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來歷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以下稱《靈妙真經疏

解》）係一部有關道教修心煉性的清代道經。據經文說，

斗姥元君（經中尊稱為先天斗帝，以下稱斗姥）和孚佑

上帝純陽呂祖天師（以下稱呂祖）於嘉慶初（大約在三年

至八年間，1798–1803）在北京一個奉祀呂祖為主神的乩

壇 ─覺源壇上降示了這部經典。《靈妙真經疏解》起首

收有一篇〈讚偈〉，云：「本壇恭逢斗帝聖誕，舉行慶祝

典禮，幸蒙慈照，普被恩光，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九品。」

《靈妙真經疏解》包含兩個主要的部份，「斗姥降經」

（以下稱本經）和「呂祖疏解」（以下稱疏解）。本經共有九

個章節，由斗姥於九月初一日至九日，即九皇寶誕的慶

祝期間，敕令紫微星君（斗姥元君的次子）降示予覺源壇

弟子，目的是希望在壇弟子能夠繼承天仙派修煉金丹的

傳統，並能以此真經廣化度人。至於「疏解」部份，則是

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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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呂祖的降示，為本經的每章內容進行梳理解釋，使

經文的旨意更加清晰明白。大概而言，《靈妙真經疏解》

每一品的結構是以斗姥降示的經文為先，隨後就是呂祖

的疏解。

由於降經發生在九皇寶誕慶祝期間，《靈妙真經疏

解》的整體結構以朝禮斗姥的儀式作為框架。因此，在

第一品《緣起品》出現之前，起首就是朝禮斗姥，內容

有：1. 香讚、2. 至心皈命禮、3. 讚偈、4. 頌揚先天斗帝

圓明道姥天尊寶誥。在九品經文完結之後，就是朝禮的

收結部份，包括：1. 至心皈命禮、2. 收讚、3. 三皈依、

4. 頌揚紫微星君寶誥。《靈妙真經疏解》的特色之一是每

一段朝禮的節次之後都配有呂祖的疏解。最後，《靈妙真

經疏解》收錄有覺源壇弟子蔣予蒲（1756–1819，字元庭，

道號惠覺，又號夢因和廣化子）1所撰寫的〈後跋〉。

現存最古老的，且可相信是《靈妙真經疏解》的祖本

被收入由蔣予蒲於嘉慶八年至十年（1803–1805）編纂及

刊刻完成的《呂祖全書正宗》卷九上。《呂祖全書正宗》共

有十七卷，卷首收有十九篇〈序文〉、〈弁言〉或〈後跋〉，

並有〈凡例〉、〈呂祖寶誥〉、〈本傳〉及《玉都師相呂聖真

君無極度人寶懺》。從卷一至卷十六，《呂祖全書正宗》

共收錄十八種道經，包括：（1）《十六品經》、（2）《天仙

金華宗旨》、（3）《同參經》、（4）《五經合編》、（5）《呂帝

文集》、（6）《呂帝詩集》、（7）《金剛經註》、（8）《道德經

解》、（9）《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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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陽呂祖天師疏解》、（10）《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

呂祖天師讚解》、（11）《呂子易說》、（12）《〔鍾呂〕傳道

集》、（13）《天仙金丹心法》、（14）《玄宗正旨》、（15）《禪

宗正旨》、（16）《十戒功過格》、（17）《聖蹟紀要》、（18）

《語錄大觀》。

《呂祖全書正宗》卷九上、下合收了「斗」、「雷」二

經，前者即是《靈妙真經》，後者是《玉樞寶經》，而這兩

經都有由呂祖降示的疏解部份。卷九起首收錄有浮邱仙

祖和覺源壇掌壇真人柳守元真君各自為合收斗、雷二經

所撰寫的〈弁言〉和〈原起〉。例如柳真君〈原起〉云：「斗

與雷為上天主宰之至尊，更為玄門功修之至要也。是編

合斗雷二經為一，即具有玄功無上秘意。」2不過，由於

本書白話註譯僅以《靈妙真經疏解》為主，因此之故，不

收錄這兩篇〈弁言〉和〈原起〉。

據筆者所知，目前僅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有

嘉慶版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3關於覺源壇刊刻該

書的背景及經過，柳守元真君在其〈《全書正宗》總序〉

中說，嘉慶三年（1798）冬開始，他奉呂祖孚佑帝君之

命，出任覺源壇「掌教之師」，「重訂《全書》」，並蒙帝君

之允許，由其所推薦的覺源壇弟子蔣予蒲來總承主編工

作，而其他同門弟子則分擔校訂、召集刻印工匠、聯繫

等不同工作。所謂「重訂《全書》」之說，是指重訂舊本

《全書》（係指另一部《呂祖全書》，稱《呂祖全書宗正》）， 4

並重新編輯出一部新本的《呂祖全書》。



6︱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又進一步編纂《道藏輯

要》，這是清代道教最重要的一部道經叢書。從近代道

教的發展史來看，嘉慶二十年（1815）由覺源壇完成編

纂、刊刻的《道藏輯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雖然歷代

都有編纂《道藏》，但自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編成《大

明道藏經》及萬曆三十五年（1607）續編了規模較小的《大

明續道藏經》之後，再未出現由官方發起、主持編輯的

《道藏》。清代嘉慶年間，覺源壇編纂的《道藏輯要》正代

表了一部建立在明清以來呂祖扶乩信仰基礎上的新道藏

經。

日本大谷本《呂祖全書正宗》完全沒有提及孚佑帝君

已命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事。因此可以確定，

《道藏輯要》的編纂工作最早應該是繼《呂祖全書正宗》刊

行之後，即嘉慶十年以後才得以開展。湖州金蓋山龍門

派第十一代道士閔一得（1758–1836）在道光十六年（1836）

前刊行的《古書隱樓藏書》中所錄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

一金華宗旨》裏，提及蔣予蒲曾經打算用金蓋山龍嶠山

房所傳的《金華宗旨》來替代之前已刊行的《道藏輯要》

本（《道藏輯要》本《金華宗旨》與《呂祖全書正宗》本相

同）；但是，後來「〔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

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5另根據清李桓編《國

朝耆獻類徵初編》收錄蔣予蒲的一條資料，稱：「河南元

庭蔣公以嘉慶二十四年，卒於京師，遺命葬杭州」及「公

（蔣元庭）挈之（即其子）來南，寓杭者三年。己卯（嘉慶

二十四年，1819）祝嘏，入都患瘍，卒年六十有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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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可知，蔣予蒲曾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攜其子移居

杭州三年，等到原來存放於北京的《道藏輯要》經板送至

蘇州之時，7蔣予蒲又返京慶祝嘉慶皇帝六十歲大壽，不

久便在北京辭世。

據意大利道教研究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

1962–2011）的研究發現，現存共有約二十部嘉慶本《道

藏輯要》，它們被收藏於中國大陸、臺灣、日本、法國及

美國等地的大學圖書館及漢學研究機構。8其中，由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的一套《道藏輯要》收載有兩篇

序，分別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和鍾離權降鸞寫成，都有

提及覺源壇弟子奉孚佑帝君之命編纂《道藏輯要》之事。

蘇序稱：

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綱維
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
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
傳，羅諸經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
要》一書，付諸剞劂。9

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輯要》，收

錄了二百八十五種道經，按二十八星宿字號分為二十八

集，其中《靈妙真經疏解》收錄在斗集一。比起十七卷

本《呂祖全書正宗》只收錄了十八種道經，《道藏輯要》所

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為龐大，涵括的道經範圍更為廣

泛。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說《道藏輯要》是覺源壇弟子

在《呂祖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編纂的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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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繼承了該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和志向。換而言之，《呂

祖全書正宗》成為編輯新的標準《道藏》的動力和基礎。

特別要指出的是，本書註譯所依據的《靈妙真經疏

解》的底本乃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現

藏的一套嘉慶版《道藏輯要》。

二、清代覺源壇的天仙派信仰和金丹性命修煉

按照元代已經確立的全真教的教祖傳承譜系，呂洞

賓是全真教五祖的第三人，先由太上老君開始傳授與全

真教之始祖東華教主少陽帝君王玄甫，東華帝君傳正陽

帝君鍾離權，正陽帝君傳孚佑帝君呂純陽，孚佑帝君傳

海蟾帝君劉操，海蟾帝君傳重陽帝君王重陽。10例如元

朝全真教道士苗善時（活躍於1324年）所撰《純陽帝君神

化妙通紀》，即把呂純陽塑造為繼承全真教道統的仙人：

「〔呂純陽帝君〕繼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

聖師，神化無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11

然而，以覺源壇為代表的清初以來由呂祖扶鸞信仰

弟子推動的《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刊刻運動，卻是在全真

教呂純陽祖師的道統傳統以外發展出來的道教一脈。除

了覺源壇，尊奉呂祖為扶鸞始祖的，有蘇州玉壇、江夏

縣涵三宮、湖州雲怡草堂和雲巢精舍等呂祖乩壇。12  它

們都存在於全真教傳統之外，並建立起以呂祖信仰為中

心的宗教信徒社團。因此，《呂祖全書》及《道藏輯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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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呂祖道書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裏的

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

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分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

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

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為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

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嘉慶年間覺源壇《靈

妙真經疏解》正是在這種呂祖扶鸞信仰的基礎上誕生。

覺源壇（又稱大覺法壇、第一覺壇及第一開化壇）是

由一群在北京城熱衷於呂祖扶鸞信仰的高官文人合力創

立的呂祖乩壇。以蔣予蒲為首，其成員弟子的背景具有

兩類官僚身份，包括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旨編纂《四

庫全書》時所設置的繕書處分校官，以及主管江南或河

東河道系統的大臣。可見，在嘉慶時期，呂祖乩壇信仰

確實已在這群清朝官僚之間傳播。呂祖降鸞的〈《全書正

宗》自序〉說：

吾有鸞化之地，必無不傳之文。茲覺源本壇，前此
分傳，疊誌之遺文，重加遴選增益。起於本歲首
夏，竣於孟冬。雖百餘日，而吾弟子柳守元等董理
護持，俾功成全備。……夫成斯集者，奉教弟子惠
覺（蔣予蒲）、法嗣恩洪、大固（金光悌）、志秋（范
鏊）、通仁（賞鍇）、德明、大器、志喜（徐震）、志
卓，均照例備，附載於篇。此為序。13

關於「覺源」一詞，據《呂祖全書正宗》可知約有兩個意

思。其一，覺源壇弟子恩悟所撰的〈《全書正宗》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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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孚佑帝師之慈悲濟度也，讚莫能窮矣。飛鸞行

化，誓願度人。凡數千百年，壇地遍寰區。壇地以七覺

為最著，京師首善之地。覺源洪，開斯土，啟後人。」14

這是從京師的地理位置來說，由於此乩壇創立在京師之

地，因此具有覺世之源，大啟後人的用意。其二，呂祖

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則解釋說：「滴滴歸源，乃為

正覺。」15呂祖在《靈妙真經疏解》亦說：「覺是天地朗，

源從萬派清。」這都是從覺源壇的正統性來說，即覺源壇

是千百餘載以來，呂祖降鸞的正宗之壇。所以呂祖的鸞

序說：「是為千百餘載，千百餘壇，歷來所傳之真印，今

乃可名以正宗。」16

關於覺源壇創立的具體歷史，由該壇弟子恩悟所撰

的〈《全書正宗》後跋〉稱：「歲屬戊午（1798），大壇重

啟，其奉恩命，如宏教真君為斯壇掌教宣秘，慈悲上接

帝師。」17據此，覺源壇於嘉慶三年之前已經創立了。其

弟子相信該壇就是天仙嗣派的第一覺壇，且為天仙派始

祖呂祖降經的特別鸞壇，例如志秋稱：「孚佑帝師名天仙

派」、「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

祖也。」18並且呂祖為天仙派傳有二十字的派詩，志秋在

〈《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說：

因思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必有留傳字句。詢之惠
覺，蒙敬述云：昔聞有二十字曰：寂然無一物，妙
合於先天，元陽復本位，獨步玉京仙。19

在《呂祖全書正宗》裏，覺源壇弟子經常自稱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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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嗣派弟子」，並且強調他們所學的金丹修煉屬於「天仙

之道」。例如蔣予蒲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自署為「天

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並稱：「謹按此經，乃性命兼

修，天仙之嫡傳。」20道光十一年（1831），湖州金蓋山龍

門派道士閔一得刊行《古書隱樓藏書》，共十四冊。第五

冊收有一部《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提及：「蔣元庭侍

郎纂刻呂祖天仙正宗內集。」21閔一得把《呂祖全書正宗》

與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呂祖天仙信仰聯繫起來，

這是正確的解說。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的確建立在金

丹修煉之道之上，且相信修煉金丹之法是由呂祖開示給

弟子昇天仙的覺路。例如，《靈妙真經疏解》稱此「金丹

妙典」為「於古今第一覺壇，傳古今第一道典，誠天仙家

金丹秘寶真傳」。22所謂金丹之學，即是指修煉性命的內

丹道。根據《鍾呂傳道集》成仙之說法，仙有五等，即鬼

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23修煉金丹者相信修真

者若能結成金丹，即可昇為天仙。覺源壇弟子志喜（俗

名徐震）撰〈《天仙金丹心法》後跋〉，稱：「《悟真篇》曰：

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天仙之道，非金

丹不能成；金丹之妙，非天仙不能得矧。」24另一位覺源

壇弟子志秋（俗名范鏊）堅信這種天仙金丹的信仰，稱：

「嘗聞金丹之法不明，則天仙之道不顯。天仙者，就五

仙而言之，則為最上之乘；就專派而言之，則為妙道之

統。」25在《呂祖全書正宗》中，覺源壇弟子強調他們所學

的金丹修煉之法屬於「天仙之道」。守壇真人吳鳳洲稱：

「所謂天仙法，無一非金丹法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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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源壇相信修煉金丹可返天仙，且認為該壇，一方

面是承接舊有「南北二宗」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且更

重要的是，該壇是直接由孚佑帝君開啟的「天仙派」，在

「南北二宗」之外。所以，覺源壇弟子志超稱：「我孚佑

帝君直紹心法，廣集大成，開南北二宗，彙儒釋一貫。

而金丹啟派，接引天仙。」27「南北二宗」即是指道教自宋

元以後在內丹心性修煉的兩大宗派─以北方王重陽創

教的全真教為首的為北宗，而以南方張伯端為祖師的內

丹修煉學說，則稱為金丹派南宗。28覺源壇提出該壇乃

孚佑帝君另外直接降鸞而開啟之鸞壇，其派則稱為天仙

派，孚佑帝師為其始祖。提出這種呂祖天仙嗣派信仰的

目的，是為了說明覺源壇弟子不僅定位其壇為天仙金丹

派，並且該壇是繼承南北二宗之後的「正派」，同時又能

接引呂祖性命修真之學的「正旨」、「正傳」和「正宗」，這

即是所謂「嫡嗣分南北，天仙肇本原」的意思。29

三、《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內容旨要

除了首尾的朝禮和收結，《靈妙真經疏解》共有九

品，各品對道教修心煉性這個題旨的闡釋環環相扣，層

層提升。蔣予蒲的〈後跋〉總結了這九品的內容關係：第

一章〈緣起品〉是靈妙的根源所在，第二章〈持心品〉是靈

妙的關鍵之處，第三章〈解脫品〉是靈妙的彰顯，第四章

〈精進品〉是靈妙修煉的功夫，第五章〈布施品〉是靈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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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方式，第六章〈離欲品〉是靈妙的孕育過程，第七章

〈清淨品〉是靈妙明朗清淨的境域，第八章〈煉虛品〉是靈

妙的玄妙變化，第九章〈超昇品〉是靈妙得以圓滿修成的

境界。蔣予蒲認為在其平實簡易的文字之中，《靈妙真

經疏解》一一指出了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妙的真正

功法，使人人都能修持《靈妙真經疏解》，從而直接修煉

成天仙，滌除此前丹家喜用譬喻、辭藻深邃難解的積習。

在下文中，筆者將嘗試概括《靈妙真經疏解》九品的

思想內容，使讀者先對該經有一大略的了解，然後閱讀

經文和譯文，就更能領略全經對心性修煉的精闢啟示。

第一章 〈緣起品〉

〈緣起品〉是《靈妙真經疏解》九品經文的開始。紫微

星君在第一品就清楚地說，天仙派弟子要恪守與生具有

的靈性，長久崇奉斗姥並堅持修煉，以圓明大道作為清

淨的根本，體察此中玄妙高深的內涵，從而達至內外皆

通的境界。依這樣的修煉，一同參證的弟子就可共同歸

入天仙派中。

呂祖的疏解強調，天仙家道法的功用在於度化世

人，這也是紫微星君奉斗姥之命，在古今第一道壇覺源

壇降下這部可稱為古今第一道典《靈妙真經疏解》的意義

所在。

第二章 〈持心品〉

若要修成天仙，首先要復歸本原，即持守本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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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關鍵訣竅是保持內心的寧靜，同時要嚴謹專注、

堅持不懈、張弛有度地持守，並保有赤誠的至意，從而

在習靜中攝取真精，得觀本象。

呂祖在疏解起首就說：修道不外乎修心，修心之外

無法求道。因此，修心是性命雙修的入門功夫。持心是

區別神聖與凡俗的第一大關鍵。

第三章 〈解脫品〉

〈解脫品〉補充〈持心品〉，說明持心的難處。由於人

心最為靈妙，因而最難控制，也最難降伏。若能遵行第

二章〈持心品〉的指點，即可降伏心性，恢復其靈妙狀

態。但若仍未能持守本心，就應通過修煉解脫之妙法，

來達到降伏心性。

呂祖的疏解清楚地指出，我們澄明的本心容易被塵

世所窒障，而且「日入日深」，解脫非易。因此，修煉

弟子必須要用極大的願力超越自身的處境，通過自我參

悟，而從塵世的窒障裏獲得解脫。若能做到，就像得到

玄元的靈妙之楔，一下子打破窒障，豁然開朗。

第四章 〈精進品〉

承接上一章，若要求得從塵世的窒障裏獲得解脫，

仍然只能靠自己精進修行。所以經文說：沒有任何向外

緣求的方法，唯獨靠自己精進修行。修煉者須要克服積

習，時刻保持清醒，省察自身，其要訣在於本心瞭然、

目標明確、專心誠意、持續不斷。



導 讀 ︱ 15

如何可以真的做到精進修行，這品經文指出了一個

很具體的方法，即是：要獲得真的修煉功夫，必須拷問

真心，要做到沒有什麼喜好和追求比真心修道更為重

要。此外，心生慚愧、內疚、悲傷、畏懼等情感，亦能

鞭策勉勵自己，從而堅定信念，加倍努力。

呂祖的疏解概括說，這一章談論的是精進的功夫，

全部在於克服、去除舊時熏染的積習，控制降服自己的

身心，以靈妙明淨的寶鏡，返照省察自身，時時刻刻保

持清醒機警，邪魔外障自然能夠祛除。

第五章 〈布施品〉

這章指出心懷大願，樂善好施，未必能有機會從凡

塵中解脫。〈布施品〉借用《金剛經》指出要明心見性，

不能執著於外相。執著於外相的布施（外布施），未能達

到靈妙布施這一至高境界。反之，經文一方面指出六根

布施的觀念，即是不要讓眼、耳、鼻、舌、身、意等六

根遭到蒙蔽。另一方面，從人身來說，三寶才是修持靈

妙的真正所在，因此，修煉者必須全心全意地珍惜護持

精、氣、神三寶。

從道教性命修煉的原則來說，布施（內布施）的關

鍵為內裏修煉，既不會因外物而失去，又無所牽絆。因

此，要得道只能通過自己的修持。內中得道，不會因外

物而喪失，而附著於外物的道，一鬆手就會失去。

呂祖疏解說，〈布施品〉所強調的不落空、不住相的

道理正是點出靈妙道教能與佛法相契合的原因。道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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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佛的真空是共通的。至於布施的玄妙，更是在於通

達上界之後，漸漸進入玄妙元始的境界，是為修仙的真

實前程。

第六章 〈離欲品〉

紫微星君說，人的身體容易生病衰老，但人的真 

性─根本心性不會離散。但是眾生的真性如同寶珠、

古鏡，若不受重視就會被塵垢掩蓋，就如同它被埋沒在

淤泥之中。這些塵垢淤泥即是束縛本心的欲望。要想恢

復真性，就要遠離欲望。

修煉離欲的關鍵在於綿綿不斷、不疾不徐的修道功

夫，而且要做到六根清淨、毫無掛礙，畢竟天理與俗欲

的界別只在分毫。離欲的意義在於能通澈天人之間的根

本奧秘，這亦是修煉者成為仙佛的關鍵。

呂祖的疏解說，遠離欲望對於修煉心性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關口。因為，但凡一切日常百態和世間俗情以

及各種愛慕和因緣，只要稍稍一動心，就已經是所謂的

「欲」了。完全遠離欲望就能保全真性，亦能達到寂靜

清和、虛無廣遠，與宇宙萬物渾然一體的玄妙之境。然

而，要成仙成佛的關鍵處仍然在於首先從自己的身、心

中尋求道的本原。

第七章 〈清淨品〉

承接前一品所說，人身累積的業障累及心性，原來

清淨的本體沾染了塵世污濁，各種愛欲蒙蔽了明朗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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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若不清理，越積越深，難離束縛。但是遠離欲望的

修行之路仍然落在凡塵俗世中淘洗鍛煉，恢復清淨自性。

〈清淨品〉非常清楚地說，修煉清淨之境並非指環

境，也不僅指沐浴齋戒身心。如果找到正確的修行方

法，也就處處是清淨真境了。否則，即使在深山古洞也

是無法獲得清淨。清淨真境是指通達虛靜，無所滯礙，

無為無爭，歸向本心，直證大道。

呂祖的疏解說，在覺源壇已經設置了清淨法筏，等

待尋求飛渡之人。飛渡並不難，不過是始於持戒，而終

於了悟清淨自性而已。

第八章 〈煉虛品〉

道教的根本及諸種性命修煉的法門之源，在於「煉神

還虛」。「虛」包含、孕育了所有物象。仙家所煉的炁超出

五行之外，是宇宙元始之初的一點靈光，是太和至真之

炁，並無實體。每個人都有精、氣、神三寶，均秉承一

元之炁，三寶的本原也就是炁，修煉三寶最終歸於煉虛。

煉虛的關鍵在於洞悉各種物象幽微靈妙的本質，掌

握「虛」中化育萬物的玄妙變化，亦須堅持不懈，渾然不

著於物象，任其自然發生。

呂祖疏解得更清楚，道教講靜，而佛教講止，其實

靜與止是一回事。為何呢？一切都是心造就的，而心本

虛無，並無實體。將心修煉得虛無，就離道不遠了。呂

祖說，煉虛是天仙派隱秘的法門，是修成大羅天仙的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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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是萬古以來的真宗。煉虛而歸於本原，與道合一，

內丹也就煉成了。

第九章 〈超昇品〉

收結全經的〈超昇品〉，並不是指修煉的功行，而是

一種修煉境界。超昇之後的境域，一片光也能在頃刻間

照耀萬丈，邁一寸步亦能躍入天上。抬頭即見高高的玉

京山，舉步即可與諸位仙人同列。

人比物類更有靈性，在於本原中的一點靈光。通過

煉虛逐漸回歸本真，上下貫通，除去魔障、疑障、理

障、文字障和身心障等五種障礙，繼而通達天玄、地

玄、法玄、道玄和玄玄這五玄。由煉虛而化神為虛，就

可以超昇並接近大道了。

呂祖總結《靈妙真經疏解》說，整部真經由紫微大帝

陳述，先天斗帝下令演繹。這部精深玄妙的典籍將萬古

長存，是天仙派的秘傳珍寶。若人人都能遵守奉行，那

麼獲得濟度的人將無窮無盡，而覺源壇福澤綿遠，法派

庚續不絕。

黎志添

撰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室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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