礎，

並以此文本基礎與各留存版本進行比對校正。王卡已將敦煌殘卷及〈無上祕要〉

卷二十九之引文加以校對彙集，收入於張繼禹主編之〈中華道藏〉第三冊中。(註 17)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目前現存的殘存文獻，包括了敦煌殘卷以及〈正統道藏〉之

相關引文，並無法拼湊出一個銜接完整的經典，其中文獻上的問題，下文有所討

論。目前較圓滿的作法是以 P.2399 與 S.2915 作為〈空洞靈章〉的文本基礎，而其

前缺部分再以〈無上秘要〉卷二十九與卷二十的〈空洞靈章〉引文彌補，但是後

二者與敦煌本是無法在文脈上接合的。因此，以目前的材料只能拼整出一個不甚

連貫的經典文本。

四、〈空洞靈章》的經典結構與文體形式

〈空洞靈章〉屬於文學式的讚頌文體，整部經典的文體可以大致區分為兩部

分，其一即是佔經典前部與後部的神話敘述，這個部份基本上屬於對話體，其問

雜有天界妓樂頌讚之描述，而對話人物為元始天尊與太上道君，最後還有十方飛

天神人登場。整個場景與模式可說是仿自佛教經典之敘事結構，而這也是大部分

靈寶經所採用之經典敘事框架。第二部份為三十二天帝之讚頌，採用的是頌讚體

和所蒐集的敦煌漢文文獻(簡稱 p)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所蒐集敦惶漢文文獻(簡稱 S) 、列寧格勒

亞洲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敦煜漢文文獻 (II x) 等。大淵忍薇， <敦埋道經一一目錄編} (東京:指武書店，

1978); <敦煌道經 園錄編} (東京:福武書店， 1979) 。

16. 王卡，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北京:中圓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是) ，頁凹的。

17. 張繼禹主編付中華道藏}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4) ，冊 3 '頁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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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體例不一，長者可達二十四句，短者十四旬，而主要又可分四言與五言

兩類。從形式上來看，這種文體類似於佛教的偈頌體 9 但是在內容上，這種對天

界靈文的讚頌卻是佛教經典所沒有的。因此整體看來，從體式與內容來看，可說

是佛教與道教交互借用之產物。從其內容來看，這似乎是一部很單純的經典，在

以上所說的兩個部份當中似乎沒有深奧的教理，也沒有繁複的神譜傳承 9 不過如

果仔細探討，就會發現其中包含許多相當複雜的問題。

首先，從現存的許多〈空洞靈章〉殘抄及引文來看， (空洞靈章〉的主體部分

無疑是三十二天帝的讚頌，而這個部份也是在現存文獻當中出入較少的，我們相

信三十二天帝讚頌不但是〈空洞靈車〉的最核心部份，同時也是最早成立的部份。

其次 9 在現存的敦煌本〈空洞靈章〉當中，於三十二天帝讚頌前後各有一段

神話敘述，而其前段敘述的卷首部分殘缺，因而前段神話敘述不全。查〈無上戚、

要〉卷二十九的〈空洞靈章〉引文則可以發現，此引文只存前段神話敘述，並無

後段的敘述。若進一步將此引文的前段敘述與敦煌本〈空洞靈章〉的前段敘述殘

文比對，可以發現兩段文字除了其中幾行一樣之外，整個敘述文字方式並不相同，

敦埋本〈空調靈章〉亦顯得繁接許多。但是如果因此推論〈無上祕要〉卷二十九

是初始版本，而敦煌本〈空洞靈章〉是增衍本，兩者是前後逐漸增加的線性過程，

我們認為這也是不合理的多因為〈無上祕要〉當中就保留了許多引文是卷二十九

所不存在的，其中〈無上祕要〉卷六就包含了相當於敦煌本〈空洞靈車〉後段敘

述的引文，這也間接證明〈無上祕要〉卷二十九只是一個節本。另外， (無上舵、要〉

除了卷二十九以外的引文有些是與敦煌本完全吻合的，有些則只是部分吻合，這

也說明〈無上祕要〉所依據的版本並非我們現在所可見的敦煌本〈空洞靈章〉。以

上都說明了〈空洞靈車〉除了主體的三十二天讚頌之外，其他部分可說是存在著

多種版本，而這些版本似乎無法以某個本子龔自某本子，或某本節錄自某本等這

樣單純的線性關係來統括。不過，就現存的文獻來看，敦煌本的〈空洞靈章〉雖

不是最完整的，但確實是最冗長的。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即文本並非一開始出現即定著不變，而

文本的發展也不是單線式的，從一個早期文本演變為另一個較晚的文本，其發展

更像是多線同時進行而交錯式的。因此，面對一個現存的經典文本時，首先就不

能理所當然地將之視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必須正視其背後複雜的發展與層層交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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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衍過程。因此，將〈正統道藏〉所保存的經典當作六朝時期的經典原貌，並

據此文本分析並盼定其時代的研究方法就有商榷之必要。我們需將文本視為一個

有機體，在歷史洪流中有增生、繁衍、變異、刪改等種種變化產生 9 而這種變化

也不是線性的?更可能是多線交錯的。(註 18)

五、《空洞靈章》的宇宙天界觀

〈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主體部分為三十二天帝的讚頌，而三十二天的

天界結構模式主要是以四方各八天的平面分布形式。這種天界模式也是〈度人經〉

及〈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等古靈寶經典所呈現的天界結構。而〈空洞靈章〉與〈度

人經〉除了三十二天之外，也提到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等來自佛教

的宇宙觀。不過這兩種天界模式的關係在這兩部經典當中並不是很清楚. (空洞靈

章〉提到 I自周旋三界之中，歷行卅二天，累經大運交周，天地成敗，隨運生

死，非復一反。」似乎暗示三十二天是分布在三界之中。在後來的經典之中，三

十二天模式與三界觀念結合並加以配置，而男外加上四梵天，進而形成三十六天

的形式，並被保留在〈雲笈七籤〉第二十一卷天地部的三界三十六天當中多成為

一種廣為人知的天界模式。(註 19)

18 近年來學者已開始關注道教經典的書志學研究，除了早期小林正美以及大淵豆、爾對這方面有諸多討論之

外，如Livia Kohn 與劉u乞皆透過《笑道論〉來建構北周時期的道經流傳狀況，並檢視當時道教經典與現

存經典的面貌差異，見 Livia Kohn, 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的α(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41 ;劉吃， <{笑道論〉引用道

典之書志學研究> ' {天問}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257-295 。而神塚淑子也透過佛教經典探

討諸如〈海空智藏經卜《元陽經〉之版本與其形成。見氏著<{海空智藏經〉與〈涅槃經〉 唐初道教

經典的佛教受容> ' {日本東方學} '1 (京都: 2007.9) ，頁 98一 132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道教經典雖然

在「出世J 後經過時空的變化而有各種增m 、變異、刪節等情形，實際上其初問世時也未必就是一部體

系完整的經典，其中可能複合了各種「經」、「符j 、「訣J '而其問世前已經流傳累積一段時間，並由某編

黨者加以整合彙編而出。有關這一點，下文會略為涉及。

19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上清經典與三十六天的天界模式有關，但是內涵上卻各有不同，如上清經典〈上清

外國放品青童內文》為三十六天系統，其結構為六方各六天，並將天地區分為上、中、下三部分，與靈

寶經三十二天在天界系統結構與名稱上皆不符。相關討論可見 Shu.wei Hsieh, Writing j示om Heaven: 
Celestial Writing Tradition in Six 1枷asties Daoist Tradition (Bloomington: Ph.D. dissertation of 
lndiana University, 2005), pp. 300-32哇-另外《上清闊天龍搞經〉只有在卷 4 提到三十二天與三十二帝

之觀念，其天界結構及名稱與靈寶經典所述棺間，但整部經典主要仍是以三十六天系統為主，其結構是

三境各十二天而成三十六天，且名相上亦與靈寶經之三十二天不符， <上清闊天龍搞經〉的天界是經過整

合，而且借用佛教名相與觀念較多的經典，並非葛洪與華僑所述之《龍搞經卜而現存版本亦多雜有後期

增衍之材料，較難以作為比較參考之材料。有關〈上清闊天龍為經〉可參考 Schipper， Kristof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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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靈實經當中所呈現的另一種天界即是以〈靈寶五符序〉為主的五方模式。

這種五方模式延續了漢代的五行思想多並依照三十節氣的排列，而各取其氣數配

置。(註 20)五方配置的平面模式與三十二天四方的排列概念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說

在古靈寶經當中就存在著矛盾而多重的天界系統。目前學界的研究多半集中在五

方的天界思想，對四方三十二天的探眾的相關研究較少，對這裡個天界系統之間

的關聯也未有論述。學者相信四方三十二天的天界觀與中國傳統的宇宙觀比較沒

有相承閱(系，因此這種天界組合模式是借用自佛教的天界觀念。不過，從〈空洞

靈章〉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主要的三十二天的天界系統之外，還隱含了五方天

界的觀念，因此可以說， (空洞靈車〉當中間時包含了三十二天、三界以及五方天

的天界系統而並行不悸。

而這兩個天界系統是如何並存的呢?整個〈空洞靈章〉的場景設定是在西那

玉國鬱察山浮羅之嶽 9 這個天界聖嶽是太上道君的道場，依據〈空洞靈章〉的敘

述，此國土又稱為「長樂福舍J '也稱為「大福堂國長樂舍Jo(註 21)據〈空洞靈章〉、

〈玄都大獻經〉與〈洞玄靈寶經〉所載，這是一個黃金薦地，白玉緣階，其子民皆

長壽，無有中夭，不履諸苦，不經八難的理想世界。(註 22)而〈空洞靈章〉一開場

即是太上道君在西那玉國清齋持戒，元始天尊領眾聖浮空而降，太上道君前禮要

求賜命披空洞之弦，不日自然之〈靈章} ，而天尊見此運會非常，乃普告三十二天，

Franciscus Verellen ed. ,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ρanion to the Daozang, pp. 1047 
1048 而關於這教天界觀發展的相關討論可見麥谷邦夫， <道教已打廿三3天界說ω諸相一一道教教理體

系化ω試;Jj. 之 ω關連芳、〉吋東洋學術研究> ， 27 別冊(東京: 1988) ，頁 71 。而蕭登福討論靈寶經典與上

清經典當中各種天界系統則將之區分為九玄三十六天、四梵三界三十二天、玉京山或九天外十方國土等

三部分來論述，並作詳細的比對。參考蕭登帽， {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8) , 

頁 4哇8-523 。

20. 陳昭吟， {早期道經諸天結構研究:以道藏本〈太上靈寶五符序〉為中心> (臺商:漢家出版社， 2006) , 

頁 123-174 0 

2l. {無上祕要卜 6.951 {洞玄靈寶經>: I元始天尊告五方道君曰此真文以龍漠之年，出於此土，時與

高上大聖玉宇者撰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因名此土為大福堂國、長樂之舍 0... ... ~J <無上祕要> '6.1 引〈洞

玄靈書經>: I太上道君在大福堂圓長樂會，七百五十萬劫。」此〈洞玄靈書經〉郎〈太上諸天鑫書度命

妙經卜收於〈正統道藏> '冊 2 。

22. {無上祕要卜 6.9 '收於〈正統道藏> '冊 42 '引〈洞玄靈寶經>: I其國土皆以融金灌地，四邊階道並是

碧玉，琉璃寶飾，光明映徹。是故此土男女長壽，無有中夭，不履諸苦，不經八難。 J {太上洞玄鑫寶三

元玉京玄都大獻經> 6一7: I元始天尊與太上道君、十方大堅飛天神王、七千二百四十童子，俱在西那玉

國鬱察之山浮羅之嶽長桑林中，敷黃金薦地，白玉緣陷，七寶琳琪，光明煥日，黃雲四纏，紫霞三臣，

香光纏奮， ~重[1益虛空。 J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 '收於〈正統道藏> '冊 10 0 <無上舵、要〉

29.1 引〈洞玄空洞室主章經>: I太上道君清齋持戒於西那玉國鬱察山浮羅之嶽，敷黃金薦地，自玉緣階，

七寶環路，光明煥日，黃雲四纏，紫霞三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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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真合和，披誦〈靈章) ，因而鋪陳出三十二天的〈空洞靈章) 0 

而在諸天誦完三十二天〈空洞靈車〉後，天尊又提到， I自此一慶 9 卅二天大

運周度，五帝易位。福德之運，當還舊單世界。北方有道，慶亦難稱今 o J 這裡

隱含了天地運度與諸天界之間的宇宙時間空間觀念，同時也暗示了在三十二天的

天界系統之外，還有一值以五帝為主的天界循環觀存在。此外，在〈空洞靈車〉

序言中亦提及 I上讚元始之玄奧，下欣五帝之寶明 o J 此段是〈空洞靈車〉之

主旨，足見五帝的地位與五方的觀念是隱含在此經當中，並且密切相關的。依據

〈洞玄靈書經) ，在龍漠、延康、赤明、開皇天地復位後，五帝分別在其天界國土

值一定的劫運:太上道君在大福堂國長樂舍，七百五十萬劫。蒼帝天君在東極碧

落空歌大浮黎國，九百九十萬劫。赤帝天君在南極禪黎世界赤明國，三十萬劫。

白帝天君在西極衛羅大堂世界極樂國，七百萬劫。黑帝天君在元福棄賢世界爵單

國，五百萬劫。(註 23)而這也是在三十二天之外的另一個天界系統。〈空洞靈章〉中

元始天尊這段話似乎可認為是在西那玉國的這個慶會之後，在四方的三十二天開

始周迴，劫運即進入男外一個週期，五帝換位，而福德之運轉至北方黑帝天君的

元福棄賢世界醬單國，因此云「北方有道」。換言之，作為四方分布的三十二天與

五方配置的五帝五天界除了代表了水平天界的分布之外，也蘊含了天地運度劫期

的週期與各天輪值的觀念。

古靈寶經中的五帝觀念可以追溯到漢代識緯的「五方天帝J '是國家祭記儀禮

制度的核心。而在古靈寶經當中則是透過「五老帝君」確立了「靈寶天書J 作為

神聖的本源，依據〈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 I五篇真文J 為宇宙世界之

本源，分別由「五老帝君」掌管侍衛，並輪值於各運度劫期。(註 24)如下文所將論

23. {無上祕要卜 6.1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妞，引〈洞玄靈書經}: ["天尊言龍漠之後，天地破壞，其

中渺渺，億劫王光，上元復色，下五復淵，風澤洞處，幽幽冥冥，元形元影，元極完窮，混沌元期，號

為延康，逮至赤明開光，天地復位;一劫之周，天地又壞，復元光明，五劫之中，幽幽冥冥，三~混沌，

乘運而生，逮至開皇，天地復位。太上道君在大福堂國長樂舍，七百五十萬劫。蒼帝天君在東極碧落空

歌大浮黎圈，九百九十萬劫。赤帝天君在南極禪黎世界赤明園，三十萬劫。白帝天君在西極衛羅大堂世

界極樂國，七百萬劫。黑帝天君在元福棄賢世界醫單圈，五百萬劫。 jJ

24 靈寶經當中「五老帝君」的淵源與神學上的重要性可以參考玉承文， <古靈寶經「五老帝君」與道教經教

學說的建構> '收於{2006 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昶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頁 233

-259 0亦可參見 GilR缸， Creation 01 Tradition: The Five Talismans 01 the Num的。us Treasure and 
the Formation 01 Early Daoism (Bloomington: Ph.D. dissertation of lndiana University, 2004), pp 
哇。5 是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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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從〈空洞靈章〉的內容來看，其所尊崇的仍是「五篇其文J '因而五帝與五方

天界自然是蘊藏於該經的宇宙圖式之中，而三十二天帝所讚頌的對象也是以靈文

為主，從這個角度來看，四方分布的三十二天與五方的五帝天界側重各有不時，

前者強調空間水平分布，而後者側重天地運度劫期的時間遇期與「五篇真文」的

神聖性。

六、〈空洞靈章》與其他經典的關係

〈空洞靈章〉作為古靈寶經之一，與其他靈寶經自然有相當關聯性，而從其

內容當中亦可看出與上清經典之間的關連性。與〈空洞靈車〉的內容與思想闊係

最深的應該是〈度人經j>(註 25)與〈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卜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群經

典的主要宇宙觀是三十二天，並且是以三十二天帝君、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

十方飛天神人等神祇為主要登場角色。其中〈空洞靈章〉除了開場以元始天尊與

太上大道君的對話起始外，整個經典的內容都是以「某某天帝君道經空洞靈章」

的標題排列，以三十二天帝的誦文為主要內容。而〈空洞靈章〉經典更是以元始

天尊與太上大道君以及十方飛天神人的對話為經典鋪陳框架。此外， {空洞靈章〉

當中對轉經、誦詠靈章的崇拜，與〈度人經〉亦如出一轍。〈空洞靈章〉在瓊音流

現時，描述天樂的場景，有如下一段文字:

日月星宿，一時同明。四眾調牙口，流灑芳津。天無氣窮，地無垢塵。玄

圖告應，靈瑞自然。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聾盲閥聰，六病並痊 o 死魂

歸根，枯骨成人。河海靜波，山岳吞姻。龍禽踴躍，魚烏鼓鱗 o 生死同

25. 有關〈度人經〉的研究參見 Michel Strickmann,“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品istoη 0/ Reli 
gions , 17.3-4(January, 1978), pp. 331-35吐; Stephen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ρtures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373-438 0 Strickmann 討論〈度人經〉從最初的一卷本到北

宋六十一卷本的發展，以及〈度人經〉在宋代被安置〈道藏〉之首的原因，揭示了北宋靈寶派的興起和

神霄派的醫係 o 福并康I1霞， <靈寶經ω研究) ，收於〈福井康順著作集> ' (京都:法藏館， 1987) ，卷 2 ' 
頁 341-450。福井氏的研究透過〈度人經〉研究東晉末年墨寶經的早期發展以及〈度人經〉的結構和內容。

有關度人經四法的研究，亦見砂山穗， <靈寶度人經四注ω成立主各注θ思想犯") 1; Jτ) ，收於〈晴唐道

教思想史研究> (東京:平河出版社 '1990) ，頁 272-304。此文探討了從南齊嚴東到唐代薛幽棲、李少微、

成玄笑對〈度人經〉思想的發揮及其與唐代重玄思潮的關係 o 蕭登福則對〈度人經〉之文本、思想與修

練法門有相關探討，見氏著〈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 '真 1033-11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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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手中欣欣。五苦成解 9 三徒并原。長離幽夜，史生天堂。是日良會，

始未有此。天功一暢，眾生度妙， 1匕載十方。

而在〈度人經〉當中，元始天尊說〈度人經〉時有如下之經德，與〈空洞靈

章〉有類似的敘述:

說經一桶，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閥聰;說經二

編?育者目明;說經三桶，唷者能言;說經四桶，跛病積達，皆能起行;

說經五編?久病痛疾，一時復行;說經六誦，髮白反黑，齒落史生;說

經之桶，老者反壯，少者皆強;說經八桶，婦人懷古圭?鳥獸含胎，已生

未生，皆得生成?說經九桶，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說經十桶，枯骨史

生，皆起成人。(吉主 26)

這兩段文字的對照可以發現許多共同點，部分用字用語甚至完全一致。再看

〈空洞靈章〉第五首當中有云 í一誦諸天禮，十轉桔骨生oJ 而第十九首云 í高

唱誦靈章，一遍諸天朝。十轉眾生度，苦魂反奮條。」第二十五首 í十轉i@玄，

法澤謗流。地藏發泄，金玉滿隅。死魂競歸 9 白骨生軀。 J 第三十一首 í一唱

眾仙和?十轉生死分。」更完全是符合〈度人經〉當中「說經一循，諸天大聖同

時稱善。 J í說經九循，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說經十偏 9 枯骨更生，皆起成人。」

的誦經經德模式。這說明這兩部經典都是基於同一種經典轉誦之信仰。

不過，這些經典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全然統一與一致，其中仍然存在著許多疑

點。首先， {度人經〉與〈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皆提到三十二天的天帝名諱，但是

〈空洞靈章〉並未提及天帝名諱;其次， {度人經〉與〈諸天內音自然玉宇〉之中

最核心的教義是三十二天的天書，也就是所謂的「大梵隱語J ' (註 27)被視為最神聖

神秘的天界文字，而〈諸天內音自然玉宇〉更是環繞著此「大梵隱語」而形成的

經典，但是〈空洞靈章〉卻隻字未提「大梵隱語h顯然「大梵隱語J 並非該經教

授的核心。但是這也並非說〈空洞靈章〉當中並無天書的崇拜觀念，從經文的內

26 晃《靈寶無量度人上晶妙經) , 1.1 '收於〈正統道藏) ，冊 1 0 

27. 大梵隱語指的是一種祕蒙文式的天書，在〈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云天書玉字，凝飛玄之氣

以成靈文，合八會以成音，和五合而成章。」見〈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泊， J攸於《正統道藏卜

冊 3 。這種天書的原型是先天氣，是宇宙的根源，並以「音」與「章」的形式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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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來看，其所尊崇的還是較古老的「五篇真文J 0 {空洞靈章〉第十首「黃塵招天

魔 9 赤書滅寒林 o J 第十一首「元始開圖，敷絡(落)五篇 o J 第十五首「長磨

迴仙，赤文攝魔。」第十八首「命靈盟五符，攝魔度仙秩 o J 第二十首「五帝承

符會，赤書朗長冥。」第二十二首「江由映高玄，煥落〈五篇〉舒。」第二十四

首「五符流煥，元公放威。」第二十五首「歷度開生，五帝煥符。」第三十二首

I{五文〉殖玄根，豁落諸天開 o J 等都是與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相關的天書崇拜，

顯然〈空洞靈章〉除了對三十二天的靈章讚頌之崇拜外，其中還蘊含了靈寶經典

最根本的赤書五篇真文的信仰。確實， {空洞靈章〉作為最早出世的二十一卷〈元

始舊經〉之一，其尊崇〈五篇真文〉的特性亦符合〈五篇真文〉的敘述 I{元始

自然赤書玉篇真文} ，開明之後，各付一文，安鎮五嶽 o 舊本封於玄都紫微宮，眾

真侍衛，置立玄科，有俯仰之儀。至五劫周末，乃傳太上大道君、高上大聖眾、

諸天至真，奉修靈文，敷演玄義，論解曲逮，有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玉訣二卷，

以立要用，悉封紫微上宮。 J (註 28)從靈寶經的神學體系來看，十部抄經都是自〈五

篇真文〉敷演而來。

而〈空洞靈車〉與〈度人經〉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如果我們打破一部經典

是一個整體的觀念，將〈度人經〉從〈元始靈書中篇〉起切分成兩個部份，就會

發現前半部與〈空洞靈章〉有很深的關連性。實際上， {度人經〉的前部分也是以

〈五篇真文〉為主的天書崇拜， {度人經〉云 I赤明開圖，連度自然，元始安鎮，

敷落五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 9 保制劫運 9 使天長存，梵琮彌羅，萬範開張，

元綱流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這與〈空洞靈章〉第十一首「元

始閱圈，敷絡(落)五篇。」觀念一致。

另外， (空洞靈章〉與上清經典也有一定的關係，在〈空洞靈章〉的三十二天

讚頌之中有許多援用上清經典的觀念。(註 29)例如〈淵通元謂天帝君道經空洞靈章〉

第廿六，該讚頌云 I金仙黃母，號日素靈。右俠月女，左帶扶生。七元吐光，

日童擲鈴。威振淵通，煥赫奔星。糖、監方方，受度仙庭。」其中「黃母J 與「素

28.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 3.15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2 。

29. 古靈寶經對上清經的借用己有相關討論，可參見 Stephen Bokenkamp,“Sources of the Ling自pao

Scriptures，"阿拉2-449. 不過各部經典對上清經典的借用狀況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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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J 皆是與上清相關之名號， (註 30)而「七元j 指的是「豁落七元」川擲鈴」則指

擲「流金火鈴J '此二者皆是上清經常出現的法器。(註 31)該讚頌又云: I欲得羽衣，

當識朱嬰。朱嬰相度，簡入華青。五帝撓別，降致飛耕。七祖同歡，俱行上清。 J

其中「朱嬰」為洞房中之神名， (註 32)也是上清存思系統中的神真，而「華清J 則

是上清經與靈寶經皆會提到的天宮名稱。(註 33)整首讚頌充滿上清經典的意象，而

該讚頌最後也總結為「七祖同歡，俱行上清oJ 標明了最終的境界是升上上清夭。

另外一個例子是〈太煥極瑤天帝君道經空洞靈章〉第十六，其中有 I迴風

混合，百神召無 0 公子執籍，太一度符。司命拔死，生骸起灰。逍遙七寶，林中

熙遊 o J 這當中顯然借用了上清經典〈大洞真經〉之中 I眾神徊風混化，共成

30. r金仙J 1.以為仙之位諧，見〈太上玉珮金璿太極金書上經> ' 1-2: r金仙秉誠，五帝仗膺，飛仙羽騎十億

萬人，執磨建節，羅兵萬纏。 J {太上玉珮金增太極金書上經> 1-2 ，收於〈正統道藏> '冊 2 0 {上清大洞

真經卜 4.15: r膨梁守命戶，長來護死門。上生玉房，受位金仙。天之玉堂，常接帝賢。」同書 6.3 云:

「與兆上昇'回轉金門 0 年同日德，體得金仙 o J 至於黃母，可見於〈雲笈七籤〉引用上清存恩之法〈太

上隱書八景飛經八法> '論及立秋之日存思西南方的元景太一淡天道君時須祝云: r元景上真，八道玄景。

上治黃母，下治兆身。」見〈雲笈七籤> 53.5 '收於〈正統道藏> '冊 37 0 至於「素靈」一詞，在上清與
靈寶經典中皆有指涉神真之名，或稱「素靈之女」或指「素靈之輩J '而在此頌之中， r素靈」即為「黃

母j 之號。上i育經典〈太上玉珮金璿太極金書上品的 '1: r{玉珮金1當太極金書卜〈玄真洞飛三景寶經> ' 
文彩鬱乎太霄，神光煥乎九天，玉章洞慧於紫虛，寶音;學朗於霞津。高上傳以素靈之女，太真贈以紫晨

之童，各三千人侍衛神文 o J 而靈寶經典〈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 ' 1.30: r七昂素天，中有元始

素靈之童，諱明石流，典〈白帝赤書真文> 0 素靈童長七寸，衣白羽衣，手執白旗，侍文右。學者應思此

神降己身，百日精念，靈真見形，所求立感。 j 此「素靈之女J 或「素靈之童」皆與傳授經典、侍衛神

文有關。此外， r素靈」在經典上亦可指上清經典〈太上素靈經> '其旨為修「三一」與「玄丹j 之法，

相關研究可參蕭登福， {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5) ，頁 369-402 。張超然，

〈系譜、教法及其整合: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 (憂北:團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2008) ，頁 60-73 。

31. r七元j 應為「豁落七元J '為上清經所描繪之法器， {上清大洞真經> ' 1.19: r次振左手三過，法振流金
火鈴:次振右手三過，法擲豁落七元... 承天履地，出入洞門。左振流鈴，右擲七元。帶金佩玉，仙衣

紛紛。八景羅列，策輿乘雲 0 萬遍朗遠，飛入帝晨。」而「擲鈴J 則指擲「流金火鈴J '亦為上清經所描

述之法器。

32. 見《無上祕要> ' 99.6 中引《洞真金真玉光八景飛經〉云 m背景素真，元始同靈。受化九元，含豆豆朱

嬰。徘徊玉輩，昇入紫清。輪轉八節，經度天經。削我元錄，保我南生。得乘飛賢，案巒綠餅。」畢，

何日因五系，止。行此i背景之道八年，致徘徊玉輩，下迎兆身，上昇太清 o J {上清大洞真經> ' 4.10: r皇

一上真，洞生丹房。朱嬰榮曜，發溢明光。太元之音，朗徹九空。玄金獨樂，振響玉良垠。上招玉景，協

我神堂。策處升飛，遊宴玉京。 J {上清眾經諮真聖祕﹒修洞房紫房中事及存九元七元法> '1 日，收於〈正

統道藏卜冊 11 0 r第二星中名中元宮，宮中有帝君，保胎化形:內績名太一三來笠，字羅朱嬰」同文亦

見〈上清五常變通萬化鬱冥經> '時，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10 。

33. r華青J 為天宮之名稱， {上清大洞真經卜l.5: r存東華六門治東壟山，周回三千里，門內有三宮，羅列

分明。第三宮玉華青宮，東海青華小章所治 o J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卜 3.9: r太玄上宮天真

眾仙常以冬至之日，上詣方諸東華青宮，會於東海青童金關上相至真大神，校定眾仙名錄，列言靈寶玄

都上宮。 J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品的， 1.7 '收於〈正統道藏> '冊 11 0 r丹書赤文，元始上精。普告

天下，九土皇靈。今日上告，萬仙定生。我願我仙，請投玉名。土府太皇，勒除罪刑。奏簡上宮，列簿

華青。早得飛騰，天地同靈。九而且積親，腐骸更榮。魂升南宮，受化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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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帝一尊君。」的「徊風混合帝一祕訣」的存思之法。(註 3的而據〈上清大洞真經〉

中的「大洞帝一尊君消魔玉符j 法云 I存呼尊君內諱名字，徊風混合，結成道

真，把籍符籍，度命長延，千變萬化，昇入九玄，七而且解脫，反胎三天，與帝同

休，舉形皆仙。 J (註 35)在上清經典中是透過個人修煉徊風混合帝一之法，使九玄七

祖得以解脫，達至三天而成仙。(註 36)這與靈寶經典當中以轉經唱誦作為大乘救度

之道，以救度七租，使之昇登南宮，進而成仙的觀念有著根本的差異。在〈空洞

靈童〉顯然援引了「徊風混合帝一」之法以符合靈寶的救度之道，並使之成為救

度法門之一。

此外，此讚頌還提到公子、太一、司命等神名，而這也是源於上清經典。〈上

清大洞真經〉云 I九宮森羅，丹樓五悶。嬰兒六焉，盈潤清淵。太一凝血，司

命鎮魂。桃康備魄，養光命門。公子撓精，洞陽迴神。九真保骨，太素理真。百

節萬液，千門開關 o J (註 37) 此處言體內神之存思，公子、太一、司命等皆是體內神，

(註 38)而在〈空洞靈章〉之中「公子執籍，太一度符。司命拔死」則成為一種命籍

拔度觀念。這與〈度人經〉之中「真中有神:長生大君、無英公子、自元尊神、

太一可命、桃康合延，執符把室晨，保命生根 o J 的敘述較接近， (度人經〉當中的

太一等神同時遊於上清天中，並可入人身中，至泥丸緯宮等處總理五焉，而同時

又可令死魂生身，救度至諸天之上。此正與〈空洞靈章〉中將公子、太一、司命

等神與掌管命籍以及度脫拔死 9 進而能度魂至玉京山七寶林中消遙之觀念接近。

整體看起來， (空洞靈章〉與〈度人經〉前半部有密切的關連，這兩部經典共

享了類似的神譜、天界觀、救度觀、轉經功德、以及對〈五篇真文〉的尊崇。而

〈諸天內音自然玉宇〉雖然也是以三十二天的天界結構為基礎，但是此經主要重點

仍是在「大梵隱語J '也囡此與〈度人經〉後半部的關係較深，可說是〈度人經〉

34. 見〈上清大洞真經) , 6.16-17 。

35. 見〈上j曹大洞真經} , 6.15 。亦見〈雲笈七籤卜 42.24 所記之「存大謂真經法j 云 I黃氣協神真，精魂

對帝子。太一度命籍，五符固不死。真仙帶晨暉，徊風返形始。拔苦出七祖，同歡九玄里。」

36. I徊風混合帝-J 是存思〈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之眾神真，並令身中諸神混合為「帝-J' 而「帝一」吐

徊風之氣入吾人身中，使身心轉化。有關「徊風混合帝-J' 見蕭登福， <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卜頁 123

126 、 181-182 、 400-402 。

37. <上清大洞真經卜 6.11 0 

38. I公子」、「太-J 、「司命」或與上清經典身中諸神「五英公子」、「太一君」、「司命丈人J 有關聯，相關討

論參見蕭登福， <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 ，頁 199-248。而在〈度人經〉當中也運用了這些神真同時指涉了

天界與人身中的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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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部的延伸與註解，反而與〈空洞靈章〉的關係較遠。再仔細比較〈空洞靈章〉

與〈度人經〉則可以發現，前者由於是讚頌體式多整體所呈現的內容較為素樸，

除了五篇真文、三十二天靈章的崇拜外，還包含了許多上清經典的名相與觀念;

而後者呈現的是一個相對複雜的神系圖像，三十二天帝也只是神譜的一值部份，

與十方元極天真大神、十方至真飛天神玉、五斗、五帝、五帝大魔等諸聖眾並殉，

在內容上除了轉經功德外，也包含三界魔王歌章、末劫修齋等諸多觀念。可以推

斷的是， {空洞靈章〉與〈度人經〉主要部份完成的時間應該相去不遠。

七、《空調靈章》的核心思想

前論及〈空洞靈車〉是一部文學式的讚頌文體，但是其中還是蘊含了靈寶經

典的教理， (空洞靈車〉之核心思想可以從經典之前後神話部分以及三十二天帝讚

頌辭章中分析而得出。首先，各章題名皆作「某某天帝君道經空洞靈章打似指〈空

洞靈章〉的讚頌是諸天帝君所作。而整個〈空洞靈章〉又分為音樂與歌詞兩個部

分，音樂的部分下文會有分析，而諸天帝君所創作的部分即是歌詞的部分。〈無上

秘要〉卷二十九引〈空洞靈車〉前序云:

元始天尊皆諸天大聖、十方至真元極神王、天仙、飛仙、地仙、五帝真

人 ， ì.手空降席，流光朗i說，二景冥令。太上道君不勝喜悅，前進作禮，

上白天尊 I今日眾聖迴降空山，群真歡樂，不比於常，伏願天尊賜命

西宮上玄真人披空洞之弦，和自然之《靈章)) ，使未見者見，未聞者悶。」

天尊歡喜而言 1<< 空洞靈章卜諸天玉音，上宮所重，祕不下傳。今既

良議，歡樂難稱，連非常會多理不容藏。今當普告三十二天，齊真令和，

披誦《靈章)) 0 J 於是道君稽首稱慶，諸天歡喜而各作頌曰:

而敦煌本 P.2399 的前序亦提到「今既良宴 9 歡樂難稱。運非常會，理不容藏。

今當普告卅二天，齊真合和，披誦〈靈章} 0 J I道君稽首稱慶，俯掌和〈空洞} ; 

諸天普歡喜，而各作頌曰: ...... J 等。這些都說明〈空洞靈章〉之讚頌為諸天帝

君為搭配諸天玉音所創作之讚詞。至於讚誦的主旨，依據後序則云 I上聖歡樂，

各誦〈靈章卜披〈空洞〉之微辭，以和五合之宮商。上讚元始之玄奧，下欣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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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寶明。」所謂「上讚元始之玄奧」在〈五篇真文〉中云 i{元始自然赤書玉篇

真文} , ...眾真並以上合天慶之日 9 清齋持戒，上會玄都，朝禮天文，誦經行道 9

上讚元始自然之章，中和三元洞明之氣，下慶神真大慈之教。道在則尊，唯清為

貴，故齋戒存其檢行。 J (註 39)此中「上讚元始自然之章」或許就是〈空洞靈章〉讚

頌之主旨「上讚元始之玄奧J 0依據宋文明所言 9 包含〈空洞靈章〉在內的「第三

篇目 J '都是「明天功之廣被J 0 因此， {空洞靈車〉的主旨應該是讚頌靈章或靈文

的功德，這也是三十二天帝君讚誦的對象。

再以讚頌的內容來看 9 其讚辭大致上都循著一定的模式而構成。這種模式大

體可分為三個部份，讚頌一開始都是描寫該天界之形成，其中蘊含了宇宙生成論

以及氣化論的觀念，並將天界的名稱放入讚頌的前幾句之中。其次描繪眾聖於天

界之讚歌，或者其他道法與天界聖景之描述。第三部份則展現讚歌或法門之救度

功德，致使九幽開夜 9 而死骸生軀 9 拔度死魂升至南宮，進而升登於天界禮堂，

並與諸天聖眾遨遊於天界聖山與宮室之間。而這種救度可溯及七祖，並遍及在九

幽的一切眾生。

從這種論述模式可以看出〈空洞靈章〉的核心思想主要為救度，救度的對象

是七祖乃至所有在九幽之府受苦的生靈，其救度的方法是透過經典轉誦，以經典

的轉誦力量使地獄的苦魂可以拔度而出，脫離苦難 9 升至天界福堂，達到神仙的

境界。這是一種大乘的救度之道，靈寶經發展出來的一種大乘經典救度之法。

〈空洞靈章〉最後提到誦〈空洞靈車〉之功德時提到:

上聖歡樂，各誦《靈章>> '披《空洞》之微辭，以和五令之宮商。上讚元

始之玄奧，下欣五帝之寶明。大法既暢， ì-幸被十方，九幽開夜，拔諸苦

根 0 天減簡遠，地絕對魂。三徒並解，五道清閑。一國男女?皆得長年，

歸宗大化，普入法門，預以有心 9 皆得神仙。

有問諸天大聖《靈章》之音，皆福延方租，死魂昇天，身受減度，名入

紫宮，與福因緣 9 世世生仙，門戶清貴，方耶敢干，鬼故伏爽，三界侍

門，神祇營護，所向從心，吐吐不絕，長事無窮。世有其文，國土太平。

39. 見〈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 3.15 '收於《正統道藏卜冊 2 。



是8 清華 報

善f言男女，香燈供養，見世光明，身入無為，受福自然。若能長齋，誦

啄《靈章)) ，方遍道成，身生水犬，立致飛行。

從經典的敘述來看，整個救度的核心在於〈空洞靈章〉之唱誦，而透過頌唱

使得苦魂得以受到救度，而升至天界成為神仙。而這其中又可分為屬於音樂的部

分，以及屬於歌詞的部份，從以上第二段文字以及〈空洞靈章〉起始的妓樂功德

描述來看，單單是神聖音聲就足以使死魂獲得救贖，進而升天名入紫宮。此外，

在敦煌本〈空洞靈章〉的前序中 9 西華玉女、景華真人彈奏天樂後便有妓樂功德

的顯現，之後才由「道君稽首稱慶， í府掌和〈空洞y ;諸天普歡喜，而各作頌J ' 
這亦形成神聖音聲即有功德的觀念。這種神聖音聲與頌讚功德的信仰在中國的宗

教中是相當特別的，事實上這種信仰更接近印度婆羅門的宗教特質，下文會有進

一步討論。

這裡我們首先來看靈寶經典對救度方法的重新界定。前已提及上清經典諸如

〈上清大洞真經〉是透過個人修煉徊風混合帝一之法，使九玄七祖得以解脫，達至

三天而成仙。而這種透過個人修煉使祖先得到救度，到靈寶經典當中轉化成為以

轉經唱誦以救度七租，使之昇登南宮進而成仙，甚至可以救度一切苦魂的大乘救

度之道。這種大乘救度的基礎來自於靈寶經的神聖基礎「天文J '而這種「天文」

在形式上可以是「赤書五篇真文J 、「大梵隱語」或「空洞靈章j 等，而其和合五

音即成因韻形式，被稱為「玉音J 、「內音」、「洞章J 等。由於這種「天文J 為宇

宙之根源，自宇宙形成就已存在，也是經典的神聖基礎。因而轉誦吟詠此天文自

然有救度之功德。在靈寶經典中，這種「玉音」有著立天地之功，成一切諸神，

並能開度生死，拔度死魂，其化度普及一切，無偏無私，因此稱之為「大乘J 0 (註 40)

〈空洞靈章〉中〈始皇孝芒天頌〉云 I五帝承符會，赤書朗長冥 o 十部大乘門，

眾聖誦洞經。飛步旋玄都，三洞繞宮城。神王稽首唱，魔王伏真形。三徒息不掠，

朽骸自然榮。南堂多福賓，世為歡樂庭 o J 從這段讚頌之文可知其救度的根源與

基礎在於真文赤書乃至靈寶十部妙經，而透過兩申真聖眾之諷誦洞經，非但能使魔

40. 見〈無上舵、要} , 24.5 引〈洞玄諸天內音經}: r靈書八會字，五音合成章。天真解妙韻，取取大有通。

玉音難為譬，普成天地功。上植諸天根，落落神仙宗。中演玄洞府，坦然八幽房。開度生死命，拔出長

夜公。地獄五苦解，刀山不生鋒。五道無對魂，億劫並少章。堂堂大乘化，一切不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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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伏首，並能令死魂固骸，登升至天界福堂。在實踐的層面上，靈寶經典已揭示

在所有修習的齋法之中，靈寶齋是功德最殊勝的，而修學靈寶齋者都是「大乘之

士J ，c註 41)這當中也隱含了在實踐上的意義，也就是唱誦並非只是個人的宗教修行

或修養，而是必須結合靈寶齋法以及儀式實踐。在齋法與科儀之中，透過轉經唱

諦，達到宗教救度之目的。

〈空洞靈章〉的唱誦功德與大乘救度觀念並不只存在於六朝的古靈寶經之中，

在後來宋代的科儀經典中也運用了〈空洞靈章> 0南宋林靈真編的〈靈寶領教濟度

金書〉卷一百三十〈經法煉度儀〉當中，在將亡靈水火煉度以後，須將亡靈保舉

上升三界以登大羅天，此時要發符保舉，使升金闕，並請三十二天降下妙果以淨

其根塵，布神輝以清其結習，使亡靈能扶搖直上於虛玄。(註 42)在儀式中，需依序

啟請三十二天中的某天某宮下降某蕉，為所度亡靈淨其根，歷闊天中，度命登真，

隨後焚符，並唱誦相應之天的〈空洞靈章> 0 惜的)如此依序完成三十二天，誦完三

十二首〈空洞靈章〉。其惜在第六天之後、第二十四天之後、第二十八天之後分別

插入欲界、色界、無色界的魔王歌章，先啟請某界魔王使所度亡靈過度該界，免

試其身，其後焚符並誦該界魔王章。(註 44)整個儀式的目的是在三十二天的降眾清

淨亡靈根塵結習中，歷經諸天而通過三界，進而上升上清之境，進入大羅之都。

(註 45)而這當中巧妙地運用了〈空洞靈章〉以及〈度人經〉當中三界魔王歌章的歌

頌形式，並與靈寶的救度儀式相結合。

八、《空洞靈章〉的音誦特性

〈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主體部分為三十二天的讚頌，麥谷邦夫在〈道

教巳打付之3 天界說ω諸相道教教理體系化ω試系之 ω關連芳、〉一文當中曾提

到，諸如〈九天生前申章經〉等許多道教經典對天界的讚頌或咒詞，是佛教經典當

是1 見〈無上祕要卜 47.l -2 引〈洞玄請問上經): r高上老子曰夫道家所先，莫近于齋。齋法甚多，大

用小異。其功德護者，唯太上靈寶齋，但世希能學之矣。學之者皆大乘之士，前世積慶所鐘，去仙近也。

又有三天齋法，與靈寶相似。 jJ

42.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 l30.1品，收入〈正統道藏) ，時 12-1哇。

哇3.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 130.1帥，收入〈正統道藏卜冊 12-14 0 

44.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 130.19b; 28a七月的，收入〈正統道藏) ，冊 12-14 0 

45.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 l30.33b '收入〈正統道藏) ，冊 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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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看不到的特質。(註 46)而在經典的構成中， (空洞靈章〉除了顯示為一種對天界

即其神聖樂音的讚頌外，還具有一個特殊的特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種音樂形式，

以音詣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也是靈寶經典的最大特色之一。

〈空洞靈章〉的音樂特質呈現在其天音的神聖力量，屬於一種天界的神聖樂

音 0 元始天尊命「西華金靈上宮飛玄玉女、景皇真人，彈五合之琴、景龍云散，

吹九鳳之簫，鼓神州之笙。諸天各奏，神龍妓樂，無缺數種。瓊音逸朗，流激千

尋。」神聖樂音的流瀉使得日月星宿?一時同明:玄圖靈瑞紛紛出現，地藏發泄，

金玉露形;甚至能使死魂歸根，枯骨成人，令死者五苦咸解，遠離幽夜而更生天

堂。而諸天帝所作的三十二誦也是和此玄妙的空洞之音。

〈空洞靈章〉這種神聖音樂對應讚頌歌詞的形式與〈度人經〉以及〈諸天內

音自然玉字〉當中「大梵隱語」當中一個內音對應一個天文的形式有所不同。而

〈無上秘要〉卷二十九引〈空洞靈章〉前序所言〈空洞靈章〉為「諸天玉音J '指

的亦是一種神聖音樂形式 9 在諸天帝作讚誦之前已存在，諸天帝君是將原本已存

在的玉音披誦出來。如前所言， I諸天歡喜，各作頌日J '以及依據後序所說的:

「上聖歡樂，各誦〈靈車卜披〈空洞〉之微辭，以和五合之宮商 o J 皆顯示讚頌

之詞的部分是諸天帝君所作。

這種神聖世界的音樂描寫形式可能源自於佛教經典當中諸天妓樂的描繪以及

上清經典當中仙真世界鼓樂唱和的場景。在佛教經典當中，諸天妓樂本是指釋迦

牟尼說法之時，乾閹婆(Gandharva) 等天界樂神演奏天樂以為供養。佛教經典

對諸天妓樂常有豐富的描繪，西晉竺法護所譯〈正法華經〉去 I彈琴笙慎，饒

鏡應弦，箏笛吹笙 9 激發妙音，皆以一心，不為眾吏，緣是悉致，寂然悅豫。 J (註 47)

而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則云 I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笙

模、琵琶鏡銅鈑?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瞋頌佛德，乃至一

小音，皆已成佛道。 J (註 48)這種諸天妓樂的意象也表現在佛教藝術諸如石窟、造像

碑等飛天妓樂藝手jtJ表現上，同時也表現在供養儀式等。

必.麥谷邦夫， <道教tζ 扣 V:T 志天界說ω諸相一道教教理體系化仿試瓜匕 ω關連芳、> ' {東洋學術研究卜 27 那

冊，頁 71 0

c 見 T263 ， 9, 71b27-29 '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7) 。

鉤，見 T262 ， 9, 9a13一呵，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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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教經典中的妓樂描繪最早以上清經典為主，在上清的聖傳如〈茅君內傳〉

與東晉中葉之〈漢武內傳〉等 9 其中西王母出現時也呈現了妓樂的場景 9 而這些

妓樂場面描寫是於東晉中期在早期的相闊的茅君、漢武故事材料上，借用了佛教

諸天妓樂之描繪加以演繹轉化而成，從此成為上清經典降真時場景描寫的模式。

佳的)而降真妓樂的描寫也成為上清經典的主要特色之一， {無上稅、要﹒仙歌品〉所

引用的就幾乎是以上清經為主，而上清派的類書〈上清道寶經〉並特別將妓樂列

為一品，突顯了妓樂的特殊性。〈無上秘要〉引用劉宋顧歡所輯錄的〈道跡經〉云:

面王母為茅盈作樂，命侍女王上莘彈八球之歇，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

之笙 9 又命侍女石公于擊昆庭之金，又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璜?又命

侍女琉絕青~{t吾陵之石，又命侍女范成君拍洞陰之聲 9 又命侍女民安香

作纏使之鈞，於是眾聲徹令，靈音駭空。王母命侍女于善賓、李龍謗、歌

玄雲之曲。(泣 50)

太才亟真人先命北寒玉女宋耳語消彈九氣之敬，方諸青童又命束莘玉女燕景

珠擊西盈之鐘，扶桑賜谷神玉又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吸之簫，清虛真

人又命飛玄玉女鮮于靈金椅九合玉節。於是太拒真人發〈飛空之歌〉一

章。(註 51)

這兩段文字描繪了他真作樂，而仙界女侍奏樂，形成一個樂團的形制，所用

的樂器包含了敢、金、璜、石、馨、鈞、鐘、簫、節等，囊括了弦樂、管樂、敲

擊樂等多種樂器，構成上清降真時龐大的妓樂場面。這種融合了龐大陣仗的仙真

儀駕以及諸天妓樂的音樂演奏除了是一種文學性表現 9 同時也是修煉者存思冥想

49. 相關討論見李豐棚， <北周建德元年李四海等造元始天尊碑記及妓樂團考> '收於李:悼然、陳萬成主編，

〈道苑繽紛錄(柳存仁教授八十五歲祝壽論文集))(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2) ，頁 52-90 。

50. ~無上秘要﹒仙歌品> ' 20.15 引〈道跡經》。
51. <雲笈七籤> ' 96.9-10 引〈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 r四真人降魏夫人靜室，教神真之道，授《黃庭〉
等經。因設酒館，四真吟唱。太極真人先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彈九氣之澈，方諸青童又命東華玉女燕景珠

擊西盈之鐘，扶桑賜谷神玉又命雲林玉女質屈庭吹鳳映之簫，清虛真人又命飛玄玉女鮮于靈金如九合玉

節。於是太極真人發〈飛空之歌〉一章。」亦見〈無上秘要﹒仙歌品卜 20.15-16 引〈道跡經> '推測此

為楊羲真話之文。此〈無上秘要〉與〈雲笈七籤〉轉引〈道跡經〉的兩種文字分別出自〈太元真人茅君

內傳〉與〈南嶽夫人內傳> ' <遺跡經〉亦是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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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真時影像音聲交揉的宗教體驗狀態。(註 52)此外，這種諸天妓樂場景也被刻畫描

繪於道教的造像之中。(註 53)

後一段文字與〈空洞靈車〉有著共同的出場人物飛玄玉女，擔任的是擊節的

角色。但是從整體妓樂的敘述來看， <道跡經〉所記述的只是很單純地表現仙界樂

奏與唱和的場面，末將仙樂神聖化，也無任何神秘的效力與拯救功能，其目的只

是和仙真所唱誦之辭章;然而在〈空洞靈章〉中，諸天妓樂所呈現之天界瓊音被

描繪為具有使日月生輝、瑞應顯現、死魂生天之種種神效。從仙界奏樂唱和到具

有神妙天音 9 這其中的轉化顯示著神聖權威的來源與神學基礎已經有所改變。這

似乎可以推斷，靈寶經典對天界樂音的描繪是基於上清經典的妓樂場景而更推進

了一個新的宗教層次，而這種轉化主要來自靈寶經「天音」、「天書」的神聖觀。

這種觀念可以從最古老的靈寶經典之一的〈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當中

窺見。〈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云: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出於空洞自然之中，生天立地，開化神明，上謂之靈;

施鎮五段，安國長存，下謂之寶。靈寶玄妙，為萬物之尊。元始閉圈，

上放十二靈瑞，下發二十四應。一者，是時無天無地，幽幽冥冥，靈文

時藹，無有祖宗，運推自來，為萬氣之根，空洞結真，氣清高澄，成天

廣霆，帳鼓白玄。二者，是時二象分儀，氣流下凝，開張厚載，一時成

形。三者，是時三萬六千日月，一時同明，照曜諸天，無幽不傲。四者，

是時上聖大神、妙行真人，無拱數眾，朝禮玉庭，旋行太虛，讚誦靈丈。

五者，天發自然妓樂，千百萬種，一時同作，激朗雲宮，上慶神真。六

者，靈風百詠，空生十方，宮商相干口，皆成洞章。(註 54)

這段文字清楚地體現了天書與天音天樂之間的關連性，並結合了道教的宇宙

生成論，元始五老赤書玉篇在宇宙渾沌之時生於空洞自然之中，隨後元始開圈，

52. 這種儀駕場面的描寫也廣泛出現在靈寶經典之中，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卜1.7 云「十方至真飛夫神

主、長生大聖、王量大神，並乘飛雲、丹輿綠室主、羽蓋瓊輸，膠駕朱鳳、五色玄龍，建九色之節、十絕

靈擒，前瞬九鳳齊唱，後吹八彎同鳴，獅子白鶴，嘯歌誼通，五老啟途，群仙翼轅， {;意乘萬騎，浮空而

來，傾光迴價。 J

53. 李豐楞， <北周建德元年李元海等造元始天尊碑記及妓樂圓考> (東方宗教學會主辦， r東方宗教討論會第

七屆年會J '臺北， 1997 年 11 月) ，頁泣。

54.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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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天地逐漸形成，日月間明，隨即諸聖真朝禮玉庭，並讚頌靈文，而天發自然

妓樂，靈風百詠，宮商相和，進而形成洞章。因此，在天書靈文形成後，聖真即

讚誦此靈文，天界自然產生妓樂，搭配靈風之詠，相合形成洞章，也就是天書的

音樂歌詠形式。在這段十二軍瑞的敘述中，出現三種音樂與頌詠形式，其一是諸

上聖真人對靈文的讚頌，其二是天界所發自然妓樂，其三是靈風百詠所成之洞章。

〈空洞靈章〉的自然靈章相當於上述第二的自然妓樂，而三十二天帝讚頌相當於上

述第一的諸上聖真人對靈文之讚頌。其三的靈風百詠接近〈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

經〉當中所描述的靈風吹過玉京山上七寶華林，其林上八寶振擊所形成的樂音。

(註 55)

這種結合天書、宇宙生成與天音詠誦的結構也出現在〈度人經〉之中，在〈度

人經〉中大梵被視為在宇宙初開的渾沌狀態，經過長遠的劫運，開展出五篇真文、

赤書玉字等天書，其後梵豆豆羅布，於是諸天形成 9 眾神列位，天地的運度於是開

始。該經云:

i冥津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圈，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敷落五篇、赤

書玉宇、八成龍文，保制劫逞，使天長存，梵燕彌羅，萬範開張， ...玄

中太皇，上帝高真，汎景太霞，嘯詠洞章，金真朗郁，流響雲營，玉音

攝辰，靈風聚煙，紫虛鬱秀，輔翼萬仙，千和萬令，自然成真。(註 56)

這種天書的歌詠形式，即稱為「洞章J ~ I靈章」、「空洞歌章」或「空洞靈車」。

實際上「章」本身即有詩歌、樂曲之意， (註 57)而在靈寶經當中， I洞章」更常被描

繪為「五合宮商J '這也說明「空洞靈章J 本身就是一種音誦形式，結合了音樂與

詩歌讚頌。由此看來， I空洞靈章」一詞在諸多經典當中是作為普通名詞使用，指

55. 見〈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去，(玉京)山上七寶華林，光色煒暉，朱寶燦鱗，悉是金、銀、珠玉、

水晶、琉璃、車渠、瑪E筒，靈風振之，其音自成宮商，雅妙宛絕。 J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卜l.1' 收

入〈正統道藏卜冊 58 。

56.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 1.1。一 11 0

57. ，章」字從「音」從「十J '章指的是詩歌或樂曲的段落。〈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 ?J 杜預注，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J <左傳﹒丈公十三年): ，子家賦〈載馳〉

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J (雲笈七籤) , 96.9~ 10 引〈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 ，四真人降

魏夫人靜室，教神長之道，授〈黃庭〉等經。因設酒館，四真吟唱。......於是太極真人發〈飛空之歌〉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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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是一種音誦形式，只有在少數靈寶經典或相關引文當中才是特定指〈太上

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之中三十二天帝的讚頌。在許多靈寶經典當中，這種「洞

章」等也是天界諸聖眾朝真步虛時所要誦詠的。〈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云 I靈圖既煥，萬帝朝真，飛空步虛，旋行上宮，燒香散華，口詠靈章。 J (註 58)

而這種模式描繪最清楚的就是〈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經云:

諸大聖帝王、高仙真人、無革央數眾，一月三朝其上，燒自然梅檀反生靈

香，飛仙散花，旋燒七寶玄臺三月臣，誦詠空洞歌章。是時諸天奏樂，

百千萬妓，雲玉說朗傲，其妃齊唱而激節，仙童;東顏而清歌?玉女徐進而

拼譴 9 放窈窕而流舞，翩翩誰說而容裔也。(註 59)

這種朝真步虛，語詠空洞歌章，諸天妓樂的場景，後來也成為道教科儀當中

的重要環節，模擬天界眾聖朝元，步虛旋繞玉京山，誦詠靈章的場面，在靈寶齋

法的科儀中，就以步虛詞配合徐緩的樂音，諸道眾就在唱誦與音樂中旋繞香爐以

象徵昇登玉京山至天界宮闕，成為結合音樂、舞步、誦詠、朝拜的莊嚴宗教儀禮。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在論及靈寶齋法時，提到: I齋人以次左行，

旋繞香爐三臣，畢。是時當口詠步虛揖無披空洞章。所以旋繞者，上法玄根無上

玉洞之天大羅夫上，太上大道君所治七寶自然之臺，無上諸真人，持齋誦詠，旋

繞太上七寶之臺。今法之焉。 J 這說明整個齋法當中玄繞香爐的儀節即是模擬眾

聖朝元，步虛旋繞玉京山的場景，而其中所不可或缺的就是誦詠步虛並運用空洞

歌章。(註 60)

在靈寶經典之中，這種音誦源白天界的歌頌， {空洞靈童〉云 I上聖歡樂，

各誦靈章，披空洞之微辭，以和五合之宮商，上讚元始之玄奧，下欣五帝之寶明。 J

而〈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描繪諸天聖帝旋繞七寶玄臺，諸天奏樂，誦詠空

洞歌章的情景亦成為道教經頌的原始模型。〈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引用〈太上

玉經隱注〉曰 I讀經之法:法中夏之音，此是九天之正音也。第六十四大梵讚

經，諷誦制聲，亦是正音。讀經之音，當法此正音。 J 仙公曰 I老子西化胡，

58. 見《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1.1 0

59 見〈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 1 。
60. 有關討論亦可見陳國符， <道樂考略稿> '收於〈道藏源流考)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頁 291-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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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國讀經時，多是大梵天音也，適道士所好者耳。 J (註 61)這段文字首先強調讀經

之時要用中夏之音，也就是當時中原的發音，這裡將之界定為「九天之正音」。而

文中提到「大梵讚經」是屬於諷誦制聲 9 這種以大梵之音制作諷誦的讚經與佛教

經典當中融合音樂偈頌文體有關，這種音樂性的贊頌也稱之為「梵隕J 0 {上清太

極隱注玉經寶訣〉強調這種受梵瞋音韻影響所制誦聲也是「正音J '並引用葛仙公

的話聲稱大梵天音是老子西行化胡時因應外國修行者偏好所用的。這種說法正好

與佛教〈五分律〉當中論及誦讀佛經之法時引用佛陀所云 I聽隨國音誦讀，但

不得連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道語。 J (註 62)互相呼應。至於這種大梵天音的形式

與音韻，該經又引用〈太上玉經隱注〉曰 I緣那羅衛之國崑崙人鳥之山，元始

天玉所別治七寶宮室，高臺凌天，西王母初學道亦登此山。...其山眾聖誦經，皆

大梵天制音，不哀不傷，不遲不疾，弘雅要妙，聞者融然。崑崙山上諸仙多作中

夏九天誦詠步蕭條遠暢，清音泠朗，聽者霄絕，使人忘惰。時會眾仙歌詠洞玄 9

合讀齊唱，新聲激響，窈窕遐閉，揚藻空洞，虛絃鳴彈，而玉清感悅矣。故讀經，

上真之所重也oJ(註 63)此經明顯地將念誦經典的音韻區分為兩種型態，而這兩種音

韻皆來白天界聖山崑崙人烏之山，其中眾聖是以大梵天所制之音來誦經，其特色

是速度平穩，音韻不哀傷，優雅美妙。而此聖山的諸仙誦詠時則是用中夏九天之

音韻，其特色是歌聲悠揚清朗，偏向北方聲腔的曲調。(註 64)從這段描述可以推測

當時道教所使用的誦經音韻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中原音韻的曲調，另一種則

是來自印度的梵嗔 o 而印度梵明經過漢末隨佛教傳入，至東晉時期己經廣泛在江

南流行，梵隕的形式也已經相當程度地中國化 9 並已在寺廟科儀中普遍使用。自

晉代到宋，建康等地梵隕流行日盛，梵嗔高僧輩出，如建康白馬寺的僧徒，頗有

文才雜藝，尤其愛好唱誦，聲音「響調優游，和雅哀亮J 刊每清梵一舉，輒道俗

61 見《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卜的 7且，收入〈正統道藏) ，冊 11 0

62. {五分律) , T22:39c 0 

63. 見〈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 , 9a “ b 0 

“.陳國符曾討論到道樂時引用南宋呂太古所集之〈道門通教必用集卜說到北魏寇謙之所得雲中音諦新科經

戒，其中「音誦」即「華夏頌步虛聲J 。在唐代依據張萬福與杜光庭之齋瞧儀，道樂曲調僅有華夏讚及步

虛詞;而宋代《玉音法事〉谷中提到華夏讚時，說到「華夏J 取其遙遠之意，其聲徐徐吟詠。不過並無

證據證明宋代之華夏讚即寇謙之的華夏讚。另外， {老君音誦戒經〉當中提到誦經之法時說執經作八

j亂樂音誦」然而「八靖、lJ為何，陳國符則未有詳論。見陳國符， <道樂考略稿> '收於〈道藏源流考) ，頁

291-295 。總的來看，這裡提到中夏九天之音韻，或許接近當時北魏寇謙之所採用於誦《老君音謂戒經〉

的華夏讚或八)亂等的詞，也就是中原北方固有的唱誦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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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J 0 (註 65)在這種氛圍當中，道教的誦經儀節自然會採用這種流行曲式，並在這教

儀式也採用梵詠，使儀式進行結合音樂作唱頌遠壇的科法儀節。(設的)而〈空洞靈

章〉等靈寶經典對經典音誦的重視也是在這種宗教文化氛圍之中形成的。

九、結論

從經典結構分析，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一個現象，以〈空洞靈章〉為例，其中

三十二天的讚頌文是經典的核心部份，而在這一個經典核心部份前後各有幾段神

話的鋪陳與結尾。從留存的各版本當中可以發現，核心部份是相對穩定的，而前

後的神話部份則相對不穩定，呈現諸種版本不同的現象。這似乎暗示了經典的集

察過程，六朝的道教經典常常都是以符或韻體式的文字當作核心，也就是「經J ' 
而圍繞著這個「經」則形成相闊的「訣」與神話，進而鋪陳成為一部完整的經典。

而在道教經典結構當中， I經」是相對穩定的部份，是天界書體的顯現，源自於宇

宙的元系 I訣J 與「神話J 則是相對流動的、詮釋的、鋪陳的，甚至隨著時間

會逐漸增衍，發展更冗長龐大的經典。從這個角度來看， <空洞靈章〉會有各種版

本流傳，而版本之間三十二天的讚頌差異並不大，只是有少數用字不同而已，版

本間不同的現象發生在神話部分，也就是相對流動而不穩定的部份，在其流傳過

程當中就會有變異增衍的現象產生。

男外，從經典的內容看來，除了一個固定的天界讚煩、九幽閱度的基本模式

之外， <空洞靈車〉的讚頌內容基本上是多元而無系統性的，有些讚頌可以判斷與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密切，有些則與〈度人經〉有關，部分讚頌則借

用了〈上清經〉的觀念，少部分則用了佛教術語。這似乎可以推定〈空洞靈章〉

65. 相關討論見 Victor H. Mair and Tsu-lin Mei. 

Harvard Journal 01 Asiatic Studies , 5l.2 (December, 1991), pp. 375-470. 李新魁， <梵學的傳入與漢語
音韻學的發展> ' <莘學} '2 (廣州: 1996.12) ，頁 227-246 。普慧， <梵語、佛曲、梵瞋:南北朝詩歌韻

書的源頭> '收入覺醒主編， <覺群﹒學術論文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 ，頁 311-318 。

66. 陸修靜在五世紀期間所編整制定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云弟子達壇梵詠還。事了。亦可復爐前，

於皇壇上行騰天藉地竟，師弟乃梵詠，出西北九天門，勿迴顧也。 J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 HY528 ， 5帥，
收入〈正統道藏卜冊 16。而在這段話之前的「還戒頌」之中有一句["流梵逸雲唱，飛香雜煙馨。 J <太

上調玄靈寶授度儀卜 50a 0 顯示這裡的「梵詠」是一種以梵音形式的唱詣，類問於佛教文獻當中所指出

的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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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是在天界讚頌、九幽開度的框架之下，援用了不同經典傳統的概念，使讚

頌的意象豐富而多元，令讀者在詠誦時感覺諸天讚頌各有特色，不會呈現一致而

呆板的意象。即使〈空洞靈章〉的作者借用豐富多元的經典內容，這些借用元素

脫離了原來經典脈絡，被援用到讚頌之中時，呈現的是不連貫而不統一的意象，

被置入於天界讚頌、九幽開度的框架之中。這些元素原來的意象也產生變化，形

成一種新的架構。這似乎可以看出靈寶經典的書寫模式是一種援引、置入、轉化

的新型態經典構作。其目的是豐富讚頌的內容，並將其音樂與讚頌提升至九幽先

祖乃至眾生的救度 9 以及個人升仙的終極宗教目的。而這正是靈寶經所開展出的

新宗教救度模式與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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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ing and Salvation: 
A Study of the Numinοus Stα彤的 of the aαvern Heavens 

Shu-wei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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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ingbao Scr侈的re on the Numinous Stanzas 
0/ the Cavern Heave肘，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exts of the Lingbao corpus. 
The title of the scripture was listed in the Wondrous Scr已fJtures in the Pe欣ct

Scr:鈔t 0/ Lingbao in Ten Sections , and the present text corresponds to num
ber 3 of the Lingbao corpus. This scripture of the canonical Lingbao corpu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Ming Daoist Canon, and the present work appears to be 
incomplete. Two versions have been found among the Dunhuang manu
scripts. Most of the scripture is in Pelliot 2399, but the opening passages are 
missing. Stein 2915 also includes part of this scripture, and Wushang 戶zyao

contains the Numinous Staηzas of the thirty-two heavens, which forms the 
core of this scripture. The scripture includes the Numinous Stanzas of the 
thirty-two heavens and a legend of deities chanting these stanzas. The leg
end describes a gathering at the court of Celestial W orthy and the sovereigns 
of the Thirty-Two Heavens sings hymns extolling the blissful joy. These 
stanzas occupy the major part of the present scripture and are reproduced 
here in sacred words, corresponding to the esoteric sounds of the heaven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ent of the Numinous Stanzas 0/ the Cavern 
Heav凹的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cosmology, philology, the concept of sal
v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ure, the reciting tradition, etc. 1 investigate 
these issue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ain ideas of the Lingbao scriptural tradi
tion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Key words: Numinous 5的nzas 0/ the Cavern H.ωvens ， Thirty-Two 
Heavens, Lingbao , D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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