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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呂祖的丹道思想有别於一般勸善著作，其內容並非著眼於福報靈應，而是

以剖析道之本質為主體，論述道與人的關係和修道的具體方法，其理論體系構

成了道教思想的重要部分，其內容所涵蓋的範圍，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回教等世界各大宗教相約，包括了宇宙的來源、人的來源、人與宇宙的關係、

死亡與來生、道德的生活規範等重要範疇，為解答人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人

與其本源之關係、人存在的終極意義等重大的人生問題，為人們提供了道教獨

特的回答。其回答的內容，不僅適用於生活在中國文化傳統的人，對不同宗

教、文化背景的人們，均具有極大的啟發性。本文將依據《呂祖全書》及《醫

道還原》之文本, 從性命雙修、批判外丹, 以及三教合一等三方面剖析此仙道體

系之核心思想。 

 

關鍵詞: 呂祖, 內丹, 外丹, 性命雙修, 三教合一 

 

一、引言 

呂巖生於唐代，字洞賓，號純陽子。在道教歷史中，呂巖被敕封為「純陽



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其地位尊貴崇高，其身分異常特殊，他不但是全真派南北

二宗所共尊之宗祖，内丹道中派、東派 、西派、隱仙派以及伍柳派等派別亦深

受其內丹理論的影响。在民間的傳說中，呂巖集儒、釋、道三教精神於一身，

他有教無類，不但點化貴冑文人、僧俗平民，也接引世人眼中身分低賤的妓

女，而且大力提倡忠孝，為精忠篤孝者立誥，被敬奉為「忠孝神仙」。他願力宏

大，無量度人，誓度盡眾生方肯上昇，深具菩薩心腸，佛門尊稱為「文尼真

佛」。他變化無窮，靈應事蹟，傳之不絕，降乩下鸞，弘道傳法，被尊稱為「純

陽吕祖」(簡稱呂祖)。以「呂祖」名義成立的道壇，在民間多不勝數，而以

「吕祖」之名降乩的鸞文，實際數目更難以統計，但就已出版的文字而言，累

計超過百萬，字數之多，絶非其他道教仙真可相比擬。更重要的是，呂祖的鸞

文，除了一些詩詞歌訣屬短小精悍之作外，許多意義精深的思想，往往以長篇

經論的形式構作，形成一獨特而宏大的思想體系,在道教理論中實屬罕有。然而, 

學人至今對吕純陽丹道思想的研究仍然嚴重不足。 

從宗教的角度看，仙真的乩示除了為人們決疑治病、却疾解厄外，藉着鸞

文之降，可以趁機指點衆生，積德行善、修道證真，呂祖的鸞文亦無例外。但

值得注意的是，呂祖的仙道思想有别於一般勸善著作，其內容並非著眼於福報

靈應，而是以剖析道之本質為主體，論述道與人的關係和修道的具體方法，其

理論體系構成了道教思想的重要部分，其內容所涵蓋的範圍，與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回教等世界各大宗教相約，包括了宇宙的來源、人的來源、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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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關係、死亡與來生、道德的生活規範等重要範疇，為解答人生從何來、

死往何去、人與其本源之關係、人存在的終極意義等重大的人生問題，提供了

道教獨特的回答。其回答的內容，不僅適用於生活在中國文化傳統的人，對不

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們，均具有極大的啟發性。本文將依據《呂祖全書》及

《醫道還原》之文本, 從三方面剖析此丹道體系之核心思想。 

第一、如果將人之生命看成由心靈和肉體兩部分構成，那麼我們就不能只

顧及一部分，而不理會另一部分;是故一套完整的修煉工夫自然地包含了對心靈

(即性)和肉體(即命) 的整體鍛鍊。呂祖以「性命雙修」作為修煉金丹的指導原

則，主張身心或性命，兩者不可偏廢，此與佛家視肉體為臭皮囊，偏於心性工

夫的修養,明顯地截然不同。 

第二、仙道之旨在使人不受凡軀之囿，超凡入聖，不死成真。歷來仙論有

分外丹、內丹兩派，外丹道主張向外搜求金石之藥，燒煉成丹，服之登仙；內

丹道提倡向內去除稟賦之雜，淨返其真，得者成道。呂祖力主內丹之道為仙學

正宗，以「修煉內丹」為得道成仙之不二法門，大力批判由外丹道引致的毛病,

他的觀點颠覆了維持數百年之久的外丹道，形成嶄新的理論範式。 

第三、在呂祖的思想中，貫穿其性命雙修的內丹理論，乃「三教合一」的

文化精神，此一特徵使呂祖的思想融匯了中國文化的精華在其仙道理論之中，

令道教成為一種融攝力極強的宗教，與西方獨尊一神的宗教，在包容性上是南

轅北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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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探討呂袓內丹修煉理論的先天根據，即剖

析人類何以具備修煉成仙的條件。第二部分對「會三歸一」、「性命雙修」等丹

道理論作分析性研究。第三部分將初步地釐清「三教合一」的融合標準。 

二、「內丹修煉」的理論根據 

1.  宇宙的來源 

不同宗教對於「宇宙從何而來？」這個看起來簡單，卻是最為複雜而神祕

的問題，各自有其回答。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物理學家提出一種以「大爆

炸」觀點作為宇宙演化的模型，迄今乃科學界最為人所熟知的宇宙物理學理

論，這種理論與基督教主張宇宙由獨一真神所創造，明顯地互相排斥。至於道

教主張宇宙由道而來，萬物皆源於道，這種觀點與大爆炸理論，表面看來卻沒

有互相衝突。 

宇宙源於道的想法，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已經產生，主要來自老子對「道」

所作出的開創性論述。老子生活於春秋楚國,受其文化滋養;他將道視為天地之

始、萬物之母，而且道具有周行不殆、獨立不改、無象無形，杳冥恍惚、寂寥

虛靜等特性。老子對「道」的種種闡釋和發揚，形成了道教宇宙論的重要部

分。在漢代，老子的道體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中嚴君平從宇宙演化的角

度解釋道的變化，河上公則從本體元氣論上解釋道的內涵；這些思想不同程度

地被吸納在呂祖的宇宙論中。從呂祖不同的經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老子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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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嚴遵演化論、河上公元氣論的影響，以下選引數例為證。 

《八品經 · 太極化育品》云：「太極無形，先天地生，氣神合並，混一鴻

濛。一氣既動，動而履陽，其卦應乾，動極復靜，靜而生陰，其卦應坤。輕清

上浮，乾道曰天，重濁下凝，坤道曰地。…人稟三才，體全太極。」 

《後八品經 · 太上洞玄華氣朝元品》云：「昔者混元開天，生於太空太

無，太極太化，杳冥成象，輕清浮湛，號曰乾天，沉濁在下，坤地厚重，而載

萬物，二氣絪縕，人道生焉。人既能生，三才並位，所以化育，皆在於神。」 

《鐘呂傳道集 · 論大道》云：「真元一判，太樸已散。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一為體，二為用，三為造化。…道生二氣，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

五行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

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

久。」 

《醫道還原 · 卷一 · 總論》云：「洪濛未判，一氣混元，太極初分，五行

列位，陰陽貫乎萬象。…天氣輕清，常充盈而流轉。地氣重濁，實凝固而安

貞。人稟三才之末，身具百脈之關，上則符天，下則符地。天有晷度，人之脈

竅同其源；地有山河，人之脈絡同其妙。」 

呂袓繼承老子的觀點，視宇宙來源自混沌無形之中，而非如某些宗教所主

Commented	[p9]:	《八品經》之原有名稱為《太上呂祖

開天皇極證真闔闢洞妙仙經》，，收入劉體恕輯，《呂祖

全書》，上集，卷九、十，香港，青松觀重刊，1991

年。 

Commented	[p10]:	《後八品經》之原有名稱為《呂祖

孚佑演正警化宣說修仙證真還丹祕妙仙經》，收入劉體恕

輯，《呂祖全書》，上集，卷十一，香港，青松觀重刊，

1991 年。 

 

Commented	[p11]:	沈志剛注，《鐘呂傳道集注譯 · ·靈

寶畢法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第 18 頁。 

Commented	[p12]:	《醫道還原 · 卷一 · 總論》，光緒

廿七年，粵東省城善書總局重刊版，第一集，信善玄宮

重印。 

Commented	[p13]:	呂祖不但在宇宙論上繼承老子的思

想，老子亦是其仙派源流之始。在《呂祖本傳》之末，

敘列了老子和呂祖在此源流中的位置： 

「大道之傳，始於太上老子，而盛於呂祖。溯其源，少

陽帝君得老子之傳者也，兩傳而得呂祖。」詳見呂祖

著，劉體恕輯，《呂祖全書》卷一。 

 



張，由神力所造。此混沌無形按照其內在規律，生出鴻濛之氣，即「道生一」。

鴻濛之氣運動，生成陰陽二氣，即「一生二」，其中輕清者上浮形成天，重濁者

下沉形成地，天地成形後，天地陰陽二氣孕育人類，即「二生三」。換言之，人

由天地二氣直接化成，正因如此，人在宇宙演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為三才之

一，而且天地與人有著各種相似性，例如人身內之脈竅、脈絡，與天地之晷

度、山河相符應等。在三才孕育下，萬物亦逐漸成形，即「三生萬物」。換言

之，宇宙萬物(包括天地、人類) 皆由不同階段的「氣」所構成。 

「氣」成為呂祖思想，以至道教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不但含有物質意義，

也具有形上意義。「氣」被視為宇宙萬物共有的本體特性，一切事物既以氣的方

式存在，也以氣的方式變化轉換，甚至以氣的方式互相溝通。按照呂祖的詮

釋，他接受了河上公的元氣論，將人視為天地之子、位列三才，在宇宙創生的

過程中，地位較諸萬物更高一層，為萬物之靈。這種宇宙觀為「天人合一」提

供了先天的理據。 

要注意的是，道教主張之「天人合一」，乃是一種「實體存在式」的天人合

一，在道教修煉中具有特殊意義，與儒家「道德形上式」的天人合一，有重大

區別。基於天地與人在結構上相應，「實體存在式」的天人合一才有可能，這方

面《修真圖》言之甚詳，例如：「天有九宮，地有九州，人下丹田有九竅，以象

地之九州」；或如：「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心至腎有八寸四分」。人身具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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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地相應溝通的能力，因此按照天地之機、逆反之理，依法修煉最終才有可

能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以下兩節，我們將通過討論人的來源和死亡的來源，

進一步解釋人與宇宙的關係，以及人能進行內丹修煉的先天理據。 

2. 生命的根源 

 從宏觀上看，人皆來自天地，只是萬物之一；但另一方面，人為萬物之

靈，由天地二氣直接孕育而成，因此人與萬物有所區別，這種區別正是修煉內

丹的先天根據。《太乙金華宗旨 · 天心章》云：「天心者，三才同稟之心，丹經

所謂玄竅是也，人人俱有。賢哲啟之，愚迷閉之。啟則長生，閉則短折。」 

呂祖認為人為三才之一，人之性與物之性，其差異之處在於人有「天心」，

此心與天相接，人人皆有，能開啟天心者，亦即知曉「玄關一竅」之所在，那

是修煉內丹的重要一步。由此看來，人成仙的根據與人的來源有著密切的關

係。 

從個體上看，人皆來自父母，而其中變化，仍然與陰陽二氣相關。《鐘呂傳

道集 · 論真仙》云：「人之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即精血為胞胎，…陰

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在《論天地》又

云：「至如父母交會，其父則陽先進而陰後行，以真氣接真水，心火與腎水相

交，煉而為精華。精華既出，逢母之陰先進，以水滌蕩於無用之屋。逢母之陽

先進，以血承受於宮之前。精血為胞胎，包含真氣而入母子宮。積日累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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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造化成人。」 

據《鐘呂傳道集》所言，人之形成乃由父精母血結合開始，精為陽、血為

陰，父親陽中之陰氣與母親陰中之陽氣相交，就如心火之氣與腎水之氣相交同

一原理，此陰陽二氣之精華形成胞胎，隨著從母體吸取營養，胞胎逐漸成長，

直至十個月、三百日，圓滿成形、哇哇落地，與母體分離，成為獨立的個體。 

此獨立的生命體，從外部結構看有四肢五官，從內部結構看則有五臟六

腑，而這些生命結構的運作，從丹道看，全靠人有三寶，即「精氣神」。《醫道

還原 · 卷一 · 詳解》云：「命者何？。即三寶也。人無此三寶者，豈不立斃？

然三者皆稟於天，而為人之命寶，所以謂之命。命何以有源本？精藏下宮，為

生身之本；氣藏中宮，為運行周身血脈之本；神藏上宮，為宰乎精氣流行之

本，三者互為其根。」人的生命活動是一複雜而奇妙的現象，究其本源為天地

二氣，具體呈現則為精氣神之變化運轉。但令人困惑的是，既然人之精氣神皆

稟自於天，在宇宙演化中與天地同源，何以天地能長長久久而人壽往往卻不過

百年呢？道教從方仙道時期，已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3.  死亡的原因 

常言道，人皆有一死，但人為何不免一死呢？如果知道死亡的原因，我們

能否避免死亡呢？道教不但深入地探討这个問題，並且發展出各種應對的方

法，例如導引、吐納、採氣、辟谷、服食、丹藥等。呂祖通過闡釋人類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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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指出上述種種方法所存在的毛病，由此建立他的長生理論。以下先

看看呂祖在不同的道經，分析人類死亡的根本原因。 

《鐘呂傳道集 · 論真仙》云：「方當十五，乃曰童男，是時陰中陽半，可

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走失元陽，耗散真氣，氣弱則病老死絕矣。…純陰而

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為鬼，可

以為仙。少年不修，恣情縱意，病死而為鬼也。知之修煉，超凡入聖，脫質而

為仙也。」 

《後八品經 · 太上洞玄華氣朝元品》云：「人既能生，三才並位，所以化

育，皆在於神。…貪愛無度，失其原初，血氣敝耗，筋骨枯槁，顏色零凋，蓋

為失其神也。」 

《八品經 · 太極化育品》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精化為氣，氣化為

神，鍊神還虛，號之長生。眾生不悟，迷亂七情，喜怒哀樂，神喪於形。」 

《醫道還原 · 卷一 · 總論》云：「天地冥然無情欲之干，常安貞而不病，

人為七情所耗，百憂所擾，久之五氣不和而生疾。…天地不自生，人則生生不

已。有生則有老，而疾與死亦因之。」 

除非橫遭意外，人大都因疾病、衰老而離世。道教認為生老病死只是人之

常態，卻非唯一結果。人由父母精血二氣構成，陰陽相雜，這種特質使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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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可塑性。如果將真陽之氣煉養得宜，盡除陰雜之氣，人可以上昇為仙，

然而一般世人，當面對世俗事務，難免產生各種情感和欲望，不斷耗用精血、

神氣，由是老病出現，最終氣盡神竭，死亡為鬼。 

既知造成死亡的原因是情欲干擾，導致肉體衰敗，令上天賦與的精氣耗用

迨盡，那麼對治之方自然是一方面控制情欲干擾、修養心性，另方面阻延肉體

的衰敗、保命為尚，進而使個人的精氣能與天地二氣相通，「精化為氣，氣化為

神，鍊神還虛」，達到與道同一，不死長生。這是呂祖建立性命雙修的理據所

在，亦是他何以主張內丹修煉而反對其他方法的原因，在下一節，我們將特別

針對外丹術的問題，探討呂祖批評外丹燒煉的理據。 

4. 外丹，內丹或其他？ 

 人們將許多自古代傳流下來的養生、長生的方術，往往一律歸於道教名

下。這些方法的具體內容和實質成效，一直是人言人殊。抱朴子曾對斷穀、守

一、存思、玄一之道、金丹大藥等不同方法作出討論，他認為斷穀不能令人長

生，守一、存思和玄一之道都各有神奇之效，而金丹大藥能令人不老不死。葛

洪談及的方術，只是流傳中之萬一，還有許許多多，難以盡錄。呂祖亦曾對一

些較為人所熟知的方術作出評論。 

《鐘呂傳道集 · 論大道》云：「以傍門小法，易為見功，而俗流多得。互

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而敗壞大道。有齋戒者，有休糧者，有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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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漱咽者、有離妻者、有斷味者、有禪定者、有不語者、有存想者、有採

陰者、有服氣者、有持淨者、有息心者、有絕累者、有開頂者、有縮龜者、有

絕迹者、有看讀者、有燒煉者、有定息者、有導引者、有吐納者、有採補者、

有布施者、有供養者、有救濟者、有入山者、有識性者、有不動者、有受持

者，……傍門小法，不可備陈。至如採日月之華、天地之气，心思意想、望結

丹砂，屈體勞形、欲求超脱，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为真胎息，絕念忘言，

養养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氣，金槍不倒，黄河逆流，養命之下法；形如槁

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术。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 致

使大道日遠、日疏，異端並起，而成风俗，以失先師之本意者，良由道耳聽途

說、口耳之學，而指訣於無知之徒，遞相訓式，節序而入於泉下，令人寒

心。」 

上述三十多種被稱為「傍門小術」的方法中，只要細心分辨，大體上有兩

大類型，一類屬養性修心，例如禪定、息心、持淨等，另一類屬養命煉形，例

如休糧、採氣、導引等。 

呂祖指出有些小術對養性、養命有一定幫助，而且一般較易看到成效，因

此流行較廣；其中外丹燒煉之術，自先秦已有傳聞，謂服食金丹大藥可以脫殼

飛昇。至魏晉時期，外丹之術更被視為「神仙道教」的代表；到唐代，服丹之

事更是童臾皆知，而其弊端亦逐漸明顯，據趙翼《廿二史札記》，唐代帝君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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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丹藥中毒致死者，共有六人，其餘將相文人服丹中毒者，為歷代罕見。 

呂祖在《鐘呂傳道集》曾論及外丹之源，乃出自黃帝，而燒煉外丹存有種

種限制，在絕對嚴格條件下煉成之丹藥，雖不能令人上升天界，但亦有助補接

真氣。不過事實上純淨的藥物難得，凖確的時間火候難知，以致煉丹得成者鳳

毛麟角，而服丹致死者卻有增無減。呂祖對此狀況深以為慮，曾詳加剖析外丹

之弊，其言引之如下。 

《醫道還原 · 卷九 · 詳解》云：「此反覆申明，外術之無益且有害，期學

者嚴以為戒也。世之偽學一流，往往採取凡間金石及草木等類之凡藥，以此烹

煉作丹，以為服之可以脫體飛昇，不知草木金石一流，純是後天陰濁之物，無

不各有毒性，以此煉為丹，實毐丹也。服之若非敗精破血，則耗神損氣。即或

善為採取，所用之藥，無此數弊，而一經凡火之煆煉，亦不免有火毒。世人妄

想神仙，常常服此毐藥，體漸枯槁，血肉漸為消乏。又或服此藥而火毒中於內

臟，或發作瘢疹。或傷目失明，或傷舌失音，或傷耳至於聾，種種貽害，不可

勝言，不可謂殘血體乎。…血體既被毐藥傷殘，性命之理且無所寄托，元陽無

從可煉。…今特反覆詳申，後之學者，苟能不蹈其弊，乃可望修途之有成

也。」 

外丹之士不惜財資，燒煉丹砂雄黃等物，目的在求服之可超脫登仙。信之

者雖言之鑿鑿，可是實際上未見其利、先見其弊，不但未能使人長生，就連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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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願望也不能達到，服之者往往提早喪命。呂祖指出外丹之術根本不合性命

之理，甚至是與之相違。正常健康的體魄，尚因世務俗情而致精氣虧損，理應

先作調理，使人心性之地、生命之所不會過早衰殘。服食金丹者恰如飲鴆止

渴，使毒物侵害本已損耗的身體，結果只會加速死亡，其他一些傍門小術，亦

復如是。 

由此看來，一種修煉方法是否可取，端視其內容能否符合人的本質，亦即

性命共存之理，那才是衡量道法的唯一合理的標準。以下我們即探討性命之理

在呂祖丹道思想中的具體內容。 

三、「性命雙修」的理論內容 

1. 性與命: 道德生命和肉體生命的關係 

 在古代，不管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兩大傳統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人

除了肉體，還有靈魂的存在。在古希臘，蘇格拉底說：「靈魂在取得人形以前，

早已在肉體以外存在著，並且擁有知識。」這種靈魂、肉體二分說，在古希伯

萊傳統中，同樣存在；更有趣的是，古希伯萊人用「呼吸之氣」(breath) 來表

達靈魂具備一種「生機」的力量，這與道教元氣論的觀點頗有相似之處。 

在呂祖思想中，「性」、「命」大約分別地代表了「靈魂」和「肉體」，在其

修煉理論中，同時兼顧性、命的鍛煉，意義十分重大。眾所周知，佛道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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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重視心性工夫的修養，但兩者之別，在於道教主張通過保養或鍛煉肉體

來體現仙道，而佛教對肉體的養護，基本上以「色身是空」來看待，態度是消

極的。 

呂祖對「性命」的觀點，在道教中甚為突出、影響很大。呂祖認為修道成

仙是人格的圓滿完成，要臻至仙真之境，必須「性命雙修」，才能令人對道德生

命和肉體生命，同時提升，達至圓融合道。呂祖說：「性者命之本，性定則命可

修。命者性之基，命立而性始盡。」肉體是心靈的居所，要保證心靈在未臻至

善前，有居留之所，故修命是基本的，亦即「命立而性始盡」；另一方面，只有

心靈的力量不斷提昇，肉體的保養工夫才有成效，故修性是必須的，亦即「性

定則命可修」。 

在《敲爻歌》，呂祖用更為淺白的比喻，指出性與命的關係，以及性命雙修

的理據，其中有云：「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

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權握家

財無主病。性命雙修伭又伭，海底洪波駕法船，生禽活捉蛟龍首，始知匠手不

虛傳。」 

修命的功夫令肉體得以保全，足以壽同天地，但沒有元性作指引，那只會

像手握萬貫家財，而不知其真正價值，復如徒有生命空殼而沒有靈魂，即使永

生也是愚夫一個；然而忽視修命的功夫，無法保住肉體，靈魂無處寄托，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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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境已成陰魂，成仙之路亦屬空談。 

呂祖主張「性命雙修」是臻至仙道的惟一真實途徑，亦是最上乘的功夫，

他說：「修性復命為道之真乘，即為道之最上乘」。但此路甚為玄妙，亦甚少人

能達至，其中主要原因是，歷來修道之法，或靠口耳相傳，或以丹經傳流，但

傳法之師難尋，而丹經亦甚難得，即使幸而獲得，其內容往往以比喻作論，以

詩代言，語言隱晦艱澀，有時甚至刻意將文字次序錯亂，故縱得丹經，亦難以

完全明了。 

呂祖的道經有一重要特徵，就是語言淺白，而義理精深。儘管他亦常以比

喻作論，但解說方式平易近人，他解說修性復命的方法亦是如此，例如，《醫道

還原》說 ：「塵欲不干，大夢自醒，日積月累，盡把塵心退淨，斯性定矣。性

定而邪緣不入擾，則神魂清，而先天之元精日長，不生後天之濁精，到得元精

充足，則立命矣。先天元精充足而向之真陽，伏藏於陰中者自發其光，復還以

補先天之元性，此時性命合矣。合久而內之鼓鑄陶鎔，自結成一團真靈。…神

仙不過一明潔輕舉，真靈不滅耳」。 

據呂祖的解說，人們將六識所生之慾望減退，自然看到以往被慾望牽引的

自我，並非真我，那便恍如夢中醒覺，只要日子有功，自是心淨無欲，此即性

定之時；如能持之以恆，身內蘊藏的精微之物可累積增強，肉體的損耗將日漸

修補，當達致元神清、元精足，此即立命之時。最終，元性復其本真，元精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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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陽，則性命復合成一真靈，即為神仙。但何謂「元神」、「元精」？與修性

復命有何關係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要了解呂祖的「精氣神三元論」。 

2. 會三歸一: 從性命雙修到精氣神合一 

在《全唐詩》，呂祖有詩云：「息精息氣養精神，精養丹田氣養身，有人學

得這般術，便是長生不死人」。此詩簡潔地指出了精氣神的相互關係是：以精為

基，化而為氣，精氣養身，以身養神，其法在息。在《醫道還原》和《後八品

經》中，呂祖對此「精氣神三元論」有更細緻的解釋。 

《醫道還原 · 卷七 · 詳解》云：「兩大(即天地)交而成一太極，乃性命之

真諦。…人稟兩大之靈氣而生，內亦自具一太極。空中一點寂然不動、粹然至

一神是性，真精及本然之淑氣是命。其生稟之初，太極完全，何嘗不如兩大會

宗。不過自後起之邪緣感動，遂將太極分之，而性命不能歸還本原耳，所以有

待於修習而復還厥初也。何謂三元合一？三元者，元神、元精、元氣也。…三

者合而還歸於真一。人亦一天地之妙用，具乎三元。元神，性之內合也；元精

元氣，命之根蒂也。…人不從此真機窮先明白，欲自得修途反真，難矣。」 

《後八品經 · 靜性品》亦云：「諦觀此身，從虛中來，虛者性也，性乃無

極之真。太虛之靈，自一稟形，故謂之性，從道受生，故謂之命。…性在天

邊，命在海底，天海之象，喻譬而已，曰精曰神，性命之基，故性無命不立，

命無性不存。心虛性明，命固精生，存誠定意，固濟此根，滌慮洗心，沐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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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養性之方，保命之喻，性返虛寂，心入無為，精自化氣，氣自化神，神自

化虛。」 

歷來許多丹經，不論闡釋乾道或坤道之理，皆以「煉精化氣」、「煉氣化

神」，「煉神還虛」作為標誌修煉之先後階段，這些階段正是建基於呂祖的「精

氣神三元論」。精氣神是人身三寶，為內煉的「藥物」，其中以精為基礎，所謂

「煉精化氣」，就是令後天濁精不生，體內保有之能量不被消耗，力量自然累

積，日積月累，可以使先天之精昇華成氣，一般稱此階段為「百日關」或「小

周天」。小周天屬有為階段，心性工夫的要求尚未至最嚴格，但修行者必須能持

守定靜，切戒色慾。 

《醫道還原 · 卷八· 詳解》云：「當神靜而真陰日長時，最宜密為提防，以

杜邪火逼水下流，及夢魔盜破，…積之日久，到得陰長陽自生而精自化氣，以

為真息。…到得一陽初生時，妙不可言，此真陽之光。…大約百日便有自知自

覺之徵驗。」 

《八品經 · 保精固命品》又云：「夫精氣神，號之三靈。元精與淫泆之

精，本非二精，元氣與呼吸之氣，本乎一氣。心本虛無，然性則本無二體。太

空廓朗，欲化其精，先守其性，欲調乎氣，先虛其心。動以養氣，靜以煉虛，

應而無為，覺而莫隨。」 

在修道的不同階段，性與命的工夫都不能分開，濁精與元精的變化在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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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否虛靜、無為，濁氣與元氣的變化亦同乎一理。 

在「煉氣化神」的階段，氣與神合，一般稱此階段為「十月關」或「大周

天」。不過，所謂十月，不是一定是十個月。呂祖說：「曰十月胎完，蓋借人受

氣成胎而言，非真十個月而修持性命之靈胎遂可結也，不過為之取義耳。」此

階段對心性工夫的要求甚高，必須虛寂淡定、慾望不生、清靜無為。呂祖特別

強調「清靜無為」，曾有說：「大道之要，不外『無為而為』四字」，他在前後

《八品經》和《清微三品經》另有詳細解釋。 

《八品經 · 氣合伭元品》云：「心不主靜，無以固道，氣不行運，無以存

真。…處靜不知其靜者，出乎靜，虛極則明，明概則瑩，虛明則忘。」 

《後八品經 · 靜性品》云：「靜性之功，保命之要，轉運虛無，顛倒生

死。性繫乎心，命繫乎身，…忘情養性，虛心養神。」 

《清微三品經 · 中卷》亦云：「豈知大道，止在清靜，一有作為，弊叢生

矣。夫此大道，原諸無極，為太極根。生陰生陽，造化群品，養育生靈，功用

浩博。本體如如，無形無像，無色無聲，無臭味法，以無所無，故無所事。清

虛淡定，寂靜逍遙，乃於本體，無所障礙，以無障礙，故無損壞，以無損壞，

故無所失，以無失故，道體具足，本體圓明，妙用顯行。」 

守靜無為包含了性功的主要精神，在不同階段的命功修煉都不能欠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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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煉神還虛」的階段，一般稱此階段為「九年關」或「上關」，那是內丹修煉

最後一步。《醫道還原 · 卷八· 詳解》云：「三寶合而性命歸，性命歸而真靈自

凝結於虛空神室。此真靈結成後，如嬰兒之在腹，謂之還歸先天。…在不即不

離間統歸定靜，以養此靈胎，使之堅固完足，所以古來養育真靈皆有面壁九年

之功。」 

《八品經 · 神化無為品》云：「除情去慾，志在希言，湛然不動，運息連

綿。三年不漏，可結下丹，目有光明，顯我真伭。六年不漏，可結中丹，元神

漸出，大道昭然。九年不漏，大丹克全，飛騰自我，身列仙班。」 

根據呂祖的理論，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個階段

的修煉，身體不斷出現變化，如「口有甘液、腹中聞風雷之聲」，「髮白返童

容」，「週身血脈皆化，異乎濁血之凡軀」。其中三年不漏、六年不漏、九年不漏

等分期，意在表明即使靈胎已結，復須長養仙胎，尚要待元神堅固成形，可脱

離獨立，始身外有身，飛昇九天，成為神仙。 

四、「三教合一」的融合標準 

我們若論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問題，首先將要考慮合一的標準。如果以「性

命雙修」作為判教標準，則儒佛皆無命功之論，勢難同判圓教之位。呂祖主張

三教之合，乃以「心性同原」為融合的標準，是故儒佛雖無命功之論，但三家

俱以心性修養為教，名目雖異，理實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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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同經 · 會三歸一章》云：「儒耶釋耶道耶，惟中古聖人，知後世之

人，不能全體皆備，不何已分出三教名目，名雖各異，理實一焉。…人之習

學，豈必盡明三教，悟徹一原，然能於心性之中，深究明了，無論學儒學釋，

與夫學道，至於徹悟之時，自得三教一原之理。…為說三教理，心性同一原。

天人契妙旨，如鏡鑑空明。如月印止水，透發示宗乘。修行有根柢，是儒與釋

道，究何分彼此。」 

中國文化自始即重人心之教，明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三教之立，皆心

有所同，旨在教人於成聖成仙成佛以前，先立乎人道。呂祖有謂：「未修仙道，

先修人道。」《八品經 · 誠悌導引品》云：「體天地心，曰儒曰釋曰道，三教非

離於心。儒以謙和，釋以忍辱，伭以致柔。精氣神非柔莫得，戒定慧非忍莫

守，仁義德非和莫涵。柔忍和厥中乃成。」 

呂祖曾藉著對比三教而自言其志, 在《道魔問答》中他說：「醒一貫之機，

而充諸宇內者，仲尼也。悟色空之相幻者，佛子也。宣太上之好生，洩還丹之

奥旨，立宏願而指迷者，純陽也。」他對其自身的思想曾作出評價,《清微三品

經 · 自序》云：「古聖先賢傳有秘典，其道立精湛，言之純一，文之伭妙，予

皆有所不逮，然衹各道其所道，而未嘗統會而言之，予故集三教之宗旨，而為

斯言。道云乎哉，文云乎哉，亦第一家之言。」 

 總括言之, 呂祖以玄門丹道之教立宗，其所教之旨，融滙三教之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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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的文化精神，成為呂祖思想的重要標誌，而呂祖亦以三教的心性

論思想合一於玄道，成其一家之言，在道教內丹的理論體系中, 影響巨大, 地位

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