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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5 日，經西南交通大學第十四屆黨委會第 115 次常
委（擴大）會議的決定，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簡稱：CSCR-SWJTU）正式成立。中心屬學校二級虛體研究機構，掛靠人文
學院，主管部門爲文科建設處。

>>>>>>點擊瞭解更多<<<<<<

中心主任

呂鵬志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心簡介

中心名譽主任

勞格文（John Lagerwey）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教授

https://cscr.swjtu.edu.cn/intro?sort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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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ACADEMIC ACTIVITIES

目録
CONTENTS

❊ 論文 ARTICLES

· 曹凌《敦煌本〈元陽經〉研究——佛道經典比勘研究之一例》

· 紀贇《佛陀最後的午餐：古典佛教中的僧俗互動模式及其對東亞佛教的影響》

·“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綜述

· 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志遠博士學術講座紀要——北朝佛教造像碑銘整理方法芻議

❊ 著作 BOOKS

· 林佳恵《 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古霊宝経》出版

· 許詠晴《〈論語〉中的喪祭與鬼神觀研究》出版

· Poul Andersen, The Paradox of Being: Truth, Identity, and Images in

Daoism

· J. 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 Franciscus Verellen, 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近期論著
RECENT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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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TEACHING ACTIVITIES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 1-6 講課程紀要

· 第一講 課程導論：“中國宗教文獻”課程的內容、目的和方法——以論文《敦

煌寫本 P. 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爲例

· 第二講 早期中國宗教文獻：《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祭祀志》

· 第三講 儒教文獻：《周禮·春官宗伯第三》《禮記·祭統》《儀禮·士喪禮》

· 第四講 道教文獻（之一）：天師道經典《度仙靈籙儀》

· 第五講 道教文獻（之二）：上清降誥《真誥》

· 第六講 道教文獻（之三）：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

其他資訊
OTHER INFORMATION

· 著名學者王家葵教授爲本中心及通訊題字

交流討論
COMMUNICATIONS AND DISCUSSIONS

· “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討論輯録

· 聶順新《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爲

中心》

· 陳志遠《六朝的轉經與梵唄》

· Gil Raz, “ Local Paths and the Universal Way: Daoism and Local

Religion in Mediev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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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詳情

“早期道教经典研究”工作坊綜述

2019 年 4 月 4 日,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英文名稱: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簡寫:CSCR-SWJTU) 由原西南交通大

學人文學院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升格成立。中心的基本宗旨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爲指導, 始終站在國際學術前沿, 采取多角度、跨學科和比較研究等方法, 文獻研究和田

野調查並重, 融匯傳統和現代, 溝通中國和外國。研究方向包括中國宗教的文獻和歷史、中國

宗教的信仰和活動、中國宗教與社會和文化、比較視野中的中國宗教。

（來源：趙川、楊金麗）

爲進一步推動早期道教經典研究,
並爲海內外道教學者搭建高水平的學術
交流平臺, 本中心於 2019 年 4 月 19-21
日舉辦了“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
工作坊主要針對明《道藏》和敦煌文獻中
收録的上清、靈寶和天師道經典, 以系列
前沿學術講座和綜合討論的方式進行。講
座共 8場, 國際道教研究權威學者、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教授領銜主講 3 場, 國內該
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王家葵、周作明、王皓
月、孫齊、呂鵬志各主講 1場。綜合討論
則由全體與會學者就道教經典研究方法
發言交流。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24&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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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志遠博士學術講座紀要——

北朝佛教造像碑銘整理方法芻議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5:00——17:00，西南交通大學
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陳志遠先生舉行了一場線上公開講座。陳志遠
先生是一位著作頗豐的青年佛教學者。他 1983 年生於北
京，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到日本京都大
學、臺灣法鼓佛教學院短期訪學，2017 年秋季擔任北京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學者。目前從事六朝佛教
史、中古佛教文獻、儒佛交涉的研究，興趣集中於佛教
末法思想的源流，佛教與孝道等問題。著有《六朝佛教
史研究論集》《慢讀漫筆》。

講座題爲“北朝佛教造像碑銘整理方法芻議”，分
爲“學術簡史”、“大型録文集的體例及優劣”、“綜
合目録的編製及參數提取”、“基於出土地和收藏單位
的調查著録”和“餘論：佛教碑銘學的四把鑰匙”五個
部分。第一部分中，陳先生簡要回顧了佛教造像碑銘由
書法、藝術的取向向現代佛教研究轉變的歷程，指出了
各個時代的著作對該主題的不同關註及其價值，尤其是
《中國文化史迹》《北朝造像銘考》《北朝佛教造像銘

研究》這些名著。第二部分中，陳先生詳細地介紹了各種大型録文集的優劣，指出其優點是
收録範圍廣，不局限於一時一地，且能參考多家著録；劣勢是相互重叠，間有訛誤。因而需
要首先制訂對照目録，再確定新見作品有無先行著録。在對照目録的基礎上，碑銘作品的搜
集應該向新、舊兩個方向努力。所謂“新”，是追踪新出的考古發掘品、海外收藏品和市場
流通品；所謂“舊”，是爬梳前代地方志、金石志所過録的碑銘文獻，晚清、民國複製的善
拓圖版、剪裱本等。接下來，陳先生提出自己編製目録的標準，包括收録範圍、時間排序、
參數提取等，提出綜合目録的最終目標是實現録文的全文檢索及大數據分析功能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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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陳先生介紹了不同單位的佛教造像碑銘收藏，認爲碑銘文獻的調查著録當取
法榮新江老師的 《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又需關註學術體制外的出版
物和交易記録，如地方學者博客、豆瓣網帖、微拍堂、閑魚網等等。最後，他提
出以金石、地理、教義、藝術爲“四把鑰匙”，來全面理解佛教造像碑銘這一寶
貴的史料。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吳楊助理教授主持了講座。講座在 Zoom 線
上會議室舉行，參加人數在正式開講前就已達到 100 人的上限。演講結束後，也
引起了熱烈討論。呂鵬志教授從法國漢學傳統、實物遺存與儀式關係的角度提出
了若干問題。另有與會師生從襄陽佛教歷史、土地神與碑銘提出了問題。陳先生
均予以解答。最後公開講座順利結束。

（來源：陳志遠、吳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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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恵，2016 年 5 月，博士（文学）（早
稲田大学）。博士論文「古霊宝経の研究―敦
煌本「霊宝経目録」に於ける経典の分類をめ
ぐって―」。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 年

本書開闢了古靈寶經研究新的可能
性。

古靈寶經從教義和儀式兩方面規定了
道教的發展方向，是重要的道教經典。迄
今爲止一般認爲存在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
新舊兩個系統的靈寶經。但只要閱讀古靈
寶經的文本，就會發現這一看法並沒有實
際根據，它源自對古靈寶經進行分類整理
的劉宋道士陸修靜的靈寶經觀。

這是一部如實閱讀古靈寶經，同時重
溫陸修靜功績，在古靈寶經研究領域引發
轟動的創新之作。

林佳恵《 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古霊宝経》出版

目録
序 論

第 1 節 序言（先行研究史）
第 2 節 問題の所在
第 3 節 研究の方法

第 1 篇 敦煌本「霊宝経目録」における経典の分類
第 1 章 陸修静による霊宝経典の分類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敦煌本「霊宝経目録」の分類と「元始系」・「仙公系」の不一致
第 3 節 陸修静の考える「元始旧経」
第 4 節 「元始旧経」と紫微宮秘蔵の経の関係
第 5 節 紫微宮秘蔵の経の条件
第 6 節 『太上洞玄靈寶眞文要解上巻』の分類
第 7 節 小結

目録



- 5 -

第 2 章 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の分類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陸修静が示す霊宝経の二つの系統
第 3 節 「霊宝経目序」に見える陸修静の霊宝経観
第 4 節 『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の分類
第 5 節 陸修静の霊宝経分類における「太上」の位置付け
第 6 節 『太上太極太虚上眞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眞一自然經訣』の分類
第 7 節 小結

第 3 章 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舊目」の解釈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陸修静の霊宝経典の分類結果と「舊目」の解釈
第 3 節 「篇目」の「未出」経典と「未出」の意味
第 4 節 小結

第 2 篇 敦煌本「霊宝経目録」の分類カテゴリーの検証
第 4 章 霊宝経における新旧の概念の形成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霊宝経における陸修静の新旧の概念
第 3 節 敦煌本「霊宝経目録」著録経典中の「新経」の概念
第 4 節 敦煌本「霊宝経目録」著録経典中の「元始旧経」の概念
第 5 節 霊宝経典中の「舊」の語の意味
第 6 節 小結

第 5 章 「十部妙經」と「元始旧経」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十部妙經」に言及する「元始旧経」中の経典
第 3 節 「十部妙經」の設定
第 4 節 「十部妙經」と「十方」の観念
第 5 節 「十部妙經三十六巻」の検証
第 6 節 小結

第 6 章 分類の爲のカテゴリーとしての「元始旧経」と「仙公新経」
第 1 節 序言
第 2 節 「元始旧経」の検証
第 3 節 「仙公新経」の検証
第 4 節 「仙公新経」と「元始旧経」で共通する戒
第 5 節 小結

第 3 篇 陸修静の霊宝経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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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霊宝経と天師道
第 1 節 序 言
第 2 節 霊宝経中の『道德五千文』への言及
第 3 節 「靈寶齋」と「三天齋」
第 4 節 霊宝経典中の天師張道陵
第 5 節 霊宝経典中の天師道の神々
第 6 節 「元始旧経」に見える「發爐」
第 7 節 小 結

第 8 章 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の形成
第 1 節 序 言
第 2 節 「靈寶經目序」中の霊宝経観の形成にかかわる霊宝経典
第 3 節 「靈寶經目序」に見える陸修静独自の霊宝経観
第 4 節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の「師告丹水文」中の霊宝経に関する言及の考察
第 5 節 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の継承
第 6 節 小 結

結 論
あとがき
主な参考資料・文献
索 引
英文要旨

（來源：甘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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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面對禮壞樂崩的局勢，作
爲具體倫理規範的禮制淪爲僵化
的形式，這是孔子所憂心的。禮儀
以參與者的真誠情感爲基礎，一般
人在日常生活中鮮少能够充分顯
露內心情感，父母亡故最能觸發真
情。一旦真誠，人們面對父母亡故
的重大事件時，如果不爲父母善理
後事，心裏就會産生不安的强烈情
感，要求人采取行動，這股源於自
身的要求便是一切倫理規範的起
點。

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20 年

許詠晴，高雄市人，臺灣大學
哲學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
研究科招聘外國人學者，黃岡師範
學院文學院講師，現爲西南交通大
學人文學院哲學與歷史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儒家哲學、
先秦哲學。

>>更多詳情

許詠晴《〈論語〉中的喪祭與鬼神觀研究》出版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8&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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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許詠晴）

導論 1
第一章 由《論語》中的喪禮分析喪禮對死者的安頓 1
第一節 《論語》中的「喪禮」界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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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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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行祭禮對象的界定 70
第二節 祭禮的準備作業──「齊」 76
第三節 參與祭禮所應抱持的態度 84
第四節 小結 97
第五章 《論語》中的鬼神觀 101
第一節 《論語》中「鬼神」的意義 102
第二節 鬼神的構造 107
第三節 《論語》對「鬼神」的態度 116
第四節 小結 128
結論 131
參考文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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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l Andersen，The Paradox of Being: Truth, Identity,

and Images in Daoism

Poul Andersen, The Paradox of Being:

Truth, Identity, and Images in Daois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2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The question of truth has never been more
urgent than today, when the distortion of facts
and the imposition of pseudo-realities in the
service of the powerful have become the order
of the day. In The Paradox of Being Poul
Andersen address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Chinese Daoist philosophy and ritual. His
approach is unapologetically universalist, and
the book may be read as a call for a new way of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one that does not shy
away from approaching “the other” in terms of
an engagement with “our own” philosophical
heritage.

The basic Chinese word for truth is zhen,
which means both true and real, and it bypasses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ideas insisted on in
much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hrough wide-ranging research into Daoist
ritual, both in history and as it survives in the
present day, Andersen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true reality that informs this tradition posits
being as a paradox anchored in the inexistent
Way(Dao) . The preferred way of life suggested
by this insight consists in seeking to be an
exception to ordinary norms and rules of
behavior which nonetheless engages what is
common to u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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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Poul Andersen、薛聰、吳楊）

真理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迫切，因爲今日之風氣是通過歪曲事實、僞造現
實來迎合當權者。在本書中，作者闡述了中國道教哲學和儀式中的真理概念。
作者采取了“普適性”的方法，對此無庸置辯。本書可以被解讀爲對一種研究
中國文化新方法的呼籲，即在繼承“我們自己”（西方）哲學遺產方面毫不避
諱地與“他者”打交道。“真理”對應漢語中的簡單詞“真”，意即真實（true）
和實在（real），而大多數西方哲學流派是將二者分開的。通過對古今道教儀
式的廣泛研究，作者认为真實的現實（true reality）這一概念表明道教將“存
在”設定爲一個悖論，即將存在錨定在非存在的“道”之中。依照這種見解，
最佳的生活之道主要在於尋求一種不受日常準則和行爲規範約束的狀態，儘管
這些規範和準則普遍地約束著我們每個人。

存在的悖論：道教的真理、同一性和意象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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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裴玄錚、張超然：《雲笈：〈素靈
經〉與道書的改寫》
J. 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
Series: New Daoist Studies
出版信息：J. 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 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376

自創教初期，道經作者便宣稱他們是通過仙真的啟示獲得經典。許多時候，這些
著作是由不同的通靈者歷經無數夜晚寫作而成。新的啟示經常被倉促地添加上去，以
致經文內容顯得參差不齊，也造成了道教文獻總是給人草率且多自相矛盾的印象。

本書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將我們的關懷聚焦在東晉南朝（公元 4-5 世紀）道
教上清經的改寫問題之上。過去，上清道教研究一直是以揭露最初的“真經”作爲主
要方向，使得晚出經書不太受到重視，其中便包括“三奇”──中古道教最爲貴重、
深奧的經書。過去關於“三奇”的研究不多。本書深入探究“三奇”，期望能夠更好
地理解上清崇奉者複製、編輯與改寫經書的方法。我們研究的《素靈經》便是其中的
第三部著作。由於這部著作缺乏連貫性結構，許多學者都將其視爲來源不同的許多段
落雜揉在一起的結果，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文本。而經文之中出現的不同撰著者的口吻，
也讓人覺得這部作品早已經過後來編輯者的加工與改造。

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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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book

本書提出一個新的方法，用以理解《素靈經》這類有著複雜編著者的道教文
獻。這個方法將使我們邁向文本批評令人振奮的新階段。在這裡，文本是一個流
動的、不斷變化的實體，由不斷湧現的作者重新加以形塑。這也突顯出了道教的
複雜性，因爲其中有著成千上萬的經書不斷地在流傳，每種文本也都可能擁有許
多不同的版本。這樣的現象被理解爲天界經典“翻譯”到人間的過程所造成的“失
真”。人類語言無法充分地表達天上的原著。此外，降形於靈媒的天界神靈也可
能只是零碎地揭示浩繁卷帙的一小部分。本書的標題“雲端的圖書館”，指的便
是這個以拼圖方式傳送的天書存取空間。

我們指出有關《素靈經》寫作的一些線索，以及它在中古道教初期所佔據的
地位，以此强調這部著作在理解中古道教初期經書與傳記手稿的寫作、接受以及
流傳方式的重要性。將此經典重新放回相關傳記與儀式脈絡之中的方式，指出這
類啟示性文獻應被視作一種思想的集錦，一種將先前所流行的概念與信仰重新編
織入新經典中的過程。

From early times, Daoist writers claimed to receive scriptures via revelation from

heavenly beings. In numerous cases, these writings were composed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nights and by different mediums. New revelations were often hastily appended,

and the resulting unevenness gave rise to the impression that Daoist texts often appear

slapdash and contain contradictions. A Library of Clouds focuses on there-writing of

Daoist scriptures in the Upper Clarity (Shangqing) lineage infourth- and fifth-century

China. Scholarship on Upper Clarity Daoism has been dominated by attempts to

uncover “ original ” or “ authentic ” texts,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neglect of later

scriptures—including the work fully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here,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one of the Three Wonders (sanqi) and among the most prized

Daoist texts in medieval China. The scripture ’ s lack of a coherent structure and its

different authorial voices have led many to see it not as a unified work but the creation

ofdifferent editors who shaped and reshaped it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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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玄錚（J. E. E. Pettit）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助理教授

張超然（Chao-jan Chang）臺灣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來源：張超然）

About the authors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a key Shangqing text.

Innovative and important, the wor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processes of redaction

and composition in medieval Daoism. The basic methodology followed by the

authors is textual analysis, inspired to some extent by source criticism developed

in Biblical studie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Mark Meulenbeld,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i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devoted to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medieval Daoist Shangqing corpus. With

exceptional dexterity,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is scripture

was compiled from earlier Upper Clarity texts, providing us within sights into the

origins, redaction, recep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Daoist texts. Using inventi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reading strategies, they highlight the complex

links between manuscript culture, textual practices, and ritual process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book includes a full,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

alongside meticulous textual analysis, so it will be useful as a primary source for

students as well as specialists seeking new insights into medieval Daoism.

— Gil Raz, Associate professor of Religion, Dartmouth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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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us Verellen, 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Franciscus Verellen，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Franciscus Verellen is Professor in

the History of Daoism at the École

française d ’ Extrême - Orient and

Member of th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 Institut

de France.

Imperiled Destinies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Daoist beliefs about human liability and redemption
over eight centuries and outlines ritual procedures
for rescuing an ill-starred destiny. From the second
through the tenth century CE, Daoism emerged as a
liturgical organization that engaged vigorously with
Buddhism and transformed Chinese thinking about
suffering, the nature of evil, and the aims of
liberation. In the fifth century, elements of classical
Daoism combined with Indian yogic practices to
interiorize the quest for deliverance. The medieval
record portrays a world engulfed by evil, where
human existence was mortgaged from birth and
burdened by increasing debts and obligations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Against this gloomy
outlook, Daoism offered ritual and sacramental
instruments capable of acting on the unseen world,
providing therapeutic relief and ecstatic release
from apprehensions of death, disease, war, spoilt
harvests, and loss. Drawing on prayer texts, liturgical
sermons, and experiential narratives, Franciscus
Verellen focuses on the Daoist vocabulary of
bondage and redemption,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sacrifice, and metaphoric conceptualizations
bridging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realms. The
language of medieval supplicants envisaged the
redemption of an imperiled destiny as debt
forgiveness, and deliverance as healing, purification,
release, or emergence from darkness into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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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道教研究者對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1952–）教授不會感到陌生。
他主要關註中國中古宗教文化及晚唐和五代社會史，重要的著作包括《杜光庭─
唐末五代皇家道士》（法蘭西公學院，1989 年）、與施舟人教授合編的《道藏通
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等。如果以我們所熟悉的經典作品類比
的話，他的新作《命途多舛──中國中古道教對救贖之追求》（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 x+376 pp.）與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
唐史三論》是比較近似的。兩本書都將作者在各自領域中的精細個案研究進一步
理論昇華，融合入一個宏大的架構中，來解釋研究對象在長時段中的變化。就這
個意義而言，該書是一部道教史。更確切地説，是從宗教的社會性著眼，以救贖
儀式（redemptive rituals）爲對象來寫道教史。該書處理的時期橫跨東漢至五
代，不僅包含六朝這個儀式創新的高峰，而且也涉及道教形成期與六朝之後儀式
流變所及。在此基礎上，作者揭示出道教史中被長期忽略的、關於救贖的深切宗
教關懷……

——吳楊《傅飛嵐<命途多舛──中國中古道教對救贖之追求>評介》

>>書評全文

本書檢視了八個世紀中道教關於罪責與救贖信仰的流變，簡述了道教掃轉厄
運的儀式活動。從公元 2 世紀到 10 世紀，道教作爲一個儀式宗教組織，在與佛
教頻繁交流中，改造了中國本土關於苦難、邪惡、解脱的宗教思想。在 5世紀，
傳統道教元素融合了印度瑜伽修行，內化對拯救的尋求。中世紀的記載描述了一
個充滿邪惡的世界，人類因出生就欠下“債務”，此後、甚至在死後，各種“還
債”的義務罪責又進一步增加。爲了應對這個問題，道教提供了溝通幽冥世界的
儀式和法器，用類似治療或讓人出神以釋放壓力的方式，減輕人們對死亡、疾病、
戰爭、荒災、虧損的憂患。本書作者以祈禱文、講經文以及宗教經驗的叙事爲材
料。其關註問題則在於，道教對束縛與救贖的術語，對祭祀的不同解釋，對幽明
二界的比喻性概念等。中古時期祈禱、許願之人的語言是將多舛命途中的救贖構
想爲債務的免除，將解脱構想爲治療、淨化、解放和重見天日。

本書簡介

(來源：Franciscus Verellen、吳楊、陳平）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8&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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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凌《敦煌本〈元陽經〉研究——佛道經典比勘研究之一例》

通過比勘本文提出，現存敦煌本《元陽經》所有殘篇都與特定佛經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
所涉佛經包括了僞經《救護身命經》、什譯《法華經》、晉譯《華嚴經》、《諸德福田經》
和《無量壽經》等五部經典。通過分析《元陽經》作者擇取、改寫相關佛經的方式，本文提
出敦煌本《元陽經》是一部以淨土信仰爲核心的經典，其主旨在於宣揚元陽淨土的美妙和通
過修行元陽經法往生彼土的信仰。其篇幅之大，內容之豐富，在佛道兩教的淨土經典中可稱
獨一無二，代表了南北朝晚期道教界對淨土信仰的强烈興趣。

甄鸞對本經的紀録説明了本經至遲在南北朝晚期已被撰作出來。劉屹先生則進一步提出
它可能是撰於北方地區。本文根據前述比勘成果，重新檢視了本經撰作背景的問題，提出本
經在神靈譜系和思想等方面都較爲獨特，無法簡單歸類爲任何一種已知道派。但其中受到傳
統仙道與天師道的影響更爲明顯和重要，顯示北朝撰作説確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性。

關於本經文本的演變過程。本文提出本經第一品《超度濟難經品》原當是一部獨立的短
經，後被《元陽經》的作者改造作爲大本《元陽經》的第一品。唐代，主體改寫自《涅槃經》
的新《元陽經》撰成之後，敦煌本《元陽經》的大本便逐漸亡佚。但其間部分內容又被析出
爲小經單獨流行，其中由大本第一品和第二品前部析出而成的《上師説救護身命經》至今仍
然留存在藏內。

最後，本文通過回顧這一研究個案，提出佛道經典的比勘作爲一種業已被證明卓有成效
的研究方法，對於道教文獻，尤其中古道教經典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應當作爲道經
研究重要的基礎方法之一，而不應當被束之高閣。

>>論文全文

存世的《元陽經》文本有《道藏》所存之十卷本和以敦煌遺
書中發現的數個殘卷爲代表的卷數不詳的文本（以下稱敦煌本）
兩個系統。藉由前人的研究，其中《道藏》本的基本情況已經得
到較爲充分的釐清。然而敦煌本卻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如劉
屹先生《採撮<法華>與改換<涅槃>——<太上靈寶元陽經>的成書
問題》一文所指出，北朝甄鸞所撰《笑道論》中指責道經《元陽
經》“採撮《法華》”，所針對的正是敦煌本系統的文本。而唐
代法琳所撰《辯正論》中的補充則説明了其還可能與《華嚴經》
有關。這爲敦煌本《元陽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本文循
此線索，通過將敦煌本《元陽經》所有現存內容與佛經進行比勘，
嘗試索解敦煌本《元陽經》的基本內容、思想特點，並就其成立
過程與文本演變等問題作進一步的釐清。

(來源：曹凌）

載《文史》2020 年第 2 輯（總第 131 輯），第 125-150 頁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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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從佛教歷史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了各語言中佛陀最後一餐所食的記録，發現其
最初可能是某種菌類或者是蘑菇。但由於印度文化中的食物禁忌，再加上語言學因素，
故使得早期文獻之中很多都將之解釋爲“豬肉”類食物，尤其是在上座部巴利文獻之
中。但世易時移，部派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中禁斷肉食的傾向日益明顯，就出現了對
原始經典敘述的“淨化”過程。不少原始文獻中進食肉類的描述會被刪改，通過文獻
學分析可以發現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後來的漢譯經典時期，直至中國佛教的素食傳統
最終確立。在此過程中，佛陀神格化的特點也日益突出，其肉身的飲食、疾病等，就
逐漸被淡化或迴避。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通過佛陀最後一餐的事實描述變更，就可以反
映佛教製度與思想方面的重大變化。從這種討論我們還可以發現，佛教的歷史從來都
不是一個簡單的對其實際時間延展上所發生事件與人物的直觀忠實描述，它會受到生
成這種歷史的宗教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因此佛陀最後一餐的文獻發展過程就充滿了宗
教社會學與歷史學上的趣味，并且具有某種宗教敘事學上的典範意義。

摘要

載湛如主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分界：佛教與東亞宗教
寺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第四章，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 年，46-72 頁

>>論文全文

紀贇《佛陀最後的午餐：古典佛教中的僧俗互動模式及其對東亞佛教的影響》

(來源：紀贇）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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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岳珂《愧郯録》中保留了《續通典》的一段佚文，其中詳細記載了唐高祖、太宗、
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及其皇后共七帝七后的國忌日、設齋寺觀和設齋人數等內
容。這段佚文反映了元和元年（806）長安的國忌行香制度。每位先朝帝后的國忌日設齋
場所爲兩所寺觀，或兩所佛寺，或一寺一觀。佚文所載先朝七帝七后的國忌日設齋寺觀共
有 27 所，其中佛寺 19 所，道觀 8所；19 所佛寺中，尼寺僅興聖尼寺 1所，其餘均爲僧寺；
8 所道觀均爲道士觀，無一女冠觀。除慈恩寺同時作爲太宗文德皇后和睿宗昭德皇后的設
齋寺院外，其餘 26 所均爲每位帝后獨立的追福空間。這些設齋寺觀在空間上似乎並無分
佈規律可尋。其中大多數爲隋唐兩代的皇家寺觀，少數寺觀作爲國忌日設齋寺觀的原因無
考。先朝七帝七后的國忌日設齋人數，充分體現了儒家禮制中“親親”與“尊尊”的基本
原則。唐高祖與唐太宗是唐代太廟中地位最尊的不遷之祖，代宗和德宗分別是順宗皇帝關
係最緊密的直系親屬——祖父和父親，故唐高祖、太宗、代宗、德宗及其皇后分別是先朝
帝后中設齋人數最高的一等，其餘睿宗、玄宗、肅宗及其皇后則爲第二等。這段佚文實際
上反映了元和元年至武宗會昌滅佛之間（806-845）唐代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的基本模式。

【關鍵詞】元和元年 長安 國忌日 行香禮儀 佛寺道觀 續通典 佚文

(來源：聶順新）

載湛如主編：《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分界：佛教與東亞宗教寺院的多重社會
作用與功能》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 年，196-218 頁

聶順新《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

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爲中心》

>>論文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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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陳志遠）

結論

載《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博揚文化，2020 年，第 219-244 頁

本文分析了傳世史書《高僧傳·經師門》之史源、體裁；以及尚未被宗教史
學者充分開掘的古小説和石刻墓志等的史料價值。筆者並非音樂史、詩律學的專
家，關於六朝的轉經與梵唄，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難題。本文希望貢獻的是關於
史料學的一點認識。大體而言，關於六朝佛教的主要記載，雖然經歷了相對漫長
的積累和醞釀，但流傳至今的重要史書，都成書於齊梁時期。我們很大程度上是
通過齊梁的“棱鏡”在觀察整個六朝佛教史。齊梁佛教史家的剪裁及其固有局限
令人感到不安，利用新資料無疑有助於突破這一局限。挖掘新史料的價值，與剖
解傳統史書的構成，往往是一體之兩面，一鳥之雙翼。這是史學的通理，自然也
值得治宗教史學者銘記。

>>論文全文

陳志遠《六朝的轉經與梵唄》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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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

Gil Raz,“Local Paths and the Universal Way :

Daoism and Local Religion in Medieval China”

in Scriptural Daoism & Local Religion, ed.by Shu-wei Hsieh，政大出版社，2014

本文簡要分析和論述了《老子變化經》《靈寶真一五稱經》《太上靈寶老子
化胡妙經》這三部早期道經的敦煌寫本，力圖證明，它們反映的是曾經實際存在
的地方道教，與《道藏》經記載的早期道教存在若干差異，對佛教持完全開放接
納的立場。

(來源：Gil Raz、呂鵬志）

簡介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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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夷教授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 1-6 講課程紀要

第一講 課程導論：“中國宗教文獻”課程的內容、目的和方法——

以論文《敦煌寫本 P. 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爲例

2020 年 9 月 16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

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籌備的“中國宗教文獻”線上

課程迎來了第一講“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導論”，主

講人爲我院呂鵬志教授。

正式開講前，主持人吳楊老師播放了美國著名

漢學家、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特意爲本門課程録製的視頻。在

開課致辭中，柏夷教授首先對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

教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並堅

信在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中心名譽主

任）和呂鵬志教授（中心主任）的推動下，西南交

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定會將道教研究帶入新

的學術高度。柏夷教授指出今天的課程不止會在中

國産生影響力，更能使道教這一學科在世界範圍內

得到更好的理解。同時，柏夷教授也希望西南交通

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不僅僅爲道教研究領域的

學者提供資訊、平臺，更要在整個東亞研究領域內，

發出自己的聲音。

開課致辭後，呂鵬志教授分別從內容、目的、方法三個層面對本門課程進行了介紹。呂

教授首先從“中國宗教”的概念梳理入手，提出本門課程涉及的“中國宗教文獻”包括三類：

一是早期中國宗教文獻，二是儒、釋、道三教經典，三是包括宗教文學資料、宗教考古資料、

宗教田野資料等在內的其他不同類型的中國宗教文獻。爲使這些文獻詳備、可靠、吃透，須

綜合運用文獻學、話語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史）三門學科的方法。接著，呂教授以論文《敦

煌寫本 P. 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爲例，對三種方法進行了詳細闡述。根據課

程大綱，“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共計十七講，將於每周三 20：20-21：55 在 Zoom 平臺授課。

課程設置主講人和預習人，主講人負責指導預習人閱讀文獻，並講解相應的背景知識。預習

人則需要閱讀、翻譯、講解關鍵段落，並回答相關問題。課程主講團隊由海內外知名學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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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薛聰、甘沁鑫）

學術新鋭組成，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張曉宇、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王家葵、新加

坡佛學院副教授紀贇、蘇州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李薇、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李猛、上海

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侯沖、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招國以及我院呂鵬志、甘沁鑫、

趙川、吳楊四位老師。預習人團隊由高校研究人員與碩博研究生組成，他們主要來自哈

佛大學、牛津大學、法國高等研究學院、芝加哥大學、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

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四川大學、西南交通大學。除全體主

講嘉賓之外，課程組還特邀下列嘉賓擔任微信群討論指導教師：曹淩（上海師範大學哲

學與法政學院講師）、張超然（輔仁大學宗教系副教授）、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

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志飛（西安外國語大學副研究員）、李福( Gil Raz, 達特茅斯學

院教授）、宗樹人（David A. Palmer, 香港大學教授）、張粲（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

院講師）、劉婧瑜（哈佛大學博士）、王皓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編審）、

許蔚（復旦大學中文系副研究員）、程樂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白照傑（上海社

科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副研

究員）、張雪松（中國人民大學宗教所副教授）、陳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

所助理研究員）、孔雁（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程誠金（武漢大道觀道士）、

楊浩（北京大學《儒藏》中心助理教授）。

課程受到海內外衆多研究者的關註，截止目前，來自全球高校、科研院所報名參與

旁聽的人數已超兩百人。爲滿足更多學習者的需求，課程組將於每周六 20：20-21：55

在 Zoom 平臺重播該周的視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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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早期中國宗教文獻：《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祭祀志》

2020 年 9 月 23 日晚，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

宗教研究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

程第二講“早期中國宗教文獻”圓滿完成，主

講人爲我院呂鵬志教授。

本節課的主題爲 “早期中國宗教文獻”，

呂鵬志教授以《史記·封禪書》、《漢書·郊

祀志》和《後漢書·祭祀志》三部史志爲核心，

梳理了從上古到漢末，尤其是秦漢兩代宗教信

仰與祭祀活動的沿革。

呂教授首先從主要內容和研究價值兩方面

介紹了本節課選用的主要文獻。他講到，這三

部史志可以説是早期中國宗教的史綱，可以與

其他記載早期中國宗教的文獻互相比較和解

釋，同時對我們理解後來的中國四門宗教（儒、

釋、道、巫）很有幫助。接著，呂教授帶領預

習人精讀文獻，並結合海內外一流學者的研究

成果，講解重要段落及疑難詞句，帶領同學們

逐步瞭解早期中國宗教。

課程結束後，呂鵬志教授在課程微信群中

同參與課程的各位師友繼續探討課程內容涉及

的學術問題，分享了正擬整理的《史記·封禪

書》集釋示例。我院碩士研究生閆瑞向群內師

友請教“雍五畤”的具體位置，得到了中國社

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聞老師及我院趙川

老師的悉心解答。我院碩士研究生趙允嘉在課

程群分享了他完成的兩段古籍今譯，一是《漢

書·郊祀志》有關西漢宗教改革段落的今譯，

二是對揚雄《甘泉賦》所做的白話翻譯。呂鵬

志教授認可了趙允嘉的翻譯，並針對《甘泉賦

》“上玄”一詞表達“上天”之意給出了幾條

額外書證，以爲美國漢學家康達維《文選》英

譯註釋之補充，如《老子河上公章句·玄德第

五十六》有註曰：“玄，天也”，又如《元始

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卷三云：“玄者，天

也”。呂教授又指出了法國漢學家沙畹《古代

中國社神》一文中譯本（刊載於《國際漢學》

2015 年 02 期）的兩處錯譯，第一處爲 53 頁註

解⑫中“互爲補充”，沙畹原文爲“ces deux tex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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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corrigent l’un l’autre”，所以此處應改爲“可以

互校”；第二處是 69 頁右邊第二行“與天相關的

‘后祠’”，沙畹原文爲“l’autre à Heou tsi qui était
associé au Ciel dans l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根

據《史記·封禪書》“郊祀后稷以配天”云云，

此處應改爲“與天配祭的‘后稷’”。呂教授解

釋，“后稷”是周朝祖先，以周朝祖先配祭上帝

乃周禮，翻譯沙畹者不懂文獻校勘術語，並且不

諳早期中國宗教，故而譯錯。隨後，呂鵬志教授

在群內分享了《史記·封禪書》中周朝以前傳説

故事的註釋，如《史記》1633 頁中“作夏社”，

註釋爲“《尚書·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疏：正

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無

人可代句龍（按后土之神），故不可而止。於時

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爲《夏社》。”呂教

授提到，周朝以前的傳説故事從另一個方面反映

了中國古代人們的信仰和祭祀觀念，即都圍繞“

命”“德”“符瑞”這三個關鍵詞（也是《史記

·封禪書》的中心主題）展開。此外，呂教授還

在群中分享了針對基礎薄弱同學的成功教學經驗

，得到師生們的一致肯定。

爲滿足更多學習者的需求，課程組於周六重

播本講課程録像，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學子近百

人觀看。

(來源：趙允嘉、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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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儒教文獻：《周禮·春官宗伯第三》《禮記·祭統》《儀禮·士喪禮》

2020 年 9 月 27 日 20 時 20
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
獻”線上課程迎來了第三講，本
講主題爲“《禮》學簡述暨《儀
禮經傳通解》解題——以郊廟時
祭中的‘九獻’儀式爲例”，主
講人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
教授張曉宇。

第一節課張老師主要介紹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形成過程以及
三禮學文獻。張老師指出，三《禮》向來難治，《儀禮》更被稱爲“禮中之禮”。古人在
研究的過程中摸索出三種閱讀方法：一是“分節”，即分別章節、段落；二是“繪圖”，
即以圖匹配儀節；三是“釋例”，即找出禮文的通則。接著，張老師從縱向的角度講解了
三《禮》義疏史。其中，有兩個時期的禮學研究成果不容忽視。一是，南北朝皇侃、崔靈
恩、熊安生等人開創的義疏傳統，在方法和觀點上對唐代《五經正義》均有奠基作用；二
是宋代並非“禮學衰世”，宋人的研究成果對後世亦有重要影響。例如發端於朱熹的《儀
禮經傳通解》，此書以《儀禮》爲綱，附以《周禮》《禮記》本經，集諸家之説，可謂禮
學研究集大成之作。

第二節課張老師主要圍繞南朝梁崔靈恩“九獻”説進行講解，我院碩士研究生薛聰同
學閱讀了相關段落（材料出自孔穎達《禮記正義》中的<禮運>義疏）。在講解文獻的過程
中，張老師從校勘的角度指出了阮刻本中幾處文字錯誤。例如“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
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阮刻本“明水鬱鬯”，《黃氏逸書考》作“明水玄酒”。
張老師認爲“明水鬱鬯”不通，《禮記·郊特牲》孔穎達疏：“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
三酒之上。”又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 根據禮意，當以“玄酒”爲正。宋
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永樂大典》卷 3583 均作“玄酒”。
另一方面，張老師對關鍵語句的講解也頗爲精彩，例如“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
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張老師解釋道，儀式運作是動態的場景，王的身份和地位存在
於人世間（廟外），尸所扮演的祖先存於神聖的空間（廟內）。在廟外，尸就是普通人，
身份低於王，待尸進入廟內，在神聖空間中，尸的身份就轉變成了王的祖先。爲了區別身
份尊卑，所以“王不出迎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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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後的討論環節，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博士研究生吳
雲霞提問：中國古代的祭祀有沒有焚燒祭品或焚燒文書的
情况？張老師回答道，上古祭祀强調“氣”和“味”。其
中，氣的産生源於焚燒，文獻中“焫蕭合馨薌”，“焫”
即焚燒，“蕭”即香草，這就是焚燒祭品的典型例子，但
三《禮》文獻本經中並未記載有焚燒文書的儀節。不過，
在中古時期就有此類現象，《大唐開元禮》有相關記載。
我院呂鵬志教授補充道，儒教祭祀儀式要唸祭文，但不會
焚燒祭祀文書，而在道教儀式就不同。如下周將講到的天
師道上章儀式，祭酒在存思中上天呈章完畢之後，便要將
文書焚燒處理掉。與儒教焚燒三牲以祭祀鬼神不同，道教
更强調與鬼神進行書面交流。

此外，在課程群裏，呂教授又與張老師從經史互證的
角度探討了“玄酒”的含義。呂老師認爲，據《史記·秦
始皇本紀》正義，玄酒用來祭祀天地，雖然淡而無味，其
實乃酒中最尊貴者。張老師肯定了呂老師的看法，從歷史
實踐來看，國家祭祀中玄酒不一定爲水。不過，經學理路
一般以玄酒爲水，如《禮記·禮運》：“故玄酒在室，醴
盞在戶。”孔穎達疏曰：“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
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禮官討
論儀註時基本都堅持經學“五齊配明水，三酒配玄酒”的
理念。日本學者江川式部有一篇專文討論唐朝玄酒明水在
國家祭祀中的實踐。江川先生根據賈疏，提出唐人習慣以
井水爲玄酒，這也符合經史互證之理。爲進一步瞭解酒在
儀式中的作用，呂鵬志教授還在群裏分享了他的長篇論文
《早期道教醮儀及其流變考索》，此文所説的“醮”是儒、
道二教共有的敬酒禮儀。

爲便於更多海內外學者、學子瞭解儒教禮儀，課程第
三講已於次日 20 時 20 分在 Zoom 平臺重播。

(來源：薛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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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道教文獻（之一）：天師道經典《度仙靈籙儀》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 時 20 分，
因中秋、國慶雙節調休，西南交通大
學人文學院及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中
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第四講提前開
課，主講人爲呂鵬志教授。

本講主題爲“道教文獻（之一）：天師道經典《度仙靈籙儀》”，呂鵬志教授以敦煌寫
本 S. 203《度仙靈籙儀》爲例，詳盡地講解了早期天師道授籙儀式的具體流程，並通過田野
資料生動地展示了當代道教儀式對天師道儀式的繼承與發展。

第一節課，呂教授分別從歷史演變、教團制度、基本信仰與儀式革新等四個方面介紹了
東漢末至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天師道。天師道起源於東漢末年的巴蜀地區，隨張魯投降曹操傳
入北方，隨晋室南渡傳入南方。北魏時，寇謙之主導的北天師道改革明顯吸收了部分佛教戒
律；南方天師道則與南方方士傳統交流，産生了上清派、靈寶派等新道派，這些新道派的信
仰和實踐又反過來對天師道産生了影響。張魯在漢中領導的天師道教團已有非常完備的教階
制度和稱爲“治”的教區。天師道認爲天、地、人、神皆一氣變化而成，這種宇宙觀或世界
觀在曹魏天師道經典《大道家令戒》中有明確表達，其中有曰：“道授以微氣，其色有三，
玄、元、始氣是也。”也正是基於這種信仰理念，天師道明確提出“神不飲食，師不受錢”
的口號，取消祭祀或血祭，改以上三官手書、上章、行符、授籙等書面交流儀式溝通鬼神。

第二節課，呂鵬志教授首先從題名、年代、內容等三方面介紹了敦煌寫本 S.203《度仙
靈籙儀》。接著，呂教授帶領預習人精讀文獻，解讀重要段落及疑難詞句，詳細描述天師道
授籙儀式程序和所用文書，並結合田野資料，重點講解了儀式中高功法師閉氣運氣、存思上
天呈章的內秘功夫。呂教授向同學們展示了江西萍鄉玉虛顯應壇所保存手抄秘本《靈寶太極
秘煉》中的“老君骷髏圖”及《章秘雲路》中的“呈章飛行三界之圖”。“老君骷髏圖”註
明了人體各部位與天、地、鬼神世界的對應關係，高功正是根據此圖亦步亦趨地存思元神及
籙上吏兵如何上天呈章的。而“呈章飛行三界之圖”則形象直觀地展示了高功在存思狀態中
上天呈章的精神之旅。呂教授强調，高功在存思元神上天呈奏詞章的過程中，每經過一段路
程、一個環節或宮府，實際上都是存思元神到達身體某一個部位所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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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後，呂鵬志教授在課程微信群中分享了他指導四川大學宗教所碩士研究生林
法璋及我院碩士研究生趙允嘉兩位預習人完成的《<度仙靈籙儀>今譯》。趙允嘉還在群裏
向各位老師同學請教了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幾處問題：《度仙靈籙儀》“更令遷十將軍籙章
法”中“詣祭酒李乙，自保積治”一句難以理解，呂教授研究後認爲“積”字涉下文“積
如干年”而衍，應爲“詣祭酒李乙自保治”，意爲“到祭酒李某處，讓自己得到保護和治
療”；美國漢學家祁泰履(Terry Kleeman)教授在 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 一書第七章節譯了《度仙靈籙儀》部分內容，祁教授將“中
宮録署便曹隱職”譯爲“May they be recorded for appointment in the Central Palace
in an appropriate bureau and a stable position”，他認爲“隱”應爲“穩”，呂鵬
志教授同臺灣輔仁大學張超然教授討論後，贊同了這一觀點；祁教授與張教授均將“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斷爲“恩惟太上分別。求哀。”呂教授則保留不同意見，並在群中分享了
之前辯論此問題時的記録。隨後，群內師友各抒己見，共同探討了“中宮”和“三天曹”
等《度仙靈籙儀》中出現的重要概念。呂鵬志教授最後總結説道：“雖然難下結論，但經
過這些討論，感覺理解越來越深入。我和學生都有體會，要吃透文獻，確有必要綜合訓練
校勘、註釋和翻譯的能力。”

爲滿足更多學習者的需求，課程組於 2020 年 10 月 3 日周六晚間重播了本講課程録像，
多名海內外學子觀看後表示收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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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課程群課後討論

(來源：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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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巫能昌）

第五講 道教文獻（之二）：上清降誥《真誥》

王家葵教授首先概述《真誥》的源流，然後分四個部分分享自己的體悟。在第一個部
分中，王家葵教授“從陶弘景對顧歡《真跡經》的批評説起”，提出陶弘景雖將顧歡引爲
知己，卻批評他整理《真誥》多有不妥。針對這些批評，王家葵教授舉例並作解釋。他指
出，批評顧歡擡高許邁是因爲陶弘景作爲“宗教家”具有宗教敏感性，而貶低“道不同”
的許邁、王羲之；不滿“真跡”之名是因爲陶弘景作爲後來編輯者以顯示與顧歡不同或作
爲士大夫不願擡高佐吏楊羲；批評顧歡不辨真僞是因爲陶弘景作爲書法家能有效鑒別手跡。

在第二個部分中，王家葵教授談論“陶弘景對降真文
獻的編輯處理”。他根據《本草經集註》認爲《真誥》原
本可能爲十卷，後分爲二十卷；根據陶弘景對於佛教態度
的兩次大轉變，認爲不排佛的《真誥》主體部分應於齊代
完成。並指出《真誥》創造性地以朱墨紫書來區分文本，
朱墨雜書的樣式也應用到《周氏冥通記》《本草經集註》
文獻，今天我們可通過吐魯番出土的《本草經集註》朱墨
分書寫本依稀想見《真誥》原貌。通過《真誥》註，王家
葵教授分析《周氏冥通記》中陶弘景註之“一本”，或爲
“本”之衍寫，或爲陶弘景故弄玄虛，而非爲別本之義。

2020 年 10 月 14 日晚，著名學者王家
葵教授應邀在 zoom 視頻會議室主講西南交
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課程第五講——
“《真誥》文獻學識小”。該節課程由西南
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呂鵬志教
授主持，王家葵教授主講，博士生張晨坤、
碩士生于金鐸作預習人。參與該課程的有來
自海內外十餘所高校的師生 90 餘人，及王
家葵教授愛貓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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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張晨坤）

在第三個部分中，王家葵教授通過“陶弘景自引《真誥》”，討論了陶弘景其他著作
與《真誥》相關的異文，分別是“有裨於校勘者”，如《本草經集註》“石腦條”兩處引
《真誥》；“恐屬於陶弘景自己誤記”者，如《周氏冥通記》似誤記周太賓爲蓬萊右大夫；
“陶弘景不引《真誥》”者，如《真誥》卷六“服朮敘”的數十字在《本草經集註》“朮”
條省爲其他六字。

最後，在第四個部分“陶註研究”中，王家葵教授例舉陶弘景註《真誥》卷十六中的
“遺腳一骨”，指出陶弘景的宗教敏鋭性和在神學上的專門性。並以此指引聽眾思考，結
束課程。呂鵬志教授致辭表示感謝。

課後，“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微信群展開了熱烈討論。大家首先表達了對王家葵教授
愛貓的喜愛，紛紛表示這是一隻可愛且靈性的貓咪。隨後黃曉芊提及“王羲之父子爲許邁
作傳一事”，提問是否還有相關文獻記載？王獻之年紀很小，王羲之父子之子應該不是王
獻之？王家葵教授回答應該只此一處有文獻記載，並肯定了其子不一定是獻之。呂鵬志教
授就王羲之之“告靈”、許邁之“奉隸真氣”、《真誥》卷七“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
致百痾”之“尚”、《登真隱訣》之“略斷絕”“受判”等問題與王家葵教授咨詢討論。
其中，關於“尚”字，王家葵教授引《本草經集註》等文獻證明“尚”應爲“上”，“事
上”連詞，意爲事奉尊上。呂鵬志教授則認爲“尚”通“上”，《真誥》無誤，“事上”
意爲事奉神靈，與後文“告玄妙”相通。張晨坤補充呂鵬志教授觀點，認爲回歸《真誥》
的宗教語境和陶弘景自引《真誥》的《本草集經註敘録》原文，都可證“事上”爲事奉神
靈之義。呂鵬志教授最後又補充兩點理由，一是“尚且”表示前後文是遞進，但此處不存
在遞進關係，二是陶註《真誥》多處説明《真誥》愛用古字，“尚”通“上”也算其中一
例。

《真誥》爲最難讀的道書，呂鵬志教授讚歎王家葵教授特別擅長各種陶著比較互證，
探賾索隱，以助理解《真誥》。通過王家葵教授在這次課程的悉心講授，大家也進一步了
解了《真誥》這部早期道教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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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道教文獻（之三）：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

呂鵬志教授講授《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分爲解題和重要段落講解兩個部分。在
第一部分中，呂鵬志教授先簡要介紹“古靈寶經”這一概念和國內外研究現狀，接著從四
個角度對“古靈寶經”之一的《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作了全面的解題。第一，目録
著録，呂鵬志教授著重分析著録《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的早期道經目録《靈寶經目》，
並指出該經目的首部校補還可再商榷。第二，版本校勘，呂鵬志教授首先説明完整的《太
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已經散佚，並舉內外證各一條以證明收入《道藏》的《太上洞玄
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和《太上大道三元品誡謝罪上法》原係《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
戒經》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隨後，他列舉了校勘此經發現的三處文字訛誤。第三，內
容提要，呂教授分別概括了《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和《太上大道三元品誡
謝罪上法》的主要內容，前者主要講述的是三元三官説及三元日信仰，後者主要講述三元
日所行“三元謝過之法”。第四，淵源流變，呂鵬志教授指出《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
的三元日是同時糅合天師道和佛教而創立的宗教節日，而此經創立的儀式“三元謝過之法”
後被改造成供養儀式，並以中元節儀式的形式流傳至今。

2020 年 10 月 21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
的“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第六講“道教文獻（之三）：古靈寶經《太上
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在 ZOOM 視頻會議室開講，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
學院呂鵬志教授主講，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碩士研究生陳夢、西南交通大學人
文學院碩士研究生楊金麗作預習人，聆聽課程直播和録播的師生逾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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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楊金麗）

第二部分是重要段落講解，這一環節以預習人朗讀原典，授課教師提問解釋重要概念
的互動模式進行。呂教授擇取《三元品戒經》的四個重要段落進行講解，分別是信仰部分
的“三元三官宮府曹署”“ 三元品戒百八十條”“緣對功德報應二論”和儀式部分的“三
元品戒謝罪上法”。他重點説明三元品戒百八十條是模仿借鑒佛教戒律制定的，漢傳佛教
的戒律在三元品戒中有所反映，而三元品戒按受戒對象分爲三個等次，也可能是受佛教“漸
受戒”觀念的影響。呂教授還指出“三元品戒謝罪上法”的核心內容是二十方懺，但《三
元品戒經》的二十方懺有大量脱文，可根據《無上秘要》卷五十二的引文和另外一部古靈
寶經《太上洞玄靈寶黃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校補復原。

課後，與課師生在課程微信群中就相關問題展開了討論。首先討論的是課堂上提及但
未及深入的“緣對功德報應二論”，“二論”即中國古代上誤先亡、下延子孫的承負説，
與佛教因果報應、自作自受這兩種報應理論。呂鵬志教授答道，道教報應説是融合中國傳
統報應論和佛教因果報應論兩種觀念而來，道教借用佛教的功德轉讓（迴向）説及相關的
功德法事（誦經、抄經、造像等）調和“二論”的矛盾。隨後又討論了天師道“老君百八
十戒”與靈寶三元品戒百八十條何者先出的問題。法國學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
在早期研究中認爲《老君百八十戒》成書時間較早，《功德輕重經》係整合改編《老君百
八十戒》而成。呂鵬志教授的觀點與施教授相反，他推斷“老君百八十戒”是五世紀初期
仿效靈寶三元品戒百八十條制立的，依據有二，一是“老君百八十戒”中環境保護的相關
戒條吸收佛教戒律，而道教大規模援引佛經始自古靈寶經；二是有確鑿的文獻依據表明道
教古靈寶經最先推出類似佛教戒律的系列戒條。新加坡佛學院紀贇教授、北京大學宗教學
系李薇博士等佛教專家也參與討論，解答群內許多佛教戒律方面的疑問，並列舉多種佛教
研究論著供參考，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的韓笑博士還慷慨地分享其精心整理的
早期佛教文獻的分類筆記，以俾大家研讀佛教律藏。

本講結束之後，“中國宗教文獻”課程之道教文獻也就暫時告一段落，通過這三講的
學習，大家對早期天師道、上清、靈寶經典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接下來，課程將進入
爲期六周的佛教文獻，一定會碰撞出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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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討論輯録

【摘要】2019 年 4 月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是

一次頗有創意的學術活動。工作坊以系列前沿學術講座的方式進行，講座由國際道教研究權威

學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領銜主講三場，並由國內該

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王家葵、周作明、王皓月、孫齊、呂鵬志等各主講一場，最後圍繞道教經典

研究方法展開綜合討論。系列講座不僅內容精彩紛呈，提問和討論環節也十分活躍。本文輯録

八場講座的內容提要和問答討論，討論的焦點是如何校勘復原道書文獻，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審

視早期佛道關係及道教的歷史、教團和儀式。主講人一致强調要采用文獻學的方法，同時也主

張吸取借鑒文學、叙事學、社會學、宗教學、考古學和歷史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

【關鍵詞】道教經典 佛道關係 真誥 登真隱訣 古靈寶經

Abstract: In April 2019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took a creative initiative in organizing a workshop on the study of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This workshop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 academic talks. Professor
Stephen R. Bokenkamp of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 of Daoist
studies, gave three talks and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The Chinese specialists, including Wang
Jiakui, Zhou Zuoming, Wang Haoyue, Sun Qi and Lü Pengzhi each gave one talk. The
workshop ended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Daoist scriptures. Not only were the talks brilliant, but also the Q&A sessions were animated
and lively. This article is a record of all eight talk summaries and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Daoist texts, these discussions took a new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at Daoist history, communities
and rituals. All the participant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hilology, while accepting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such as those of literature, narratology, sociology, religion,
archaeology, and histography.
Key Words: Daoist scriptu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Daoism; Zhengao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Dengzhen yinjue (Concealed Instructions on Ascending
to Perfection); ancient Lingbao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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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座“偷聽真人——《真誥》的英譯諸問題（二）”

演講人：柏夷 主持人：王家葵

三、講座“《真誥》校讀舉隅”

演講人：周作明 主持人：呂鵬志

四、講座“《登真隱訣》的輯佚和研究”

演講人：王家葵 主持人：羅寧

因爲主講嘉賓均是道教研究領域的知名

學者或青年新鋭，不僅主講內容精彩紛呈，

引起了在座聽衆的强烈興趣，而且提問和討

論環節也十分活躍。除主講嘉賓之外，來自

西南交通大學、香港大學、倫敦大學、賓夕

法尼亞大學、浙江大學、雲南大學、南京藝

術學院、西北大學、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

學等海內外高等院校的60多位師生聆聽了講

座並參與討論。本文輯録八場講座的提要和

問答討論的主要內容，謹供學界參考。

一、講座“偷聽真人——《真誥》的英譯諸問題（一）”

演講人：柏夷 主持人：王皓月

2019 年 4 月 19－21 日，新近成立的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在犀浦校區舉辦了首次

學術活動——“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 關於該工作坊，參見趙川、楊金麗：《“早期

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綜述》，《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4期。]工作坊主要針對明《道藏》

中的三洞經（上清、靈寶、三皇）和正一經，以系列前沿學術講座的方式進行。講座由國際道

教研究權威學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領銜主講三場，

並由國內該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王家葵（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周作明（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

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皓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編審）、孫齊（山東大學儒

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編輯）、呂鵬志（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等各主講一場，

最後圍繞道教經典研究方法展開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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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楊金麗、呂鵬志）

八、講座“當天師教團遭遇‘三洞寶經’——重新叙述六朝道教史的一個嘗試”

演講人：孫齊 主持人：周作明

演講人：柏夷 主持人：王皓月

王家葵：《登真隱訣》的輯佚和研究

呂鵬志：道教中元節起源新説孫齊：重新叙述六朝道教史的一個嘗試

>>工作坊詳情

周作明：《真誥》校讀舉隅

五、講座“叙事學視野中的漢譯佛經與道教靈寶經”

演講人：王皓月 主持人：陳平

六、講座“從《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到《太上洞玄靈寶中元玉京玄都大獻經》

——道教中元節起源新説”

演講人：呂鵬志 主持人：向仲敏

七、講座“《靈寶經目序》導讀”

演講人：柏夷 主持人：孫齊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24&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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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呂鵬志、趙川）

著名學者王家葵教授爲本中心及通訊題字

應中心主任呂鵬志教授之邀，著名學者王家葵教
授爲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及其通訊《神州
研究》題字。

王家葵係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兼任中國藥學會
藥學史本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四川省書法家協
會副主席、四川省書法家協會理論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藥與臨床》雜志副主編。研究涉及本草文獻、道
教歷史、書法藝術等領域。主要著作有《神農本草經
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陶弘景叢考》
（齊魯書社，2003），《近代印壇點將録》（山東畫
報出版社，2008），《近代書林品藻録》（山東畫報
出版社，2009），《登真隱訣輯校》（中華書局，2011），
《真靈位業圖校理》（中華書局，2013），《養性延
命録校註》（中華書局，2014），《唐趙模集王羲之
千字文考鑒》（中華書局，2016），《玉吅讀碑》（四
川文藝出版社，2016），《本草綱目圖考》（科學出
版社，2018），《瘞鶴銘新考》（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周氏冥通記校釋》（中華書局，2020 年），
《本草文獻十八講》（中華書局，202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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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研究——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2020.12）

主編：呂鵬志 侯沖 宗樹人(David A. Palmer) 陳平

本期執行編輯：吳楊 甘沁鑫 甘雪松（Jacopo Scarin） 褚國鋒

本期助理編輯：張晨坤 毛春力 薛聰 楊金麗

· 主辦：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電郵地址：CSCR_SWJTU_NL@163.com

辦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學犀浦校區 2 號教學樓 2311

郵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學犀浦校區 8 號教學樓人文學院哲學所

網站地址：cscr.swjtu.edu.cn

《神州研究——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係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主辦電子版

期刊，主要刊載海內外中國宗教研究資訊。

Shenzhou Studies :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is the digital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It is a venue for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field of Chinese religions .

© 2020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

mailto:CSCR_SWJTU_NL@163.com

	封面
	中心簡介
	目錄
	學術活動
	·“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綜述 
	· 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志遠博士學術講座紀要——北朝佛教造像碑銘整理方法芻議

	近期論著 
	著作
	· 林佳恵《 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古霊宝経》出版
	· 許詠晴《〈論語〉中的喪祭與鬼神觀研究》出版 
	· Poul Andersen, The Paradox of Being: Truth, Identity, and Images in Daoism 
	· J. E. E. Pettit and Chao-jan Chang，A Library of Clouds: The Scripture of the Immaculate Numen and the Rewriting of Daoist Texts
	. Franciscus Verellen, 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論文
	· 曹凌《敦煌本〈元陽經〉研究——佛道經典比勘研究之一例》 
	· 紀贇《佛陀最後的午餐：古典佛教中的僧俗互動模式及其對東亞佛教的影響》
	· 聶順新《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爲 中心》
	· 陳志遠《六朝的轉經與梵唄》 
	· Gil Raz,“ Local Paths and the Universal Way: Daoism and Local Religion in Medieval China”


	教學活動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 1-6 講課程紀要 
	· 第一講 課程導論：“中國宗教文獻”課程的內容、目的和方法——以論文《敦 煌寫本 P. 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校補解題》爲例
	· 第二講 早期中國宗教文獻：《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祭祀志》
	· 第三講 儒教文獻：《周禮·春官宗伯第三》《禮記·祭統》《儀禮·士喪禮》 
	· 第四講 道教文獻（之一）：天師道經典《度仙靈籙儀》 
	· 第五講 道教文獻（之二）：上清降誥《真誥》
	· 第六講 道教文獻（之三）：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



	交流討論 
	· “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討論輯録 

	其他資訊
	· 著名學者王家葵教授爲本中心及通訊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