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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不在高，有仙則名──論泰山、上古神山與生死
劉禹鍚〈陋室銘〉
：
「山不在高，有仙則名。」以為山因有仙而名。蓋嘗考因
山名而有仙、或因有仙而山名，即若究先有蛋抑或先有雞。然名山藏仙之說不鮮
見。
《說文》仙字曰仚：
「仚，人在山上貌，从人从山。」又《釋名‧釋長幼》
：
「老
而不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又子瞻〈前赤壁賦〉云：「飄飄乎如遺世
獨立，羽化而登仙。」余觀此三條，可知上古「仙」
、
「人」
、
「山」
、
「壽」相提而
論。人因壽而入山，果為仙，其入山之舉曰「登」。
余謂山仙之說，乃上古之人托生死於高山耳。錢賓四先生謂人生而知性，第
一要緊當是死去問題。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亦云因有死
亡，方證自身之真實存在。先知死而後知生，猶嬰孩先識哭而後識笑。先民見山，
崇其「峻極於天」
，以為山即天也。按《周易‧大畜‧系辭》有「天在山中」條，
後顧炎武《日知錄》引：
「張湛注《列子》曰：
『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
1
山中』
。」 古者既以山為天，故山有群神聚焉。
《史記‧封禪書》曰：
「或曰：
『自
古以雍州積高，神明之隩，故立畤郊上帝，諸神祠皆聚云』」 2 是也。古者亦以
為山即與鬼神溝通之地。《禮記‧禮運》：「山川所以儐鬼神也。」儐者接也。按
《楚辭‧大司命》
：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
3
岡。」 《楚辭‧九歌》為頌神之音，有司命之神，又分大少，大司命掌生死，
少司命理生育。戰國時視山為儐大司命處，辭中所謂「御陰陽」者，即其治生死
之能也。袁珂亦謂山與樹乃通天之徑，4《山海經》載登葆山有群巫上下於山，5
靈山十巫上下采藥即是； 6 《搜神記》亦多有扣樹而登仙境之事，若胡母班，亦
能見泰山治鬼之信仰。 7 另按泰勒「萬物有靈論」，其信條有二，一曰信所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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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呂宗力、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26。
見［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
《史記》 (北京：中華
書局，1982 年) 卷 28，頁 1359。
見［先秦］屈原撰：
《楚辭》 (山西：山西古籍出版，2006 年) 頁 46。
見袁珂：
《中國神話傳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1998 年)，上卷，第 4 章，頁 88。內云：
「天
梯有兩種，一種是山，一種是樹，都是不假人力，自然生長的東西。古代人們的頭腦比較簡單
樸實，沒想像神人或仙人之所以能夠『上下於天』
，並不是什麼『騰雲駕霧』
，而都是這麼足踏
實地，緣著山或樹一步一步爬上去或爬下來的。」
見《山海經‧海外西經》
：「巫咸國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江蘇：廣陵古籍，2003
年)下卷，頁 107。引袁珂注云：「舊注『採藥往來』並不是很對的。
《山海經》和《淮南子》
裡凡言『上下』
，都有『上下於天』的意思。……所以這裡的『上下』實有『上下於天』做『下
宣神旨，上達民情』的工作的意思，而『採藥』往來不過是其附帶工作罷了。」(《中國神話
傳說》上卷，頁 93)故見此條亦明矣，群巫「上下於天」的媒介，即登葆山。
《山海娙‧大荒西經》
：
「有靈山，十巫從此升降，百藥爰在。」(下卷，頁 141)「升降」即「上
下」也。
轉引自呂宗力、欒無群編：
《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23：
《搜
神記‧卷四‧胡母班》
：
「……班惶懼，乃復謁泰山，扣樹求見(泰山府君)。昔騶遂迎之而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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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靈魂於其肉體死後皆能續存，二曰信各神靈可升格，以成強大諸神之列。泰
勒之論，極合我國道家要旨。8 聞一多考道家之精神，全在靈魂不死。9 故可承
上而得論，蓋上古見山峻而能潤萬物，始想像上而有仙鄉，又有神焉，為人死化
魂所至。故知上古神鬼不分， 10 皆托於高山也。
人既托生死神鬼於山，山與死亡之例不乏矣。極北有鍾山，或曰委羽山，亦
名章尾山，古謂之死亡之山也。鯀竊天帝息壤以治水，天帝怒而遣祝融弒之，死
鯀於此山。此山積冰而無光，不見日，故有山神燭龍含燭照焉。又近幽都，幽都
者，乃中國最古之地獄，此地人獸皆黑，為人死魂歸之地，有土伯捉魂，人皆不
敢近。又《後漢書‧烏桓傳》
：
「死者神靈歸赤山。赤山在遼東西北數千里，如中
11
國人死者魂歸泰山也。」 兩漢出土劉伯平鎮墓券：
「生屬長安，死屬大山。」
又另殘券曰：「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太山。」上條皆云人死魂歸山，是知上古
多以火葬，煙生而上，自平地起高處唯山，故魂歸高山矣。
至若山與不死之事亦繁焉。第一，山乃不死藥之所在地。崑崙山有神曰西王
母，豹尾虎齒，其「司天之厲及五殘」，故其賞善罰惡，掌生治死，若希臘太陽
神阿波羅(Apollo)，亦掌瘟疫，亦為醫療神。
《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北
有不死樹。」王母摘果而煉之，成不死藥。 12 後有記羿請不死之藥、姮娥竊之
奔月等事。又有不死民住崑崙墟西，此按《山海經‧海內南經》
：
「不死民，其為
人黑色，壽不死。」不死民及幽都之靈皆黑，余以為上古曰亡魂色皆為黑，蓋不
死民所謂無死，靈魂不滅也；而幽都之所謂死獄，形亡而化靈耳。故生死之名，
誠對立而已矣，猶莊周方生方死之說。 13 另東海歸墟有神山，上亦有不死藥存
可見至魏晉，進異域仙境見神之法，不獨登山，益須扣樹焉。而其中見泰山府君一角，於故事
中掌生死，胡母班至泰山亦見其亡父「著械徒作」又見「此輩數百人」可知當時已有一泰山為
地獄之信仰。故此中可見泰山治鬼之民間信仰。
8
詳見愛德華．泰勒著：《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年。
9
聞一多謂：
「道家的全部思想是從靈魂不死的觀念推衍出來的，以儒道二家對照了看似似乎儒
家所謂死人不死，是形骸不死，道家則是靈魂不死。」詳見聞一多：
《神話與詩》(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2005 年)，頁 120-127。
10
《列子‧天瑞篇》云：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
離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宅。」上古神鬼之靈一也，只神乃鬼中神聖者
而已。又《管錐篇‧卷一‧一四》
：
「
『鬼神』渾用而無區別，古例甚夥，如《論語‧先進》
：
『季
路問事鬼神……』
《管子‧心術》
：
『思之思之，思之不得，鬼神教之。』……『鬼』與『神』、
『人』與『民』、
『勞』與『苦』，均互文等訓。觀《墨子》之書而尤明。……天歟、神歟、鬼
歟、怪歟，皆非人非物，亦顯亦幽之異屬(the wholly other)，初民視此等為同質一體(the
daemonic)，悚懼戒避之未惶。」見錢鍾書著：
《管錐篇》載於《錢鍾書集》(北京：三聯書店，
2001 年)，卷一，頁 355-356。
11
轉引自呂宗力、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26。
12
《山海經‧西次三經》
：
「西王母其狀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郭注：
「主知滅厲五刑殘殺之氣也。」轉引自袁珂著：
《中國古代神話》(北京：華夏出版，2006)
頁 243。
13
《莊子‧齊物論》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注曰：「故死生之狀雖異，其於各安所遇，一也。
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
為生，則無死矣。」見［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卷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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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按《列子‧湯問》云：「其有五山焉，一曰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
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里，其頂平處九千里，山之中間相去七萬
里，以為鄰居焉。其上台觀皆金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從生，華實皆
有滋味，食之皆不老不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數，一日一夕飛相往來者不可數焉。」
14
後多有求仙藥之君王。若戰國齊宣王、秦始皇、漢武帝者，尋之皆不得。第
二，山乃煉丹之良所。進丹為長生，道教有食藥一派，恆養而使身輕如仙。15 葛
洪著《抱朴子》
，內多述煉丹要法，當在名山云云：
「合丹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
地。」其以為山中有神，或有地仙，遂生靈木芝草為神食，采之入藥煉丹，以為
與仙同餐。又入名山以為有神福佑，丹必大成矣。 16 故道教向有「升仙之要在
仙丹，而煉丹仙方秘藏名山，有緣者得之。」之說。第三，古人謂登山可或不死、
或成仙。按《淮南子‧墜形訓》
：
「崑崙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
不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靈，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
乃神，是謂太帝之居。」 17 若夫此崑崙之丘，有弱水炎火環於外，開明三青守
於上，實非仁羿不能登也。登之可漸入三境，一曰不死、二曰為靈，能使風雨、
三曰成神，居並太帝焉。 18
宗教之於泰山
(1) 自然崇拜—─畏死而崇山
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Feuerbach)云：
「自然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現
象。」另按泰勒萬物有靈論謂神人既通，人可使神為之喜怒，故畏而崇之，又將
神托於實際之物。 19 上文已論，先民就生死神鬼於山，即如是。依此引申，余嘗
謂上古未有不死觀，唯畏死觀而已。人崇山不為奢求不死，純畏死耳。聞一多考
「敬」、「驚」、「儆」本為一字，又曰：「在人類未支配環境的技術尚未成熟時，

14
15

16

17
18

19

頁 66-67。
轉引自袁珂著：《中國神話傳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1998 年)頁 151。
聞一多云成仙之法，莫不為輕身之法。最低級為感召法、比感召高一級為食藥法，又曰服食
法，最高級為行氣法。每法皆自有派別。詳見聞一多：
《神話與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5
年)，頁 137-140。
《抱朴子‧金丹》
：「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
難，不但於中以合藥也。若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褔，藥必成。」轉引自姚明會：
《論
道教山崇拜信仰的原因及實質》，
《合肥學院學報》，第 2 期(2006 年)，頁 74。
見劉文典撰：《准南鴻烈集解》
。(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卷 4，頁 135。
《山海經‧大荒西經》：
「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燃。」
又：
「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曰少鵹，一名曰青鳥。」郭注：
「皆西王母所使
也。」另《山海經‧海內西經》
：
「海內崑崙之虛，帝之下都，門有開明獸守之，非仁羿莫能上
岡之岩……崑崙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類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立崑崙之上。」歷來名
山難入，成仙故難，後世亦有如崑崙等記載。
《抱朴子‧微旨》
：
「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
便強入名山，履冒毒螫，屢被中傷，恥複求還。或為虎狼所食，或為魍魎所殺，或餓而無絕谷
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不亦愚哉？」
詳見愛德華．泰勒著：《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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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能不死於非命，便是大幸。」 20 此說應是。古者敬畏互訓，敬者畏也。
孔子云：
「敬鬼神而遠之。」其實畏鬼神也。故上古敬山，誠乎畏山。
《詩經‧閟
宮》頌泰山：「泰山岩岩，魯邦所詹。奄有龜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來
同。莫不率從，魯侯之功。」 21 此乃頌魯僖公興祖業、復疆土、建新廟之詩，
繫國家功德於泰山，非最早自然崇拜。《春秋公羊傳》亦有崇泰山之錄，以為泰
山可「觸石而出，膚寸而合，不崇朝而遍乎天下」故崇之。然《詩》《春秋》所
錄，非最早泰山崇拜。古泰山之陽有大汶口文化，近莒縣陵陽河、寧陽堡頭遺址
出土之陶器，上有六象形字，上為日，中為火，下為山，即古人登山燔而祭天。
距今五千四百年，早有崇泰山之習，故較於春秋之時，其崇山原因必出更單純。
余以為上古混沌，不知生死觀念，見人死必驚，又瞻泰山高而長青，陰陽交合，
亦畏之。故原始泰山崇拜應為畏死與畏山之結合自然崇拜。
(2) 封禪
《史記‧封禪書》引《管子‧封禪》
：
「古者封泰山禪梁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神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帝譽封泰山，
禪云云。」 22 然曷為封禪乎？張守節《正義》釋泰山祭天曰封，下小山祭地曰
禪，分報天地之功。 23 封禪源於巡狩，最早見於《尚書‧舜典》：「歲二月，東
巡狩，至於岱宗，枈，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後。」即巡遊天下山川祭之。蓋因耗
時盈長，故簡訂一山以祭曰封禪，若後世以祭岱廟代祭泰山。由秦始皇至宋真宗，
封禪多至岱岳，故亦為其所獨尊。《管子》所引，秦皇視之為傳統也。方其掃六
合，統一域，以為功高太平，益其歲暮冀長生，方士附神仙之於泰山，可以不死
焉。故秦皇不特遣徐福尋三山，亦欲封禪以成仙，
《考證》
：
「茅坤曰：
『至是始以
24
封禪為不死之術。』」 後漢武採董仲舒陰陽終始說，七封禪而合君權神授之理
想。 25 如是後世帝皇皆封泰山，促民間亦信之真有神仙，道佛二教亦好托為仙
鄉地獄矣。封岱宗禪梁父本為通報天地，轉化後世長生成仙之欲，可觀其變耳。
(3) 道教—宗教理想之托附
20
21
22

23

24
25

見聞一多：
《神話與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5 年)，頁 128。
見程俊英撰：《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4 年)，頁 556。
見［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
《史記》 (北京：中華
書局，1982 年) 卷 28，頁 1361。
見［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
《史記》 (北京：中華
書局，1982 年) 卷 28，頁 1355。
轉引自錢鍾書著：
《管錐篇》載於《錢鍾書集》(北京：三聯書店，2001 年)，卷一，頁 544。
《史記‧封禪書》記齊魯方士孫少君游說漢武：
「祠灶則致物，致物而丹砂可化為黃金，黃金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仙者可見，見之以封禪則不死，黃帝是也。」可見漢武封禪，
非獨為君權神授，亦為長生不死。故漢武封禪七次，已視封禪為之功利交易。按《史記‧封禪
書》所述古封禪者唯黃帝可升仙：
「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
『漢主亦當上
封，上封則能登天矣。』」
，而黃帝本亦神亦人，秦始皇漢武帝承傳統封禪望成仙，是自比黃帝
也。即亦自鼓君權神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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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仙之名，或出於賀之章「天上謫仙人」之語，蓋亦云太白詩篇多有成仙之
慕，猶子美所以為詩史者，非獨指其專寫史，亦稱歷代詩風之集成者也。太白為
道教俗家弟子，作游仙詩無數。
《游太山六首》有羡仙之嘆，今節錄二首，其一：
「登高望蓬瀛，想象金籙臺。天門一長嘯，萬里清風來。玉女四五人，飄颻下九
垓。含笑引素手，遺我流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其二：「緬彼鶴上
仙，去無雲中跡。長松入霄漢，遠望不盈尺。山花異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
安期，於此鍊玉液。」泰山之高，非只「小天下」或「一覽眾山小」，益可望極
東蓬瀛神山；泰山之奇，學道之人視為仙鄉異世，有非人間可睹之花、時五月而
白之雪、故當有獨泰山可採之藥、難金鼎可煉之玉液；泰山亦有仙人焉，非獨一
人而實四五也，逍遙於清風，出入於雲垓，如《莊》《列》之姑射真人；另仙人
乃可由人遞之，而仙鄉亦有仙鄉秩序，相類於人間，故太白甘自稽首，又稱非仙
才，直是人際臣謙於君之禮。泰山之於道教，此詩已得涯略。
一宗教所以為宗教，當有一死後世界附之，即基督教所謂伊甸園；佛教所謂
地獄、極樂；道教所謂洞天褔地。儒家不成教，蓋由其「不語怪、力、亂、神」
始。道教之宗教理想，在乎成仙，仙人所居山也。參觀《抱朴子》所云多矣：
「道
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
、
「中士得道，齊集崑崙」
、
「中士游於
26
名山，謂之地仙。」 即是。上文已論泰山故有治鬼傳統，益有方士誇托，帝
皇倡崇，道教亦好托附其宗教理想於此。泰山遂成神仙道教之宣傳工具。按《三
教源流搜神大全》
：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帝之孫，神靈之府也。」
27
；另《神異典》引《雲笈七籤》
：
「東岳太山君，領群神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
28
百鬼之主帥也。」 ；又引《神仙傳》
：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女也，有子名三
天(或曰三夭)，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編，司鬼神之帥，五百年一代其職。」 29
人能登仙而致泰山，故東岳大帝之下，備有群神。下略列歷治泰山之神，以供參
考：
一曰太昊。道經《洞淵集》云：
「太昊為青帝，治東岱，主萬物發生。」
《枕中記》亦云：「太昊氏為青帝，治岱宗山。」
二曰金虹氏。《神異典》：「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子曰
胥勃氏，胥勃氏子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金輪王。金輪王弟曰少海氏，少海
氏妻曰彌輪仙女也。彌輪仙女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金蟬氏，
次曰金虹氏。金虹氏者，即東岳帝也。」

26
27
28
29

轉引自卿希泰主編：
《中國道教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1988 年)，頁 308。
轉引自呂宗力、欒無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33。
同上，頁 332。
同上，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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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上清真人說。
《文獻通考‧郊社》云：
「五岳皆有洞府，上清真人降
任其職。」
四曰山圖公子說。唐代道士司馬承禎著《天地宮府圖》列十大洞天，三
十六小洞天，七十二褔地。其三十六小洞天，第二東岳泰山洞。周圍一千里，
名「蓬玄洞天」，由山圖公子治理。 30
泰山仙鄉神人雜多，須輯成類似人間社會之體系，以報宣傳之效。上見《神仙傳》
五百年而替其職云云一也。另按《神異典》
：
「《真靈位業圖》
：玉清三元宮第二左
位，司命東岳上真御太元真人茅君，諱盈字叔申。第六左位岱宗神侯領羅酆右禁
司鮑元節。地仙散位賈元道、李叔勝、言成生、傅道流四人，並隸司命，主察試
學道者，在泰山。泰山君秦顗，字景倩，為四鎮，領鬼兵萬人，有長史、司馬，
復有小鎮數百，各領鬼兵數千人。」 31 又有女曰碧霞元君，即泰山娘娘；有子
曰泰山三郎等說。可見仙道鬼職自成一體系，不過彷人間耳。本文非考其神道之
職，然可證泰山神人格化，實源自道教神仙仙鄉理想之影響。
(4) 佛教—地獄文化契合
錢默存先生《管錐篇‧卷一‧一O‧封禪書》論泰山封禪：「經來白馬，泰
山更成地獄之別名……然則泰山之行，非長生登仙，乃趨死路而入鬼籙耳。」32
最切要旨。既言古中國無鬼神之別，故所謂仙界者，實為地獄耳。若秦皇漢武所
望三神山，不過催死之地。 33 若〈招魂〉所語幽都，幾與不死國同。蓋無死之
仙鄉，乃為萬人所墓寢而已。地獄之念，上古糊存，非後世兀起也。釋迦西來，
與我國故有之地獄觀二川同滙，爾來泰山治鬼，故托泰山為地獄名。按三國康僧
會譯《六度集經》
：
「命終魂靈入於太山地獄，燒煮萬毒為施受害也……或死入太
山，其苦無數。」 34 ；吳支謙譯《八吉祥神咒經》：「泰山地獄餓鬼畜牲。」 35 ；
30
31
32

33

34

轉引自范恩君：〈泰山神信仰探微〉，
《道教論壇》，第一期(2004 年 1 月)，頁 22。
轉引自呂宗力、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31。
見錢鍾書著：《管錐篇》載於《錢鍾書集》(北京：三聯書店，2001 年)，卷一，頁 544。另所
謂「白馬」，即佛教之借代。東漢明帝永平年間，曾遣使往西域求法，為中國佛教界所公認佛
教傳入中國之始。最早見於漢末牟子所著《理惑論》
，載《弘明集》
，後北齊魏收撰《魏書》亦
記此事，云其以白馬負經而還，漢因立白馬寺於洛城雍門西。故白馬寺為中國佛教祖庭，楊炫
《洛陽伽藍記》亦多記之。白馬亦為佛教之代名。
「經來白馬」，實云佛教東傳之意。
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二《書〈貫道堂文集〉後》稱引費錫璜論《封禪書》此節云：
「方士
之謬語。蓬萊者，蓬蒿草萊也；方壺、方丈者，棺之形也；圓嶠者，墓之象也；瀛洲、弱水者，
黃泉也，至則溺矣，故曰『反居水下』
；
『其物盡白』者，喪之儀也。蓋言世之好神仙者，必至
於是而後甘心。其未至是，則可望而不可即也：及至是，則又與世人絕，是生人終不可至也。」
上轉引自錢鍾書著：
《管錐篇》載於《錢鍾書集》(北京：三聯書店，2001 年)，卷一，頁 542。
聞一多亦云道教促成仙者，有尸解法，自壞形體而使魂出焉。尸解又分火解及兵解二法。其言
「所謂『神仙』不過是升天了的靈魂而已。」詳見聞一多：
《神話與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2005 年)，頁 131-134。
轉引自劉影：〈泰山府君與閻羅王更替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第 3 期(1999)，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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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佛說三分別善惡所起經》中論「五道」，第五道云「泥犁
太山地獄道」36 、又言「魂魄入太山地獄中，考治數千萬毒，隨所作受罪。」唐
密宗經咒文亦將泰山府君、閻羅大王、五道將軍諸冥神並列。 37 故錢默存君所
論，即謂古本混天堂地獄於一說，然自佛東傳，泰山冥府諸云，更硬分岐於道教
所倡仙鄉。而後人皆謂岱岳居仙、下蒿里、梁父等為鬼界矣。 38
陳寅恪君考《三國志‧司馬芝傳》
：
「特進曹洪乳母當，與臨汾公主侍者共事
無澗神，繫獄。」此「無澗神」本為「無間神」
，為梵文Avīci意譯，音譯為阿鼻，
39
亦意譯為「泰山」。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中卷釋地獄云：「閻浮提東方有
山，號鐵圍，其山黑邃，無日月光。有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
釋意昭註曰：「東方有山，其之名曰鐵圍，其山極黑暗，無有日月之光，此鐵圍
外，復有一重大鐵圍山，兩山之內，極大黑暗。『立世阿毗曇論』云，世尊說有
大地獄名曰黑暗。……梵言阿鼻，此云無間。阿鼻地獄，無間地獄，若以受苦而
論，應是一獄。」 40 極黑、無日月光、與我國故有地獄若鍾山、幽都者不謀而
合。然則印度釋教所言「太山」為岱宗歟？非耶。
「太」故雖通「泰」
，然亦通「大」
。
按上《地藏經》云云，印度本土佛教視大山為地獄，印度西人亦不能知東方有泰
山，況譯經中亦多書「太山」而罕「泰山」
。故本「太山」非「泰山」
，誠後世譯
者強附矣。而白馬西來，教義遷演，文化之契合，必不能忽妄也。印佛教所謂鐵
圍山，亦處東方，何不遷地獄至治鬼之泰山乎？故岱宗所以為地獄冥府，泰山王
為十殿閻王第七， 41 非譯者之誤也，實為宣教入流之技倆耳。

35
36
37

38

39
40
41

同上。
同上。
善無畏譯《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佛陀羅尼經修行儀軌》
：「天曹天府、泰山府君、五道大神、閻
羅大王、善惡童子、司命、司錄、六道鬼神、山神王、海神王、風神王……」轉引同上。
《荼香室叢鈔》卷十六：
「《遁甲開山圖》云：
『梁父主死』然則高里何不可以主死乎？高里之
變為蒿里，古字相通。師古注《漢書‧武五子傳》：
『蒿里，死人里。』」轉引自呂宗力、欒無
群編：
《中國民間諸神》(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 年)上卷，頁 326。
轉引自劉影：〈泰山府君與閻羅王更替考〉，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第 3 期(1999)，頁 38。
見釋意昭註解：《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淺釋》
，(出版資料不詳)，頁 220-221。
佛教有十殿閻王、十八層地獄。泰山王掌第七殿，管第十三至十五層地獄，分別為：血池地
獄：凡褻瀆灶神與公婆產婦，不孝敬老人，虐待前房子女、不貞尼姑、誘拐婦女為娼者皆浸入
血池；枉死城地獄：咬死、吊死、自殺者，監禁於此；木榤地獄：凡犯有盜墓或侵犯死者行為，
釘以木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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