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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專題研究計畫「鍾呂內丹與唐代道教的精氣思想」，聚焦於鍾呂
內丹道，並以之為核心，上溯隋唐的道教經典，希望能夠找出內丹
發展之歷史軌跡。研究計畫案，內容如下。我們將為鍾呂內丹經典
中所揭櫫的「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合道」的科層化理論，進
行溯源，而且因為時間的銜接性因素，所以儘量以隋唐為限，再稍
及六朝。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方向，並不局限於歷史層面，而毋寧會
更偏向透過概念與理論的分析與綜合，反省內丹思想史的範疇與問
題。

中文關鍵詞： 鍾呂、唐代、內丹、胎息、精氣神

英 文 摘 要 ：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project, is to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Zhong-Lu’s Inner alchemy school in Tang Dynasty.
We will analyse many data tofind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Zhong-Lu’s Inner alchemy thought, andthen search these
essential features from documents of Taoism in earlyTang
Dynasty, in order to compare, distinguish and confirm what
is thepossible source of Zhong-Lu’s inner alchemy thought.

英文關鍵詞： Zhong-Lu, Tang dynasty, Inner alchemy, fetus breathing,
jing, qi and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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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道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有別於六朝道教。除了道教科儀展開整

合，道教思想則因為融合了老莊、佛學、魏晉玄學，而如春花綻放，搖曳生

姿。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便是內丹，對於宋元以下近一千五百年的中國道

教，產生關鍵影響。 

 

    本文所要討論的兩部唐代道經《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則與唐代

道教思想、內丹兩個面向的發展，存著內在關係。譬如與坐忘論的內在歷史淵

源，另外又如兩部經典中牽涉到「五時七候」的主題，則與內丹有關。凡此種

種，本文都將進行討論。而這個討論則立足於道教經典與文獻學的考察基礎上

才得以開展出來。 

 

     

 

 

 

 

一.前言 

 

    唐代道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有別於六朝道教。除了道教科儀展開整

合，道教思想則因為融合了老莊、佛學、魏晉玄學，而如春花綻放，搖曳生

姿。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便是內丹，對於宋元以下近一千五百年的中國道

教，產生關鍵影響。凡此可見唐代道教蓬勃的生命力。 

 

    本文所要討論的兩部唐代道經《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則與唐代

道教思想、內丹兩個面向的發展，存有內在關係。譬如與〈坐忘論〉的歷史淵

源，另外又如上述兩部經典中牽涉到「五時七候」的主題，則與內丹理論有

關。諸如此類種種道教史與內丹史的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所以本文

都將進行討論，以疏清其中之關節。而這個討論則立足於道教經典與文獻學的

考察基礎上才得以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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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內丹發展史之各個面向問題之探討多矣!而關於內丹理論之骨架「煉精

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一直是千百年來道教所豔稱的，幾乎已成為華人

對於道教信仰的的常識。這種常識，可以類比於佛教的「緣起性空」命題，也

是世人所熟知者。我們面對「緣起性空」，會當作嚴肅的學術課題來加以研究，

但對於道教內丹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卻未有同等待遇，而常

常口頭禪式地夸夸其談，缺乏學術規格的闡釋。關於這個學術課題，筆者早先

已曾做出嘗試性的討論，而可以做為本文之研究基礎。以下進一步開展申述這

個課題。 

 

    作為內丹思想成熟之標誌的鍾呂內丹道派，在唐代中晚期便已經提出上述

內丹理論骨架的命題。譬如《鍾呂傳道集》〈論河車第十二〉：「煉形而後煉氣，

煉氣而後煉神，煉神合道，方曰道成。」此外同書〈論還丹第十三〉也有「煉

形化氣，煉氣成神。」之說。1鍾呂內丹道派，對於「精氣神」概念，已進行科

層式的定義。顯然在內丹道之中「神」作為最頂層的概念，「氣」居次，「形」

又次之。科層式的定義開展出條件式的系列，在理論層次上，界線分明。在內

丹修煉功序上，「煉形」是「煉氣」的充分條件，「煉氣」是「煉神」的充分條

件，而「煉神」又是「與道合真」的充分條件，不容躐等。鍾呂內丹道科層式

的「精氣神」概念，與此相應者，則為其小中大三乘內丹功法。2而這種科層式

「精氣神」概念與理論之提出，相對於六朝以前道教或方士者流，對於「精氣

神」概念闡述之含混不清的情況，可謂大有進展，算得上是道教理論之質性式

的跳躍。3  

 

    關於鍾呂內丹道科層化的「精氣神」概念，根據目前所知文獻史料，最早

大概可以溯源隋唐初的道醫孫思邈。在孫氏《存神鍊氣銘》中，便稱作「五時

七候訣」，其中所謂「七候」涉及精氣神的修煉、轉化、昇進之道。4「五時七

候訣」的理論，在孫思邈之後的道經中屢屢可見，可見其潛在影響力。筆者先

前未及細論，本文則希望填補這個道教史、內丹史的學術空白。而唐代成書的

《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正可幫助我們釐清從孫思邈以迄鍾呂內丹派

                                                      
1
 參考 CT263《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15/23b、16/5b，此外另一部鍾呂道派內丹經 CT246《西

山群仙會真記》卷五也承襲鍾呂學說而有「鍊形化炁」「鍊炁成神」「鍊神合道」的理論。 
2
 關於鍾呂內丹道的理論與功法之闡釋，可以參考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

2001 年第一版），第五章。賴錫三，《丹道與易道―內丹的性命修煉與先天易學》(臺北市：

新文豐，2010)，第五章。鄭燦山，〈道教內丹的思想類型及其意義――以唐代鍾呂《靈寶畢

法》為討論核心〉，《臺灣宗教研究》第 9 卷第 1 期(2010 年 6 月)。丁培仁，〈《靈寶畢法》再

研究——附論鐘呂金丹派的丹書與西部區域性〉，《宗教學研究》，2007年第 3期。 
3
 關於六朝以前「精氣神」概念之討論，以及鍾呂內丹道派，對於「精氣神」概念之科層式的闡

論，二者其間異同之比較，乃至其道教史或內丹史之意義的研究，請參考鄭燦山，〈內丹與胎

息――唐初道教「精氣神」概念之轉變及其意義〉，《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一期（春季號），

2009年 3 月，p61-71。 
4 參考鄭燦山，〈內丹與胎息――唐初道教「精氣神」概念之轉變及其意義〉，《中國學術年刊》

第三十一期（春季號），2009 年 3 月，p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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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科層化的「精氣神」概念發展之來龍去脈。此外這兩部唐代新出道經，經文

所述內容，多與心性修煉思想有關，也外擴觸及〈坐忘論〉的相關問題，所以

不止於有助內丹史的廓清，也裨益道教思想史課題之發掘。 

 

二.《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的年代問題 

 

    關於 CT400《靈寶定觀經》與 CT326《靈寶觀妙經》這兩部經典之著作年

代，先前學界無定論。後者或被疑為唐五代間道士之作。5稍後學者考證認為，

前經已被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十九所引用，所以大概撰作於六

朝末至唐初，而後經則疑似六朝至唐代之作。6或有學者認為前者因為被編纂而

收入北宋初道書《雲笈七籤》卷十七，所以當是唐代道經。後者被判斷為是彙

編《靈寶定觀經》與盛唐司馬承禎《坐忘論》而成，所以大概成書於唐五代時

期。這是西方道教學界的觀點。7上述前人研究成果，基本上屬於道經提要之撰

寫層次，所以關於這兩部道經的年代判別，稍嫌寬泛。以下我們主題式專論此

二經，借助前人研究基礎，將進行更細膩的考證。 

 

    《靈寶定觀經》有「七候」，而《靈寶觀妙經》則有「五時七候」內容。至

於「五時七候」的道教教義主題，最早見於隋唐初孫思邈《存神鍊氣銘》。而比

較《存神鍊氣銘》與此二經之「五時七候」說，可以清楚看出，二經是摘錄自

孫思邈文本彙編而成的。譬如《存神鍊氣銘》說： 

初入五時，後通七候。神靈變化，出沒自在。…五時七候，入

胎定觀。夫學道之人，入有五時。第一時，心動多靜少。思縁

萬境，取捨無常，忌慮度量，猶如野馬，常人心也。…第一

候，宿疾並銷，身輕心暢，停心人内，神靜氣安，四大適然，

六情沉寂，心安懸境，抱一守中，喜悅日新，名爲得道。 

而《靈寶定觀經》的相對段落則作： 

                                                      
5 參考任繼愈主編；鍾肇鵬副主編，《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訂)(北京市：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7 月第一版)，p179、147。 
6 參考蕭登福，《正統道藏提要》上下冊(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11)，p408、330。 
7
 參考 Schipper, Kristofer（施舟人）& Verellen, Franciscus（傅飛嵐）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 [Dao zang tong kao]（《道藏通考》）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pp332,558. 不過，本書導論部分未經考

證卻直接判斷《靈寶定觀經》是唐初作品，如此顯然略有不諧矣! 參考本書 p34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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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覺諸塵漏。二者宿疾

普銷，身心輕爽。 

 

《靈寶觀妙經》則為： 

夫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時，心動多靜少。二時，

心動靜相半。三時，心靜多動少。四時，心無事則靜，有事還

動。五時，心常與道㝠，觸亦不動。七候，一者心得真定，不

雜囂塵。二者宿疾蠲消，身心清爽。 

我們細部考察分析三部經典上引段落，不難發現，《存神鍊氣銘》是原作，所以

對於五時七候的解釋清楚細膩，自成其說。而《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

二經大抵是摘錄《存神鍊氣銘》，是故顯得過於簡要，以致無從獲知其思想教義

之底蘊。再者，《存神鍊氣銘》明言學道之人須從五時入手，第一候以下七候皆

是得道階第。得道、修道，分別判釋，義理條暢，思路井然。反觀《靈寶觀妙

經》，「五時七候」都列入得道階次，理論層次混淆。這種現象正好反襯出《靈

寶觀妙經》的編纂者簡陋的道學素養，所以未明《存神鍊氣銘》內蘊之諦義，

雜摘編修成書，卻自露破綻。至於 CT400《靈寶定觀經》未見「五時」之說，

但是所述「七候」，8基本上還算與《存神鍊氣銘》相符應，而在道教思想上卻

遠不及後者深密。同樣可見抄錄成經之跡，亦如《靈寶觀妙經》一般。  

 

    所以《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二經大抵是摘錄《存神鍊氣銘》，自然

年代晚於隋唐初的孫思邈。然而二經成書年代下限呢？ 

    CT575《玄珠心鏡註》，此書為棲真子王損之注，序文中繫年為唐憲宗元和

12 年丁酉嵗(817)。《玄珠心鏡》又早於元和 12 年。
9
而《玄珠心鏡》則援引《老

君定觀經》，其經文見於 CT400《靈寶定觀經》，所以當即是《靈寶定觀經》之

異名。因此，《靈寶定觀經》當然更遠在唐憲宗元和 12 年之前成書。 

    考證此二經之年代，牽涉到另一部關鍵道經《坐忘論》。因為二經之部分經

文，與《坐忘論》部分內容疊出，所以三部道經之時代先後，值得推敲。 

                                                      
8
 《正統道藏》本 CT400《靈寶定觀經》雖然如此，不過 CT574 衡嶽真子注《玄珠心鏡註》以及

CT575 棲真子王損之注《玄珠心鏡註》，二書之注文中皆引用《老君定觀經》(即《靈寶定觀

經》之異名，詳後文)，也都有「五時七候」說法。而且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十九

所引用的《靈寶定觀經》，亦見「五時七候」之理論。其中問題雖然還有待進一步釐清，但是

卻可據以判斷，唐代的《靈寶定觀經》版本，應當都有「五時七候」的文字內容。 
9
 參考 CT575《玄珠心鏡註》30b-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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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道藏》太玄部的 CT1036《坐忘論》，雖然標明是唐代玄宗朝高道司

馬承禎之作，不過從諸多道經比勘，恐怕無法遽判即是司馬氏作品。10朱越利與

日本道教學者中嶋隆藏兩位教授考證結論，一致認為《正統道藏》一卷本《坐

忘論》的作者是唐初道士趙志堅而非司馬承禎。11筆者原則上認同朱越利與中

嶋隆藏的觀點。而且進而考索《正統道藏》一卷本《坐忘論》之中最末一段之

「坐忘樞翼」，也並非唐初道士趙志堅的原作，當然也不是司馬承禎的心血結

晶。而是後代好事者所編纂而成。雜編「坐忘樞翼」，而附在一卷七篇本《坐忘

論》之末，這件事情當是發生在杜光庭與沈汾之後，北宋仁宗天聖五年

（1027）之前。也大概就是五代至北宋初期之間吧！12 

    分析比對「坐忘樞翼」的文字與內容，除了中間一段「此法玄妙，利益甚

深，…由此言之，簡要之法，實可信哉！實可貴哉！」，是編纂者為了呼應《坐

忘論》內容而作之外，其餘段落不難發現其文獻材料幾乎是彙編《靈寶定觀

經》、《靈寶觀妙經》之經文而成篇的。13所以《靈寶觀妙經》也應當是唐代經

典了。 

 

    《靈寶定觀經》有一些關鍵文字：「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

曠然無基。」《靈寶觀妙經》也有類似文字：「靜心之上，豁然無覆；靜心之

下，寂然無載。」這四句也見諸王屋山唐代碑文〈白雲先生坐忘論〉（即俗稱之

〈坐忘論〉）。這份文獻資料，被認定為白雲先生司馬承禎的著作，一般並無太

大爭議。14〈白雲先生坐忘論〉可見一段文字：「故先了諸妄，次定其心。定心

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然不動，如此則與道冥，謂之泰定

矣！」15如此，《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應是擷取〈白雲先生坐忘論〉的

文句與部分思想內容編纂成經的。 

                                                      
10

 Schipper, Kristofer（施舟人）& Verellen, Franciscus（傅飛嵐）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 [Dao zang tong kao]（《道藏通考》）(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p306-307. 
11

 參考朱越利，〈《坐忘論》作者考〉，收入朱越利《道教考信集》（濟南市：齊魯書社，2014 年

5 月第 1 版）。另參朱越利，〈《坐忘論》作者考〉，《炎黃文化研究》第 7 期，2000 年 9 月。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http://www.ctcwri.idv.tw/godking.htm）。中嶋隆藏，〈『道樞』卷二

所收「坐忘篇上．中．下」小考〉，《集刊東洋學》第百號，2008 年 11 月 22 日。中嶋隆藏，

〈『道樞』卷二所收「坐忘篇下」と王屋山唐碑文『坐忘論』—『道樞』卷二所收「坐忘篇上．

中．下」小考訂補—〉，《東洋古典學研究》第二十七集，2009 年 5 月 1 日。三篇論文之考

證。另請參考鄭燦山，〈第五篇 唐代道教三篇《坐忘論》考證〉，收入鄭燦山，《六朝隋唐道

教文獻研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年 12月初版），p162-165 之考證與論述。 
12

 參考鄭燦山，〈第五篇 唐代道教三篇《坐忘論》考證〉，收入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

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年 12 月初版），p165-175 之考證與論述。 
13

 參考鄭燦山，〈第五篇 唐代道教三篇《坐忘論》考證〉，收入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

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年 12 月初版），p169。 
14

 參考鄭燦山，〈第五篇 唐代道教三篇《坐忘論》考證〉，收入鄭燦山，《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

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年 12 月初版），p163-165、170-172。 
15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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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先生坐忘論〉刻碑於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而刻文者母女道士柳凝

然、趙景玄，則宣稱坐忘論內文是唐穆宗長慶元年(821)，於桐柏山傳授自道士

徐君。而〈白雲先生坐忘論〉是司馬承禎(647-735)所作，那麼，《靈寶定觀經》

之編成年代便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以後，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之前。

而《靈寶觀妙經》編成年代就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以後，五代杜光庭以

前。 

 

    連帶地，CT400《靈寶定觀經》，其注解者泠虛子於後序中紀年壬申，究竟

是哪一個年代，可以得到釐清。如前文注解所說，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四十九所引用的《靈寶定觀經》，有「五時七候」之說，可以判斷，唐代的

《靈寶定觀經》版本，應當都有「五時七候」的文字內容。可是 CT400《靈寶

定觀經》泠虛子注解本，則沒有五時之說法。因此，泠虛子注解的《靈寶定觀

經》本，當是五代或北宋初版本。因為《道德真經廣聖義》撰於唐昭宗天復元

年(901)。另外北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道士張君房編成《雲笈七籤》，而其中

卷十七收錄有《洞玄靈寶定觀經》註本，除了沒有後序之外，其餘與 CT400

《靈寶定觀經》泠虛子注解本，幾乎一致。所以可以肯認，《雲笈七籤》所援用

者，便是泠虛子注解本。不過北宋真宗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命令張君房編

纂道藏，張氏終於真宗天禧三年（1019）編好《大宋天宮寶藏》4565 卷，張氏

又進一步摘錄《大宋天宮寶藏》之精華，而纂輯一百二十二卷的《雲笈七籤》，

於天聖八年成書。所以，這個泠虛子注解本，應當早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 

    據此，則泠虛子注解本後之繫年壬申，自然是在唐昭宗天復元年(901)以

後，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以前，而最可能是北宋太祖開寶五年(972)

壬申歲，其次是五代後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壬申歲。 

 

三.唐代內丹道「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及其衍異 

 

    《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的年代問題，已經如上文考證，得到一

定的廓清。我們再回到內丹道問題的關注本懷，也就是開篇所提及的內丹道

「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議題。 

 

    唐代晚期的鍾呂內丹道，洵為科層化的「精氣神」概念發展之極致典型，

同時標誌著內丹思想之圓熟。而科層化的「精氣神」概念之雛型，最早可以追

溯至孫思邈。於是，闡論這個問題，在歷史演變之前後年代上，我們可以以

《靈寶定觀經》與《靈寶觀妙經》，作為過渡之中介。 

 

    孫思邈《存神鍊氣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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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銘鍊氣，欲學此術，先須絕粒。安心氣海，存神丹田，攝

心靜慮。氣海若具，自然飽矣！專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

大成。初入五時，後通七候。神靈變化，出沒自在。…名曰

度世，號曰真人…五時七候，入胎定觀。 

孫思邈書中揭示修煉神氣的理論，而且清楚點明百日與三年的期程，預測修煉

的功果。開展出一套道教的修行理念，不過孫思邈並未展示修煉的方法、功

序，這些在鍾呂內丹道中就得到具體落實，我們後文會細論。但是孫思邈還是

以「五時七候」說明修煉過程心、神轉化昇進的理境。孫氏由心入手，依次煉

神氣，可以達到胎息入定，最終臻極道果。這起手式便是道家功夫，不似佛家

強調心性意義的靜定。所以《存神鍊氣銘》特意開說「五時七候」： 

夫學道之人，入有五時，第一時，心動多靜少。思緣萬境，取

捨無常，忌慮度量，猶如野馬，常人心也。第二時，心靜少動

多。攝動入靜，心多散逸，難可制伏，攝之勤策，追道之

始。…第五時，心一向純靜。有事無事，觸亦不動，由攝心

熟，堅散唯定。從此巳後，處顯而入七候，任運自得，非關作

矣！ 

「五時」所論關乎修道入手的調心攝心功夫，涉及心念動靜的操持涵養。從常

人心猿意馬之心，漸次入道，是「五時」申論的重點。攝心功夫到了第五時，

已經純熟，進入動靜皆定的境界。此處之定，是道教的定靜，而非佛家的定慧

功夫。佛家心性功夫，正是對治心念、意識，而孫思邈的靜定功夫，不是純粹

心性涵養而已，實有賴存神煉氣，神氣的修煉，是佛教所無者。所以《存神鍊

氣銘》說：「若欲安神，須鍊元氣。氣在身內，神安氣海，氣海充盈，心安神

定，定若不散，身心凝靜。靜至定俱，身存年永，常住道源，自然成聖。」所

以，神氣的煉養，實是孫思邈所強調的基底功夫。佛教重視心，道教更凸顯神

的地位。 

 

    《存神鍊氣銘》其次闡述「七候」之說，如下： 

從此巳後，處顯而入七候，任運自得，非關作矣！第一候，宿

疾並銷，身輕心暢。停心人內，神靜氣安，四大適然，六情沉

寂。心安懸境，抱一守中，喜悅日新，名為得道。…第三候延

年千載，名曰仙人。…第四候，鍊身成氣，氣遶身光，名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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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亡自在，光明自照，晝夜常明。遊諸洞宮，諸仙侍立。

第五候，鍊氣為神，名曰神人。變通自在，作用無窮，力動乾

坤，移山竭海。第六候，鍊神合色，名曰至人。神既通靈，色

形不定，對機施化，應物現形。第七候，身超物外，迥出常

倫。大道玉皇，共居靈境。聖賢集會，弘演至真，造化通靈，

物無不達。修行至此，方到道源，萬行休停，名曰究竟。 

「七候」是修煉神氣過程七個階段，所分別顯現出來的徵候，這些徵候卻是修

道成果的具體展現與收穫。第一候稱做「得道」，並非後世所說功圓行滿的究極

境界那種成道之說，毋寧說是「得入道境」，也就是得入修道之正途，而初步獲

得的道果。第三候以後，才算是真正的成道得道，而達到各種不同階段、不同

境界的道果，「仙人」算是這種道果的最初階。而第四至第六候，則觸及本文主

題「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這是唐代道教的新發展與新理論，而為六朝所未

見者。只是孫思邈如何構思這個新型態理論，其來源何在，本文目前無法詳

論，俟諸他日。所謂「鍊身成氣」、「鍊氣為神」、「鍊神合色」，是日後道教界通

稱的「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說法的原型構造，所以特別值得

我們好好疏清其中義旨。 

    《存神鍊氣銘》首先提出的「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說法，被唐代許多道

教典籍繼承或改造。「鍊身成氣」，在《存神鍊氣銘》中可以索解，如言：「夫身

為神氣之窟宅，神氣若存，身康力健。神氣若散，身乃死焉。若欲存身，先安

神氣。」所以修煉而得神氣內聚，充滿周身，那便是「鍊身成氣」了。「鍊氣為

神」，則是內氣的進昇與精純，完全化為「神」。而「鍊神合色」稍微費解。我

們透過孫思邈本文作分析，似乎可以朝向形神俱妙的方向詮釋。色是形色，煉

神而得與形色綰合為一，自然就是形神俱妙的境界了。形神俱妙，是六朝道教

的舊規，當時常以白日昇天作為形神俱妙而成道的代名詞。唐代道教徒則略作

更動而習慣稱做「鍊神合道」。於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孫思邈說法猶烙著六朝

舊論之印跡。 

    《存神鍊氣銘》修煉神氣所提出「五時七候」之說，被選編成為唐代新出

經典的內容，而「七候」之中的「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觀點，也同時被承繼

或另有發揮。特別是對於唐代的內丹思想產生深遠而關鍵的影響。 

    唐代新出道經，如《靈寶定觀經》，繼承孫思邈的道教資產，揀編成書，今

日《正統道藏》本 CT400《靈寶定觀經》中僅見「七候」，「五時」說付之闕

如。然而唐代版本的《靈寶定觀經》則保存了「五時七候」之說。唐代的

CT574 衡嶽真子注《玄珠心鏡註》引用《老君定觀經》(即《靈寶定觀經》)，

如下引文： 

老君定觀經云夫學道之人，心有五時。第一時，心動多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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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心靜多動少。…第五時，心無事有事，觸亦不動。心

到此地，方可夷心注玄，抱元守一，形神空寂，似有志矣！其

後觸覺，道用日新。夫得道之人，心過五時，身入七候。第一

候者，宿疾普消，身心輕暢。…。第三候者，延壽千嵗，名曰

仙人。第四候者，鍊身爲炁，名曰真人。第五候者，鍊炁爲

神，名曰神人。第六候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第七候者，

超出三界，位爲虚皇大道玉晨之君。其於通神通靈，智周萬

物，随候鑒明。 

這個唐代版本的《靈寶定觀經》，在理論規模、觀點、概念，甚至是用詞，大致

上保存了《存神鍊氣銘》原貌。特別是「鍊身為氣」、「鍊氣為神」，同於孫思

邈，而「鍊神合道」，當屬唐代中晚期的新命題吧！ 

    然而五代或北宋初版本的《正統道藏》CT400《靈寶定觀經》泠虛子注解

本，則沒有「五時」，而只有「七候」，且不只更加簡要，也有所刪改而作「鍊

形為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 

    同為唐代新出道經，年代晚於《靈寶定觀經》的 CT326《靈寶觀妙經》，

「五時七候」之說具備，但是又益形簡略，而作： 

夫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時，心動多靜少。二時，

心動靜相半。…七候，一者，心得真定，不雜囂塵。…四者，

延齡度世，名曰仙人。五者，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

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 

《靈寶觀妙經》也同五代或北宋初版本的《靈寶定觀經》作「鍊形為氣」、「鍊

氣成神」、「鍊神合道」。由此可以推斷，年代較早的唐代版本《靈寶定觀經》，

原則上較好地承接唐初孫思邈《存神鍊氣銘》原貌與說法。而年代晚出可能是

唐末乃至五代北宋初版本的《靈寶定觀經》以及《靈寶觀妙經》，則離《存神鍊

氣銘》原貌較遠，幾部經典的年代先後，也得以釐定。《靈寶定觀經》應該是盛

唐至中唐的作品，而《靈寶觀妙經》大概是中晚唐乃至五代編成的。 

 

    「七候」之中所揭櫫的「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觀點，原原本本地被《靈

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乃至晚唐鍾呂內丹道所承續。但是對於「精氣神」

概念及其修煉義涵之論述，《靈寶定觀經》之前的盛唐高道司馬承禎(647-735)，

以另一種觀點加以闡釋，其王屋山唐代碑文〈坐忘論〉中明確記載： 

余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地，故招真以煉形，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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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合于氣。含道以煉氣，氣清則合于神。體與道冥，謂之得

道。…所謂無身者，…忘此有待之身。故聖人勸煉神合道，升

入無形，與道冥一也。亦是離形去智、墮肢體之義也。所貴長

生者，神與形俱全也。」16 

司馬承禎也希望能夠藉由修煉，以達到煉形合氣、煉氣合神、與道冥合之得道

境界。甚至也有煉神合道的用詞。雖然司馬承禎承傳的道派與道法，異於孫思

邈，所以修煉精氣神的觀念與法門，有所不同，不過「精氣神」概念的科層化

觀點，既經孫思邈開發之後，已然流行。所以司馬承禎也吸收了這新出的道教

思想論式，而有所改造。招真煉形、含道煉氣，未必契合孫思邈的修煉主張，

但是司馬氏神形俱全說法，卻是道教信仰的共法，自然也與孫思邈《存神鍊氣

銘》一致。 

 

    「五時七候」，盛唐以後被道教界承繼或另有發揮。特別是「七候」說所展

示的科層化「精氣神」概念，對於唐代的內丹思想甚具啟發作用，唐代晚期鍾

呂內丹法，最是典型。我們先考察一下，鍾呂內丹如何承接這種道教業績？在

《鍾呂傳道集•論河車第十二》中說： 

鍾曰：「及夫金液、玉液還丹，而後煉形，煉形而後煉氣，煉

氣而後煉神，煉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入仙，乃曰紫河車

也。」呂曰：「煉形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未敢聞命。

所謂還丹者，何也?」  

鍾呂內丹科層化「精氣神」概念，在造語用詞上，更接近《靈寶定觀經》、《靈

寶觀妙經》，而較遠於年代最早的孫思邈《存神鍊氣銘》。而且未見論及「五時

七候」，所以，鍾呂觀點顯然不是直接源自孫思邈，我們推斷應當是科層化「精

氣神」概念，在道教界逐漸流行，而影響以至形塑了鍾呂內丹法。特別是《靈

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兩部靈寶經，讓我們思及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

寶畢法》在序文中說明成書原由：「（鍾離權）因於終南山石壁間獲收靈寶經三

十卷，…予宵衣旰食，遠慮深省，乃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宜、

日月交合之理。…總而為三乘之法，名靈寶畢法。…」可見，《靈寶畢法》是鍾

離權求道過程獲得部數不明但總共三十卷的靈寶經，宵衣旰食的悟道心血結

晶。這段資料，隱約透露出當時道教界的訊息，似乎唐代新出一批靈寶經，如

《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等，促進了內丹思想的發展與成熟。 

    鍾呂內丹科層化「精氣神」概念，自然是鍾呂內丹功法與理論中的一環，

                                                      
16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p176。 

file:///F:/My%20web/龍華宮/inner-alchany/hzl.htm
http://www.qztao.url.tw/inner-alchany/ld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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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孫思邈、司馬承禎、《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頗異其趣。譬如孫思

邈所論，自然聚焦於所謂的存神煉氣，而司馬承禎則基底於莊子坐忘思想，又

揉合了上清派的修煉理念。《靈寶定觀經》則強調修習內觀、定慧觀。《靈寶觀

妙經》則說「觀妙成真、澄靜其心」。但是無論如何，鍾呂內丹的功法與理論，

相較於前四者，更加細密圓整。 

 

    鍾呂內丹道的修煉功法具體而圓熟，遠勝前述諸書，多止於道教理論之闡

釋而已，實踐性操作性則較顯薄弱。譬如「煉形成氣」，在鍾呂內丹的功法

上，便是前後相承的一個關鍵的功序階段。我們考察鍾呂內丹代表性經典《正

統道藏》本《鍾呂傳道集》與《靈寶畢法》二書所記載，在玉液還丹、金液還

丹功序之後，才行煉形之道。譬如《靈寶畢法•金液還丹第七》如下論述： 

直解曰：金液，肺液也。含龍虎而入下田，則大藥將成，謂之

「金液」。肘後抽之入腦，自上腹降下田，則曰「還丹」。又復

前升，遍滿四體，自下而上，則曰「煉形」，亦謂之「煉形成

氣」。 

依照鍾呂內丹功法，下手功夫必須先讓體內的真陰真陽之精交合以煉出內丹之

材(即金丹大藥的基礎)，這內丹之材就是真氣，而後再逐漸煅煉直到修成金丹

大藥，而成為地仙。這便是積累元精，再鍊化成真氣的功法階段，即後代俗稱

的「煉精化氣」。過此以往，才繼續以此真氣(金丹)煉化形軀，包括玉液還丹煉

形、金液還丹煉形修煉階段，則為「煉形成氣」功法，亦即煉形之道。相較而

言，與前述孫思邈《存神鍊氣銘》等四者，不論是「煉形成氣」或「煉身成

氣」，雖然捻出了科層化「精氣神」概念，但是僅止於修煉原則與理念之宣

誓，至於理論性的闡釋或是實踐性的操作功法，皆相對含混不清。所以，宋元

以後內丹思想多延續鍾呂功法而多稱是「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

(或煉神合道)」，而不再使用唐代道經「煉形成氣」或「煉身成氣」的舊說。因

為這個舊說，對於內丹理論與功序而言，是相對比較不清楚的表達方式，或者

只能算是前內丹期的一種素樸的論述模式而已。 

 

 

四.小結 

 

    綜上所論，可以大略考察而彰顯唐代內丹思想發展歷史的某個側影。我們

希望透過經典與文獻之考證、對勘，建立相對嚴實的基礎，立足於如此的歷史

與文獻基礎上，可望得出論證儼然的初步結論。我們期盼道教研究是一種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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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而非從道教外圍，譬如佛教、儒家、道家或玄學等作為出發點，申論演

繹，有時甚至難免想當然爾地推導出許許多多的結論來，那恐怕會滲雜部分個

人主觀想望臆測，如此則治絲益棼、事倍功半。 

 

    內丹學與歷史的研究，方興未艾，學界多少還處於摸索前進的道路上，逐

一開展許多相關的研究課題。內丹的術語，常常言人人殊，異名同實或同名異

實，極易產生誤會或解釋上的糾纏。或者語多隱晦，語焉不詳，甚至故意錯落

其詞，顛倒前後，蓄意傳遞錯誤訊息，讓人誤解。凡此種種，徒增煩擾，也使

研究者更加警醒，免致錯謬。 

    至於內丹的理論，也是一層一理，一環一論，環環相扣，井然不紊。而內

丹的功序，或有記載，時多零散，大抵闕如，付諸口傳。 

    內丹的術語、理論與功序，都有必要一一回歸其出現的歷史年代，方易索

解，否則面對丹經，如陷五里霧中，難有頭緒。同理，記載內丹術語、理論、

功序與歷史的經典史料文獻，也必須一一回歸其出現的歷史年代，得其脈絡，

才容易讓人理解。 

    我們一讀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序文中所說，因為讀了三十卷

的靈寶經，鍾氏才參悟內丹之理。不禁使人疑惑，多部中國道教史著作，一再

告訴我們，直至盛唐中唐，道教最具代表性，深具影響力的派別是上清派，內

丹理論的發展，卻為何是源自靈寶經，而非上清經呢？所以撇開極易讓人先入

為主的道教史成說，我們須得老實考察唐代的道經，特別是靈寶經。所以，《靈

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便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經過一番考察論證，果然

鍾離權序文中所言不虛，而得到印證。我們可以翻轉傳統中國道教史的觀點，

也更加堅定只有透過具體確切的歷史考證，才可望更接近歷史真實的樣貌，跳

脫人云亦云的窘境。 

 

    再者，雖然「五時七候」之說，被唐代諸多道經繼承傳衍，而其中「七

候」所開展的科層化「精氣神」概念，對於唐代的內丹思想之形成深具關鍵意

義。不過我們考察孫思邈《存神鍊氣銘》以及司馬承禎王屋山唐代碑文〈坐忘

論〉所論述，雖然無法確切理出其中修煉程序與功法，但二者都與精氣神之修

持有關，特別司馬承禎另有《服氣精義論》，發揮其師承上清經派的心法。凡此

現象，都可看出孫氏與司馬氏二道士多重精氣神修煉，一如鍾呂內丹經《秘傳

正陽真人靈寶畢法》所論。如此則科層化「精氣神」概念與理論在三者之間前

後相承，也算有跡可循了。 

    反觀《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兩部唐代新出道經，前者強調修持定

觀道慧之學，後者則是重在觀妙成真、修心定靜。顯然這兩部道經，都非常重

視心性修煉。這可算是延續隋至盛唐，道教興起的重玄思潮，特重心性修持與

智慧解脫的宗趣轉化之一種歷史傾向。17所以《靈寶定觀經》、《靈寶觀妙經》中

                                                      
17

 參考盧國龍，《中國重玄學》（北京：人民中國，1993），p18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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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錄的「五時七候」之說、科層化「精氣神」概念與理論，便與這種心性修持

的理念，顯得格格不入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道教史現象。 

 



1040114 修訂 

1 

(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視察□訪問□開
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馬祖南北竿的民俗與宮廟信仰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姓名/職稱：鄭燦山/教授 

              （得以 1 人為代表，其餘人員請詳列於報告內） 

               派赴國家/城市：台灣/馬祖 

               出國期間：2019.07.15-2019.07.19 

               報告提交日期：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鄭燦山/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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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抵達馬祖南竿福澳港。 

在南竿福澳村附近的白馬尊王廟拍照，作一些考察。 

而後到馬祖村(馬港) 一訪天后宮，而後轉往旁邊山丘上的媽祖宗教文化園區，

看看那一尊矗立於山巔的白玉石媽祖雕像。據說由 365 石塊拼接而成，寓意媽

祖庇佑眾生一年平安，順遂如意。 

天后宮，據傳初創於元代，史跡悠遠。而且正殿有傳說是媽祖當時遺蛻之墓穴，

並留石碑一方，彌足珍貴。碑石了不見字跡，但仍餘有遺形，多方揣摩，似鶴

還鳳。後來請教台北新莊嫁來馬祖的當地媳婦而效勞現職於天后宮的周女士，

他說遺形是鳳，因為媽祖成道是天妃天后之故也。所以拍了許多照片，為這次

田野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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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  頁次 

二、過程  …………………………………………………………    

三、心得  …………………………………………………………    

四、建議事項  ……………………………………………………    

五、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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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本次移地研究，是為了進一步拓展台灣道教研究之深廣度。所以前往離島，

特別是學界較少關注的馬祖，從事當地各村落宮廟之實地考察。以便積累研究資

料。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2019.07.15  由台北出發，因為馬祖南竿大霧，機場關閉，所以改至基隆

港搭乘臺馬之星遊輪前往南竿 

2019.07.16  清晨抵達媽祖南竿。開始田野考察，地點如下： 1福澳村白馬尊

王廟 2馬祖村(馬港)天后宮 3馬祖村媽祖宗教文化園區 4馬祖村媽祖宗教文化

園區白馬文武大王廟 

2019.07.17  抵達馬祖北竿。開始田野考察，地點如下： 1 白沙港平水尊王廟  2

橋仔頭村七座宮廟  3 芹壁村天后宮 

2019.07.18  繼續於馬祖北竿展開田野考察，地點如下： 1芹壁村天后宮補庫

儀式(類似普渡)  2坂里村迷你天后宮  3北竿芹壁村趙元帥府 

2019.07.19  由馬祖北竿返回台北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藉由這次移地研究的現地考察，收集到為數可觀的田野資料，幫助計畫主

持人更深切地了解台灣本島之外的離島之地方風俗與民情。而且對於當地的民間

信仰與宮廟之歷史文化，有了初步認知。發現其與台灣本島信仰文化現象之間的

異同之處，實為難得經驗。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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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無    

2     

3     

五、附錄：(可無) 



 

1 

2018 浙江大學道教與地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國報告 

 

1 出國原因： 

應邀參加浙江大學「道教與地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宣讀發表論文一篇，

同時擔任會議主持人。 

 

主辦單位：浙江大學 

協辦單位：香港儒釋道功德同修會 

承辦單位：浙江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會議主題：地方文化中的多視野道教研究 

 

2 出國地點： 

中國浙江大學(杭州) 

 

3 出國時間：2018 年 10 月 19 日(五)至 2018 年 10 月 21 日(日) 

 

4 與會過程與交流內容： 

 

目前國際道教與民間信仰研究的學術界，普遍關注內丹全真道，相對輕忽

儀式為主的正一派。衍生出來的問題，便是進而聚焦宮觀、刊本文獻、思想和

義理的研究，而忽略道壇乩壇、寫本文獻、實踐的存在事實。前者正是全真派

的特徵，而後者則是正一派的主要傳承方式。 

學術界偏頗的研究趨勢，正是這次浙江大學舉辦「道教與地方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次會議以地方道教信仰與文化為主軸，希望促

進道教的在地化研究，因此，研究領域與方法，擴及宗教學、哲學、歷史學、

人類學、社會學等多種，交織成一張網路，涵攝了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宗

教文化、族群、家族宗族諸多面向，從而開展出道壇、乩壇、宮觀、地方道教

組織、政府之間的多維關係等研究課題，並有助於釐清道教與民間信仰、民間

教派、儒學、佛教、基督教等的融攝與競爭關係。 

 

    因此會議議題涵蓋： 

1. 民間道壇、乩壇以及相關的文獻抄本或文物之研究 

2. 道教與民間信仰、民間教派的關係研究 

3. 道教與儒教、佛教的在地化關係研究 

4. 道教與宗族、術數、音樂、繪畫、舞蹈等地方文化的關係 

  

這次會議，本人發表宣讀〈宋元道書《女青天律》的文本與歷史問題初探〉論

文一篇，便是回應會議舉辦宗旨所擬的研究主題，本人嘗試處理宋代地方性道



 

2 

派所編纂的道書《女青天律》，除了廓清最基本的文本與歷史問題之外，也企盼

進一步解釋這個文本形成的道教信仰背景。 

 

    會議期間，除了擔任主持人之外，也積極參與各主題場次之聽講與討論。

同與會的學者教授，進行廣泛的交流，包括學術研究資源與訊息的交換與分

享、研究課題的分析與發掘、研究計畫與構想的合作與預擬等面向，所以這回

浙大之旅，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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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1 擔任研究資料之蒐集與整理工作。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