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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敦煌寫卷P.3282、P.2455、S.6841，學界定名為《靈寶自然齋儀》
，也就是六朝所謂靈寶六齋之一的自然齋。自然齋法應用性很高
，隋朝《洞玄靈寶玄門大義》記載：「其外又有六齋、十直、甲子
、庚申、八節、本命、百日、千日等齋，通用自然之法。」唐初佛
教法琳《辯正論．三教治道篇》亦持如此看法，以看待道教。而且
唐末宋代道教科儀書，多宣稱自然朝為齋儀之本，這種說法值得我
們進一步對自然齋儀做更細膩的考察。

    本文希望以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為文本基礎，分析自然
朝、自然齋儀的儀式內容與功能，並嘗試解釋其可能的起源與意義
。而且也將擴及六朝的各種重要齋儀，如金籙齋、黃籙齋、明真齋
、塗炭齋等，並與東晉末劉宋時期的道教經典，如《元始五老赤書
玉篇真文天書經》等，進行一系列的經典、神話與儀式的關聯性分
析，希望能夠釐清早期道教儀式發展的許多問題。

中文關鍵詞： 自然齋儀、自然朝儀、靈寶六齋、敦煌寫卷、禮十方

英 文 摘 要 ： Dunhuang Manuscript P.3282、P.2455、S.6841 has been named
“Lingbao Natural Fast” by academic circle, which is one
of the Lingbao Six Fasts in The Six Dynasties.  Many of the
Taoist ritual texts In the late Tang and early Song dynasty
claimed that “Natural Worship Ritual” was the origin of
the Ritual Fast in Taoism, and this opinion is worth
further studying and explor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Dunhuang Manuscript “Lingbao
Natural Fast”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and the
function inside the “Natural Worship Ritual” and
”Natural Fast”, will try to explain the possible origin
and meaning as well.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o clarify
many issues in the early Taoist Ritual development.

英文關鍵詞： Lingbao Natural Fast, Natural Worship Ritual, Lingbao Six
Fasts,
Dunhuang Manuscript, Worship ten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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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齋儀與靈寶齋儀考論 

―以敦煌寫卷為討論基礎 

Discuss Lingbao Natural Fast basing on the text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 

教授      鄭燦山 

Prof. Cheng Tsan 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敦煌寫卷P.3282、P.2455、S.6841，學界定名為《靈寶自然齋儀》，也就是

六朝所謂靈寶六齋之一的自然齋。自然齋法應用性很高，隋朝《洞玄靈寶玄門

大義》記載：「其外又有六齋、十直、甲子、庚申、八節、本命、百日、千日

等齋，通用自然之法。」唐初佛教法琳《辯正論．三教治道篇》亦持如此看

法，以看待道教。而且唐末宋代道教科儀書，多宣稱自然朝為齋儀之本，這種

說法值得我們進一步對自然齋儀做更細膩的考察。 

    

    本文希望以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為文本基礎，分析自然朝、自然齋

儀的儀式內容與功能，並嘗試解釋其可能的起源與意義。而且也將擴及六朝的

各種重要齋儀，如金籙齋、黃籙齋、明真齋、塗炭齋等，並與東晉末劉宋時期

的道教經典，如《元始五老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等，進行一系列的經典、神

話與儀式的關聯性分析，希望能夠釐清早期道教儀式發展的許多問題。 

 

關鍵詞： 

自然齋儀、自然朝儀、靈寶六齋、敦煌寫卷、禮十方 

 

 

Abstract： 

 

Dunhuang Manuscript P.3282、P.2455、S.6841 has been named “Li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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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Fast” by academic circle, which is one of the Lingbao Six Fasts in The 

Six Dynasties.  Many of the Taoist ritual texts In the late Tang and early Song 

dynasty claimed that “Natural Worship Ritual” was the origin of the Ritual Fast 

in Taoism, and this opinion is worth further studying and explor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Dunhuang Manuscript “Lingbao Natural Fast”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and the function inside the “Natural Worship Ritual” 

and ”Natural Fast”, will try to explain the possible origin and meaning as well.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o clarify many issues in the early Taoist Rit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ngbao Natural Fast, Natural Worship Ritual, Lingbao Six Fasts,  

Dunhuang Manuscript, Worship ten directions 

 

 

壹․前言 

    道教的齋戒文化，淵源甚早，大約漢魏之際即已見其跡，但是修齋儀式則

濫觴於東晉，一般以東晉末的靈寶經系統最早。1從此以後，道教的修齋儀式得

到長足的發展，傳衍至今猶未歇。 

 

     

 

    所以，關於道教齋儀的討論，始終是道教學研究的一個焦點。或者取徑儀

式發展史角度，或者探討齋儀的類型與功能。本文會以此為基本的研究視野，

針對南朝初發展出來的自然齋儀進行考察，除了涉及歷史問題外，也將闡釋自

然齋儀或是靈寶齋儀背後的道教信仰問題，將處理神話與儀式的關係之課題。 

 

    關於自然齋儀的內容，《正統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收錄有《洞玄靈寶自然齋

儀》一卷，不過卻是晚出的版本，2今日所見以唐代的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年代

                                                      
1 日本小林正美認為，中國道教齋法之原型是天師道的指教齋，而指教齋法則是在天師道上章

儀禮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小林氏引用一些南北朝道經得出如此結論。參考小林正美，〈道教

の斎法儀礼の原型の形成―指教斎法の成立と構造―〉一文 p39-55，此文收編入小林正美編，《道教

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硏究》（東京都：知泉書館，2006）。筆者基本上對於小林正美的論點持

保留態度，日後再專文討論此問題。筆者認為，道教的儀式性的齋法，還是源自東晉末所謂的

靈寶經派，而天師道的指教齋，則是受到靈寶齋法影響，而於東晉末劉宋初才形成的。呂鵬志

也認為，東晉末南朝初問世的天師道經典《旨教經》，直接吸收了靈寶齋法而形成了指教齋。參

考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p139-140。 
2 《洞玄靈寶自然齋儀》，朱越利判斷是宋代以後作品。任繼愈一書則於年代問題無說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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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而敦煌寫本被判定而歸屬於自然齋儀者，目前已刊布者共有四件，包括

P.3282、S.6841、P.2455、D171(北京大學藏)。也被整理隸定成《洞玄靈寶自然

齋戒威儀經》，而被收錄在《中華道藏》第43冊之中。這將是我們討論的文本依

據。 

    至於自然齋儀的儀式內容，學者周西波已經做出細部的整理，所以我們將

轉而關注自然朝儀與自然齋儀的歷史真偽問題，並希望從道教的神話與教義論

述的角度，闡明自然朝儀與自然齋儀儀式背後所蘊藏的道教信仰的意義問題。 

    唐宋時期道教科儀書流行「自然朝為齋儀之本」的說法，這個說法可見於

唐末五代道教科儀大師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依照杜光庭的說

解，認為靈寶諸齋法都源自靈寳自然朝儀，所以自然朝儀爲靈寶諸齋法之祖。

一代科儀大師之說，自然被奉為圭臬，兩宋科儀書多延續杜氏之說。唐宋相沿

不替的觀點，筆者持保留意見，下文會進一步剖析考辨。 

 

    而唐宋科儀書都將自然朝儀、自然齋儀溯至劉宋陸修靜，乃至東晉末靈寶

古科儀，似乎二者年代甚早，這個歷史問題，我們也會有所辨析。然後對於自

然朝儀、自然齋儀的信仰意義，我們會從神話的角度做一番詮釋。 

 

貳․關於靈寶自然齋儀的基本問題 

一•自然齋儀、自然朝儀的年代問題 

 

    學界對於靈寶自然齋儀的研究，是從文獻的角度開始，首先聚焦於敦煌寫

卷。日本學者最早關注到P.3282、S.6841、P.2455此三件寫本，3皆《正統道

藏》所未收錄，大淵忍爾則判斷為同一經卷，擬名為《靈寶自然齋儀》。

P.3282、S.6841、P.2455、D171(北京大學藏) 四件是已經刊布的敦煌寫卷自然

齋儀，另外根據王卡討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兩件尚未刊布敦煌寫卷，分別

為BD15636、BD15420。不過周西波不完全贊成王卡的說法。周氏認為這兩件

未必是自然齋儀。4 

 

    大淵忍爾略作考證，認為太玄部成立之際，將自然齋儀納入其中，而《靈

寶中盟經目》則尚未見自然齋儀之名，所以自然齋儀是比較晚出，比較晚成立

的。5大淵忍爾的看法，自然不是沒有根據，在《正統道藏》收錄的北周《無上

                                                      

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p170。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p380。 
3 三件寫本之圖版，載錄於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9），p140-

147。 
4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32-33。 
5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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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要》所載諸齋儀中則未見有自然齋之著錄。卷四十七齋戒品，卷五十八至六

十四則缺卷，不過考察敦煌寫卷《無上秘要》卷四十七、五十八相對的品目則

分別是序齋品與寶經靈衛品，而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卷帙品目則與《正統道

藏》本相同。6可見，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未有缺卷，而且全部都是編排科儀

之專卷，共收錄有八種科儀，但是也未見自然齋儀之名。所以自然齋儀似乎應

當是年代比較晚的科儀。 

 

    不過唐宋科儀書提及自然朝儀、自然齋儀時，都上溯至劉宋陸修靜時期，

可見當時科儀道士普遍認為二者年代甚早。唐宋時期道教科儀書相當流行「自

然朝為齋儀之本」的說法，這個說法，似乎源自唐末五代道教科儀大師杜光

庭，其《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讚導〉云： 

又按金籙古儀及黄籙舊法，宿啓之夜及言功之時，皆先作自然朝，然後

行齋事。故啓齋儀云衆官相率，先行自然朝，至三禮後，即告齋署職，

說戒宣科，明旦晨曉，依法行道。此法自張天師、陸先生、冦天師、張

清都相傳至今，頗歷年代。皆以齋法出於靈寳自然朝，爲齋之祖宗，故

先行自然朝，示不忘本也。近有庸愚道士，不達古賢之情，先於玄師之

前，補署六職，宣科授簡，然後陞壇，仍云簡寂先生。齋法謬誤，飾非

謗說，詞理紛然，寡識無知，一至於此。尚有其黨，相倣行之，不唯獲

亂法之愆，實亦受謗賢之罪。達敎君子，冝共斥之。(53/3a-4a) 

杜光庭這段文字，揭示了兩個道教科儀史的重要觀點：第一，道教齋法，源自

靈寳自然朝儀。第二，而自然朝儀出現的年代，可以早至劉宋陸修靜，甚至是

張天師的時代。兩宋道教科儀書，原則上沿用杜光庭的說法，如南宋蔣叔輿

《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一六、南宋呂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六、南宋

王契真《上清靈寳大法》卷五十六與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寳大法》卷二十，都

承襲杜氏的論點。甚至被杜光庭批評為「庸愚道士」的五代張若海《玄壇刊誤

論》一書，其〈論方懺品第六〉也說：「道士以靈寶自然朝為諸齋之祖。諸齋

法出洞玄靈寶部，所以為齋之祖也。」在在可見道教所謂齋法，是源出於靈寳

自然朝儀，這是唐宋時期道士的普遍認知，而在歷史上可以追溯至陸修靜。所

以，顯然與前述大淵忍爾的觀點有所出入。自然朝儀、自然齋儀年代並不晚，

可以溯至劉宋陸修靜時代。唐末兩宋科儀道士的說法是否可信，值得進一步加

以考論。 

 

    「自然朝為齋儀之本」的說法，不只來自杜光庭的《太上黃籙齋儀》，更

可以在唐代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P.3282找到如下之敘述：「宿啟，法師

                                                      
6 李麗涼，《《無上秘要》之編纂及道經分類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8)，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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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依常作自然朝，朝法如左。」7成書於南朝前半期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儀注

訣》8「齋儀增損法第十一」也說：「受道法，齋雖依自然儀，宿啟及三上香，

十方及大懺文，當隨事增損。」9如此便可以推斷，道士認為自然齋儀是以自然

朝儀為基礎發展出來的，這種觀點似乎淵源甚早，而非唐宋科儀道士向壁虛

構。不過也有學者周西波認為，此一「自然朝」之說不見於陸修靜的著作及

《無上秘要》之齋儀中，故《無上黃籙大齋立成儀》卷一六云：「經科止云建

齋當先行自然朝，初無宿啟、散壇之文故也。」所以他懷疑真否存在所謂自然

朝儀?他推測可能是隋唐道教徒大力宣揚之說，其用意或在於為宿啟儀軌的增衍

強調其合理性與必要性。10周氏之說，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我們還是可以

進一步做出補充論述或是修正。 

 

    首先，前文已述，宿啟科儀中，已包含有自然朝儀節，這種說法不只是見

於杜光庭的《太上黃籙齋儀》與唐代敦煌寫卷《靈寶自然齋儀》之中，也可以

在南朝前半期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儀注訣》找到證據。所以未必是隋唐宋科

儀道士新創之說，而是源自南朝道教。而且《傳授經戒儀注訣》「序次經法第

一」敘述傳授太玄部的經卷便包括有「太玄部卷第九 老君自然朝儀注訣，太玄

部卷第十 老君自然齋儀」之說法，11則自然朝儀在南朝前半期齊梁時期即已形

成。至於自然齋儀，早在陸修靜作品中已經論及。西元454年，陸修靜撰《洞玄

靈寶五感文》，書中便提及「自然齋」儀，並討論了齋儀的性質，可見自然齋

儀，起源甚早。不過確實未見自然朝儀的蹤影。陸修靜從未曾討論過自然朝儀

的相關內容或問題。因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測，自然朝儀形成的時間，應該是

在西元454年之後、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儀注訣》之前，而晚於自然齋儀。 

 

    另外，陸修靜(西元406-477)《洞玄靈寶五感文》書中討論自然齋儀的性

質，有如下之敘述：「其六法，自然齋，普濟之法。…法亦結徒眾，亦可一身，禮

謝十方。」12可以看到「自然齋儀」中有「禮謝十方」的儀節，而這個儀節，在

唐宋道教科儀書中，正如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讚導〉所說：

「又按金籙古儀及黄籙舊法，宿啓之夜及言功之時，皆先作自然朝，然後行齋

事。故啓齋儀云衆官相率，先行自然朝，至三禮後，即告齋署職，說戒宣科，

明旦晨曉，依法行道。」而宋代科儀書如南宋呂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南

宋王契真《上清靈寳大法》與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寳大法》，都承襲杜氏之

                                                      
7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43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710c。 
8 關於《傳授經戒儀注訣》的年代，大淵忍爾考證認為此書成於南北朝末年，筆者則認為應當

是南朝前半期齊梁之際的著作，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

想暨太玄部之討論》（臺北：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9 年 12 月），p472-473

之考辨。 
9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305b。 
10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36-37。 
11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302bc。 
12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5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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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而進一步指明：「自然朝，即禮十方懴悔、三禮是也。」假使考察《正統

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收錄的杜光庭編集《金籙齋啟壇儀》其中的「宿啟儀」段

落，便可發現「禮十方、長跪懺悔、三啟頌、三禮」儀節，13我們可以得到印

證。可見杜光庭以及呂太古等幾位唐宋道教科儀專家們的觀點，年代前後一脈

相承。 

    綜合上論，可能在陸修靜時代尚未有自然朝儀，不過已經存在自然齋儀，

而「自然齋儀」中「禮謝十方」的儀節，極可能稍後於陸修靜，便被改編成自

然朝儀的儀節內容之一。這種改編，似乎在南朝前半期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

儀注訣》便已完成。南北朝後半期以降至唐宋時代，科儀大師們在不明道教科

儀發展史實的情況之下，便自然而然地、邏輯性地、合理地將儀節較為簡要的

自然朝儀，當作儀節較為複雜的自然齋儀的源頭，認為後者是在前者的儀軌基

礎上增訂而成的，從而相因成習乃產生「自然朝為齋儀之本」的流行說法。 

     

    其次，進一步討論自然齋儀的年代問題。我們在《正統道藏》洞玄部威儀

類收錄的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看到：「臣修靜依棲至道，翹竚靈

文，造次弗忘，幸㑹有數。顧使草茅之品，獲披龍鳯之章。妙重尊嚴，非所堪

勝。誠欣誠懼，冰炭于心。自從叨竊以來一十七年，竭誠盡思，遵奉修研，翫

習神文，耽味玄趣，心存目想，期以必通。…考覽所受，粗得周遍。…伏㝷靈

寳大法，下世度人，玄科舊目，三十六卷符圖，則自然空生，……但正教始

興，天書寳重，大有之藴，不盡顯行。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禀，臣據

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裏，足相輔成，大乗之體，備用不少。但授度威儀，

唯有二表，關奏啓請，無其典式。…事要急用，實宜充備。臣敢以嚚瞑，𥨸按

金黃二籙、明眞、玉訣、眞一自然經訣，准則衆聖眞人授度之軌，敷三部八景

神官，撰集登壇盟誓，爲立成儀注。」14 

陸修靜準備將靈寶經傳度給他的門人，卻苦於沒有現成的傳授儀式可以遵

循。於是他便參考在他之前的靈寶經典數部，擷取其中的材料，自力編成了

「靈寶授度儀」，以方便道教傳承。陸修靜參考的靈寶經典，即上文中所言

「金黃二籙、明眞、玉訣、眞一自然經訣」，而分別指《金籙簡文》、《黃籙

簡文》、《洞玄靈寳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眞科》、《太上洞玄靈寶赤書玉訣妙

經》、《眞一自然經訣》幾部經典。其中未見「自然齋儀」之目，可以推知陸

氏著《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時，自然齋儀尚未形成。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年代未詳。15然而其中，陸氏說自己叨竊以來一十

七年，意指陸修靜從入道之年起算以迄他撰寫《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已經17

                                                      
13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43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9b。 
14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4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419a-419c。 
15 Schipper, Kristorfer and Verellen, Franciscus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255-257. 並未考證出此書之年代。此外任繼愈與朱

越利二書，同樣未考證此書之確切年代。請參考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北京：華夏出版

社，1996），p183。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p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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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這條資訊有助我們考辨《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的著成年代，學者們據

此推斷《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是陸修靜在西元437年至西元453年之間作成

的。16我們卻可以再作考辨。 

 

    我們可以接著比對《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與「靈寶經目」，以便進一步

考察《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的可能成書年代。 

     

    陸修靜於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西元437年)所撰寫的《靈寳經目序》，談到自

己求道與蒐羅靈寶經的艱辛過程，而他在經過一番考證後，乃彙編成所謂「靈

寶經目」，於是陸修靜便寫出這篇序文，交代其中緣由。然而在「靈寶經目」

中，未見有自然齋儀，當然也沒有自然朝儀。但是有《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

所提到的《金籙簡文》、《黃籙簡文》、《洞玄靈寳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眞

科》、《太上洞玄靈寶赤書玉訣妙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

儀洞玄眞一自然經訣》(即《眞一自然經訣》)幾部經典。17所以，自然齋儀必當

晚於西元437年。 

    再者《靈寳經目序》中說：「十部三十六帙…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

事，注解意疑者略云爾。」18而「靈寶經目」也見到如此敘述文字：「右〈元始

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

經，都合前元始舊經現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

十六卷。陸先生所撰記也。」19其中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十六卷之說法，與

《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所言「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禀，臣據信者合

三十五卷」相合。而且如果再比勘《靈寳經目序》所說「頃者以來，經文紛

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

有甄别。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旣加尋覽，甫悟參差。」可以推知陸修靜

求道心切，他原本也是眾多蒐羅道經者之一人而已，後來他收集到真偽參雜的

新舊靈寶經共五十五卷，一般學士鮮能甄别。陸氏對於這五十五卷經典，細加

推研，總算能辨明其中原委與真偽。所以說「旣加尋覽，甫悟參差。」陸氏認

                                                      
16 參考劉屹，〈「元始系」與「仙公系」靈寶經的先後問題 - -以「古靈寶經」中的

「天尊」和「元始天尊」為中心〉，《敦煌學》第 27 輯（2008 年 2 月），p281-282。另

外小林正美（Kobayashi Masayoshi）認為作於宋文帝元嘉末年(西元 453 年)，參考小林正美著，

李慶 中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p170 注 3。而大淵忍爾認

為，「叨竊」是指陸氏得受《元始五老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之時，所以作成年代是西元 427

年至西元 444 年之間，參考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東京：

創文社，1997 年)，p69-71。 
17 關於「靈寶經目」之討論及其內容，請參考大淵忍爾（Ofuchi Ninji），1974，“On Ku Ling-pao-

ching.”, Acta Asiatica 27:33-56. 另外參考大淵忍爾，劉波譯、王承文校，〈論古靈寶經〉，《道家文

化研究》13(1998): 485-506。其後本文以〈靈寶經の基礎的研究──敦煌鈔本靈寶經目を中心と

して〉篇名，收入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東京：創文社，

1997 年)，p73-218。 
18 參（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p52-53。 
19 大淵忍爾，劉波譯、王承文校，〈論古靈寶經〉，《道家文化研究》13(1998): 4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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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信的真經共三十五卷，而這與《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明言「考覽所受，

粗得周遍。」是可以互相呼應的。所以，陸修靜撰寫《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

與《靈寳經目序》年代應該很相近。而「自從叨竊以來一十七年」一句，似乎

可以解釋成陸氏入道求受真經開始算起，至今已經17年了。如果從陸修靜的生

平事蹟「家本奧室，早涉婚宦。…乃遺棄妻子，脫落營務，專精教法。」20來判

斷，陸氏早婚，而且有子，又馬上拋家棄子入道，則大約是弱冠之齡的西元426

年吧！再加上17年，則是西元443年，這可能就是《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的編

撰時間。 

 

    綜結上文考證，則靈寶自然齋儀年代早於《洞玄靈寶五感文》而晚於《太

上洞玄靈寳授度儀》，也就是說自然齋儀是在西元443至454這大約十年之間被

編輯而成的。而自然朝儀大致可以推測其形成的時間，應該是在西元454年之

後、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儀注訣》之前，當然晚於自然齋儀了。 

 

    故爾，南北朝後半期以降至唐宋時代，道教科儀大師們認為自然齋儀是在

自然朝儀的儀軌基礎上增訂而成的，這種說法，似乎不合道教史實。反倒可以

推測，道士們在自然齋儀的儀軌基礎簡化而成自然朝儀，而自然朝儀則成為常

朝儀，也就是道士日常生活所施行的朝禮高階神明的簡要儀式，以有別於特殊

時空背景、特殊功能目的所舉行的自然齋儀。 

    而陸修靜《洞玄靈寶五感文》，其實還討論了「靈寶齋」之六法，亦即後

代所謂的靈寶六齋之科儀。這六齋包括：金籙、黃籙、明真、三元、八節、自

然。我們考察靈寶六齋之科儀內容，發現都包含了「禮謝十方」的儀節，21可見

唐宋時期道教科儀書流行而且一再強調的「自然朝為齋儀之本」這個說法，並

非無據，《洞玄靈寶五感文》論述的內容，為後代道士提供了基礎，為自然朝

儀之創立做張本。 

 

    其實有其他一些道經文獻，疑似出現「自然齋」之名，而會讓人們以為

「自然齋」早已出現，而將「自然齋」的年代上溯。22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

做一些釐清。譬如《無上秘要》卷四十八「靈寳齋宿啟儀品」：「當爲修建无

上大法靈寶自然齋直，如干日夜…明旦晨曉，依法行道，續更啓聞。  右出金

籙經。」其中出現靈寶自然齋之名目，23而且文獻材料來自金籙經，甚或即是

                                                      
20 《道學傳》文，見引於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第一版，1992 年四

刷），p38。 
21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561c-562a。 
22 如呂鵬志，便持此種觀點，他認為依據《金籙簡文》、《黃籙簡文》，分別建立了自然齋、

黃籙齋。而依據《洞玄靈寳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眞科》，則制定了盟真齋、金籙齋兩種。參考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p168-169。這個觀點，另可參考呂鵬

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 年第 3 輯(總第 96 輯)，p.85-125。 
23 呂鵬志輯佚《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之文中亦有「共相攜率，奉修無上靈寶洞玄自然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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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籙簡文》，那麼自然齋的年代就可以上推至東晉末。 

     

    其實，我們可以嘗試提出另類的解釋。首先，《洞玄靈寶五感文》清楚地

列出金籙齋、自然齋兩種，不相混淆。而且既然屬於《金籙經》經文內容，則

所謂「无上大法靈寶自然齋直」，便應當是指涉金籙齋儀，而非自然齋儀，否

則二齋儀便無分無別了。如此陸修靜《洞玄靈寶五感文》討論靈寶六齋時，又

何必將金籙、自然二者區分為各自獨立之科儀呢？ 

 

    其次上引文獻中「自然齋」之詞未必就是齋儀專名。陸修靜的《洞玄靈寶

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闡述道：「夫齋當拱黙幽室，制伏性情，…注玄味

眞，念念皆淨，如此可謂之齋。」又言：「所謂靈寳自然無上齋者，靈者神

也，微妙之功出於思議之表，變化無窮，故謂之靈也。寳者一也，是三才所得

而清寜貞也，旣不可失，故謂之寳。若抱之不離，則萬福自臻。違之俄頃，則

災禍亂集。吉凶利害，得失所由，無有能使之然，亦無能使之不然，是以謂之

自然。周濟五道，度脫一切，絶滅生死，超逸三界，故謂之無上。」24陸氏對這

個「自然」一詞之解釋，哲學氣味較為濃厚，顯然並非當作專有名詞之用，所

以不是標指「自然齋儀」。而靈寶自然無上齋，可以算是各種靈寶齋的通名。

可見陸修靜撰寫《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似乎並不專指自然齋，

而是廣為各種齋儀立論。因此「自然齋」的年代大抵還是不能上溯。 

 

 

二•自然齋儀的功能與內容 

    接下來我們討論自然齋儀的儀式內容及其宗教功能，這將涉及儀式的結構

與意義，不過我們會聚焦儀式主體結構的討論，不擬觸及儀式發展史問題。 

 

    先談自然齋儀的儀式功能。依照陸修靜《洞玄靈寶五感文》，自然齋是眾

多齋儀之一。而為何要修行齋儀呢?在陸氏《洞玄靈寳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

便有所論述，其言曰：「經言夫感天地、致羣神、通仙道、洞至眞、解積世罪、

滅凶咎、却怨家、修盛德、治疾病、濟一切（物），莫過乎齋（靜）轉經者也。

夫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此功德巍巍，無能比者，上可昇仙得道，

中可安國寧家，延年益壽，保於福禄，得無爲之道。下除宿愆，赦見世過，救

厄拔難，消滅災病，解脫死人憂苦，度一切物，莫有不宜矣！」25這是對於齋儀

之普遍性宗教目的與功能的說明。雖然如此，然而各種齋儀有著各不相同的功

能，卻也同樣被認真地討論著。 

                                                      
燒香轉經，一日兩夜行道，以求所願。」參考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

局，2008），p153。 
24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4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408bc。 
25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4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4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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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然齋的性質與功能，最早提出分辨的是《洞玄靈寶五感文》，其言

曰：「其六法，自然齋，普濟之法，內以修身，外以救物，消災祈福，適意所

宜。」26而且，自然齋適用性頗廣，對象上可以滿足道士及一般老百姓的需求。

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齋儀對於理解道教其他雜齋日修齋儀軌具有重要的意

義，《洞玄靈寶玄門大義》云：「其外又有六齋、十直、甲子、庚申、八節、

本命、百日、千日等齋，通用自然之法。」這種觀點也可見於初唐法琳《辯正

論．三教治道篇》以及《道教義樞》卷二。可見道教徒在固定時節修持甚或傳

授道法的齋儀， 頗多依循「自然齋」儀軌者。此一齋儀的使用應當相當頻繁而

普遍。此外其他六朝唐宋道書，也多有闡釋。
27
此處不再贅論。 

 

    其次關於靈寶自然齋儀的儀節內容，周西波整理了P.3282、S.6841、

P.2455、D171(北京大學藏)四件寫卷，而歸納出自然齋儀的整體結構，主要區

分為四大部份：（一）宿啟儀、（二）誦經儀、（三）行道儀、（四）言功拜

表儀。其中宿啟儀式，其程序為（1）入戶（2）發爐（3）各稱法位（4）禮懺

十方（5）禮經咒（6）上啟（7）智慧頌（8）禮十方（9）說戒。而行道儀程序

所包括項目有：（1）初入齋堂咒戶（2）禮師思神（3）誦衛靈神咒（4）咒香

發爐（5）出官啟事（6）三上願（7）十方禮懺（8）存思命魔（9）步虛及禮經

懺謝（10）願念（11）咒香復爐（12）詠奉戒頌（13）出道戶咒（14）次日齋

竟言功。28 

    周西波已經做出細部的整理，接著他據以考辨討論宿啟儀式、誦經儀、行

道儀、言功拜表儀，並引證許多六朝唐宋的道教資料以做比對。29周氏的考

論，言而有據，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所以，本文不擬重複周氏研究與討論的議

題。 

 

    上引自然齋儀的整體結構與儀節內容，其文本來源，大淵忍爾根據敦煌寫

卷文中的小字注解考索，此一齋儀內容的文字主要節錄自《金籙簡文》、《智

慧寶身安志本願大品誡經中》（ 即《正統道藏》所收《太上洞玄靈寶本願大戒

上品經》）、《智慧觀身大戒經》（ 即《上清洞真智慧觀身大戒文》及《太上

靈寶智慧觀身經》）、《玉經隱注》（ 即《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玉

錄文》（ 即《洞玄靈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法輪經》及《真文

要解》（ 即《太上洞玄靈寶真文要解上經》）等諸經典。30大淵氏的考察，雖

然只是尋常的文獻學研究，但是藉著他的研究，從中我們卻發現了頗具啟發意

                                                      
26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562a。 
27 參考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30-31，對

於自然齋儀的性質與功能，有詳實的討論。 
28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33-34。 
29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35-45。 
30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p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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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現象。 

    由此可見，自然齋儀的科儀文本之內容各段，是節錄自其他道經，而這種

現象在北周後期所編纂的《無上秘要》一書中，已經存在，而且相當普遍。而

這種現象，倒是可以提供我們反思六朝時期，所謂早期三洞道派的經典的形成

情況，特別是科儀道書。學界也注意到這種現象，並提出了解釋，為科儀道書

之形成作歷史性、文獻性的溯源。例如考察《無上秘要》卷五十三金籙齋品，

所引錄文字皆出自明真科，末尾並註明右出《洞玄明真科經》。所以便認為，明

真科中所述的儀式內容，就是陸修靜所說的金錄齋。《明真科》就是金籙齋的經

典來源。31可是，其實如前文已經論述，《無上秘要》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無

缺卷，完全是為科儀主題所編輯之專卷，共收錄有八種科儀，細察其中每一種

科儀卷文之來源出處非常多元，就如上文大淵忍爾考察自然齋儀儀文內容乃摘

錄自許多道經的情況一般。因此，我們實在很難說某一種儀式齋品是源自某一

部之前的道經。 

    從《無上秘要》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其中八種科儀，博引採編各種道經，

以成其齋品之現象判斷，我們傾向認為，六朝時期道教儀式可能還沒有固定的

科儀本子，即便有，可能科儀本子也未必普傳。也就是譬如，這一派使用這個

自然齋儀本子，另一個傳承系統則使用另一個自然齋儀本子。所以，當時可能

沒有現成的儀式傳本，道士必須自行編輯科儀書以敷使用。32就如陸修靜《太上

洞玄靈寳授度儀》其中所述，沒有「立成儀」，就是沒有現成的傳授儀式可

用。所以陸氏便參考並擷錄之前的數部靈寶經典，自行編輯成「靈寶授度

儀」，便利道教傳承。 

 

    當然，這並不意味當時的儀式可以自由編輯，漫無界限。每一種儀式，都

有其相對的內容與軌範，但是卻可以採編自不同的道經。如「發爐」儀軌，在

許多道經皆可見到，所以某一儀式之「發爐」儀軌，就有可能不同派別，分別

採自不同道經。 

     

參․靈寶自然齋儀、自然朝儀的宗教信仰意義 

 

    前文我們討論自然齋儀的儀節，其整體結構包含四大部份：（一）宿啟

                                                      
31 另外呂鵬志考察《無上秘要》卷四十八所引《金籙經》，明確提到「當為修建無上大法靈寶

自然齋直如干日夜」，再加上其他證據資料，所以呂氏認為自然齋是依據《上元金籙簡文》制立

的齋儀。都請參考呂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 年第 3 輯(總第 96 輯)，p.95、99-100 之

考證。呂氏也同時考證所謂靈寶六齋之其他四種齋儀。 
32 如果我們將《無上秘要》卷五十三金籙齋品與敦煌寫卷《靈寶金籙齋儀》，進行比較，可以清

楚發現，兩者存在相當的差異。可以推知，當時因為沒有現成的儀式傳本，道士必須自行編輯

科儀書，不過這種編輯道書的工作，具有相當的自由度，而這便是差異性的由來。敦煌寫卷

《靈寶金籙齋儀》，請參考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43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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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二）誦經儀、（三）行道儀、（四）言功拜表儀。而六朝唐宋道士習慣

以「修齋行道」一詞指稱舉行齋儀，可見「行道」儀是齋儀的主體，（一）與

（四）分別代表齋儀之準備與結束階段，而（二）誦經儀，僅是誦經儀節，儀

式性較弱。所以，以下我們將聚焦「行道」儀，針對其中的關鍵儀節作分析，

闡釋其宗教信仰上的深刻意蘊。 

 

    自然齋儀儀式結構已如上文所述，我們無需重複，但是其中宿啟儀式，其

程序（4）禮懺十方、（8）禮十方，行道儀程序項目：（7）十方禮懺（8）存

思命魔（9）步虛及禮經懺謝，都屬於關鍵性儀節。因為在陸修靜《洞玄靈寶五

感文》所談的靈寶六齋之科儀：金籙、黃籙、明真、三元、八節、自然，六者

都有「禮謝十方」的儀節。 

    而且，如前文所述，「自然齋儀」中「禮謝十方」的儀節，極可能稍後於

陸修靜，便被改編成自然朝儀的儀節內容之一。所以我們將關注闡述「禮謝十

方」儀節的宗教信仰意義。 

 

    自然齋儀中的行道儀程序（7）十方禮懺（9）步虛及禮經懺謝，之所以是

關鍵性儀節，我們認為正在於其背後所蘊含的深刻宗教信仰意義。這些關鍵儀

節並非向壁虛構，也非虛設。這幾個關鍵的儀節之設計，是源自古道經中之神

話敘述內容，而儀式之施行，就是要再現遠古宗教神話之神聖性。六朝古靈寶

經群中被認為年代最早的《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經典一開始便有

如下一段之內容，敘述著道教崇信的「真文」(天文)在混沌初開之前渺遠夐古

世紀時出現的神聖情境，而且「真文」(天文)是宇宙的根源，因之而開天闢

地，從而產生這個世界： 

元始洞玄靈寳赤書玉篇眞文，生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

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靈文晻藹，乍存乍

亡。二儀待之以分，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玄象推遷，乘

機應㑹，於是存焉。天地得之而分判，三景得之而發光。靈文

鬱秀，洞暎上清，發乎始青之天。…靈圖既煥，萬帝朝真，飛

空步虛，旋行上宮，燒香散華，口詠靈章。(1/1a-1b)  

因為至上的「真文」(天文)出世了，所以「萬帝朝真」，表達歡喜讚嘆之情。

此經中卷進一步鋪衍敘述： 

靈寶玄都玉山，處於上天之中。七寶之樹，垂覆八方。有十方

至真尊神、妙行真人，朝衛靈文於玉山之中，飛空步虛，誦詠

洞章，旋行玉山一匝，諸天稱善。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

重道,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無鞅數至真大神，當靈寶大

齋之日，莫不稽首，遙唱玉音。諸天伎樂，百千萬種,同會雲

庭。當此之時，真樂乎哉！(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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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經文所敘述，「真文」(天文)出世以後，十

方的萬帝尊神，都要飛步虛空，前來朝禮真文。而且道教天界也舉行靈寶齋，

修齋之日，十方諸天帝君萬神，也都依例來玄都玉京山朝禮真文。所以當時的

道士為了將《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上述之道教神話重現出來，於是

另行創作出十首步虛詞，以便於靈寶齋儀中運用。筆者認為，上述《元始五老

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之道教神話，是結合天文信仰與｢步虛｣主題之道教神話

敘述，算得上是靈寶經派的創世紀神話，並據此而漸漸發展出靈寶的步虛儀

式。而後代靈寶齋儀所謂的｢修齋｣，就是在模擬仿效萬帝飛空步虛去｢朝天文｣

的神話情境中所敘述的典範行為，也就是透過齋戒儀式之舉行，一而再再而三

地｢反覆｣這個神聖的｢原型｣－－亦即是宇宙創世紀之太初的天上原型－－｢步虛

｣神話。道士確實正是透過靈寶齋儀的施行，｢反覆｣重現這個亙古的神話｢原型

｣，以便能夠消災解厄、懺謝祈福，從而獲得重生與存在的意義。33 

    這也正是自然齋儀中的（7）十方禮懺（9）步虛及禮經懺謝，幾個儀節之

設計由來，根據道經之敘述而設計出儀式，以為世用。十方諸天帝君萬神，都

要｢步虛｣來玄都玉京山朝禮真文。所以人間道士也要效仿，儀節中便有步虛及

禮經懺謝。而十方諸天帝君萬神，位階又遠在凡人之上，所以道士又需向十方

諸天帝君萬神禮謝懺悔。十方禮懺儀節，也為靈寶六齋所共用，足見其重要

性。 

 

    既然前文已述，自然朝儀可能是擷取自然齋儀改編而成的。那麼為何要設

計出自然朝儀呢?我們認為，大抵受到天師道儀式的影響。周西波考察自然齋儀

中的行道儀程時，得出的結論，給了我們一些啟發。周氏與《無上秘要》所載

諸齋儀作比較，認為與卷五十之〈塗炭齋品〉最為接近，先行宿啟儀式，繼以

升壇行道，其行道程序為：1禮師存念、2 衛靈咒、3 發爐、4 出官啟事、5 三

上香願念、6 禮十方懺文、7禮四方懺文、8 存思命魔、步虛、禮經、9 稱位上

啟、10 十二願念、11 復爐、12 齋竟言功。其中多了禮四方懺文，無奉戒誦，

其餘與自然齋儀皆同。這一現象若聯繫陸修靜對塗炭齋儀的重視與實踐之情形

來看，或可推測此一寫卷之靈寶自然齋儀可能是由塗炭齋儀發展而來。34周氏的

觀點，我們未必同意。但是周氏看出與天師道塗炭齋儀的相似性，這一點卻有

啟發性，有助思考自然朝儀的問題。 

    我們認為，自然朝儀是靈寶經派所設計出來的常朝儀，方便道士日常生活

朝禮神明，謹慎香火之用。塗炭齋儀中天師道的禮四方儀軌，大概對於靈寶經

派具有示範性。所以，便有禮十方儀軌的設計。 

    天師道的禮四方儀軌，是天師道士日常生活的常朝儀，至少上可追溯至東

晉時期。梁朝陶弘景所編的《登真隱訣》，學界認為此書之內容是東晉時期的

資料。《登真隱訣》卷下「入靜法」記載著： 

                                                      
33 參考鄭燦山，〈六朝道教步虛與靈寶齋儀的發展系譜〉，《中國學論叢》第 48 輯，p10。 
34 周西波，〈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論〉，《敦煌學》第 24輯(2003年6月)，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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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關啓天師女師系師三師門下典者君吏，願得正一三炁灌養形

神，使五藏生華，六府宣通。爲消四方之災禍，解七世之殃

患。長生乆視，得爲飛仙。畢，又再拜。…次北向再拜，訖，

三自搏，曰謹關啓上皇太上北上大道君…次東向再拜，訖，三

自搏，曰謹關啓太清玄元无上三大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

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重道

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次南向再拜，訖，三自搏，曰謹關

啓南上大道君，乞得書名神仙玉籍，告諸司命。…35 

這是天師道士入靜治朝禮四方尊神的方式，屬於常朝儀。又「漢中入治朝靜

法」也有四方朝文如下：  

先東向云甲貪生樂活，願從諸君丈人乞匈，長存乆視，延年益

壽，得爲種民，與天地相守。…次北向，甲欲攺惡爲善，願從

太玄上一君乞匃，原赦罪過。…次西向，甲好道樂仙，願從天

師乞匃，所樂者得，所作者成。…次南向，甲修身養性，還年

却老，願從道徳君乞匃，恩潤之氣。布施骨體，使道氣流行甲

身。…36 

上引《登真隱訣》卷下兩種入靜治的朝神法，屬於早期東晉天師道日常生活的

朝禮神明儀式。 

    所以，可以想見，自然朝儀，大抵是依仿天師道入治朝靜儀而來。天師道

的入治朝靜儀，屬於四面朝法式，而靈寶經派的自然朝儀，則朝禮十方靈寶天

尊帝君高階神明，屬於靈寶經派日常生活的燒香朝禮儀式，亦如天師道的入治

朝靜儀，也是屬於日常生活的燒香朝禮儀式，都是常朝儀。 

    其次，《無上秘要》卷五十〈塗炭齋品〉，其行道程序有6 禮十方懺文、7

禮四方懺文，而且儀文中法師自稱「係天師某治祭酒太上靈寶無上三洞弟子奉

行靈寶法事」37，可以推斷塗炭齋儀是天師道受到靈寶派影響，而編成的齋儀。

所以保存了承自《登真隱訣》的四方朝儀，38也吸收了靈寶派的十方朝禮懺謝之

儀。至於靈寶派先編輯了自然齋儀，但因應實際需要，乃又模仿天師道四方朝

儀，而新編自然朝儀，以作為日常生活朝禮神明的儀式。 

 

肆․結語 

    綜合上文所論，靈寶派的自然齋儀，是一種運用甚廣，功能多元的儀式。

                                                      
35 (梁) 陶弘景 撰，王家葵 輯校，《登真隱訣》(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8 月)，p69-71。 
36 (梁) 陶弘景 撰，王家葵 輯校，《登真隱訣》(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8 月)，p73。 
37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2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p190c。 
38 塗炭齋儀禮四方懺，其朝禮儀式進行之方向，依序為西北東南，也承襲自《登真隱訣》「入

靜法」的四方朝儀。 



 

15 

而其出現年代早於《洞玄靈寶五感文》而晚於《太上洞玄靈寳授度儀》，亦即

在西元443至454大約十年之間被編輯成的。至於自然朝儀，則是依仿天師道入

治朝靜的常朝儀，從自然齋儀簡編而成者，當然晚於自然齋儀了。所以其形成

的時間，應該是在西元454年之後、齊梁之際的《傳授經戒儀注訣》之前。 

 

    是以，靈寶派的自然齋儀、自然朝儀，其中關鍵的儀軌，具有深刻的宗教

信仰意涵。自然朝儀，即便依仿天師道入治朝靜儀而來，但是，靈寶經派也並

非一味地抄襲模仿，而有其信仰上的論述。自然朝儀之所以朝禮十方靈寶天

尊，正是立足於《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中元始天文出世之步虛神話

一段其中的關於十方靈寶天尊的敘述話語，所以便為自然齋儀、自然朝儀取得

了道教信仰在教義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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