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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IIII----Ching &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Ching &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Ching &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Ching & The World of Metaphysics    

 
Lu Ju or Lu Dongbin, or he named after himself as ‘The Returned to Dao 
Person’ and according to the Li Shi-Zhen Dao Xian Comprehensive Text, he 
was bor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Tang’s Zhen guan (year 638) on the fourteen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Legendary belief that on the day he was born under a 
tree, an abnormal ‘scent’ was surrounding the trail path. He was a bright and 
smart kid and he could memorise many difficult words and sentences very 
well. He stood at 8 feet 2 inches tall (not so sure about the actual 
measurement though!), yellowish face with a stiff smiling face. It was said that 
he failed his scholastic examinations three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passed 
Jinshi(進士), he then served the Tang’s Kingdom for 31 years. One day he 

was awaken by the ‘Huang Liang Dream’ that said eventually he would ended 
up being killed by the King. He left the palace and followed his Master Zongli 
to practise Dao and  eventually became immortal (成道成仙).! He is an Icon 

for today’s Daoism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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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即呂巖呂祖即呂巖呂祖即呂巖呂祖即呂巖，，，，亦作呂喦亦作呂喦亦作呂喦亦作呂喦，，，，字洞賓字洞賓字洞賓字洞賓，，，，號純陽子號純陽子號純陽子號純陽子。。。。由於道教全真道派奉由於道教全真道派奉由於道教全真道派奉由於道教全真道派奉

呂巖為純陽祖師呂巖為純陽祖師呂巖為純陽祖師呂巖為純陽祖師，，，，故世稱呂祖故世稱呂祖故世稱呂祖故世稱呂祖。。。。據據據據《《《《曆世真仙體道通鑒曆世真仙體道通鑒曆世真仙體道通鑒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呂祖生呂祖生呂祖生呂祖生

於唐貞觀十二年於唐貞觀十二年於唐貞觀十二年於唐貞觀十二年(638(638(638(638 年年年年))))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河中府永樂縣人河中府永樂縣人河中府永樂縣人河中府永樂縣人。。。。其父呂其父呂其父呂其父呂

讓讓讓讓，，，，初為太子右庶子初為太子右庶子初為太子右庶子初為太子右庶子，，，，遷海州刺史遷海州刺史遷海州刺史遷海州刺史。。。。呂巖生於林檎樹下呂巖生於林檎樹下呂巖生於林檎樹下呂巖生於林檎樹下，，，，出生時異出生時異出生時異出生時異

香滿徑香滿徑香滿徑香滿徑。。。。幼時極其聰明幼時極其聰明幼時極其聰明幼時極其聰明，，，，日誦萬言日誦萬言日誦萬言日誦萬言。。。。及長及長及長及長，，，，身高八尺二寸身高八尺二寸身高八尺二寸身高八尺二寸，，，，面淡面淡面淡面淡

黃黃黃黃，，，，笑臉笑臉笑臉笑臉，，，，微麻微麻微麻微麻，，，，三茈須三茈須三茈須三茈須。。。。一說武后時三舉進士而不第一說武后時三舉進士而不第一說武后時三舉進士而不第一說武后時三舉進士而不第。。。。唐文宗開唐文宗開唐文宗開唐文宗開

成二年成二年成二年成二年(837(837(837(837 年年年年))))舉進士舉進士舉進士舉進士，，，，後游廬山後游廬山後游廬山後游廬山，，，，遇異人受長生訣而得道遇異人受長生訣而得道遇異人受長生訣而得道遇異人受長生訣而得道。。。。另一另一另一另一

說說說說，，，，呂巖兩舉進士不第呂巖兩舉進士不第呂巖兩舉進士不第呂巖兩舉進士不第，，，，後在赴長安道中後在赴長安道中後在赴長安道中後在赴長安道中，，，，遇鍾離祖師遇鍾離祖師遇鍾離祖師遇鍾離祖師，，，，授枕作黃授枕作黃授枕作黃授枕作黃

粱夢粱夢粱夢粱夢。。。。夢中舉進士夢中舉進士夢中舉進士夢中舉進士，，，，登科第登科第登科第登科第，，，，歷任顯官歷任顯官歷任顯官歷任顯官，，，，入台閣入台閣入台閣入台閣，，，，擢侍從擢侍從擢侍從擢侍從，，，，居朝三居朝三居朝三居朝三

十一年十一年十一年十一年。。。。偶上殿應對差誤偶上殿應對差誤偶上殿應對差誤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被罪謫官被罪謫官被罪謫官，，，，南遷江表南遷江表南遷江表南遷江表，，，，路值風雪路值風雪路值風雪路值風雪，，，，僕馬僕馬僕馬僕馬

俱瘁俱瘁俱瘁俱瘁，，，，一身無聊一身無聊一身無聊一身無聊，，，，方自歎息方自歎息方自歎息方自歎息。。。。忽然夢覺忽然夢覺忽然夢覺忽然夢覺，，，，入睡前所煮黃粱米飯尚未入睡前所煮黃粱米飯尚未入睡前所煮黃粱米飯尚未入睡前所煮黃粱米飯尚未

炊熟炊熟炊熟炊熟，，，，世稱世稱世稱世稱「「「「黃粱一夢黃粱一夢黃粱一夢黃粱一夢」。」。」。」。醒則悟醒則悟醒則悟醒則悟，，，，遂棄家遂棄家遂棄家遂棄家，，，，隨鍾離祖師赴終南山隨鍾離祖師赴終南山隨鍾離祖師赴終南山隨鍾離祖師赴終南山

鶴嶺修道鶴嶺修道鶴嶺修道鶴嶺修道。。。。據傳據傳據傳據傳，，，，唐僖宗廣明元年唐僖宗廣明元年唐僖宗廣明元年唐僖宗廣明元年(880(880(880(880 年年年年))))，，，，呂祖遇到崔公呂祖遇到崔公呂祖遇到崔公呂祖遇到崔公，，，，崔公崔公崔公崔公

授授授授《《《《入藥鏡入藥鏡入藥鏡入藥鏡》，》，》，》，呂祖即知修行性命呂祖即知修行性命呂祖即知修行性命呂祖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不差毫髮不差毫髮不差毫髮。。。。後在湘潭後在湘潭後在湘潭後在湘潭、、、、岳陽岳陽岳陽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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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一帶遊歷度人湖北一帶遊歷度人湖北一帶遊歷度人湖北一帶遊歷度人。。。。又據又據又據又據《《《《呂祖本傳呂祖本傳呂祖本傳呂祖本傳》，》，》，》，呂祖得鍾離之道以後呂祖得鍾離之道以後呂祖得鍾離之道以後呂祖得鍾離之道以後，，，，又又又又

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一斷煩惱一斷煩惱一斷煩惱一斷煩惱，，，，二斷色欲二斷色欲二斷色欲二斷色欲，，，，三斷貪嗔三斷貪嗔三斷貪嗔三斷貪嗔。。。。初游江初游江初游江初游江

淮淮淮淮，，，，即以靈劍除長蛟之害即以靈劍除長蛟之害即以靈劍除長蛟之害即以靈劍除長蛟之害。。。。後奉天帝之命後奉天帝之命後奉天帝之命後奉天帝之命，，，，居荊山洞府居荊山洞府居荊山洞府居荊山洞府。。。。年六十四年六十四年六十四年六十四

上朝元始天尊上朝元始天尊上朝元始天尊上朝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自是隱顯自是隱顯自是隱顯自是隱顯變化不一變化不一變化不一變化不一，，，，惟其誓願宏大惟其誓願宏大惟其誓願宏大惟其誓願宏大，，，，是是是是

以浮塵濁世以浮塵濁世以浮塵濁世以浮塵濁世，，，，行化度人行化度人行化度人行化度人，，，，傳說眾多傳說眾多傳說眾多傳說眾多。。。。元代道士苗善時曾編有元代道士苗善時曾編有元代道士苗善時曾編有元代道士苗善時曾編有《《《《純陽純陽純陽純陽

帝君神化妙通紀帝君神化妙通紀帝君神化妙通紀帝君神化妙通紀》》》》七卷七卷七卷七卷，，，，彙集呂祖一百零八化的故事彙集呂祖一百零八化的故事彙集呂祖一百零八化的故事彙集呂祖一百零八化的故事，，，，無不以勸人無不以勸人無不以勸人無不以勸人

盡忠行孝盡忠行孝盡忠行孝盡忠行孝、、、、積善除邪為本積善除邪為本積善除邪為本積善除邪為本。。。。    

    

呂祖呂祖呂祖呂祖----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敕封和奉祀敕封和奉祀敕封和奉祀敕封和奉祀：：：：對呂祖的信仰和崇拜對呂祖的信仰和崇拜對呂祖的信仰和崇拜對呂祖的信仰和崇拜,,,,大約自北宋末年起開始興盛大約自北宋末年起開始興盛大約自北宋末年起開始興盛大約自北宋末年起開始興盛。。。。宋宋宋宋

徽宗宣和元年徽宗宣和元年徽宗宣和元年徽宗宣和元年(1119(1119(1119(1119 年年年年))))封呂祖為妙通真人封呂祖為妙通真人封呂祖為妙通真人封呂祖為妙通真人。。。。南宋已有專門奉祀呂祖南宋已有專門奉祀呂祖南宋已有專門奉祀呂祖南宋已有專門奉祀呂祖

的寺廟的寺廟的寺廟的寺廟，，，，並有塑像供奉並有塑像供奉並有塑像供奉並有塑像供奉。。。。元世祖至元六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1269(1269(1269 年年年年))))褒贈純陽演正警褒贈純陽演正警褒贈純陽演正警褒贈純陽演正警

化真君化真君化真君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1310(1310(1310 年年年年))))又加封為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又加封為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又加封為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又加封為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

君君君君。。。。呂祖神誕之日為四月十四日呂祖神誕之日為四月十四日呂祖神誕之日為四月十四日呂祖神誕之日為四月十四日，，，，道教信徒多於神誕日赴道觀中呂道教信徒多於神誕日赴道觀中呂道教信徒多於神誕日赴道觀中呂道教信徒多於神誕日赴道觀中呂

祖殿燒祖殿燒祖殿燒祖殿燒香奉祀香奉祀香奉祀香奉祀，，，，或還願或還願或還願或還願，，，，或祈願或祈願或祈願或祈願。。。。華南地區和南洋華人盛傳呂祖簽華南地區和南洋華人盛傳呂祖簽華南地區和南洋華人盛傳呂祖簽華南地區和南洋華人盛傳呂祖簽

文文文文，，，，遇有急難遇有急難遇有急難遇有急難，，，，常於呂祖殿神像前求籤問卜常於呂祖殿神像前求籤問卜常於呂祖殿神像前求籤問卜常於呂祖殿神像前求籤問卜，，，，祈求神示祈求神示祈求神示祈求神示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    在在在在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史史史史    上上上上    ，，，，    他他他他    是是是是    金金金金    丹丹丹丹    派派派派    的的的的    

重重重重    要要要要    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    不不不不    過過過過    現現現現    今今今今    的的的的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形形形形    象象象象    ，，，，    卻卻卻卻    是是是是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了了了了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長長長長    期期期期    加加加加    工工工工    的的的的    。。。。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道道道道    號號號號    純純純純    陽陽陽陽    子子子子    ，，，，    名名名名    

岩岩岩岩    ，，，，    其其其其    生生生生    平平平平    事事事事    跡跡跡跡    真真真真    實實實實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不不不不    易易易易    弄弄弄弄    清清清清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的的的的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    大大大大    多多多多    系系系系    後後後後    人人人人    根根根根    據據據據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編編編編    寫寫寫寫    ，，，，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的的的的    材材材材    

料料料料    蓋蓋蓋蓋    過過過過    了了了了    真真真真    實實實實    的的的的    曆曆曆曆    史史史史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治治治治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史史史史    的的的的    ，，，，    

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實實實實    有有有有    其其其其    人人人人    ，，，，    約約約約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在在在在    唐唐唐唐    末末末末    五五五五    代代代代    。。。。    

《《《《    宋宋宋宋    史史史史    》》》》    的的的的    陳陳陳陳    摶摶摶摶    傳傳傳傳    中中中中    提提提提    到到到到    陳陳陳陳    與與與與    異異異異    人人人人    呂呂呂呂    岩岩岩岩    往往往往    來來來來    。。。。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所所所所    謂謂謂謂    正正正正    史史史史    上上上上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次次次次    提提提提    到到到到    他他他他    。。。。    從從從從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內內內內    部部部部    的的的的    

各各各各    種種種種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分分分分    析析析析    ，，，，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師師師師    父父父父    是是是是    鍾鍾鍾鍾    離離離離    權權權權    ，，，，    號號號號    正正正正    陽陽陽陽    

子子子子    ，，，，    師師師師    徒徒徒徒    授授授授    受受受受    ，，，，    有有有有    《《《《    鍾鍾鍾鍾    呂呂呂呂    傳傳傳傳    道道道道    集集集集    》》》》    為為為為    記記記記    。。。。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此此此此    一一一一    道道道道    脈脈脈脈    於於於於    宋宋宋宋    代代代代    和和和和    金金金金    代代代代    大大大大    放放放放    異異異異    彩彩彩彩    。。。。    多多多多    數數數數    人人人人    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    ，，，，    金金金金    丹丹丹丹    南南南南    宗宗宗宗    和和和和    北北北北    宗宗宗宗    即即即即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道道道道    都都都都    接接接接    續續續續    了了了了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傳傳傳傳    。。。。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派派派派    將將將將    他他他他    當當當當    成成成成    五五五五    祖祖祖祖    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    。。。。    元元元元    代代代代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道道道道    受受受受    到到到到    朝朝朝朝    庭庭庭庭    的的的的    重重重重    視視視視    ，，，，    呂呂呂呂    岩岩岩岩    也也也也    被被被被    尊尊尊尊    為為為為    帝帝帝帝    君君君君    。。。。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他他他他    在在在在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神神神神    譜譜譜譜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升升升升    級級級級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庵庵庵庵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殿殿殿殿    到到到到    處處處處    可可可可    見見見見    ，，，，    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    還還還還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家家家家    鄉鄉鄉鄉    山山山山    西西西西    省省省省    芮芮芮芮    城城城城    

縣縣縣縣    造造造造    了了了了    個個個個    大大大大    廟廟廟廟    永永永永    樂樂樂樂    宮宮宮宮    ，，，，    與與與與    他他他他    帝帝帝帝    君君君君    的的的的    身身身身    份份份份    相相相相    匹匹匹匹    

配配配配    。。。。    隨隨隨隨    著著著著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派派派派    傳傳傳傳    播播播播    到到到到    北北北北    方方方方    廣廣廣廣    大大大大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廟廟廟廟    

也也也也    便便便便    跑跑跑跑    向向向向    整整整整    個個個個    北北北北    方方方方    。。。。    清清清清    代代代代    ，，，，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派派派派    受受受受    到到到到    王王王王    常常常常    月月月月    

公公公公    開開開開    放放放放    戒戒戒戒    的的的的    推推推推    動動動動    ，，，，    迅迅迅迅    速速速速    往往往往    南南南南    方方方方    和和和和    西西西西    南南南南    傳傳傳傳    播播播播    ，，，，    終終終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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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於於於    走走走走    向向向向    全全全全    國國國國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獲獲獲獲    得得得得    了了了了    更更更更    加加加加    廣廣廣廣    闊闊闊闊    的的的的    空空空空    

間間間間    。。。。        

    

不不不不    過過過過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信信信信    仰仰仰仰    的的的的    發發發發    展展展展    ，，，，    不不不不    僅僅僅僅    有有有有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內內內內    部部部部    的的的的    推推推推    

動動動動    ，，，，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的的的的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    戲戲戲戲    曲曲曲曲    的的的的    演演演演    出出出出    ，，，，    文文文文    人人人人    墨墨墨墨    客客客客    的的的的    渲渲渲渲    

染染染染    ，，，，    無無無無    疑疑疑疑    也也也也    起起起起    著著著著    十十十十    分分分分    重重重重    要要要要    的的的的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    還還還還    在在在在    宋宋宋宋    代代代代    ，，，，    

就就就就    有有有有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的的的的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在在在在    流流流流    傳傳傳傳    。。。。    據據據據    說說說說    他他他他    曾曾曾曾    經經經經    有有有有    

詩詩詩詩    言言言言    「「「「    因因因因    風風風風    飛飛飛飛    過過過過    洞洞洞洞    庭庭庭庭    湖湖湖湖    」」」」    ，，，，    又又又又    留留留留    下下下下    《《《《    沁沁沁沁    園園園園    春春春春    》》》》    

詞詞詞詞    ，，，，    論論論論    內內內內    丹丹丹丹    之之之之    意意意意    ，，，，    引引引引    起起起起    轟轟轟轟    動動動動    。。。。    後後後後    來來來來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    這這這這    

些些些些    都都都都    是是是是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實實實實    作作作作    品品品品    ，，，，    或或或或    加加加加    以以以以    注注注注    釋釋釋釋    ，，，，    加加加加    速速速速    了了了了    它它它它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流流流流    傳傳傳傳    。。。。    元元元元    代代代代    的的的的    雜雜雜雜    劇劇劇劇    中中中中    ，，，，    有有有有    多多多多    本本本本    是是是是    演演演演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的的的的    。。。。    比比比比    如如如如    三三三三    上上上上    嶽嶽嶽嶽    陽陽陽陽    樓樓樓樓    ，，，，    度度度度    鐵鐵鐵鐵    拐拐拐拐    李李李李    ，，，，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    

都都都都    曾曾曾曾    吸吸吸吸    引引引引    了了了了    大大大大    量量量量    的的的的    觀觀觀觀    眾眾眾眾    。。。。    明明明明    代代代代    湯湯湯湯    顯顯顯顯    祖祖祖祖    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    劇劇劇劇    號號號號    

稱稱稱稱    臨臨臨臨    川川川川    四四四四    夢夢夢夢    的的的的    ，，，，    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    有有有有    折折折折    《《《《    邯邯邯邯    鄲鄲鄲鄲    夢夢夢夢    傳傳傳傳    奇奇奇奇    》》》》    ，，，，    演演演演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    位位位位    書書書書    生生生生    上上上上    京京京京    趕趕趕趕    考考考考    ，，，，    在在在在    途途途途    中中中中    遇遇遇遇    到到到到    仙仙仙仙    人人人人    點點點點    化化化化    

的的的的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    那那那那    書書書書    生生生生    在在在在    店店店店    中中中中    睡睡睡睡    下下下下    ，，，，    在在在在    夢夢夢夢    中中中中    做做做做    了了了了    二二二二    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    的的的的    官官官官    ，，，，    享享享享    盡盡盡盡    榮榮榮榮    華華華華    富富富富    貴貴貴貴    ，，，，    也也也也    嘗嘗嘗嘗    夠夠夠夠    了了了了    官官官官    場場場場    傾傾傾傾    軋軋軋軋    ，，，，    

最最最最    後後後後    樹樹樹樹    倒倒倒倒    猢猢猢猢    猻猻猻猻    散散散散    的的的的    苦苦苦苦    頭頭頭頭    。。。。    一一一一    覺覺覺覺    醒醒醒醒    來來來來    ，，，，    主主主主    人人人人    所所所所    炊炊炊炊    

的的的的    黃黃黃黃    粱粱粱粱    還還還還    未未未未    熟熟熟熟    。。。。    書書書書    生生生生    由由由由    此此此此    大大大大    徹徹徹徹    大大大大    悟悟悟悟    ，，，，    跟跟跟跟    著著著著    仙仙仙仙    人人人人    

學學學學    道道道道    求求求求    仙仙仙仙    去去去去    了了了了    。。。。    這這這這    位位位位    店店店店    主主主主    人人人人    ，，，，    便便便便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    其其其其    

實實實實    ，，，，    這這這這    一一一一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南南南南    北北北北    朝朝朝朝    時時時時    就就就就    已已已已    出出出出    現現現現    。。。。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的的的的    主主主主    角角角角    

是是是是    楊楊楊楊    林林林林    ，，，，    店店店店    主主主主    人人人人    則則則則    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    名名名名    姓姓姓姓    。。。。    後後後後    來來來來    在在在在    五五五五    代代代代    時時時時    的的的的    

小小小小    說說說說    中中中中    ，，，，    主主主主    角角角角    變變變變    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    盧盧盧盧    生生生生    ，，，，    店店店店    主主主主    人人人人    稱稱稱稱    呂呂呂呂    翁翁翁翁    。。。。    而而而而    

湯湯湯湯    顯顯顯顯    祖祖祖祖    將將將將    此此此此    事事事事    指指指指    實實實實    為為為為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    聲聲聲聲    此此此此    時時時時    已已已已    經經經經    超超超超    過過過過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仙仙仙仙    人人人人    ，，，，    將將將將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按按按按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    既既既既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劇劇劇劇    情情情情    需需需需    要要要要    ，，，，    也也也也    更更更更    適適適適    應應應應    民民民民    眾眾眾眾    心心心心    態態態態    。。。。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在在在在    明明明明    代代代代    被被被被    列列列列    為為為為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    。。。。    吳吳吳吳    元元元元    泰泰泰泰    撰撰撰撰    《《《《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出出出出    處處處處    東東東東    遊遊遊遊    記記記記    》》》》    ，，，，    將將將將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的的的的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敘敘敘敘    述述述述    得得得得    生生生生    動動動動    有有有有    

趣趣趣趣    ，，，，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的的的的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幾幾幾幾    乎乎乎乎    無無無無    人人人人    不不不不    曉曉曉曉    ，，，，    「「「「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過過過過    海海海海    ，，，，    

各各各各    顯顯顯顯    神神神神    通通通通    」」」」    還還還還    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的的的的    俗俗俗俗    語語語語    。。。。    而而而而    八八八八    仙仙仙仙    之之之之    中中中中    ，，，，    

仍仍仍仍    以以以以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最最最最    受受受受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    和和和和    詩詩詩詩    

詞詞詞詞    、、、、    戲戲戲戲    劇劇劇劇    、、、、    小小小小    說說說說    的的的的    渲渲渲渲    染染染染    ，，，，    呂呂呂呂    洞洞洞洞    賓賓賓賓    的的的的    形形形形    象象象象    更更更更    加加加加    深深深深    

入入入入    人人人人    心心心心    。。。。    他他他他    是是是是    最最最最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情情情情    味味味味    的的的的    仙仙仙仙    人人人人    。。。。    據據據據    說說說說    他他他他    曾曾曾曾    對對對對    

其其其其    師師師師    正正正正    陽陽陽陽    子子子子    漢漢漢漢    鍾鍾鍾鍾    離離離離    說說說說    ，，，，    誓誓誓誓    願願願願    度度度度    盡盡盡盡    天天天天    下下下下    人人人人    ，，，，    然然然然    後後後後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再再再再    成成成成    仙仙仙仙    。。。。    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    他他他他    一一一一    直直直直    在在在在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各各各各    處處處處    遊遊遊遊    曆曆曆曆    ，，，，    尋尋尋尋    

找找找找    有有有有    緣緣緣緣    者者者者    ，，，，    度度度度    他他他他    成成成成    仙仙仙仙    。。。。    同同同同    時時時時    ，，，，    他他他他    又又又又    頗頗頗頗    具具具具    俠俠俠俠    氣氣氣氣    ，，，，    

見見見見    到到到到    有有有有    緣緣緣緣    的的的的    ，，，，    自自自自    然然然然    加加加加    以以以以    度度度度    化化化化    ，，，，    有有有有    苦苦苦苦    的的的的    ，，，，    也也也也    許許許許    看看看看    

他他他他    心心心心    地地地地    尚尚尚尚    好好好好    ，，，，    會會會會    點點點點    一一一一    把把把把    錢錢錢錢    財財財財    ，，，，    有有有有    病病病病    的的的的    ，，，，    治治治治    一一一一    治治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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痼痼痼痼    疾疾疾疾    ，，，，    至至至至    於於於於    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    仗仗仗仗    勢勢勢勢    欺欺欺欺    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    壞壞壞壞    蛋蛋蛋蛋    ，，，，    則則則則    給給給給    他他他他    吃吃吃吃    一一一一    

點點點點    苦苦苦苦    頭頭頭頭    ，，，，    不不不不    肯肯肯肯    改改改改    過過過過    的的的的    ，，，，    更更更更    要要要要    嚴嚴嚴嚴    加加加加    懲懲懲懲    治治治治    。。。。    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讓讓讓讓    人人人人    感感感感    到到到到    親親親親    切切切切    ，，，，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信信信信    賴賴賴賴    ，，，，    尤尤尤尤    其其其其    是是是是    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    在在在在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底底底底    層層層層    掙掙掙掙    紮紮紮紮    顛顛顛顛    連連連連    無無無無    告告告告    的的的的    民民民民    眾眾眾眾    對對對對    他他他他    更更更更    有有有有    著著著著    特特特特    別別別別    的的的的    

感感感感    情情情情    ，，，，    希希希希    望望望望    得得得得    到到到到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關關關關    愛愛愛愛    和和和和    幫幫幫幫    助助助助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在在在在    清清清清    代代代代    是是是是    最最最最    占占占占    香香香香    火火火火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仙仙仙仙    ，，，，    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    是是是是    宮宮宮宮    觀觀觀觀    

中中中中    ，，，，    還還還還    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信信信信    眾眾眾眾    的的的的    家家家家    中中中中    ，，，，    都都都都    可可可可    看看看看    到到到到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像像像像    。。。。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前前前前    面面面面    說說說說    過過過過    的的的的    原原原原    因因因因    －－－－    －－－－    人人人人    們們們們    

敬敬敬敬    重重重重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    也也也也    將將將將    解解解解    決決決決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苦苦苦苦    難難難難    的的的的    希希希希    望望望望    寄寄寄寄    托托托托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    從從從從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信信信信    仰仰仰仰    本本本本    身身身身    來來來來    說說說說    ，，，，    則則則則    是是是是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對對對對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上上上上    已已已已    經經經經    形形形形    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    完完完完    整整整整    的的的的    體體體體    系系系系    。。。。    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神神神神    廟廟廟廟    或或或或    神神神神    殿殿殿殿    ，，，，    它它它它    們們們們    是是是是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的的的的    大大大大    本本本本    

營營營營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神神神神    像像像像    ，，，，    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    小小小小    型型型型    的的的的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讓讓讓讓    人人人人    請請請請    回回回回    家家家家    中中中中    

供供供供    奉奉奉奉    ，，，，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在在在在    嶺嶺嶺嶺    南南南南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流流流流    傳傳傳傳    的的的的    像像像像    比比比比    較較較較    瘦瘦瘦瘦    削削削削    ，，，，    北北北北    

方方方方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的的的的    比比比比    較較較較    豐豐豐豐    腴腴腴腴    ，，，，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隨隨隨隨    人人人人    所所所所    思思思思    而而而而    形形形形    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    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風風風風    格格格格    的的的的    繪繪繪繪    像像像像    ；；；；    與與與與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的的的的    書書書書    籍籍籍籍    ，，，，    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    被被被被    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所所所所    作作作作    的的的的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    被被被被    後後後後    人人人人    編編編編    成成成成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全全全全    

書書書書    》》》》    ，，，，    此此此此    外外外外    尚尚尚尚    有有有有    象象象象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寶寶寶寶    懺懺懺懺    》》》》    一一一一    類類類類    志志志志    存存存存    勸勸勸勸    善善善善    

的的的的    小小小小    冊冊冊冊    子子子子    ；；；；    扶扶扶扶    乩乩乩乩    、、、、    靈靈靈靈    簽簽簽簽    和和和和    祈祈祈祈    夢夢夢夢    等等等等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常常常常    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占占占占    

問問問問    吉吉吉吉    凶凶凶凶    禍禍禍禍    福福福福    的的的的    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    。。。。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的的的的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既既既既    受受受受    到到到到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龍龍龍龍    門門門門    派派派派    的的的的    諸諸諸諸    宮宮宮宮    

觀觀觀觀    的的的的    依依依依    托托托托    ，，，，    也也也也    與與與與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民民民民    眾眾眾眾    消消消消    災災災災    祈祈祈祈    福福福福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有有有有    密密密密    切切切切    

關關關關    系系系系    。。。。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目目目目    前前前前    的的的的    諸諸諸諸    大大大大    宮宮宮宮    觀觀觀觀    ，，，，    大大大大    多多多多    接接接接    續續續續    了了了了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龍龍龍龍    門門門門    派派派派    的的的的    傳傳傳傳    法法法法    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作作作作    為為為為    全全全全    真真真真    派派派派    的的的的    五五五五    祖祖祖祖    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    ，，，，    自自自自    然然然然    在在在在    宮宮宮宮    觀觀觀觀    中中中中    占占占占    有有有有    香香香香    火火火火    。。。。    進進進進    觀觀觀觀    的的的的    香香香香    客客客客    ，，，，    也也也也    

極極極極    易易易易    瞻瞻瞻瞻    仰仰仰仰    到到到到    他他他他    。。。。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的的的的    重重重重    要要要要    基基基基    礎礎礎礎    。。。。    同同同同    

時時時時    ，，，，    在在在在    嶺嶺嶺嶺    南南南南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原原原原    來來來來    流流流流    傳傳傳傳    著著著著    一一一一    部部部部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無無無無    極極極極    寶寶寶寶    

懺懺懺懺    》》》》    ，，，，    據據據據    說說說說    系系系系    數數數數    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    前前前前    由由由由    雲雲雲雲    泉泉泉泉    仙仙仙仙    館館館館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長長長長    扶扶扶扶    乩乩乩乩    

所所所所    得得得得    。。。。    這這這這    部部部部    道道道道    書書書書    ，，，，    雖雖雖雖    說說說說    是是是是    《《《《    懺懺懺懺    》》》》    ，，，，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上上上上    集集集集    合合合合    

了了了了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的的的的    種種種種    種種種種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    複複複複    加加加加    上上上上    多多多多    般般般般    勸勸勸勸    世世世世    格格格格    

言言言言    ，，，，    以以以以    及及及及    某某某某    些些些些    道道道道    派派派派    的的的的    經經經經    書書書書    ，，，，    複複複複    合合合合    而而而而    成成成成    。。。。    它它它它    是是是是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的的的的    豐豐豐豐    富富富富    寶寶寶寶    藏藏藏藏    ，，，，    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是是是是    《《《《    懺懺懺懺    》》》》    ，，，，    道道道道    觀觀觀觀    中中中中    得得得得    

以以以以    應應應應    信信信信    眾眾眾眾    之之之之    請請請請    ，，，，    予予予予    以以以以    唱唱唱唱    頌頌頌頌    ，，，，    舉舉舉舉    辦辦辦辦    法法法法    事事事事    ，，，，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便便便便    

經經經經    常常常常    地地地地    面面面面    向向向向    民民民民    眾眾眾眾    宣宣宣宣    傳傳傳傳    著著著著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神神神神    跡跡跡跡    ，，，，    這這這這    無無無無    疑疑疑疑    加加加加    強強強強    

了了了了    民民民民    間間間間    的的的的    信信信信    仰仰仰仰    。。。。 1 9 9 7  1 9 9 7  1 9 9 7  1 9 9 7 年年年年    ，，，，    由由由由    羅羅羅羅    智智智智    光光光光    、、、、    鄺鄺鄺鄺    國國國國    強強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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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等等    先先先先    生生生生    發發發發    起起起起    ，，，，    多多多多    位位位位    信信信信    士士士士    集集集集    資資資資    ，，，，    請請請請    龍龍龍龍    遊遊遊遊    、、、、    丁丁丁丁    常常常常    雲雲雲雲    

作作作作    注注注注    ，，，，    成成成成    《《《《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無無無無    極極極極    寶寶寶寶    懺懺懺懺    注注注注    》》》》    行行行行    世世世世    ，，，，    由由由由    得得得得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青青青青    松松松松    觀觀觀觀    道道道道    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印印印印    行行行行    ，，，，    更更更更    加加加加    有有有有    利利利利    於於於於    呂呂呂呂    祖祖祖祖    傳傳傳傳    說說說說    的的的的    

傳傳傳傳    播播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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