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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道教不同於其他宗教教義的最顯著之點。修道成仙

是道教的宗教理想，「仙」就是所追求的生命最高境界。道教即以追求修道成仙、長生

不死為最高目標。仙是人透過某種方式所成就的一種特殊存在樣態，至於此一特殊存在

樣態之實質內涵為何，則存在很大的歧見，而形成不同的觀點，然大體而言可歸結為幾

種類型。既有葛洪舊身不改的「肉體長生不死成仙」之說，亦有強調身外之身的鍾呂「陽

神冲舉」說，杜光庭所謂「生前積德死後成仙」之說，還有全真教王重陽「全真成仙」

之論。 

    《太平經》中所論之仙等說雖紛雜不一，然其主調仍在積學修善不止而得道成仙，

這是生前修持即身成就而獲長生不死之果，因此可歸屬於葛洪所謂舊身不改的「肉體長

生不死成仙」之說。《新境界》所言之第三神論，則指人死後所成就的從自由神到上帝

以下之不同狀態的逐級和子，這些逐級神媒乃生前行善積德所成就之道果，此說實近於

杜光庭所謂「生前積德死後成仙」之說。 

    然而，不管是生前修持即身成就，還是生前修持死後解脫，都展現了「我命在我不

由天」這一生命自主奮鬥進取的核心精神。修道成仙（神）的根本就是追求一種生命的

轉化超越，成就更高的生命境界。生命超越之道就是超凡、入聖、登真之價值轉化而止

於至善的艱辛奮鬥歷程，那是基於生命反思之心靈價值覺醒所啟發的超越性實踐行動，

此一超越性的實踐行動時即吾人面對存在困境的拯救之道。此一拯救之道也就是吾人在

超凡、入聖、登真的生命價值理念下所進行的存有論上的朝聖。 

 

 
關鍵詞：修道成仙、仙等、長生不死、第三神論、太平經、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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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見成（正涵）  

 

 
一、引言 

    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道教不同於其他宗教教義的最顯著之點。修道成仙

是道教的宗教理想，「仙」就是所追求的生命最高境界。道教即以追求修道成仙、長生

不死為最高目標。 

    「仙」或「神仙」確實可以說是道教信仰的核心觀念，但它同時也是意義最紛雜、

最曖昧不清的觀念。一般習慣於叫「神仙」，然「神仙」為「神」與「仙」之合稱，二

者雖有其共通之處，實則亦有其殊異的內涵。 

    何謂「神」？《說文解字》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1依許慎之釋義，「神」

指「天神」，是先天地而為引出萬物之創造與主宰者。《說苑‧修文篇》曰：「神靈者，

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2此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的「神靈」實即《說文解字》「天

神」之義。 

    「仙」相對於引出萬物之「天神」，它指的是一種特殊存在的人。「仙」自古作「仚」，

《說文解字》謂：「人在山上，從人從山。」3「仚」是象形字，表示人在山上的樣貌。

引申而言，「仚」似乎有一種遠俗高舉入山，超凡脫塵之意。「仙」字古亦作「僊」，《說

文解字》解釋為：「長生僊去。」4東漢劉熙《釋名》卷三〈釋長幼第十〉曰：「老而不

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傍作山也。」5《釋名》將《說文解字》中

「仚」、「僊」二字之釋義融合而說「仙」義：入山而長生不死者即為仙。《說文解字》

又釋「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6此義乃進一步描述仙長生不死之特徵，亦即變形

登天而成真，故「仙」又稱「仙真」。 

    人生自古誰無死，必有一死之人能得長生不死而成仙，實超乎事理常情之外，誠不

可思議，亦難以想像。《易‧繫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7《孟子‧盡心下》云：「聖

                                                 
1 《說文解字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 2。 
2 劉向，《說苑》，《中國子學名著集成》（026）（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出版，1977 
  年），頁 597。 
3 《說文解字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 230。 
4 前揭書。 
5 《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 96。 
6 《說文解字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 231。 
7 馬恆君，《周易正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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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可知之之謂神。」8必死之人卻能成仙而得長生不死，實乃莫能測、不可知之神奇

玄妙，仙甚神妙，故驚奇讚嘆而稱之為「神仙」。神為仙之修飾詞，形容其神奇玄妙不

可測度。 

    以上所引有關神仙之釋義，基本上反映了漢代神仙信仰的一般意蘊。「仙」是人透

過某種方式所成就的一種特殊的存在樣態，它的顯著特徵是長生不死，在本質上乃不同

於作為天地之本而引出萬物的「神」，也不同於終有一天必死的「凡夫」。 

    本文之旨趣在於探究《太平經》仙論與《新境界》第三神論之異同及其哲學義涵。 

 

 
二、《太平經》之仙論 

    《太平經》的成書早於道教的正式成立，但道教在成立之後就把這部書做為它的經

典。9因此，此書乃成為流傳至今最早的道教經典。10 

    《太平經》又稱《太平清領書》，原一百七十卷，分甲至癸十部，每部十七卷。今

本甲乙辛壬癸五部全佚，其餘五部亦有殘缺，僅存五十七卷。該書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

而是由於長期敷衍擴充而成卷帙浩繁、內容龐雜的著作。書中既講天人之道，陰陽五行、

符籙禁咒、神仙鬼物、治病占驗，亦講治政之道、倫理之則、周急救窮之事，觀點十分

駁雜。范曄《後漢書‧襄楷傳》中說它「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11葛洪《神

仙傳》則說該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

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12「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三洞群仙錄》卷三作：「治

國者用之，可以致太平；治身者用之，可以長生。」13《太平經》一書，它既是為政致

太平之書，又是治身保長生之書，二者可說是該書的二大宗旨，《道藏目錄詳註》即稱：

「內則治身長生，外則治國太平。」14 

    關於《太平經》一書中的長生之道，葛洪《神仙傳‧宮嵩》中記載，於漢元帝時，

于吉得仙授《太平經》，于吉行之得道成仙，乃以此書交付宮嵩，宮嵩依經修行，亦得

仙去。15而在唐王松年《仙苑編珠》卷中則引《神仙傳》佚文，記述帛和授于吉素書二

卷，謂曰：「此書不但癒疾，當得長生。」于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癒，並

                                                 
8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 334。 
9 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19。 
10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19。 
11 轉引自俞理明，《太平經正讀》〈序〉，巴蜀書社，2001，頁 2。 
12 周啟成注譯，《新譯神仙傳》，三民書局，2004，頁 236。 
13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四十五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289。 
14 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收於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第一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頁 375。 

15 周啟成注譯，《新譯神仙傳》，三民書局，2004，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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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長生。16於此可見，說長生成仙為《太平經》一書之一大要旨，當不為過，而其中所

述的神仙系統則是道書中最早出現的。17 

    《太平經》一書將人到神仙分為幾個不同等級，在《太平經鈔癸部》〈賢不肖自知

法〉中説： 

 
      夫人，愚學而成賢，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止成仙，仙學   

      不止成真，真學不止成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18 

 
在此將人神等級分為七等：愚→賢→聖→道→仙→真→神，藉由努力學習可以層層遞

進。《太平經鈔丁部》〈分別九人決第九十七〉中說： 

 
      奴婢賢者得為善人；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 

      學不止，知天道門戶；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 

      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19 

 
又言： 

 
      奴婢順從君主，學善能賢，免為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學不止成賢人，賢人 學不

止成聖人，聖人學不止成道人，道人學不止成仙人，仙人學不止成真人，真人學

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學不止成委炁神人。20 

 
此分人神之級為九等：奴婢→善人（良民）→賢人→聖人→道人→仙人→真人→神人→

與皇天同形。依上所引經文，兩相對照，「神人」又可稱「大神人」，「與皇天同形」者

則指「委炁神人」。在此亦獲得一些進一步的訊息，道人「知天道門戶」，而仙人則已「成

不死之事」，最高的委炁神人則是「與皇天同形」。 

    而在《太平經鈔丙部》〈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中更將級別分為十等，其言： 

 
      人或生而不知學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

魄見事，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今善師學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

                                                 
16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四十五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254。 
17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23。 
18 俞理明，《太平經正讀》，巴蜀書社，2001，頁 10。 
19 同上，頁 189。 
20 同上，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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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善而不止，更賢；賢而不止，迺得次聖；聖而不止，迺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

止，迺得仙不死；仙而不止，迺得成真；真而不止，迺得成神；神而不止，迺得

與天比其德；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21 

 
此十等即：愚人→善人→賢人→聖人→道人→仙人→真人→神人→與天比其德之神人→

與元氣比其德之神人，在此將神人更加細膩地分為神人、與天比其德之神人、與元氣比

其德之神人之三等。若總括稱之為「神人」，則共分八等。 

    依《太平經》所言，原則上人人皆可成為神仙，只要積學修善不止而得道即可。《太

平經鈔戊部》〈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中即言： 

 
      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22 

 

人未得道時只是凡夫，一但得道就成神仙了，得不得道是為成仙之關鍵。在《太平經鈔

壬部》〈八人能受三道服食決第二百八十八〉中更指出： 

 
      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目內視，

以心內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內獨得道要。23 

 

在此段經文中明白指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獨得道要」。

這充分說明了「道人」以下之各級存在（愚人、善人、賢人、聖人），都還只是未得道

的凡人，只有「道人」以上的存在（道人、仙人、真人、神人）才是得道的神仙。吾人

可稱此為《太平經》中「廣義的仙」，它包含了道人、仙人、真人、神人等得道之人。

而神仙人等級中所稱的「仙人」，則是「狹義的仙」。「仙人」比「道人」高一等，二者

皆為得道之人，然「道人」尚未得不死之果，「仙人」則已成不死之功，而為其區隔性

特徵。「道人」僅得道但仍有死，「仙人」則得道而不死。前引《太平經鈔丁部》〈分別

九人決第九十七〉中言：「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太平經鈔丙部》〈分解本

末法第五十三〉中亦言：「守道而不止，迺得仙不死。」足證此義不差。 

    然《太平經》中的觀念並無嚴格的邏輯一致性，有些地方提到似乎只要能夠「盡天

年」，也可視之為仙之特質。《太平經鈔己部》〈上書十歸之神真命所屬訣第一百四十九〉

中言： 

                                                 
21 同上，頁 77。 
22 同上，頁 233。 
23 同上，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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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止道致仙，乘雲駕龍行天門，隨天轉易若

循環。真人專一，老壽，命與天連。⋯⋯⋯⋯⋯⋯仙無窮時，命與天連。24 

 

文中「真人」與「仙」同義，泛指神仙，即「廣義的仙」，其特徵為「老壽，無窮時，

命與天連」，亦即「壽與天齊」。 

    但也有以「超越天年」方為神仙之說，。《太平經鈔己部》〈五壽以下被承賓災決第

一百四十三〉中言： 

 
      天受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者百三十歲，比若天地日相推，有餘閏也，故為

私命，過此者應為仙人。天命上壽百二十為度，地壽百歲為度，人壽八十為度，

霸壽以六十為度，仵壽五十歲為度。⋯⋯⋯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盡

其算者。25 

 

文中指出，天受人命，故人生壽夭各有其天算，天命最高以一百二十歲（或一百三十歲）

為上限。《太平經》一方面悲嘆常人多無法盡其天年，一方面又標舉能夠超越天命者則

可以成仙，非必長生不死方是。 

    此外，尚值得一提的是，《太平經》中除了從長生不死的立場揭示仙之內涵之外，

也隱含了「純陽為仙」的觀念。《太平經鈔辛部》〈不效言成功第一百二十一〉中言： 

 
      夫陽極為善，陰極為惡；陽極為仙，陰極殺物；此為陰陽之極也。26 

 

「純陽為仙」的觀念，後為鍾呂所重，而有進一步之闡發，乃成為仙之另一重要義涵。 

 

 
三、《新境界》之第三神論 

    《新境界》一書乃涵靜老人李玉階（1900-1994）所著，後來成為天帝教之基本教

義。綜觀涵靜老人李玉階一生，從二十歲初習靜坐，三十歲皈依天德教門下27，後於三

                                                 
24 同上，頁 332。 
25 同上，頁 327。 
26 同上，頁 513。 
27 天德教為民國初年的一個道派，創教教主為蕭昌明（1892-1942），早年隨雲龍至聖歸隱於湘西深山修
煉，得道後下山於湘鄂一帶傳道，承雲龍至聖技法以濟世，主張融合儒、道、佛、耶、回五教精義，

倡宗教大同之精神，創廿字真言以濟世化人。廿字真言為：「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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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歸隱華山修道八年，四十一歲完成《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來台後以七十

八歲高齡成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大力推廣「中國正宗靜坐」，八十歲復興天

帝教受命為首任首席使者，弘揚天帝宇宙真道，直至九十四歲證道歸真，一生道緣甚深。

28 
    涵靜老人之傳道活動，可以「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之成立為其分水嶺，之前

乃積厚醞釀期，之後是建業闡揚期。「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於 1978年成立時，涵

靜老人有一重要講話，闡明立社宗旨： 

 
      我們的目標：使宗教哲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就是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和整理宗

教哲學，用宗教精神來溝通和促進科學發展，以期達成心物合一。 

       
      我們相信：由於追求真理，宣揚宗教，期求人類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結合中，

使人類在物質生活上，脫出縱欲、玩物、暴亂與恐怖的末日。使人類在精神生活

上，以人類的智慧，在最高的形而上領域中，與多度空間的超人類智慧的境界合

一，而達成天道人道合德的天人合一。 

       
      我們追求：基本上可分為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是為宗教哲學與神學探尋科學的

根據。例如「敬上帝」、「信神」、「祭祖先」，究竟是根據什麼？又能達成些什麼？

從而破除迷信，建立正信，從學術上創造宇宙的生命，而不是毀滅。在積極方面，

我門要為科學培養精神，以期科學不被誤用或濫用，從學術上增進人類的生活，

而不是危害。 

       
      我們承諾：我們不褒貶任何宗教或宗派，亦無意建立新興的宗教。正如同我們對

於各種科學的態度，一樣的客觀。我們在工作上，自然需用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

的方法；在原則上和精神上，更要堅持客觀與正確的要求。 

       
      我們的最後理想，通過客觀的、正確的、系統的研究與探討，所獲致的結論，終

將促進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和天人大同，最後最高境界的實現。29 

 

                                                                                                                                                         
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此為天德教之基本教義亦為信眾之人生守則。 

28 涵靜老人李玉階先生之詳細生平事蹟，請參見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帝教出版社， 
  2001。 
29 〈迎接宗教哲學與科學相結合的時代－為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成立獻詞〉，收於《天聲人語－涵靜
文存》，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出版，1987，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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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成立獻詞可以說是涵靜老人基本思想立場與行動綱領的明白宣示，扼要可歸結為兩

點：（一）促使宗教哲學與科學之結合，（二）追求宗教大同、世界大同與天人大同之最

後最高境界之實現，這兩點標舉了天帝教的宗教理想。然此基本思想立場與行動綱領，

其實乃奠基於三十七年前歸隱華山時透過天人交通所完成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

書。30 

    《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之思想要旨有三： 

 
一、認識宇宙人生的新境界； 

二、如何使人開拓生存競爭的思想領域； 

三、共躋世界於和平大同之境。31 

 
要旨一揭示了帝教人生的終極境界；要旨二彰顯了帝教的生命奮鬥哲學，即「向自己奮

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的三奮思想；要旨三則標舉了帝教的和平觀，即「世界大

同、宗教大同、天人大同」的三同思想。涵靜老人所高舉之「宇宙人生的新境界」，他

稱之為「宇宙境界」，此為人生所能追求的最高境界，此境界以「天人合一」、「聖凡平

等」為標的。32既有「宇宙境界」此一最高境界之追求，即突顯吾人生命有其超越性的

終極關懷，此生命超越之道其最後最高的目標就在於達成「宇宙境界」的終極理想：以

宇宙為家。《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的根本宗旨即在於此：闡明宇宙人生之究竟。

而闡明宇宙人生之究竟，終極而言，其目的是要安頓吾人生命之究竟，亦即了斷生死，

徹底解決生死大事，也就是在天帝宇宙真道中安身立命。涵靜老人說： 

 
      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大家所關心而得不到究竟的問題，是生命的來源、生命的

歸屬、生命的究竟為何？歸結起來就是生與死的問題。凡是生物都是必生必滅，

這是宇宙造化的原理。有生有死，死而復生，是一個輪迴，一個究竟，所以生死

是一件大事。而天帝教就是要告訴同奮，生從哪裡來？死到哪裡去的生命究竟。

33 

 

                                                 
30 此書完成於歸隱華山修道之時，最早於民國三十三年在西安出版發行，來台後於民國五十年易名《新
境界》在台北市再版發行，民國六十九年天帝教成立後被奉為該教教義。 

31 《新境界》〈緒論〉，帝教出版社，2000三版三刷，頁 8。 
32 同上書，頁 4。 
33 《涵靜老人言論集》（一），帝教出版社，2005，頁 231。天帝教信眾彼此之間互稱「同奮」，義指在修
道上共同奮鬥：向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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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中所呈現的是一種二元的宇宙生命觀：物質的自然觀與

精神的人生觀，而其理想則是，在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提昇精神生活。宇宙間構成物質的

最終成分是「電子」，依其所荷陰陽電子數量之多寡而定其精粗大小之區別。然在任何

物質中，若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即無生機，即不能成為生物。故「電子」僅表

示宇宙中一切自然現象中之一面，即係陰性的、靜態的、被動的、自然的、機械的、無

生機的，宇宙間若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就呈現最單純的自然現象，即動植礦物

均無法產生。34 

    宇宙間構成物質的另一種最終成分為「和子」，此種原素瀰漫於大空之間，在人體

中即是道家之所謂「性靈」；佛家之所謂「阿賴耶識」；耶回二教之所謂「靈魂」；在動

物中即是生命；在礦植物中即是生機。換言之，和子即是代表宇宙一切現象中之屬於陽

性的、主動的、自由的、自覺的原素。35也就是此一陽性的、主動的、自由的、自覺的

原素－「和子」，攸關生命之究竟問題，而為其思想之關節所在。 

    依《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的宇宙生命觀，人的生命由和子（精神、性靈）與電子

（物質、軀體）所構成。死亡就是和子與電子之分離，人死（身體死亡）之後即成和子，

隨即進入靈的境界（靈界）。所謂「靈界」，即生物逝世後所進入之無形的境界也。36人

死之後進入靈界之和子又分兩種，一為「自由神」，另一為「自由和子」。「自由和子」

即生前沒有經過修煉之和子，此為一般所稱之「鬼」。因其生前不修，沾染太多因電子，

其體沉重，又不合在靈界生存之條件（無功德、無智能，因其不修之故），而淪為飄蕩

無常之悲慘命運。「自由神」則是生前有修之和子，因其有修而所沾染之陰電子較少，

體質清輕活潑，得在靈界之中自由飛旋而無所苦，命運大不相同。修道的目的在了斷生

死，也就是要在生前培養死後在靈界生存的條件，修行之基礎即在於「當其生前，即陽

電勝於陰電。」37生前若不修，死後已無能為力，注定輪迴之命運。生前有修死後成「自

由神」者，死後仍得以繼續修持精進，上達更高之境界。這就涉及涵靜老人所主張的「第

三神論」思想，這是其探究宇宙人生新境界的一個重要結論。 

    涵靜老人是以人類對神權之認識作為其神論的依準，而有「第一神論」、「第二神論」

與「第三神論」的說法。何謂「第一神論」？ 

 
      古代民智未開，科學尚未發達，人類對於各種變化莫測之自然現象，凡無以名之

者，皆謂神力之所使。故神權之第一時代，即為神權至高無上之時代，舉凡日月

                                                 
34 《新境界》〈第一章宇宙之本體〉，頁 13-15。 
35 同上，頁 15-16。 
36 《新境界》，頁 69。 
37 同上，頁 72。此說可以說是傳統陰盡陽純之「陽神觀」的當代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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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山河大地、動植礦物之現象，無不認為神靈之創造與表現。38 

 
何謂「第二神論」？ 

 
      此後民智漸開，哲學發達，乃有第二神論之認識。所謂第二神論者，即神為人類

之救贖，其威權至高無上，凡人之功過皆可由神之喜怒而獲得善惡之報償，上干

天怒，則災難迭至；上得天心，則大罪可赦。39 

 
在「第一神論」與「第二神論」論述的基礎上，進而論及「第三神論」，其言曰： 

 
      凡第一神論及第二神論，其主要之點咸謂神權萬能，前者認為神為獨裁而不容置

辨，後者則神為人類之救世主；前者之神如暴君，後者之神如慈父， 要之皆為

一種「唯神論」。至第三神論，則信神權之極限不過可為自然與物質間之一種媒

介，神乃是執行 上帝旨意之天使，不獨不能創造自然，即神之本身，易並受自

然之支配，惟具有方法足以避免之而已。40 

 
涵靜老人更明白指出：「第三神論者，謂神權之第三時代也，亦現在科學所見之神權的

現象也。」41進而並總結三種神論而特別強調：「第一神論為創造之神，第二神論為救贖

之神，第三神論為媒介之神（媒自然介物質），唯有第三神論之性質始為神之真相，其

他皆幻想也。」42 

    依上所述，「第三神論」中所謂的「神」，既非創造之神，亦非救贖之神，其權限只

是作為自然與物質間的一種媒介，也只是執行上帝旨意的天使，故又稱為「神媒」43，

或即稱之為「神佛」44 。如上所言，神也就不是一般所知解的高高在上擁有絕對權威的

                                                 
38 同上，頁 100。 
39 同上，頁 100-101。 
40 同上，頁 101。 
41 同上，頁 100。 
42 同上，頁 102。 
43 《新境界》〈緒論〉：「上帝為維持宇宙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具有無窮盡之能量，施予各太陽系熱能與
光，藉之維繫全宇宙和子－性靈之生生不息。⋯⋯⋯在此自然界生化不息，精神物質同樣不滅之循環

過程中， 上帝於自然與物質間自有運用媒介自然與物質之權威，並指揮逐級神媒施用「壓」「挾」之
神能力」⋯⋯⋯⋯⋯⋯此神媒者，即本書所述之第三神論也。」（頁 6-7）文中所述「逐級神媒」之言，
乃第三神論之重要義涵，應予特別留意，後文詳述。 

44 《新境界》〈第五章第三節神的權威〉：「上帝者，全宇宙間性靈之主宰，為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
神佛者，執行上帝旨意之天使也。神佛根據天理，運用自然之條件，而為人類及天地間之媒介。」（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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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而是人可以達到的一種生命境界－「神的境界」45。總而言之，「第三神論」所謂

的神「是人類修證而成，是在世追循上帝所管轄之自然律者。」46如此說來，神也是人，

就源起而言，人神之間並無根本上的不同。所不同的是，神是一個修行有成就的人，因

而乃稱之為「神」而不再稱之為「人」。47涵靜老人總結此義言： 

 
      蓋神之與人既為同一之電源所形成，則除有程度上之差別外，自無根本上之不

同。若無根本上之不同，則自然同等。人類所以不及神者，智慧之不及，修養之

不及，非根本之不及也。故佛曰：「眾生皆有佛性。」本書則曰：聖凡同源  凡

聖同基  其基其源  在於旋和                          

          把握旋和  向天奮鬥  苦煉艱磨  超凡入聖     

      神者人也。人為靈之基，聖乃人修成。神聖無足畏懼，仙佛原非尊高，盡憑凡軀

自我培養磨煉奮鬥超創而成，故曰：「聖凡平等！」48 

 
此「神者人也」的「聖凡平等」之義乃先生探究宇宙人生新境界的另一個重要結論。顯

見「神」是人可以修證的生命境界，所謂「神的境界」乃人們超凡入聖的修行道果。此

義的最後結論是：「所謂神佛也者，亦不過比較人類具有更高之經驗智慧及能力，而具

有更多之方法及技術以超制大自然律之性靈耳。」49而「神媒之所以能具有超制自然律

之功能，亦無非生前修持所得之結果而已。」50 

    進一步細究「第三神論」中所言之「神」，其內涵實有廣狹二義。「狹義之神」指的

是所謂的「自由神」，這是生前有修行至某種程度的和子。51至於「廣義之神」，則在「狹

義之神」的基礎上，包含更廣，乃形成一有層次的逐級不同之「神的境界」。《新境界》

一書言： 

                                                 
45 同上書，頁 3。 
46 同上，頁 102。 
47 依天帝教神律系統教義而言，分為三大系統：先天神之靈能幻化系統、炁化神之應元調和系統、後天

神之修持淨化系統。（參見《天人文化新探討》（第一集）第三部〈神律系統之探討〉，天帝教天人研究

總院，1996）「第三神論」之「神」僅指由人修持而成之後天神。 
48 《新境界》〈第六章第一節聖凡平等之意義〉，頁 103-104。 
49 《新境界》〈第五章第一節靈的境界〉，頁 73。 
50 《新境界》〈第五章第四節精神之鍛鍊〉，頁 99-100。 
51 人的生命由和子與電子所構成。死亡就是和子與電子之分離，人死（身體死亡）之後即成和子，隨即
進入靈的境界（靈界）。人死之後進入靈界之和子又分兩種，一為自由神，另一為自由和子。自由和子

即生前沒有經過修煉之和子，此為一般所稱之「鬼」。因其生前不修，沾染太多因電子，其體沉重，又

不合在靈界生存之條件（無功德、無智能），而淪為飄蕩無常之悲慘命運。自由神則是生前有修之和子，

因其有修而所沾染之陰電子較少，體質清輕活潑，得在靈界之中自由飛旋而無所苦，命運大不相同。「普

通所謂神者，即此種自由自在之『自由神』是也。」（《新境界》，頁 72）生前有修，死後方得成為自由
神，不外四大標準：（一）生前有功德於世者，（二）生前有貢獻於人類社會者，（三）忠孝節義者，（四）

具有智慧之善良者。（《新境界》，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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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宇宙之間，一切均受自然律之支配，即生命亦不能逍遙於「道法自然」之外。

然生命者，和子也，亦性靈也。和子與性靈之非屬虛無飄渺之氣體，而亦為一種

高級化學元素之組合。和子既能保持其知覺及智慧，則和子之生命自有其繼續發

展之能力，甚至於足以凌駕自然律之支配而逍遙於其拘束之外。此種具有自我奮

鬥能力之和子，即為「神」。神者，具有不受自然律支配能力之高級和子之總稱

也，其奮鬥之方式及成效，亦有其不同之等級，皆依其自我奮鬥之程度而達到之。

要之，凡能免除其電子之拘束而達到高級真陽（係屬鐳性）之境界者，即具有最

大之能力；反之，即為依次遞減其電子量之電體的神類。52 

 
「廣義之神」即是指「具有自我奮鬥能力之和子」，這包含「狹義之神」的自由神在內。

這些具有自我奮鬥能力之和子，依其奮鬥之方式及成效而形成不同等級電體之「神的境

界」。此神級由低到高分別為：自由神（陰陽電各半）→天君（陽電較多）→聖（玄電

－陽電更多）→天尊（正陽－陽電最多）→仙⁄菩薩（氣陽－同佛）→佛（真陽－鐳質較

少）。53這些層級不同、能力各異的諸多「神的境界」，皆可由人修行而逐級淬煉提昇達

成，它們都是「心靈與物質蛻變之現象」54，雖說愈高的境界愈不易達成，然皆為「人

類努力向善之結果所造成」55，是故離惡向善之道德修養於修行至關重要。至於修証成

神的方法，涵靜老人指出不外三種： 

 
一、立功德於世，逝後即為自由神。 

二、增加親力，引來其所親近之神佛的和力，而得昇至較高之境界。 

三、鍛鍊精神，以求自力達到適應其逝後之新的自然環境之理想，而依其修持力

之大小，逝後進入不同之境界。56 

 
修證之基本至少在求死後得成「自由神」，蓋所謂高級之神佛亦不過是較人類具有更高

之智慧能力，而具有更多之方法以超制大自然之性靈，「自由神」乃初具這種能力而具

備死後於零界生存之條件，「自由和子」則無此能力，故無超脫之可能。是故，生前必

須修行，（一）有功德於世者，（二）有貢獻於人類社會者，（三）忠孝節義者，（四）具

                                                 
52 《新境界》〈第四章生命之究竟〉，頁 57。 
53 此是以神之等級而論，若是和子之等級則為：普通和子（少陽－只有少數陽電）→自由神→天君→聖
→天尊→仙／菩薩→佛→上帝（炁陽－純鐳質之陽電）。然普通和子陰電太重不足以稱為神，而上帝乃

「最後之神」，非人所能修煉而成，故二者不在神級之列。 
54 《新境界》，頁 78。 
55 同上。 
56 同上，頁 84。親和力即一般所謂之感應。有感斯應，其要在誠，即所謂「誠則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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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之善良者，死後方得成為「自由神」。進而依其願力繼續修持，而上達更高境界。 

    「第三神論」思想標舉人類生命超越的奮鬥進取之道，彰顯道教傳統「我命由我不

由天」之「造命」的積極精神。涵靜老人總結此義有言： 

 
      故人生之究竟，即為自我創造與奮鬥。57 

 
人不能糊裡糊塗、不明不白地過其渾渾噩噩之一生，自當有奮發向上之境界提升，不但

一己得以了斷生死究竟大事，更因其能力大增而可濟世救人普渡眾生，此實乃宇宙間人

己兩利之美善大事。人生之境界皆為自我創造與奮鬥之道果，此乃個人靈魂之自救，而

非上帝恩典之救贖。成就「第三神」，除個人靈魂之自救了斷生死外，因其具有更高能

力，並能參贊天地化育，參與上帝調節宇宙和諧運作之生生不息，此更顯人類存在的崇

高價值，這是一種積極向上提升的奮鬥人生觀。此即「第三神論」所彰顯的核心精神。 

  

 
四、歷史上的仙等說 

    《太平經》中的神仙系統是道書中最早出現的仙等說。《新境界》中所揭示之「第

三神論」之神級系統，就其概念內涵而言，實指廣義之仙，蓋二者皆為人透過某種方式

修行所達到的一種高級生命境界。故《太平經》中的仙等與《新境界》中的神級，都是

對此高級生命境界的分等別類，前為古說，後為今論。 

    在《太平經》仙等說之後，歷史上對此課題迭有論說，以下概述其大要。 

    在東晉時期，葛洪即爰引《仙經》所云而指出仙有三品： 

 

      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屍解

仙。58 

 

仙之三品為：上士天仙、中士地仙與下士屍解仙，此雖有上中下之等級分判，然這主要

是就成仙方式的不同所作的區分：舉形昇虛的為天仙、遊於名山的是地仙、先死後蛻的

則是屍解仙。 

    約出於南北朝末的道經《洞玄靈寶定觀經》中言： 

 
      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

                                                 
57 《新境界》〈第四章生命之究竟〉，頁 68。 
58 〈論仙卷二〉，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五刷），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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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填補夭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萬歲，名曰仙人。五者鍊形為氣，名曰真人。

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59 

 
在此將仙分四等：仙人、真人、神人與至人。這是就「廣義之仙」而論，延數萬歲的仙

人，是為「狹義之仙」。 

    唐代茅山高道司馬承禎《坐忘論》一書中亦有其仙階之說，那是修道有成而達到的

不同層次道果： 

 
夫得道之人，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有五時者：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

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觸事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心至此地，始得安

寧，罪垢滅盡，無復煩惱。身有七候者：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夙疾普消，

身心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為氣，名曰

真人；六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60 

 
凡得道之人，其安心坐忘要經歷「五時」（五個階段），養氣全形則會經過「七候」（七

個層次）。修行者鑒察真道的功力，隨其所達到的「時」「候」而益加明澈。若修道者於

修過程中身心階無此「五時七候」，那就是走上歧路，休想成道。在七候之論中，「仙」

是延數千歲之人，此為「狹義之仙」。「廣義之仙」則包含延數千歲之仙人、鍊形為氣之

真人、鍊氣成神之神人與鍊神合道之至人。此四等仙之義乃承繼《洞玄靈寶定觀經》之

說。 

    晚唐道士吳筠則有三等仙之說，在《神仙可學論》一文中其言： 

 

      自凡而為仙，自仙而為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61 

 

這表明成仙之後還可以進一步成為真人，而最高的位階是神人。在《宗玄先生玄綱論》

〈以有契無章第三十三〉中吳筠亦言： 

 
      煉凡至於仙，煉仙至於真，煉真合於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為我身。

所以昇玉京，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62 

                                                 
59 《洞玄靈寶定觀經註》，收於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第三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年），頁 305-306。 
60 三家本《道藏》第 22 册，頁 897-898。 
61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二十六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46。 
62 同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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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仙達神自有超乎凡人之能力與不同凡響之生活，能有能無、能晦能光、無心而玄鑒、

無翼而翱翔、不終不歿，昇玉京、遊金闕，歡壽無窮，「歡齊浩劫而無疆，壽同太虛而

不可量」，自是長生不死之快活神仙。 

    約成書於唐高宗時題為清溪道士孟安排集的《道教義樞》，更將仙等分為繁複的三

位二十七品。修道之人積德累行，依其所證果位不同，而有不同的品次階序。此一品次

階序，書中引《洞神經》云：「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合共為道。」63

此六者乃世人得道之名，「神者，神妙無方；真者，堅純非假；仙者，遷昇改化；道者，

虛通不壅；聖者，正名制作⋯⋯正行居心；賢者，辯能才智。」64又引《太真科》云：「鬼

中立功，進登鬼仙者，皆號靈人。」65此是鬼神得道之稱，「靈者識鑒通微。」66書中進

而又言：「名乃有七，位乃有三。一者仙位，二者真位，三者聖位。神道賢靈，更無別

位，名號雖異，猶附三階。」67修道之人，從凡夫起修，依其所成就之道果，可得不同

位業，如上所述，神仙位業共有七名，即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與靈人，

然其位階是三，依次為仙位、真位、聖位。書中引陸修靜之言曰：「起自凡夫，積行成

道，始化曰仙，仙化成真，真化成聖。」68凡人修道有成可得仙、真、聖之不同位業，

書中進一步引《太真科》之說，以仙真聖三位對應小中大三乘，仙為小乘，真為中乘，

聖為大乘，其下則各有九品。小乘仙九品為：上仙、高仙、大仙、神仙、玄仙、真仙、

天仙、靈仙、至仙；中乘真九品為：上真、高真、太真、神真、玄真、仙真、天真、靈

真、至真；大乘聖九品為：上聖、高聖、大聖、神聖、玄聖、真聖、仙聖、靈聖、至聖。

每一乘之九品又可分上中下三品，前三位為上品，中三位為中品，後三位為下品。69書

中言及「三九不同，而俱是無欲，觀體不無優劣，故有仙真聖殊。」70雖說如此，仙真

聖三乘二十七品之說已流於繁瑣，又未針對各品之殊異處作出詳細的說明，只以「觀體

不無優劣」簡略帶過，已難解所分各品之確義。 

    約出於唐末五代，紀錄鍾離權傳授呂洞賓內丹修煉之法的傳道問答之道經《鍾呂傳

道集》，書中所述五等仙之論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常被引述而廣為流傳，因而成為一般所

最熟知的仙等說。《鍾呂傳道集》一書中即首論真仙，文中指出人有生、長、病、老、

死之生命歷程，唯修持仙道，則可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甚至於可以生而不死。呂洞賓

                                                 
63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五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547。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同上。 
67 同上，頁 548。 
68 同上。 
69 同上，頁 549。 
7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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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問其師：「念生死事大，敢望以不病不死之理，指教於貧儒可乎？」鍾離權告之曰： 

 

      人生欲免墮於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嘗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

陽而為人，勿使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71 

 

人首先要頂天立地做人，再則積極修煉成仙，再進而昇天做天仙，就能不病、不老、不

死、不苦，才不會變成鬼而再度墮入輪迴。「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可說是其基

本論點。人、鬼、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狀態，它們的不同是依其陰陽混雜的程度所作的

區分，書中對此有很明確的界定： 

 

      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72 

 

人作為陰陽相混雜的存在，他一方面可以知所修煉，卻陰存陽，超凡入聖，脫質成仙，

而成為純陽的存在狀態；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年少不修，恣情縱意，因而去陽存陰，死為

純陰之鬼。仙是人修煉而成的純陽存在狀態，書中進一步指出，仙非一也，可分五等，

而修仙之法則有三成： 

 

      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

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離於鬼，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神

仙不離於神，天仙不離於天。73 

 

法有三成，仙有五等，「修持在人而功成隨分」，人們依法修煉，由其所達之分際而有不

同之功果，即成級別不等之仙。五等仙之內涵如下： 

 

    （一）鬼仙：「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

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74 

 

    （二）人仙：「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

信心苦志，終世不移。五行之氣，悞交悞合，形質且固，八邪之疫，不能危害。多安少

                                                 
71 《鍾呂傳道集》，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第三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頁 276。 
72 前揭書。 
73 前揭書。 
74 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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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乃曰人仙。」75 

 

    （三）地仙：「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於中成之法，不可見功，唯長

生住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76 

 

    （四）神仙：「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煉頂。玉

液還丹，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

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77 

 

    （五）天仙：「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居三島，

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78 

    唐末五代之高道杜光庭歸結修道成先之道主要有四：飛升之道、隱化之道、屍解之

道與鬼仙之道，因而所成之仙亦有四等，其言曰： 

 
      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飛；其次牝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化托象，

鈏蛻蟬飛；又有積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

未及人，寒棲獨煉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極以其推誠，

限盡而終，魂神受福者，得為散爽之鬼，地司不判，鬼錄不書，逍遙福鄉，逸樂

遂志，年充數足，得為鬼仙。然後生陰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入仙

階矣。79 

 
杜光庭仙等之分判自不同於鍾呂，最特別的是，杜光庭亦將死後有德之鬼亦列於神仙之

林，其內涵既不同於葛洪舊身不改即生成就之仙，亦不同於鍾呂所稱純陰無陽之鬼。這

種生前行善積德死後成仙之說，別有一番意趣。 

南宋時道教學者白玉蟾在其《修真辨惑論》記載了其師陳泥丸（陳楠）所傳授的仙

三等說。白玉蟾問其師：「修仙有幾門，煉丹有幾法。」其師陳泥丸答曰：「修仙有三等，

煉丹有三成。」80所言三等仙為：天仙、水仙與地仙。天仙之道能變化飛昇，上士可以

                                                 
75 前揭書，頁 276-277。 
76 前揭書，頁 277。 
77 前揭書，頁 277-278。 
78 前揭書，頁 278。 
79 《墉城集仙錄‧序》，載於《全唐文》卷九三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四冊， 
  頁 4303。 
80 白玉蟾，《修真辨惑論》，收於蕭天石主編，《白玉蟾全集》（上）（台北：自由出版社，2008年 
  再版），頁 39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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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此是上品煉丹之法；水仙之道能出入隱顯，中士可以學之，這是中品煉丹之法；

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庶士可以學之，此為下品煉丹之法。天仙自然是修道的最終目標，

修行者唯有修到「遍體純陽，金筋玉骨，陽神現形，出入自然，此乃長生不死之道畢矣。」
81所謂「純陽」，白玉蟾言： 

 
       人但能心中無心，念中無念，純清絕點，謂之純陽。  當此之時，三尸消滅，六

賊乞降，身外有身。82 

 
能修煉至純陽之體，即能出陽神，而有身外之身，此為修道的最終目標。然白玉蟾所稱

之天仙為「純陽之體，能出陽神，而有身外之身」之說，就鍾呂而言其實只是「神仙」，

尚未臻「天仙」之境，而「水仙」之等亦鍾呂所無。 

    金元時期創立全真教的王重陽亦有五等仙之說，他在《五篇靈文注》中注曰： 

 
      仙有五等。鬼仙不足取，人仙不必論，地仙住世長年，神仙出有入無，隱顯莫測，

身外有身。能二其身者，是謂神仙。天仙者，列於神仙之上。83 

 
這基本上乃承繼鍾呂的觀點。而在《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中則別有五仙之說： 

 
      聞《傳道集》中有五等神仙：第一，不持戒，不斷酒肉，不殺生，不思善，為鬼

仙之類；第二，養真氣長命者，為地仙；第三，好戰爭，是劍仙；第四，打坐修

行者，為神仙；第五，孝養師長父母，六度萬行方便，救一切眾生，斷除十惡，

不殺生，不食酒 肉，協非偷盜，出意同天心，正直無私曲，名曰天仙。84 

 
王重陽雖說是聽聞《傳道集》之五等仙說，然實非鍾呂五等仙之說，其中無人仙而代之

以劍仙。而其五等仙之內涵亦根本大異其趣，倒像是對五種仙的分類而不是定出等級。

其中「地仙」僅是養氣長命者，而非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者。而打坐修行者，王重陽即視

之為「神仙」，然打坐修行者比比皆是，但他們未必皆能得道成仙，若只是打坐修行即

稱之為「神仙」，未免太過於浮稱，虛譽過頭，缺乏實質意涵。王重陽之聽聞顯然有誤，

但仍可視之為他對五等仙的一己之見，雖與鍾呂有異，然依上所論，「出意同天心，正

直無私曲」的天仙確是其修道所追求的最終目標，然與鍾呂所言之「天仙」，其實質內

                                                 
81 前揭書，頁 395。 
82 〈為煙壺高士求翠虛妙悟全集書〉，前揭書，頁 941-942。 
83 《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 302。 
84 前揭書，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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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卻大異其趣。 

    明孫汝忠《金丹真傳》承鍾呂尚陽之說而論修仙次第：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純陽而為仙，純陰而為鬼，半陰半 陽則

為之人。85 

 
半陰半陽之人透過修煉陰盡陽純而成仙，依修仙次第而有三等： 

 
      初為人仙，次為地仙，終為天仙。人仙者，地仙之因。地仙者，天仙之自也。86 

 
修仙有其次第，依序而得不同仙果，先人仙，次地仙，終為天仙，此時方得「功成名遂，

大丈夫平生之事畢矣。」87修仙須以此次第進階而上，無可躐等。三等仙之內涵如下： 

 
      補完氣血，復成乾體，復得外藥，結成內丹，此人仙也。採鉛煉汞，凝而為砂，

真陽外來，聖胎脫化，此地仙也。玄座虛浮，懸一黍珠，餌之升仙，上朝天闕，

此天仙也。88 

 
煉就純陽之乾體即為人仙，在此基礎上煉至陽神沖舉則成地仙，在地仙之基礎上積功累

德，功德圓滿而得以上朝金闕升為天仙。人仙、地仙之修煉端在一己之力「由我而不由

人」，能得天仙則「在彼而不在己」猶待他力之加持。在此，「天仙」近於鍾呂所說，然

「煉就純陽之乾體即為人仙，在此基礎上煉至陽神沖舉則成地仙」，在鍾呂實即「神仙」，

依前文所析，「人仙」尚未達純陽之體，「地仙」則尚未能陽神沖舉。 

    清乾隆、嘉慶年間著名道士、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元悟老人劉一明，在其所著《修

真辨難》一書中，答其弟子之問：「聞之仙有五等，皆此一道乎？」時，亦直言仙有五

等之說： 

 
      煉九還七返金液大還丹，了命了性，成金剛不壞之體，千百億化身隱顯不測，天

仙之道即萬劫一傳之道也。從後天中返先天，還原返本，歸根復命，凝神聚氣，

留形住世，長生而不死者，地仙之道，即以術延命之道也。受三甲符箓，煉上清

                                                 
85 孫汝忠，《金丹真傳》卷二〈修真入門〉，收於徐兆仁主編，《金丹集成》（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57。 

86 孫汝忠，《金丹真傳》自序，前揭書，頁 140。 
87 前揭書，頁 155。 
88 前揭書，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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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洞妙法，飛雲走霧，避三災八難，求去無礙者，列仙之道，南宮護身之道也。

修真空之性，極往知來，出陰神而屍解，不落惡趣者，鬼仙之道，即以道全形之

道也。降服身心，保精養氣，住世而無苦惱者，人仙之道，乃培植後天之道也。

89 

 
此五等仙為：天仙、地仙、列仙、鬼仙與人仙。等級不同表示修道境界高低有別，其功

夫道法亦各異，故有五道之不同：天仙之道，萬劫一傳之道；地仙之道，以術延命之道；

列仙之道，南宮護身之道；鬼仙之道，以道全形之道；人仙之道，培植後天之道。 

    在注解張伯端《悟真篇》的著作《悟真直指》一書中，在注解「學仙須是學天仙，

唯有金丹最的端」詩句時，劉一明亦對鬼仙、地仙、天仙之內涵有進一步的闡述，並指

出天仙之道方是修真了脫生死之至道。其言曰： 

 

      夫脫生死之道，學仙之道也。但仙有數等：了性而出陰神者，鬼仙也；了命而留

形住世者，地仙也；性命俱了，身外有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天仙也。鬼

仙雖能陰神，出入自便，然而宅室不固，猶有拋身入身之患；地仙雖能留形住世，

然而法身難脫，猶有幻身委物之累。 

二者一落於有死，一落於有生，均未能了脫其生死。惟天仙脫幻身而成法身，超

出造化之外，無生無死，能脫生死，與天齊壽，永久不壞也。學者欲脫生死，須

學天仙。90 

 
「學仙須是學天仙」，天仙是學道修行的最高也是最終目的，因為天仙「煅盡後天陰氣，

無質生質，從微而顯，氣足神全。霹靂一聲，金蟬脫殼，身外有身，功成名遂，朝北闕

而駕翔鸞，白日飛昇，為純陽不死之天仙，豈不快哉！」91 

    以上簡述劉一明五等仙之論，亦明顯不同於鍾呂之五等仙說，不僅是仙等有差，內

涵也多所不同。其「天仙」之名實乃合鍾呂「神仙」、「天仙」之義而稱之，「鬼仙」高

於「人仙」，等級之分與鍾呂不同，「列仙」則為鍾呂所無。 

    清乾隆時期，同為龍門派第十一代的道士閩一得，他將修道成仙者統稱之為「真

人」，但分為五等：天仙、水仙、地仙、神仙與鬼仙。92仙之所以分為五等，乃因「人秉

                                                 
89 《修真辨難》，收於劉一明著，羽者、余耳點校，《道書十二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年），頁 388-389。 
90 前揭書，頁 121-122。 
91 前揭書，頁 123。 
92 《天仙心傳》，收於《藏外道書》（四川：巴蜀書社，1994年），第十冊，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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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殊異，則修養功作，萬難一致。」93依經中所述，閩一得乃融和鍾呂之五等仙與白玉

蟾之三等仙之說而有所變易，其內涵亦迴異於鍾呂之論。 

    近代道教思想史上重要學者陳攖寧（1880-1969）亦有五等仙之說： 

 

      仙有五等：有鬼仙，有人仙，有地仙，有神仙，有天仙。鬼仙者，不離乎鬼也，

能通靈而久存，與常鬼不同；人仙者，不離乎人者，飲食衣服，雖與人無殊，而

能免老病死之厄；地仙者，不離乎地也，寒暑不侵，飢渴無害，雖或未能出神而

能免衣食住行之累；神仙者，能有神通變化，進退自如，脫棄軀殼，飄然獨立，

散則成氣，聚則成形；天仙者，由神仙之資格，在求向上之功夫，超出吾人所居

之世界以外，別有世界，殆不可以凡情測也。94 

 

能修得人仙、地仙即可長生不死，但尚未能出陽神；及出陽神，就修得神仙之位，而有

神通；若進而修至形神俱妙，脫離凡俗，則能白日飛昇證得天仙。此五等仙之名同於鍾

呂所言，然其內涵雖相近於鍾呂所說，但亦多少有所出入，不盡相同。 

    由以上對仙等說之歷史考察可以看出，對修道成仙之仙的分等別級是十分紛雜的，

有三等、四等、五等、甚至二十七等之說，差異甚大。在有些仙等說中，仙只是修行的

一個過渡階位，並非修道的終極境界。雖說如此，並不影響修道成仙之為道教之核心信

仰。《太平經》所言：「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成仙之關鍵在於得

道，未得道還是人，一但得道即成仙，可稱之為「廣義之仙」。然仙有初階作為邁向終

級仙之過渡位階的仙，這樣的仙階可稱之為「狹義的仙」。「廣義之仙」則包含「狹義的

仙」以及其他更高階的仙品，諸如真人、神人、至人等。 

 

 
五、神仙之不同內涵 

    無論仙有幾等，基本上都是仙。仙等說自以仙論為基礎，釐清仙的意義應能更好地

理解仙等說的內涵，然仙之意義與仙等說一樣紛雜。仙是人透過某種方式所成就的一種

特殊存在樣態，至於此一特殊存在樣態之實質內涵為何，則存在很大的歧見，而形成不

同的觀點，然大體而言可歸結為幾種類型。既有葛洪舊身不改的「肉體長生不死成仙」

之說，亦有強調身外之身的鍾呂「陽神冲舉」說，杜光庭所謂「生前積德死後成仙」之

說，還有全真教王重陽「全真成仙」之論。 

                                                 
93 前揭書。 
94 〈孫不二女功內丹次第詩注〉，胡海牙總編、伍國忠主編，《中華仙學養生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6年），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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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舊身不改的「肉體長生不死」之說，在歷史發展的長期實踐觀察之下，可以說

已被證偽。考察諸仙道大師們肉身在世之年壽實與一般常人差距不大，即足以證之。葛

洪本人世壽六十一歲或說八十一歲；全真教創教之王重陽世壽不過五十八；在全真七子

之中，丘處機入門最早，年齡最小，成道最晚，卻事功最大，也最高壽，亦不過是春秋

八十。其它六子之世壽，依仙逝先後列之如下：孫不二六十四歲、馬丹陽六十一歲、譚

處端六十三歲、劉處玄五十七歲、郝大通七十三歲、王玉陽七十六歲。95歷代張天師八、

九十、百歲高壽者有之，然三、四十歲就過逝的亦甚多。96以上所舉，足證「肉體長生

不死說」之荒誕虛謬。是故，仙等說中「留形住世，長生不死」的「地仙」應是不存在

的，那可能只是人企盼長生不死享樂人間之願望的投射，一種無法實現的心理幻想。 

    鍾呂所言神仙之特徵為「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葛洪對於不死神仙的

要求是「舊身不改」，但鍾呂對神仙的要求則是「身外有身」，亦即在既有舊身之外，煉

就出另一新身，此身外之身鍾呂稱之為「陽神」。修道之士須修煉至出陽神，方成就陰

盡陽純之神仙，自得浩劫永存長生不死，此可稱之為「陽神長生不死說」。 

    關於「陽神」之說，《神仙鑑》一書中有一則張伯端與禪僧澄一入定出神同赴揚州

觀賞瓊花之記載： 

 

      天台有僧澄一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紫陽與之雅志契合，

一日謂曰：「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二人即於靜

室趺坐。紫陽至時，僧已先繞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少頃，久伸

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與僧把玩，僧嘆服。
97 

 

此一記載，猶如神話，玄妙神奇，不可思議。其弟子大惑不解，疑而問曰：「同一神遊，

何以有得有不得？」張紫陽答曰： 

 

      我金丹大道，性命雙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現形，謂

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無復形影，謂之

陰神。陰神不能動物，非大道也。98 

 

                                                 
95劉見成，〈修心見性‧見性成仙：長春真人丘處機的修道思想〉，收於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

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頁 102。 
96 參見李申，《話說得道成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10-114。 
97 徐道等撰，《神仙鑑》（七），廣文書局，2004二版，頁 2927。 
98 同上，頁 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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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紫陽所言即出陽神與出陰神之別，此亦道佛修行道果之異。「出陽神」可說是道教生

命超越之道的修行最高成就。此一生命境界，若為真實不妄，則非比尋常，真可說是高

而難攀、玄不可測，似非理智所能解，自待修證至該境界方得契入體知。純陽真人呂喦

有詩云： 

 

      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工夫不到頭。99 

 

全真教清和真人尹志平亦有言： 

 

      學者惟當修進功行，無求顯驗，莫起疑心，行之既至，自然有所開覺。100 

 

「行之既至，自然有所開覺」，莊子即言：「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大宗師〉），對「陽神

說」之了知，亦復如是，只要功夫到頭，自然有所開覺。吾人行之未至，功夫不到頭，

自無以妄論是非，故身外之身的「陽神長生不死說」自當備為一說。 

    杜光庭將死後有德之鬼亦列於神仙之林，其內涵既不同於葛洪舊身不改即生成就之

仙，亦不同於鍾呂所稱純陰無陽之鬼。這種「生前行善積德死後成仙」之說，影響民間

信仰甚鉅，一些在人間有功德於世的帝王將相似乎在死後都被神化而成仙，受到敬祀祭

拜。 

    全真教王重陽「全真成仙」之說，既反對肉體長生不死，也不贊同死後之性靈不滅，

又不同於陽神浩劫永存之論。王重陽在《立教十五論》第十五論〈論離凡世〉中即清楚

地指出此點： 

 

      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蓮花，根在泥而花在虛 

      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 

      愚不達道理也。101 

 

王重陽文中強調：「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並嚴厲批判：「欲永不死而離凡世

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可見其長生不死成仙之說非指肉體永生不死，亦非死後之性靈

不朽，著實別有義涵。王重陽在回應馬丹陽「何者名為長生不死？」之問時，答曰：「是

這真性不亂，萬緣不掛，無去無來，此是長生不死也。」102後來馬丹陽亦說：「但能澄

                                                 
99 《純陽真人渾成集》，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二十六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269。 
100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同上書，2004，頁 737。 
101 《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279。 
102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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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遣欲，便是神仙。」103王重陽又明白指出：「務要諸公得識真性。不曉真源，盡學旁

門小術，此是作福養身之法，並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為失錯，轉乖人道。」104

又有詩云：「修行須借色身修，莫殢凡軀做本求。假合四般終是壞，真靈一性要開收。」
105由此可明鑑其義旨，全真教之修道非延年長生之養形小術，而是超生死的修仙大道，

此即丘處機之所言：「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

延年小術耳。」106此無上修仙大道乃是「性到虛空，豁達靈明。」107王重陽卽有詩云：

「本來真性喚金丹，四假為爐煉做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滾出入仙壇。」108 

 

 
六、結語 

    依上所論仙之內涵，《太平經》中所論之仙雖紛雜不一，然其主調仍在積學修善不

止而得道成仙，這是生前修持即身成就而獲長生不死之果，因此可歸屬於葛洪所謂舊身

不改的「肉體長生不死成仙」之說。而《新境界》所言之神論，則指人死後所成就的從

自由神到上帝以下之不同狀態的逐級和子，這些逐級神媒乃生前行善積德所成就之道

果，此說實近於杜光庭所謂「生前積德死後成仙」之說。《太平經》中所論之仙乃生前

成就已得長生不死，既然已經長生不死，自然無須論及死後之種種。《新境界》之生命

觀是一種輪迴的生命觀，生前若無法修行至某種程度則死後仍將墮入輪迴的命運，不得

解脫。所以，《新境界》之第三神論是一種生前修持死後得解脫的修行生命觀。這是二

者最大的的不同。 

    然而，不管是生前修持即身成就，還是生前修持死後解脫，都展現了「我命在我不

由天」這一核心精神。修道成仙（神）的根本就是追求一種生命自主的轉化超越，成就

更高的生命境界。生命超越之道就是超凡、入聖、登真之價值轉化而止於至善的艱辛奮

鬥歷程，那是基於生命反思之心靈價值覺醒所啟發的超越性實踐行動，此一超越性的實

踐行動時即吾人面對存在困境的拯救之道（way of salvation）。此一拯救之道也就是吾人

在超凡入聖登真的生命價值理念下所進行的存有論上的朝聖（pilgrimage of Being）。生

命若無向上一層境界之翻轉超越，終難避免陷於在下層生命中諸多善惡對立的爭奪拉

                                                 
103 《丹陽真人語錄》，《馬鈺集》，趙衛東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251。 
104 〈玉花社疏〉，《重陽全真集》卷之十，《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159。 
105 〈諸散人求問〉，《重陽全真集》卷之十，《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143。 
106 《丘祖全書節輯‧丘祖語錄》，收於蕭天石主編，《呂祖心法傳道集‧丘祖全書節輯合刊》，台  
  灣自由出版社，1998，頁 251。 
107 〈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中言：「有一等道人，丹田搬運，亦是下等門戶爾，乃教初根小 
  器人。若性到虛空，豁達靈明，乃是大道，此處好下手，決要端的功夫。」，《真仙直指語錄》 

  卷上，《道藏》第三十二冊，頁437。 
108 〈金丹〉，《重陽全真集》卷之二，《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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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只有生命境界之超越方能徹底解決人生根本的勞苦煩憂，這是修道成仙所揭示的一

種以道觀之安身立命之道。（2009-10-12初稿於涵宇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