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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魏晉南北朝是道教的創發時期，當時諸多道派和經派紛紛興起，而道教

經典也相繼的流傳於俗世。在經典的思想內容中，傳承著早期道教傳統

思想的觀念，並且因應當時社會的情況而賦予新的意義，因此於經典所

傳達出的訊息，在道教創始期特具意義。而神仙思想一直是道教的核心

觀念，也是道教研究的重要課題。為了瞭解其思想內容，藉由經典中關

鍵字的出現和演變，以及其在文脈中的意義之探討，即可得知道教神仙

思想的發展及其重要的仙學意涵。 但道教的神仙思想研究是為複雜的問

題，並無法做的相當全面性，因此本文僅探討六朝時期的重要人物陶弘

景所編撰的上清經中之仙學意涵。而關於道教神仙思想中的關鍵字有許



多，最為相關的是「神」、「仙」、「真」三個字，是道教構成其神仙

思想的重要關鍵字。由關鍵字在經典文脈中之意，即能瞭解到神仙思想

的重要觀念。 而經由對陶弘景所編撰的上清經中「神」、「仙」、

「真」諸字的探討與分析之後，將其神仙思想中的重要仙學意涵歸納為

仙界觀、仙階觀及修煉理論三方面： （一）在仙界觀方面：認為仙界中

的神仙是長生不死的，而且可以自由飛行於仙界中，不受到任何的限

制，亦可免於各種苦難及生存的危機。而不同的仙真是隸屬於不同的的

仙府與仙宮，並職司其任務。由此可見在上清經派的神仙思想中，反映

出當時社會的需求，以及對品級觀念的重視。 （二）在仙階觀方面：關

於道教神仙品第思想的發展，六朝上清經派在神仙三品說的基礎上，已

發展成更為複雜及完整的神仙譜系。在當時的仙階觀中，是將其社會上

複雜及龐大的官僚體系移至仙界的仙官體系中。這與早期神仙思想中較

強調個人逍遙長生的宗教目的有所不同，而是特別強調官僚式的集體救

度之宗教目的。另外在上清經派仙階觀中值得注意的是真人的等級高於

仙人的品第觀念，而且強調不同的修法，將成為不同等級的仙真，這可

說是神仙品第思想的發展與演變。這種由仙而真的宗教目標之轉變，可

說是一種由個人度世到群體的濟度之改變，而這種改變同時也包含著修

行方法上的轉變。 （三）在修煉理論方面：上清經派的修煉理論主要是

在於強調存思見神的存思法，而存思真神回返身中是上清經派存思法的

重要內容，只要能在修煉時令真神回歸，就能長生不死，合形昇飛，上

昇仙界。而上清修法的另一重要特色為服食金丹以及誦讀《大洞真

經》。在上清經派的修煉方法上，強調只要服金汋神丹就能白日昇天，

不需其他修煉方法就能成仙。而修習《大洞真經》便意味著對身體進行

更高境界的神聖化，故此修法亦為上清修法的重要特色。 而在六朝上清

經派經典中「神」、「仙」、「真」諸字的仙學意涵之探討的研究基礎

上，可進一步的做其他相關課題的研究。例如：關於「神」、「仙」、

「真」之外的其他關鍵字及其組合的問題之研究，或是不同派別的神仙

思想中之仙學意涵的探討與比較，以及在不同的朝代中所特別強調的仙

學意涵等，這些都是有待做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而本文限於時間與

目前能力的問題，並無法做如此全面性的探討，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繼

續做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以探究出整個道教神仙思想的重要意義與價

值。  

摘要

(英) 

Abstract Taoism originated during the Chin Dynasty (265-420AD) 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y(420-580AD), when numerous sects and branches of 

Taoism thrived and the Taoism corpus was established. The texts show the 

Taoism religion at that time continued its early belief while adding new 

interpretations contemporary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messages found in the 

corpus bear a special meaning in understanding Taoism at its beginning period. 

The belief in gods has been the core concept in Taoism,thu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aoism studi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gods 

and its inner meanings, I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the key words in classic Taoism 

books and their evolutions in meaning in contexts.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Sutra of Shang-ching(上清經), edited by Tao Hung-ching（陶弘景）,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in Taoism studies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y. The 



analysis will be focused on the three key words "shen" (神 gods), "shien" (仙 the 

Immortals), and "chen" (真；真人 the Perfected). By studying the meanings of 

these words in contex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gods in Taoism is revealed. The 

concept of gods is discussed in the three aspects: the world of gods, the ranks of 

gods, and the theory of mortification. 1. The world of gods: Gods were believed 

to be immortal and had the ability to fly unlimited in the divine world, free from 

sufferings or survival threats. Different gods belonged to different palaces, each 

having its own positions and tasks. The gods in the Sutra of Shang-ching reflected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mphasis on social ranks. 2. The rank of god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three-level god society, the Taoism at this period had 

developed a more complicated and complete hierarchy structure of gods. The 

sophisticated bureaucratic society was copied into the divine world. This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tress of individual immortality and 

freedom; instead, it advocated a religious purpose of a bureaucratic group 

redemption. The other thing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chen(真), the Perfected, 

ranked higher than hsien(仙), the Immortals, and that different mortification 

resulted in different gods. The elevation from hsien to chen means a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immortalization to group redemption, with a change in 

mortification as well. 3. Mortification: The mortification theory of the Sutra of 

Shang-ching is mainly about the belief in "I think and I see gods." As long as one 

calls back the True Spirit（真神） during mortification, he/she can achieve 

immotalization and was exalted up to the divine world. Another characteristic 

about it is taking the Golden Pill（金汋神丹） while reciting the Sutra of Da-

Dong(《大洞真經》). The Shang-ching Sect emphasizes the mere Golden Pill 

can elevate a mortal and create godhood, without the need of other forms of 

mortification. Studying the Sutra of Da-Dong deifies a mortal. This research on 

the terms of "shen", "shien", and "chen" in the the Sutra of Shang-ching is onl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other more advanced research, such as the meaning of other 

key word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 comparison of the meaning of gods in 

different Taoism sects, and the concept of god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Concerning the scale of the thesis, the research is rather focused 

than comprehensive. If having a chance, I'll continue to research on relating issues 

to map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of the concept of gods on larger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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