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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針對道教經典《真文赤書》所作的研究。在道教中對於經典的形

成有許多種看法，其中最特別的也是與《真文赤書》最相關的就是「天

書」的觀念。所謂的「天書」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來自天上的書」。道

教中人相信《真文赤書》為「天書」，它通過詮釋而成為「玉訣」變成

「世書」，並且在人間傳播。 在陸修靜現存的著作中，有許多是敷述

《真文赤書》而來的，例如在《授度儀》中他便採用《玉訣》和《真文

赤書》的「楷書體」，另外在《眾簡文》中除了引用「楷書體」之外，

也使用「擬篆體」。因此陸修靜在《真文赤書》的傳承過程中所占的重

要性實大於葛巢甫。 在說明陸修靜與《真文赤書》的關係後，接下來要



處理文本的問題。在今存的明代《道藏》中有《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

天書經》及《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等兩部經典，與《真文赤

書》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從道經的「十二類」著手，嘗試從道教本身的

道經分類法來理解《真文赤書》中的「擬篆體」與「楷書體」間的關

係。除了從「十二類」來說明二者間的關係外，更進一步從今本《赤書

玉篇》和《赤書玉訣》中的「五方真文」、四部玉訣、「五帝真符」及

神杖法、〈元始五老鎮靈求仙禳災赤書玉訣〉、〈太上洞玄靈寶召伏蛟

龍虎豹山精八威策文〉等五個部份來討論這兩部道經的關聯。 在討論

《真文赤書》的「五行思想」時，主要是以觀念群組來說明的，分為

「五老」、「天」(亦即五星、北斗七星及二十八宿)、「地」(亦即五

嶽)、「人」(亦即五臟)等四個方面。又因為後三者帶有很強烈的空間意

象，因此以「天文空間」、「地理空間」、「身體空間」權稱之。 在

《真文赤書》中首先透過一個「開化神人」的「天書」作為其信仰的基

礎，一切的星辰、山嶽、人身都是緣此而來的，或許在這種層面上我們

可以將「天書」與「道」等通起來。因此這種具有「根源性」的「天

書」是一種「神聖的」存在，通過誦讀、書寫、存思、舉行儀式等方

式，便可以在災禍發生後完成天、地、人、神的「聖化」，使世界重新

歸於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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