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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靈寶芝草品》研究
蘆笛
（南京農業大學，本會通信會員）

摘要 《道藏》中保存了兩種與大型真菌有關的著作：《種芝草法》和《太上靈寶芝草
品》
。後者為圖鑑形式，在對127種芝進行描述的同時，也給每種芝附圖一幅。從文字內
容看，此書夾雜了大量的道教神以思想，芝的名稱也與五行密切相關；對照附圖，則這
127種芝無一為現代分類學上的靈芝，其中大部分為傘狀大型真菌，其餘則形狀怪異，
荒誕不經。此書在古代芝的分類知識方面無甚貢獻，而在道教與生物學的關係方面則可
以反映出，在道教徒意識中，芝的概念至少包含傘菌、非傘菌的大型真菌、非大型真菌
的生物，以及部分非生物。
關鍵字: 太上靈寶芝草品，芝，道藏，傘菌

一、前言
《道藏》是道教典籍的總集。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於 1988
年聯合影印出版的 36 册《道藏》
，為明代《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的合集，共收
入道書 1,476 種，計 5,485 卷。此外還有如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的一百多種道書，
其中約半數抄本未被《正統道藏》所收錄。如此卷帙浩繁的《道藏》，其價值遠遠超出
了宗教範疇。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即將《道藏》中的典籍分為哲學、法律、軍事、
文化、體育、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化學、天文學、醫藥衛生、工業技
術、綜合性圖書 15 大類，可謂包羅萬象。
《種芝草法》和《太上靈寶芝草品》是《道藏》中的兩種與大型真菌有關的著作。
對於前者，筆者已有所探析，認為其中雖然包含部分生物學知識，但所記載的種芝方法
實屬臆造[1]；對於後者，目前國內尚無細緻的研究。
《太上靈寶芝草品》載於《道藏》正
一部亦字號，撰人不詳，全文一卷[2]。文中「恒」字缺筆作「 」
，為避宋真宗趙恒（西
[3]
元 998-1022 年在位）之諱，蓋刊刻於北宋時期 。《道藏分類解題》認為它是六朝時期
的作品（該書將《太上靈寶芝草品》誤題為《太上靈寶芝草經》）[4]。
《太上靈寶芝草品》
共載 127 種芝，每種芝的描述均由一段文字和一幅圖組成，是一種圖鑒式的作品。為便
於閱讀和比較，先將文本輯出，並詴加標點，再將 127 幅圖分類組合，然後再做進一步
研究。

二、
《太上靈寶芝草品》文本輯錄
竊以延命之術，本因餌藥長生。鴻寶宛秘之書論云：仙人使鬼，是以廣成子居崆峒山上，
示道治而授軒轅；赤松子昇崐崙宮，服水玉而教炎帝，仍隨風雨上下究察機樣，遊歷名山，
顧觀草木閳驗幽昧，芝英（一作精）形品萬端，實難辨別，故畫圖記，著狀貼傳，請
尋求得臻以路耶。
蘆笛，南京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本會通信會員，電郵：ludiresea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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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玉芝，生於揚州山，其味甘酸，服之十二萬歲，王子喬食以矣；蒼虎守之，
依圖取服；有四重，第二重有二枝，蓋、莖並皆青也。
(2)赤玉芝（一作子食芝）
，生於郁州山，狀如此，其味苦，赤松子食之得以；赤虎、
赤魚守之；依圖取服，莖、蓋赤，有二重：下重有二小芝，上重二小芝，並有蓋。
(3)黃玉芝，生於蓬萊山，其色黃，味辛，東王父食之壽九萬歲，以矣；黃虎、黃魚
守之；三重，下重有三枝（一有生九蓋），蓋、莖並黃也。
(4)白玉芝，生於方丈山中，其味辛；白蓋四重，下一重，上有二枚生，並有三枚生
上重，或生大石之上、黃沙之中、腐木之根、高樹之下、名山之陰；得而食之以矣，白
虎守之。
(5)黑玉芝，生於龜山之中，其味甘酸，鮮于子食之得以矣；傍有黑虎守之；其狀如
此，上有二小枝重生，其色黑，有四重，莖、蓋並赤。
(6)五帝玉芝，生於嵩高名山中，有五色及五變，五行四時有味；以四時取服之，為
萬年以矣；有三重，下二重二枝相對。
(7)青帝玉芝，生於名山之中，大樹之下；黃雲覆之青蓋，赤裏，其莖白，其味酸；
春甲乙日取食之，令人不老以矣。
(8)赤帝玉芝，生於名山之陽，赤蓋，黃裏，白莖，上有赤雲，其味甘苦；夏採食之，
令人得四千年以矣。
(9)黃帝玉芝，生於名山之上，上有五色雲，黃蓋，白莖，其味甘苦；食之令人不驚
恐，長生三萬年得以矣。
(10)白帝玉芝，生於名山之隂，重石之間；白蓋，青莖，裏黑，其味甘；食之令人
得三千年以矣。
(11)黑帝玉芝，生於名山之隂，大谷之中；黑雲覆之，黑蓋，青裏，黃莖，其味甘
酸；冬間採食之，令人不老得以矣。
(12)東方芝，生於名山之陽，大谷中；青赤裏二重，白蓋，青莖，其味酸；食之延
年十萬歲以矣。
(13)南方芝，生於名山之陽，赤色，赤蓋，赤莖，有三枝，其味苦；用竹刀採之，
隂乾百日，食之如錢，得三萬歲以矣。
(14)中央芝，生於名山之陰，白蓋，黃莖，裏黑；枝如一莖蓋，二枝要半，上屈頭，
垂如懸蓋；傍有黃羊捍守之；用木刀採食之以矣。
(15)西方芝，生於名山之隂，白蓋，黑裏，青莖，有三枝俱生，其味甘辛，食之萬
年以矣。
(16)北方芝，生於名山之隂，黑蓋，莖三枝並生，其味甘羙，食之以矣；入水不溺，
不老，得八萬年；有黑牛守之。
(17)石臼芝，生於少室山，上有赤雲，兩邊黃虎守之；蓋赤，黑莖，與石玉芝相對
生；取之當齋戒沐浴三十日，雄雞過轉鳴，自稱天齋將軍，使者彩衣，冠帶玄服，徃取
食之一合，六十萬歲（一作十六）
；生大石之間，其味甘酸，下根四方，高三尺。
(18)木神芝，生於嵩高山之隂，黃蓋，黑裏；上有赤雲及朱雀守之；以六月戊己辰
日採而食之，得九千歲，令人以矣；狀如四方石，有一坦者。
(19)鬼菌芝，生於名山之隂，白蓋，狀如甑；二鬼守之，見人即滅；以夜採之，隂
乾百日，食如刀圭，所向盡服，織女服之，以昇天矣。
(20)人威芝，生於嵩高少室太室山，狀如人，赤色，戴蓋乍黃乍赤，味甘；食之令
人不老，服之十萬年以矣。
(21)金精芝，生於華山，白蓋、莖，上有白雲，狀如雀、雞，其味甘辛；十月壬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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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之，陰乾百日，食之八千歲，韓衆食之以矣。
(22)黄芝，生於黄土山，黄蓋三重，其味甘，食之與天地等；一莖，色白。
(23)生金芝，生於名山之陽，白蓋，赤裏，赤莖；春夏採之，隂乾百日，食之一合，
隂病除，增年也。
(24)龜威芝，生於常山深淵之中，其色青黑，龜文蓋，青白裏，莖黑，味酸苦；採
而食之，為萬歲以矣。
(25)龍威芝，生於太山之隂，青莖，紫蓋，白裏，其文似龍蛇，其味甘酸；春採食
之，令人十六萬年以矣。
(26)鳥威芝，生於南嶽丘山之隂，赤蓋，黑莖，其味酸；食之令人身輕不老，萬歲
以矣。
(27)火精芝，生於霍山之隂，赤蓋，黄裏，黃莖；上有赤雲，似鳥、雞之形，其味
甘；五月丙午日採之，九千年以矣。
(28)火錫芝，生於名山之陽，大 之傍；色赤如火，青莖，赤蓋，炎起五枝似火，
其味甘苦；夏採而食之，延年得以矣。
(29)赤松子芝，生於嶢山；有千歲松 者，生於其間，狀似木人形；採之隂乾百日，
食之與天地等以矣。
(30)木精芝，生於名山之中，冬即木本如紡車，捃拾採捒無時，其色白，其味甘苦，
食之令人身輕，以矣；無蓋似义莖赤。
(31)木神芝，生於齊泰山，山名曰東岳；青蓋，赤裏，赤莖，上有青雲如雞之狀；
以壬日採而食之，千萬歲以矣。
(32)天目芝，生於名山之陽，其色青，莖半有二枝，上如曲蓋，赤，覆大蓋上；竹
刀採之，隂乾百日，食之，五萬年以矣；有黑雲覆之。
(33)天心芝，生於名山之陽，尖石之上；青蓋，赤莖，其味酸；以竹刀採之，隂乾
百日，食如一爪甲，成三千年以矣；上有赤雲，下有白羊守之。
(34)白英芝，生於太山之陽，青色，青莖，五莖枝相對，甘羙，食之萬歲以矣。
(35)水神芝，生於恒2山，黑蓋，青莖，上有黑雲如馬形，採食之，六千歲以矣。
(36)土芝，生於名山之陽，大澤之中，白蓋，如甆，味辛苦，食之不寒不熱，夏採
服之，以矣。
(37)望玉芝，生於名山之隂，岡闕中，黃蓋，赤莖，味甘；食之令人二千年以矣；
下有三莖並生，蓋青，莖赤，上有二莖，黄蓋，赤莖。
(38)木文芝，生於名山之中，上青，下、裏黃，味甘酸；春採食之，七百年不老以
矣。
(39)銅芝，生於名山之隂，源泉深谷之中，反如甑，色青黃赤，味辛苦；食一合，
長生以矣。
(40)天絳芝，生於陵谷，黑蓋，赤裏，赤莖，味甘、小辛，食之令人不寒不熱，六
千年以矣。
(41)茯苓芝，以冬至日生兔絲下，狀似牛蹄，黑色，味甘，食之令人千里外見物，
壽萬年以矣。
(42)北方芝，生於土山，狀如蛇，赤色，白裏，味甘、酸，食之令人不老，二萬年
以矣。
(43)木菌芝，生於名山之隂，谷中 木上，生木三節，色青，味甘、辛，食之，萬
年以矣。
(44)風精芝，生於名山之中，青蓋，莖三枝並生，味甘，銅刀採食之，萬年以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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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靈精芝，生於名山之隂，赤蓋二重，紫莖；食之，二萬年以矣；上有蒼赭雲守
之。
(46)鳥文芝，白蓋，黑莖，裏有文，長六尺，厚四寸，味甘；食之，四萬歲以矣。
(47)玉菌芝，生於名山之陽；仲夏、季夏採之，隂乾百日，食之，十萬年以矣；倣
夜精芝，樣面赤，下黄白，朱莖，赤蓋，反上生。
(48)畫精芝，秋生於名山之陽，赤色，二枝並生；以木刀采之，隂乾百日，食之一
合，令人三萬歲；莖蓋並赤。
(49)夜精芝，生於名山之隂，青蓋，青莖，味酸，蓋反仰向外；有露，飲之令人三
萬歲。
(50)白玉芝，生於太山谷中，葉青，下赤，每邊三重，赤莖；採而食之，八萬歲矣。
(51)朝精芝，夏生，白色，無蓋，如方石，味苦；銅刀採之，隂乾百日，食之，萬
年以矣；上有二人守之。
(52)春精芝，青赤色，反蓋，有角，上有二子下垂，味苦；銅刀採之，無間多少，
食之三萬歲；有五色雲覆之。
(53)土菌芝，五色，乍黄、乍青、乍赤、乍白、乍黑，上有三枝，有子；食之延年
以矣。
(54)木菌黄芝，生於大石中，葉廣二寸，長一尺，青色，三葉並生，下如方石，冬
夏生，味甘羙，食之不老以矣。
(55)夏精芝，生於名山之中，赤色蓋，二子如珠，蓋中生，味甘；竹刀採之，隂乾
百日，食之，四萬年以矣。
(56)秋精芝，生於坎陷中，旁多有香草，黄蓋，赤裏，三枝並曲生，頭垂下，青莖，
食之萬歲。
(57)白雲芝，有五色，圓如鼓，上有六子，赤色，莖亦赤色，味酸，食之萬年以矣。
(58)左神芝，黑蓋，反向天，白莖，有女人守之；飲中露，二千年；生於名山之中。
(59)右神芝，生於名山，青蓋，白莖，三枝；骨刀採之，隂乾百日，食如爪甲許，
壽萬年；下有白鹿守之。
(60)木祿芝，青色，有支文，生於名山中，味甘；食之萬歲；上有五莖，青蓋。
(61)石菌芝，生於名山，夜則有光；夏午日採取中央赤者食之，萬年以矣；白莖，
頭中似蓮樣。
(62)赤圭芝，生於名山，白蓋，裏有紋，青莖，味辛；食之不老，二百神明從以矣。
(63)鐵精芝，秋生，紫蓋，黃裏，五枝，味甘；銅刀採之，食如木耳許，壽三千年
以矣；上有五色雲覆之。
(64)柯精芝，生於名山之隂，白蓋，白莖；木刀採之，隂乾百日食之，如豆大，萬
歲以矣；中央黄者可食。
(65)土菌芝，生於名山，青蓋，白莖，食之萬年以矣。
(66)石芝，生於名山，白蓋，白莖；食之令人六萬歲以矣；方寸七以上，日三服之。
(67)石精芝，秋生，赤蓋，白裏，赤莖，味酸；食之為萬年以矣；上有赤鳥守之。
(68)河閉芝，秋生，黄色，三枝並生；飲上露，九千年以矣；反蓋向上。
(69)水菌芝，青蓋，白裏，青莖；食之，日一合，去病，為萬歲以矣。
(70)獸菌芝，生於名山松栢 下，白蓋，白莖；夏至日採之，旦取一合食，三年變
化以矣。
(71)海闕芝，秋生沙石上，四重，似蓋，青色，赤莖，二枝並生；上有露，飲之萬
年以矣；上有五色雲覆之。
(72)雲瑤芝，精秋生，青莖，青葉，上有白烏守之；飲上露，千年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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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青菌芝，青蓋二重，白裏，白莖，味甘酸；日食一合，千年以矣。
(74)雲芝，青蓋，黄莖，味如蜜；食之千年得以矣；上有五色雲覆之。
(75)崑崙芝，秋生，黄蓋二重，黄莖，其味甘；上有露，飲之三千年以矣。
(76)人精芝，生於名山頭，青蓋，白裏，赤莖，三枝並生，味甘；飲上露，為萬年
以矣。
(77)山英芝，生於名岳深崖隂近濕處，赤色如四重浮圖級，食之千年以矣。
(78)紫芝，似人頭，味辛，食之令人心通不死身輕耳。
(79)冬如芝，秋生太山之陽，黄蓋，三黄莖，別根同蓋，味甘辛；隂乾百日，食之
二千年以矣。
(80)赤精芝，夏生，黄蓋，青莖，白裏，九二重；食之五千年以矣；兩邊五色草。
(81)紫石芝，味苦，赤蓋，黃裏，赤莖，食之令人不死以矣。
(82)紫蓋芝，三莖共本，下圓上方，二尺紫蓋，味甘，食之三千年以矣。
(83)赤精芝，赤色，炎起，味甘；鐵刀採之，隂乾百日，食之二千年以矣；二人守
之；似火炬樣，莖炎俱赤。
(84)迎山連芝；食之日行千里，八千歲以矣；三枝，中枝頂有蓋，共根生，紫色，
下二枝無蓋。
(85)紫山芝，赤紫色，四重，赤蓋，食之三千年以矣。
(86)紫芝，白蓋，黄裏，似月，白莖；食之有光明以矣。
(87)木芝，食之千年以矣。
(88)水芝，食之千年以矣，似王字樣也。
(89)重紫芝，黄蓋，赤莖，二枝並生相連，食之以矣。
(90)六柱紫芝，赤蓋，赤莖，黄裏；食之得以矣；頂有蓋，下三重無蓋。
(91)紫科芝，赤色，白裏，似蛇，味苦，除寒熱邪氣；日食一合，以矣；秋取之。
(92)紫芝，味甘，白蓋，三枝，莖上黄下赤；食之以矣，骨體滿實，腸化為筋；上
有蓋，下一重無蓋。
(93)重紫芝，狀如此，味甘苦；食之以矣；白蓋如起，黄莖，赤根，三枝，頂上有
蓋，下一重，二枝無蓋。
(94)紫芝，赤蓋，白裏，赤莖，味甘，食之延年以矣。
(95)科芝，赤表，白裏，味甘；冬服之令人不老而以；似蛇尾。
(96)紫芝，赤蓋，白裏，黑莖，味甘；秋採食之，以矣。
(97)火芝，赤蓋，白裏，黑莖，味苦；冬夏採食之，以矣；上有五色雲覆之，兩枝
交义分生。
(98)科芝，三重，赤色，莖白，味甘辛，食之延年得以矣。
(99)水芝，赤蓋，白裏，白莖，三枝，通上出蓋，食之延年以矣。
(100)宮芝，食之延年不老以矣；總有十一叚也，朱蓋，赤莖。
(101)闕芝，夏秋採服方寸七，與天地等畢；紫蓋，紫莖，七叚，當中一枝長，兩蓋
似珠輪。
(102)上祿芝，食之以矣，乘虛行也。青蓋，朱莖，十一叚，上六，中二，下三。
(103)玉精芝，大海中生，味甘，服之二千年以也，朱蓋，五莖，朱色。
(104)代侯芝，上圓下方；春（一作五月）採食之，壽萬年也；似桶，朱色。
(105)曇 芝，食之六年，上有紅雲守之；朱蓋，朱莖，朱葉，有六葉。
(106)不死芝，食之萬年，上有紅雲；紫蓋，紫莖，四枝，無蓋。
(107)朱芝，食之令人千歲以矣；朱蓋，朱莖。
(108)天威芝，青色；四時採食之，千萬年，有雲赤色覆之；青蓋，青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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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辟精芝，生海中，青色；食之千年矣；其狀似人形。
(110)天寒芝，黄色如人形，食之千歲以矣。
(111)赤英芝，味辛；四時採食之，壽三千年也；二枝交叉，一枝無蓋，一枝頭朱，
一頭似花未開。
(112)天芝，四時採，隂乾百日，服方寸七以以矣；朱蓋，紫莖。
(113)天陸芝，銅刀採食之，為三千年以矣；兩莖並生，朱色似蓮蘂未開。
(114)天闕芝，食之萬年以矣；二莖並生，朱蓋，白裏。
(115)地精芝，二羊守之，服上露者，六千年以矣；三莖並生，朱蓋青莖。
(116)日精芝，味甘；竹刀採，隂乾百日，服方寸七，五千年以矣；朱色，三枝，無
蓋，共一枝。
(117)月精芝，竹刀四時採之，食如豆，五千年以矣；一人守之，黄蓋，黃莖。
(118)四時精芝，服上露，二萬年，二青龍守之；赤色，上有五色雲覆之；二重，朱
蓋，朱莖。
(119)黑精芝，味甘酸；骨刀採食之，二千年以矣；隂乾百日，下有羊守之，紫蓋，
紫莖，有兩葉。
(120)木精芝，味甘；食之二千年以矣，隂乾百日，上有三馬，骨刀採之；蓋紫色，
反向上。
(121)水精芝，味苦；夏採食如爪甲，五千年以矣；青蓋，四莖穿出蓋上，無蓋，白
莖。
(122)金精芝，味甘；木刀採食之，千歲以矣，隂乾百日，食之五叚；似火焰起，朱
色，一朱蓋，朱莖，一蓋如初生月，莖青色。
(123)水芝，生於衆水旁，味苦；夏採食如爪甲，十萬年以矣；蓋紫色，頂有三角，
莖青色，通出無蓋。
(124)雨精芝，夏生，味甘；食無拘多少，六千年以矣；其蓋青，紫莖，有四苗生。
(125)水精芝，生山水旁，青黑色，四枝並生，蓋仰，味小苦；飲上露，十萬年以矣。
(126)雲精芝，生於華山，味酸；竹刀採之，食無多少，九千年以矣；蓋紫色，莖白。
(127)虎精芝，生於華山之隂，黄色，如虎皮，味甘；食之令人不老，聰明以矣；莖
朱色。
以上所錄《太上靈寶芝草品》正文，共 4011 字（從「竊以延命之術」到「食之令
人不老聰明以矣莖朱色」
）
，在其所記載的 127 種芝中，名稱重覆的有：白玉芝（4、50
號）
、北方芝（16、42 號）
、木神芝（18、31 號）
、金精芝（21、122 號）
、木精芝（30、
120 號）
、土菌芝（53、65 號）
、紫芝（78、86、92、94、96 號）
、赤精芝（80、83 號）、
水芝（88、99、123 號）
、重紫芝（89、93 號）
、科芝（95、98 號）、水精芝（121、125
號）。

三、
《太上靈寶芝草品》芝圖分類
將《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的 127 種芝，按照先後順序，分別標記 1-127 數字於每幅
圖的左上方，以便分類，以及與文本相參照。按照圖中所示的各種芝的形態，將其分為
6 類：獨生的傘狀芝，計 35 種（見圖一）
；群生的傘狀芝，計 8 種（見圖二）
；一莖多枝
式的傘狀和杯狀芝，計 12 種（見圖三）
；上下層疊式的傘狀芝，計 18 種（見圖四）
；獨
生且形態怪異的傘狀和杯狀芝，計 28 種（見圖五）
；荒誕不經的芝，計 26 種（見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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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獨生的傘狀芝（35 種）

圖二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群生 圖三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一莖多枝式的傘狀和
的傘狀芝（8 種）
杯狀芝（1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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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上下層疊式的傘狀芝（18 種）

圖五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獨生且形態怪異的傘狀和杯狀芝（28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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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荒誕不經的芝（26 種）

四、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芝的名實問題及其自然史價值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通常視芝為祥瑞，這與漢代黃老思想的盛行以及後來道教的興
起有密切關係，如《漢書・藝文志》在「神以家」類著錄《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5]；
《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著錄《芝英圖》一卷，「醫方」類著錄《芝草圖》一卷
和《種神芝》一卷[6]；《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醫術」類著錄《種芝經》九卷和
《芝草圖》一卷[7]；《宋史・藝文志》子類「神以類」著錄《靈寶服食五芝精》一卷和
《餌芝草黃精經》一卷、「醫書類」著錄有《神以玉芝圖》二卷和《芝草圖》三十卷（題
孫思邈撰，或系僞托）[8]。著名道書《雲笈七簽》也錄有《芝英玉女圖》、《神以采芝開
山圖》
、
《采芝開山圖》
（三者見《符圖部二》
）
、
《神芝圖》
（《紀傳部·紀一》）
、
《芝圖》
（《紀
傳部・傳四》
）
。這些圖籍現已失傳，但從其歸類和書的名稱，可見其所受的道教思想的
影響。而在《爾雅》
（「苬，芝」）、《禮記》（「芝栭菱椇棗」，鄭玄注：「皆人君燕食所
加庶羞也。」）、屈原《山鬼》
（「采三秀兮于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等先秦
文獻中，對芝的描述毫無神祕色彩。
《太上靈寶芝草品》的撰寫目的，是為了通過服食不同的芝以達到不同的延年成以
的終極效果。其文字描述也夾雜大量的采食方法、神異現象，以及對芝的形態的怪異描
述。部分芝的名稱與道教五行有密切聯繫（見表一）
。
表一 《太上靈寶芝草品》部分芝的名稱與五行的關係
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芝名 白玉芝
青玉芝
黑玉芝
赤玉芝
黃玉芝
白帝玉芝 青帝玉芝 黑帝玉芝 赤帝玉芝 黃帝玉芝
西方芝
東方芝
北方芝
南方芝
中央芝
銅芝
木芝
水芝
火芝
土芝
金精芝
木精芝
水精芝
火精芝
石精芝
對于芝，在現代真菌分類學中，趙繼鼎和張小青主編的《中國真菌志第十八卷靈芝
科》主張在靈芝科（Ganodermataceae）下設靈芝屬（Ganoderma）
、假芝屬（Amauroderma）
、
雞冠孢芝屬（Haddowia）和網孢芝屬（Humphreya）4 個屬，其中靈芝屬由靈芝亞屬（55
種）
、樹舌靈芝亞屬（20 種）和粗皮靈芝亞屬（1 種）3 個亞屬組成，靈芝亞屬又由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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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9 種）和紫芝組（26 種）構成[9]。通常情况下，傳統意義上的芝即靈芝，狹義通常
指靈芝（Ganoderma lucidum）或紫芝（Ganoderma sinense），廣義則把形態、色澤與之
類似的大型真菌都囊括在內，包括在靈芝科（Ganodermataceae）中。道教文獻中的芝需
區別對待。觀之《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的 127 種芝，則無一為靈芝科的大型真菌。從外
形上看，127 種芝大部分為傘狀（外形正常的和怪異的）
，其餘部分為杯狀（如 47 號芝）
，
部分為火焰狀（如 28 號芝）
、人形（如 20 號芝）
、長方體（如 18 號芝）
、字元狀（如 88
號芝）
、尾狀（如 42 號芝）
、樹枝狀（如 116 號芝）
，以及其他的怪異形態（如 97 號芝）。
至於為何會有此 127 種非靈芝的大型真菌或非大型真菌，筆者認為，古代道教徒不可能
不認識靈芝這種連普通百姓都視為祥瑞的東西，然而正是由於靈芝已為大衆所熟知，因
此為炫人耳目，故在道書中誇大其辭，不僅把形態上與靈芝完全不似的大型真菌冠以
「芝」之名，還生造出許多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芝。道教文化中所生造出的芝被道教徒
加入了許多虛幻的內涵，如延年神以之類，從而上升為了一種符號。不過，雖然道教文
獻中的芝虛實難辨，在解讀時須謹慎對待，但有時也有真正有價值的資料。《花鏡》記
載：「道家植芝法，每以糯米飯搗爛，加雄黃鹿頭血，包曝乾冬筍，候冬至日，埋於土
中自出。或灌藥入老樹腐爛處，來年雷雨後，即可得各色靈芝矣。」[10]其中糯米富含蛋
白質、澱粉和脂肪，鹿血中含多種無機鹽，冬筍乾可為腐生型的芝類真菌的菌絲生長提
供纖維基質，而「老樹腐爛處」也是有利於芝類大型真菌菌絲生長的。其中的「藥」，
由於道家密不外傳，因此長期不為人所知，外人只能大體猜測是富含營養的物質。但需
要注意的是，用這種方法栽培靈芝，成功的機率並不是很大，因為倘若環境中沒有靈芝
孢子或菌絲，那麽就不會生長出子實體。記錄栽培芝類真菌的文字在《本草綱目》中即
已出現：「方士以木積濕處，用藥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中王金嘗生以獻世宗。」[11]
其中的「藥」雖未明示其材料配成，但在《花鏡》所記載的「道家植芝法」中卻得以管
窺。
在對芝的結構描述上，
《太上靈寶芝草品》涉及蓋（如「白蓋四重」）、莖（如「兩
莖並生」
）
、枝（如「上有二小枝重生」）
、葉（如「朱葉，有六葉」）
、根（如「別根同蓋」）、
整體（如「紫芝，似人頭」）六個部分，蓋即現在所謂的菌蓋、莖和枝為菌柄、葉則形
態多樣，不確定；在對芝的顔色描述上，涉及蓋（如「青蓋」）
、裏（如「赤裏」）
、莖（如
「黑莖」
）
、葉（如「朱葉」
）四部分，即菌蓋、內部菌肉、菌柄，及形狀不確定的「葉」；
在對芝的服食上，涉及味（如「味辛」
）
、采收器具（如「木刀」）
、處理方法（如「陰乾」）、
服食物件（如「上露」或「芝體」
）、服食用量（如「日食一合」）和服食效果（如「食
之壽九萬歲」）等方面；在對芝的生長環境的描述上，涉及山（如「蓬萊山」）
、谷（如
「陵谷」
）
、樹（如「松樹」
）
、澤（如「大澤」）
、水（如「山水旁」）
、沙石（如「沙石」）、
季節（如「秋生」
）和發光情况（如「夜則有光」）；在對芝的神異描述上，涉及雲（如
「上有青雲如雞之狀」
）
、守護動物或人（如「蒼虎守之」）
、延年成以（如「食之千年以」
）
和特異功能（如「入水不溺」
）等。
從對芝的結構描述上可以看出，道教徒對芝的結構描述還是借鑒木本植物結構
（根、莖[枝]、葉）的概念。從部分傘菌的附圖中，可以發現菌褶結構（如 7 號芝）
，可
謂觀察細緻。文中提到對大型真菌內部菌肉顔色的重視，實屬首創，但其顔色既有真實
的（如 「白裏」
，即菌肉白色）
，也有虛構的（如「黑裏」
，即菌肉黑色）
。
《太上靈寶芝
草品》中的傘狀和杯狀的大型真菌，現實中實有之。菌蓋為傘狀的大型真菌在生活中極
為常見，如被人們大量食用的雙孢蘑菇（Agaricus bisporus）和香菇（Lentinus edodes），
糞堆上生長出的糞鬼傘（Coprinus sterquilinus）
，常在春季生于樹林或草地上生長的墨汁
鬼傘（Coprinus atramentarius）等。菌蓋為杯狀的大型真菌也是有的，具菌柄結構的，
如子實體生長後期的肉色杯蕈（Clitocybe geotropa）和大杯傘（Clictcybe maxima）；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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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柄結構的，如泡質盤菌（Peziza vesiculosa）和林地盤菌（Peziza sylvestris）等。
《太上
靈寶芝草品》中層疊式的大型真菌，雖然很誇張，但也能在現實中找到其原型。層疊式
的外形可以由寄生現象所造成，如星孢寄生菇（Asterophora lycoperdoides）寄生在假大
白菇（Russula pseudodelica）子實體上，易造成「菌上生菌」的二層重疊樣式，然而多
層重疊現象（如 85 號芝）在傘菌中則很難出現。傘菌有單個生長的，如野蘑菇（Agaricus
arvensis）
；有在小範圍內成群生長的，如蘑菇（Agaricus campestris，有時也單生）；還
有多個子實體聚集在一起叢生的，如蜜環菌（Armillariella mellea）
。相應的，在《太上
靈寶芝草品》中，有單生的傘菌（如 7 號青帝玉芝）
，有群生的傘菌（如 102 號上祿芝）
，
也有叢生的傘菌（如 16 號北方芝）
。對於《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的杯狀的芝（如 47 號
玉菌芝[有柄]和 104 號代侯芝[無柄]）
，無獨有偶，在 17 世紀初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畫
家 Otto Marseus van Schrieck 的作品《蛾子與蘑菇》
（Moth with mushrooms）中（見圖七）
，
也有這兩種大型真菌。Wasson 夫婦對此畫中的大型真菌加以描摹（見圖八）
，並將其中
無柄的鑒定為網紋馬勃屬（Lycoperdon）的大型真菌或者馬勃屬（Calvatia）的大型真菌；
將有柄的鑒定為毒紅菇（Russula emetica）[14]。不過這種鑒定並不具有說服力。筆者以
為前者無柄的杯狀大型真菌應為一種盤菌，如波緣盤菌（Peziza repanda）；後者應為毛
杯菌屬（Cookeina）的大型真菌，如橘黃刺杯菌（Cookeina speciosa）
。

圖七 《蛾子與蘑菇》原畫
圖八 Wasson 夫婦對畫中大型真菌的摹寫
《太上靈寶芝草品》文中所記服食方法中提到的「陰乾」方法，也是去除大型真菌
水分，利於其保存（特別是保持正常形態）的常用方法。文中所記的芝的生長環境，也
多是大山這種人迹罕至的地方、非陽光直射的陰處位置，以及樹下，這些都是大型真菌
的常見生境。至于文中所包含的道教延年神以等思想，則為迷信甚明。此書在古代芝的
分類知識方面無甚貢獻，而在道教與生物學的關係方面則可以反映出，在道教徒意識
中，芝的概念至少包含傘菌、非傘菌的大型真菌、非大型真菌生物，以及非生物。
與道教文獻中的芝相比，本草學著作對芝的記載更有價值，部分書籍也是既有文字
描述，也有相關圖片。又由于本草學著作的撰寫目的主要在于治病救人，因此撰寫者對
包括本草植物在內的藥物的考察遠比其他類型的著作細心和詳細，為研究古代“芝”的真
正面目提供了最為寶貴的文獻資料。本草學著作中經常出現的六芝（如《神農本草經》、
梁陶弘景《名醫別錄》
、唐蘇敬等《新修本草》
、宋盧多遜等《開寶本草》
、宋唐慎微《證
類本草》
、元劉文泰等《本草品彙精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明李立中《本草原始》
等書皆有記載）
，趙繼鼎先生已有所研究[12]。其中，對赤芝和紫芝的鑒定為一般學者所
接受，但其餘四種因其他相關文獻與本草學中的記載不盡相同，尚需詳考。《中藥大辭
典》認為，根據現代文獻和所見標本，《神農本草經》中所說的六芝的原植物多為赤芝
和紫芝[13]。道教文獻中有很多與自然、科技相關的史料，這一點是得到科學史學界兯認
的。然而其中不少相關文獻因宗教色彩濃厚，所以既有實錄，也有誇張，甚至僞造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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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這就需要下一番苦功仔細甄別，不能輕信，也不能全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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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 Treatise of Zhi of the Supreme Numinous
Treasure
Lu Di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Taoist Patrology contains two texts on macrofungi: Methods of Cultivating Zhi
and A Treatise of Zhi of the Supreme Numinous Treasure. The latter text consists of the
descriptions of 127 kinds of Zhi both in words and illustrations. Each kind of Zhi is
elaborately illustrated. From the text,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 content is mixed with much
Taoist thought of immortality, and the names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Zhi have a great relation
with The Five Elements. After Comparing with the 127 illustrations accordingly, none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Zhi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anoderma fungus. Most of them are agarics
while the others are weird and unauthentic. The text contributes little to the knowledge of
classification of the Ganoderma fungi in ancient China, however, in the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m and biology, the conception of Zhi in the Taoists’ mind
considered to consist of agarics, fungi of non-agarics, non-macrofungi creatures and
non-creatures.
Keywords: A Treatise of Zhi of the Supreme Numinous Treasure; Zhi; The Taoist Patrology;
agaric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