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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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簡介

中心名譽主任

勞格文（John Lagerwey）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監教授

中心主任

呂鵬志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https://cscr.swjtu.edu.cn/intro?sort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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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學青年學者論壇

2021 年 5 月 14 日晚，佛教學青年學者論壇在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會議室 X8210 順利舉行，此

次論壇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與西南交通大學中

國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

思躍”系列講座之一。論壇共分四場，主講人分別

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

想、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祖榮、上海社會

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孔雁和上海師範大學

哲學系副教授伍小劼，主持人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

學院講師甘沁鑫擔任，與談人爲四川警察學院偵查

系林健老師、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何松蔚

老師。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沈如泉副院長，呂鵬

志、崔罡、吳楊、趙川、唐麗娟等老師，西南交通

大學科研處袁琳老師以及來自西南交通大學、四川

大學的數十位碩、博士研究生參與了論壇。

1．“佛教中國化”舉隅——淨土觀念的淵源與發展

論壇第一場由李想老師主講。李想老師的演講圍繞著“淨土”觀念的產生與演變展開，
尤其關注此觀念從印度傳入中國後產生的新變化。淨土宗與禪宗是當今中國佛教中最主流的
兩支，雖然淨土宗出現較晚，但“淨土”信仰從公元一世紀大乘佛教剛出現起就已經非常流
行了。“淨”字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並不具備精神、宗教層面上的含義，僅爲“空間整潔”
之意，而“淨”在梵文中所對應單詞śuddha 還可以指代遠離煩惱的狀態。此次講座主題的兩
個核心問題也由此引出，一是宗教意義上的“淨”是什麼，二是“淨土”是以何種標準構造。

淨土信仰的出現受到了部派佛教時代過去佛、彌勒信仰、大眾部“十方世界有佛說”以
及大乘佛教功德迴向等因素的影響。在我們熟知的阿彌陀佛淨土之前，《道行般若經》等經
中記載了一個過渡性的阿閦佛淨土，二者的故事模型雖然相似，但阿閦佛淨土中仍保留了很
多早期的佛教傳統，阿彌陀佛淨土中則僅有部分北俱蘆洲、拘舍婆提、欲界和色界天等早期
佛教神話中超自然世界的元素。阿彌陀佛淨土與大乘佛教佛塔信仰緊密關係，還可能受到印
度本土神話和波斯宗教信仰的影響。但“淨土”一詞實際上是在漢譯佛經中新出現的概念，
印度佛典中只有“佛國”（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日本學者藤田宏達認爲鳩摩羅什於
406 年翻譯的《維摩詰經》中“淨佛國土”這一動賓結構在其同年所譯另一部佛典《妙法蓮華
經》中演變爲形容詞-名詞結構的“淨土”以指稱“佛國土”。而那體慧（Jan Nattier）、
辛嶋靜志等學者則認爲是支謙錯誤地將“配置”（vyūha）和“淨”（viśuddha 或 viśubha）
混同譯爲“嚴淨”，成爲“淨土”一詞的重要來源。但李想老師認爲 vyūha 和 viśubha 可能
在歷史上曾以共同的單詞 viyūbha 書寫，這使得“配置”與“淨”成爲這一單詞同時擁有的
兩層雙關含義。竺法護、鳩摩羅什、玄奘等人對支謙譯法的沿用也可以證明支謙並非錯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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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用了二者。辛嶋認爲支謙是將 buddhakṣetra-guṇavyūhālaṃkāra（嚴淨佛土）一詞中 gu

ṇavyūha（功德配置）譯爲“嚴淨”，而李老師則認爲“嚴”實際譯自 alamkāra（裝飾、

美化），實際上是將“嚴”字形容人打扮整潔的意思延伸到國家上，在後世更衍生出“莊

嚴”一詞。這兩層含義在大乘佛教思想上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維摩詰經》中，佛

土的莊嚴與佛土的清淨是息息相關的，又進一步與心的清淨緊密相關，不離“淨”字遠離

煩惱的含義。淨土思想與傳統佛教間的張力正在於此。淨土雖然由心淨而來，但仍是一個

外部的理想世界，寄託了古代印度人民對美好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渴望和追求。《維摩詰

經》中“隨其心淨，則國土淨”是從菩薩的角度闡釋“心淨土淨”的問題，而“若人心淨，

便見此土功德莊嚴”則說明不同福德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情狀，如釋迦牟尼成佛後的娑婆世

界仍不“清淨”。對此問題又可以參考《大般涅槃經》中悲心深重的菩薩捨淨土而救度五

濁惡世中的煩惱眾生的說法，或是將其理解爲《華嚴經》和《梵網經》中包含了娑婆世界

的蓮花藏世界系統。

最後，李想老師總結了“心淨土淨”與“淨”字兩層含

義的關係，菩薩通過淨心得到能接納眾生的清淨佛國，而眾

生能看到配置美好、功德莊嚴的佛國土。也正因如此，才在

漢語中出現了“淨土”概念，明確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深

入地討論漢地淨土的相關問題。

2．《說無垢稱經疏》研究三題

論壇第二場，楊祖榮老師作了題爲《〈說無垢稱經疏〉研究三題》的報告。楊老師分

別從《說無垢稱經疏》的作者、《說無垢稱經疏》對鳩摩羅什舊譯《維摩詰所說經》的批

評、《說無垢稱經疏》與《維摩詰經》的註疏傳統三個方面進行了講授。楊祖榮老師首先

介紹了《說無垢稱經》，此經實爲玄奘對《維摩詰經》（鳩摩羅什譯）所作的一個新譯本。

而《說無垢稱經疏》是玄奘弟子窺基在講解舊譯《維摩詰經》過程中逐步创作的註疏，又

在較長的時間裏反復修改最終完成的，其中涉及到了玄奘一系對羅什譯本的批評。

其次，楊老師講解了關於《說無垢稱經疏》作者窺基的兩個問題。首先是其名字的問

題。窥基正名爲“基”，此已爲學界共識，但學者們對於從“基”到“窺基”的轉變則有

不同觀點。傳統上一般以避諱解釋，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在細節上各有不同意見，但均認

爲窺基“諱窺”是因宋人避諱唐玄宗本名而成，然此說難以解釋爲何選擇略帶貶義的“窺”

字。另一種觀點則因在玄奘譯場中恰有兩位擔任“筆受”職位的僧人，一名窺、一名基，

認爲“窺基”可能是二人名字的連寫。但限於史料不足，對此問題仍難下結論。接著，楊

祖榮老師介紹的是窺基傳記書寫的問題。窺基之傳記共計十三種，其中《成唯識論掌中樞

要·卷上本》《心經幽贊·序》《成唯識論·後序》《唯識二十論·後序》《唐太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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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製基公贊記》五種撰於窺基在世之時。通過對比這些傳記的內容可以發現，窺基的形象

和其在玄奘譯場中的地位是逐步被塑造建構出來的，未必是史實。

隨後，楊祖榮老師講授了窺基在《說無垢稱經疏》中對鳩摩羅什所譯舊經的批評，他

認爲這種批評是玄奘一系建立其新譯權威和彰顯自宗的重要舉措。窺基對舊譯的批評主要

在對教名（即經名）、品名和具體內容三個方面上，如果要建立窺基的批評體系，那麼又

可以劃分爲對舊譯譯文的批評、對羅什本人的批評和對基於羅什舊譯的註疏傳統的解構三

個層面。但實際上，窺基的批評及其所持的理由多不太充分，對羅什本人的貶低也更多是

藉此消解其譯本權威性。

最後，楊老師概括性介紹了《說無垢稱經疏》與

《維摩詰經》註疏傳統間的關係。雖然窺基有非常強

烈的解構羅什舊譯註疏傳統的意願，但顯然未能成功，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一傳統。所以在《說無垢

稱經疏》中可以看到解構與延續之間的張力。

3．“法緣宗族”：作爲宋代曹洞宗的社會身份和組織模式

孔雁老師作了第三場演講，題爲《“法緣宗族”：作爲宋代曹洞宗的社會身份和組織

模式》。孔老師首先以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強調的血緣、地緣、法緣三種

組織模式及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副教授在《佛教“法緣宗族”研究：中國宗教組織模式探

析》一書中對明清時期佛教法脉譜系宗族化問題的研究引入本場演講的主題。孔老師認爲，

雖然不少專門研究宗族問題的學者並不承認宋代存在宗族，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將這一視角

引入宋代禪宗宗派研究中。

法缘宗族在僧團中得以發揮實際作用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嗣法關係的建立，但嗣法關係

並非是線性，而是錯綜複雜的，其構建也會隨歷史語境和禪師的個人認同、個人需求而轉

變。如慧照慶預從芙蓉道楷出家剃度，本與丹霞子淳同輩，後又嗣法於丹霞子淳，變成了

丹霞子淳的晚輩，但其個人仍將自己視爲道楷的弟子。在芙蓉道楷圓寂七年後，慧照慶預

在大洪山任職時將道楷的尸骨從芙蓉湖遷至大洪山。莫舒特認爲慶預藉此將道楷在大洪山

的經歷從一年誇大到五年，是爲了強化與道楷的聯繫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但孔雁老師認

爲這是對文獻的誤讀，慶預並未偽造道楷的經歷，五年實際上是指慶預在大洪山的時間。

這種法脈認同可能只是表現出慶預和道楷間的師徒情誼更爲深厚。接著，孔老師講解了宋

代曹洞宗這一新法緣宗族中的權利和義務。她認爲在同一法脈中的僧人關係類同兄弟，互

相幫助被視爲責任和義務，屬於常情；而超越法脈，幫助其他法脈的僧人則會被視爲道德

高尚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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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孔老師又闡述了法緣宗族和禪宗叢林十方制間的張力。曹洞宗的法脈運作實際

上是在十方制下甲乙制剃度家族的一個變種，僅是將傳承關係由“戒子”改換爲“法子”，

剃度儀式替換爲出世嗣法的開堂儀式，將發展地點從同一律院內部換爲了各地的十方叢林。

這種模式雖然較爲鬆散，但仍是一種“宗族”模式，仍能保證宗派內部的人脈網絡和資源

共享。雖然曹洞禪師多在十方叢林任職（甚至很多寺廟是從曹洞禪師時由甲乙寺改爲十方

叢林），但他們卻仍能保證同法脈的僧人繼承住持之位，其關鍵在於曹洞禪師與地方官員

的私人關係。最後，孔雁老師簡略介紹了曹洞法緣宗族中的地緣因素。曹洞宗禪師中存在

大量四川人，可見在法緣之外，地緣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孔雁老師總結道，曹洞宗的法脈譜系不僅爲禪師們提

供了一個神聖家族的身份，也同樣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社會

身份。士大夫也同樣以類同世俗家族的方式來定位禪師。

同時，法緣宗族也是一種組織模式，同一法脈譜系的長輩

有責任提攜後輩，而後輩也有義務贍養、安葬長輩。同一

法緣宗族間的成員互相支持被視爲一項重大的責任和義務，

成員可以從中獲取他們所需的社會資源和住持寺廟的機會。

在十方叢林中的法脈運作模式實際上是甲乙寺的一個變種，

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只不過沒有甲乙寺那麼強的獨立性

和穩定性，而且一定要通過地方官員的影響才能在一座寺院中有序傳承。

4．日本藏中土佚失疑偽經《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介紹與初步研究

論壇最後一場演講，伍小劼老師分享了對於《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以下簡稱

《度星經》）的研究。日本京都上京區臨濟宗寺院興聖寺保存了較多平安時代的古寫經。

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就興聖寺古寫經作了一次調查，並出版《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

其中著録了《度星經》。曾有學者提出七寺本《招魂經》與東寺本《招魂經》是此《度星

經》的一個小本。還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根據東寺本《招魂經》題名《灌頂度星招魂斷絕

復連經》，確認了《招魂經》即是經録中所載《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

《度星經》首見於僧祐的記載，《法經録》也著録了此經，《開元釋教録》等經録基

本承襲了《法經録》中的說法。《招魂經》也見於《法經録》的記載，在眾多經録中亦被

稱爲《招魄經》《招魂魄經》等。《招魂經》《度星經》在中土均已佚失。興聖寺藏《大

灌頂經》卷第一首題《佛說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但實際上包含了三種不同文獻，

除《度星經》外，還有《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諸比丘咒經》和《灌頂冢墓因緣四方神咒經》。

同時，相較七寺本，東寺本《招魂經》中還有額外兩條咒語，這兩條咒語亦不見於興聖寺

本《度星經》。但僅以文字內容多寡認定《招魂經》爲《度星經》小本，證據還不充足。

更可能是此經有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東寺本及七寺本的《招魂經》與《度星經》可能源

自不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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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聖寺本《度星經》的重點在於列舉了亡人所屬的二十八宿的度星數，使其度脫地獄，

並強調亡人不能復連生人。但因爲文字簡略，並未交代招魂度星經法的詳細儀程，也未記

載生人與亡人間的關係。但北魏寇謙之《老君音誦戒經》中反復提及了一種超度亡人的“度

星”儀式，可見在南北朝時期度星儀式已經在流行。同時，在《太上洞神洞淵神咒治病口

章》中多處文字與興聖寺本《度星經》相同。此外，《太上濟度章赦》中“斷絕復連章”

明確註明“度星齋用”。結合這兩部道經及《度星經》，我們可以知道度星齋的主要內容

是爲了請道官上章使亡人不再復連生人。而《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中更是多次提及了度星

齋，並記載了度星齋的儀式過程和所用儀式文書。雖然在時間上與南北朝相距較遠，但考

慮到儀式傳統的延續性，這些記載仍然有助於我們認識南北朝時期的度星齋。

如前述，興聖寺本《度星經》中抄録了三種不同文獻，可能是因爲其應對著不同的功

能。《度星經》本身是爲了安撫死者，解決復連生人的問題，其中的焦點是非正常死亡的

亡人。而《灌頂冢墓因緣四方神咒經》是解決橫死鬼變化成精怪爲惡的問題。如果將這兩

部經及相應儀式配合使用，則能構成一個中國佛教處理人死後靈魂問題的完整儀式。

綜上，《度星經》應有不同系統，東寺本與興聖寺本

間的關係還有待研究；以目前的材料，還難以確定《招魂

經》是《度星經》的小本；可以參照道經幫助我們認識度

星招魂經法，補充其儀式過程；從南北朝至宋元，度星招

魂經法自成系統，其內容隨著時間逐漸豐富；度星招魂經

法明顯受道教影響，但若要進一步研究，還應多加搜集相

關佛教材料；可以以度星招魂經法和度星齋爲線索，探討

度亡儀式的發展。

在每一場演講結束後，主持人甘沁鑫老師均略加評議。幾位主講人同與談人、參與師

生就道教上清經中以“盛”代“淨”、窺基進入玄奘譯場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曹洞宗

法脈傳承中的經濟因素、度星招魂經法與度星章的儀式原理是否相同等問題進行了交流討

論。

（來源：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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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詹石窗）

卿希泰、詹石窗主編《中國道教通史》（全五卷）

本書是一部道教通史性著作，350 萬字，分爲五卷。全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爲根本
指導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客觀總結了道教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規律，
對道教自身的發展與道教同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關係都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探
索，堅持史論結合，努力挖掘和正確評價了道教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全面地總結、分
析了道教思想的基本特徵和它的教理教義、道規儀范、修煉方術等等；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國道
教史研究的學科體系，以道教本身發展的歷史進程爲基本線索，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道教歷史
分期；通史與專史結合，以道教產生、改革、宗派衍化爲綱，以著名道教人物、主要道教經籍
爲目，剖析了各宗派發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論述了道教著名人物的事蹟和思想；探討了道
教同儒、釋的相互關係，闡發了它對中國古代化學、天文學、醫藥學、養生學以及中國古代學
術思想發展的意義。該書描繪了一幅中國道教發展的全景圖。

卿希泰（1927-2017），四川省三臺縣
人，原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四川大學哲
學系創建者之一，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創
所所長，我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中國
道教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國際知名的道教
研究權威學者。卿希泰先生主編的《中國道
教史》（四卷本）、《中國道教思想史》（四
卷本）是中國道教研究領域的標誌性成果。

詹石窗，四川大學傑出教授（兩院院士
待遇），我國著名的道教學研究專家、易經
研究專家、中國哲學史專家、國務院政府特
殊津貼專家。主要著作有《道教文學史》《易
學與道教符號揭秘》《道教文化十五講》《中
國道教思想史》（副主編）等三十餘部。

內容簡介

主編簡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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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 1 月

《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
1911》通過嚴格的學術考證、釋讀和整
理，將 1819 至 1911 年新加坡華文銘刻
文物資料彙編成冊，收録銘刻文物一千
餘件，包括碑刻、匾額、楹聯等，以圖
文並茂的史料呈現近代新加坡華人的
歷史。

丁荷生、許源泰編《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上下冊）

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
著名漢學家，現爲新加坡國立大學中
文系主任。英文著作有《三一教的教
主》《中國東南的道教儀式與民間信
仰》《莆田的儀式聯盟》（合著 2
卷）等。與鄭振滿合編《福建宗教碑
銘彙編》，已出版興化府分冊、泉州
府分冊和漳州府分冊。

許源泰，博士，現爲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南洋
理工學院兼職講師。著有《沿革與模
式：新加坡道教與佛教傳播研究》，
合編《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

內容簡介

（來源：丁荷生、許源泰）

點擊查看更多介紹（https://mp.weixin.qq.com/s/ZNVq7PA2FZsWoTGkfMmV2A）

作
者
簡
介

https://mp.weixin.qq.com/s/ZNVq7PA2FZsWoTGkfMmV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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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作者長期耕耘之道教文獻、文
學及儀式三個領域，甄選代表性論文十三
篇，涉及道教文獻校勘、復原、輯佚、辯
證，古典小説與道釋關係，孤魂救濟及科
儀編撰等議題。

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 年
2 月

許蔚，男，1983 年生，江西進賢
人，文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文系副
教授，主要從事道教文學、道教文獻
學、宋明道教史、佛道交涉、道教與
民間宗教寫本、陽明學與道教關係研
究。

許蔚《道教文學、文獻與儀式：許蔚自選集》

（來源：許蔚）

序 / 黎志添 Ⅰ

《左傳》、《國語》易例之於《周易》之文本意義／1

唐人寫本《靈飛經》與《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的

復原／11

《華陽隱居真誥》校讀記暨白玉蟾所據爲《類說》考

／43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所見《真誥》校讀記／67

劉阮故事的文本層次、語境變遷與意義轉移／81

《全宋詞》葛長庚部分訂補／95

元刊《鍾呂二先生修真傳道集》校讀記兼談《修真十

書》的成立／113

《一炁之妙•滿江紅》攷述暨莫月鼎遺說輯證／135

呂洞賓與《金瓶梅》的創作及改作／153

魔力的文學與文學的魔力——《西遊記》研究二題／

163

實齋論稗——觀念、文本與指向／205

孤魂考——道教與中土佛教幽科中一種類型化幽靈的

生成／217

風動幡動——《先天斛食濟煉幽科》中的禪宗公案兼

談近世道教科儀編撰問題／251

一位東鄰道教史家／269

敘／273

目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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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公成《東亞佛教史》

（來源：石井公成）

東京：岩波書店，2019 年

２ 受容期の中国仏教
３ 鳩摩羅什による大乗仏教の主流化
４ 『涅槃経』の衝撃

第三章 廃仏と復興
１ 反発の高まり
２ 北魏の廃仏と擬経
３ 復興から繁栄へ
４ 南北朝後半期の仏教

第四章 中国仏教の確立と諸国の受容
１ 華北の禅宗と三階教
２ 江南の摂論・三論学派と天台宗
３ 北周の廃仏と隋の復興
４ 周辺諸国の展開

第五章 唐代仏教の全盛
１ 唐の仏教政策
２ 学派・宗派の盛衰
３ 禅宗の発展
４ 唐代文化への影響

第六章 東アジア仏教の定着
１ ベトナムの禅宗流行
２ 統一新羅の仏教隆盛
３ 日本での受容と宗派の形成

第七章 禅宗の主流化と多様化する鎌倉仏教
１ 北宋・南宋と遼・金
２ 独立したベトナムの仏教
３ 高麗の仏教
４ 日本仏教の隆盛

第八章 近世の東アジア仏教
１ 明清期の衰退と復興
２ ベトナム
３ 李氏朝鮮
４ 南北朝から江戸の日本

おわりに――近代仏教への道

あとがき
参考文献――東アジア仏教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

索引（仏名・神名・人名）

目次

序 章――相互影響の東アジア仏教史
１ 釈尊観の変化と伝播のあり方
２ 漢字文化圏の仏教
３ 異文化との交渉

第一章 インド仏教とその伝播
１ 仏教の誕生
２ 釈尊入滅後のサンガ
３ 花開く大乗仏教
４ 大乗思想の展開
５ 西域と南海ルート

第二章 東アジア仏教の萌芽期
１ 中国への仏教伝來

目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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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Mozina, Knotting the Banner:

Ritual and Relationship in Daoist Practice

In the hills of China’s central Hunan province, an

anxious young apprentice officiates over a Daoist ritual

known as the Banner Rite to Summon Sire Yin. Before a

crowd of masters, relatives, and villagers–and the entire

pantheon of gods and deceased masters ritually invited to

witness the event–he seeks to summon Celestial Lord Yin

Jiao, the ferocious deity who supplies the exorcistic power to

protect and heal bodies and spaces from illness and

misfortune. If the apprentice cannot bring forth the deity, the

rite is considered a failure and the ordination suspended: His

entire professional career hangs in the balance before it even

begins.

This richly textured study asks how the Banner Rite

works or fails to work in its own terms. How do the

cosmological, th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assumptions

ensconced in the ritual itself account for its own efficacy or

inefficacy? Weaving together ethnography, textual analysis,

hese days ami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of rural

life in the post-Mao era.

Written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D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Knotting the Banner will also appeal to

anthropologist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ist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on ritual.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June 2021

David J. Mozina 莫達夫 studies

contemporary Daoist ritual in central

Hunan, and the roots of that ritual in Song,

Yuan, and late imperial ritual traditions.

He strives to combine deep ethnography

with historical-textual study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logi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the vibrant

religious life of that region.

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來源：David J. Moz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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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柘潭《中古佛教行像儀式的興起及其本土化》

>>論文全文

【摘要】由於觀看“行像”與禪觀“行像”具有等同的功德，在信仰層面
出現了行像儀式對禪觀行像的摹仿和重現。作爲一種受信眾瞻觀禮敬以獲
得解脫和庇佑的宗教活動，行像儀式從印度通過西域傳至中國，自興起時
便不斷經歷本土化的轉變，這一過程得到了全民性的參與和推動。行像儀
式不僅承載著信眾尊崇和祈福的精神寄託，也爲維繫社會穩定發揮過重要
作用。
【關鍵詞】行像儀式；禪觀行像；本土化；世俗化；全民性

(來源：張柘潭）

載《佛學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58-175 頁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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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P.2861+2256）所載“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
成書先後的問題，是近年來中古道教史研究中熱烈討論的課題。不過,在以往的研究
中,學界關注的主要是該經目著録全部 47 卷古靈寶經中標有“已出”的 32 卷。而對
於其中標有“未出”的 15 卷 12 種古靈寶經,討論則略無涉及。在通常的理解中，“已
出”靈寶經是指在陸修静撰作經目時,已經作成並在世間流傳的經典；而“未出經”
則是陸修静時尚未作成，而在北周《無上祕要》成書之前陸續問世的晚出靈寶經。
這一基本預設並非定論。通過對陸修静編目原理以及對這批“未出經”的内容分析，
我們認爲“未出經”並非在陸修静的時代尚未作成，而極有可能是當時已經流傳於
世，只是被陸氏主觀判斷爲“偽經”的一批早期靈寶經。將“未出經”納入早期靈
寶經的範疇中，或能幫助我們重新反思關於靈寶經成書先後的討論。
【關鍵詞】古靈寶經；元始舊經；仙公新經；未出經；道教目録學

載《中外論壇》，2021 年，第一期，第 3-37 頁

>>論文全文

孫齊《古靈寶“未出經”研究》

(來源：孫齊）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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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净明法雖然在許遜信仰的層面及“净”字符等具體符法方面可以向前追溯至晉唐時代
的孝道派，但其成立却是在南宋建炎二、三年間，在此之前至少在名義上是不存在净明法的。
孝道派的經典如《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雖然有部分保存下來，並得以收入《正統道藏》，但
是否被南宋净明法所接受，就目前的認知而言尚不清楚。實際上，無論是《慈善孝子報恩成道
經》還是作爲許遜聖傳的《孝道吴許二真君傳》，本身也都不包含法術内容。至於《赤松子章
曆》所提到的《孝道仙王一十八階徵山神將籙》雖然未保存下來,從名字看應是神將名録，也可
能包含圖像。而這一“神將籙”是否爲南宋净明法新出的“净明院”所吸收而成爲净明法部中
神王將吏的組成部分，由於資料的缺乏，也無法論證。

拋開這些與晉唐孝道派的脆弱聯繫不論，作爲一種新興道法，南宋净明法的法術與儀式實
踐，就《正統道藏》中所保存的文獻而言，主要見於《太上靈寶净明入道品》《太上靈寶净明
秘法篇》《靈寶净明大法萬道玉章秘訣》《太上靈寶净明飛仙度人經法》等，此外，還有一些
諸如《靈寶净明院行遣式》《太上净明院補奏職局太玄都省須知》等文檢與職格的彙編，涉及
傳度、度亡、驅邪等諸多方面，應該說還是比較豐富的。儘管如此，除個别儀節外，幾乎找不
到對比較完整的净明法立成之儀的描述或轉述。不過，净明法的儀式、符法及戒律中的某些内
容，由於南宋以降湧現的科儀書特别是《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等多種靈寶法文獻的批判、徵引或改編，得以
融入道教儀式發展的洪流，成爲近世道教科儀特别是幽科的構成要素。

(來源：許蔚）

載《新宋學》，2018 年，總第七輯，第 379-422 頁

許蔚《作爲靈寶法的淨明法——

南宋淨明法的批判與接受兼談近世道教幽科幾個要素》

>>論文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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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酒井規史）

載《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25 号，2008 年，第 115-135 頁

はじめに：六朝の梁代に天師道によって整備された教團制度は、唐代にお
いてほぼ完成された。唐代の道士は天師道の受法のカリキュラムにしたがって
經籙を傳授され、傳授された經籙の位階に應じて法位が與えられていた。その
後の宋代においても、唐代と同樣の制度が存續していった。

その一方で、南宋時代になると、天師道の道士たちは「道法」の傳授も受
けるようになった。天心正法や雷法といった「道法」は北宋の末期から起こり、
南宋時代には非常に流行した。道士たちは、自らが用いる「道法」に由來する
職名も稱號の中に取り入れていった。

本稿では、南宋時代の天師道の道士の稱號が、經籙の傳授による法位と「道
法」の職名から成っ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また、稱號を分析することで、
南宋時代にはける道士の修行の過程についても明らかにしてみたい。

>>論文及譯文全文

酒井規史《南宋時代の道士の稱號 -經籙の法位と

「道法」の職名-》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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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of what we know of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concerns religious virtuosi,

the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But often, in texts focused on them, we glimpse the

activities of some of the surrounding laypersons whose responses to virtuosi are in many

cases the reason we have the texts in the first place. We possess normative writings of various

kinds prescribing how laypeople should or should not practice religion. Evidence of how they

actually did practice religion is harder to find. This modest article attempts to fill a very small

part of this gap. I argue that, from at least the late third century, some households in China

were furnished with a special room reserved for Buddhist observances, in effect a domestic

shrine. I will show what these rooms were used for and something of the significance they

were thought to have. >>論文及譯文全文

Robert Ford Campany, “Abstinence Halls (zhaitang 齋堂)

in Lay Households in Medieval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2015, volume 1, pp. 1-21

(來源：Robert Ford Campany）

Abstract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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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道教儀式” 線上課程第 1-6 講紀要

第一講 課程導論暨道教正一科儀紀録片放映會

2021 年 3 月 3 日晚，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

研究中心開設的2020-2021

學年春季學期“道教儀式”

線 上 課 程 正 式 開 課 。

2019-2020 學年春季學期，

本課程首次以線上國際研

討班的形式開展，講授道教

儀式的歷史與現狀，培養研

究生閱讀儀式文獻的能力

和對儀式研究的問題意識，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好評。本學期課程以此國際研討班的

教學録像爲主要教學內容，録像播放完畢後，由主講人或本校教師就録像內容引導學生討

論，或回答相關問題。課後由預習人在主講人的指導下撰寫課程紀要，並刊載在西南交通

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神州研究》“教學活動”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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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使同學們對道教儀式有更直觀的瞭解和認識，此次課程播放了正一科儀紀録片供
大家學習交流。呂鵬志教授分別介紹了《百解符》、《普濟道院經籙科儀》和《陳榮盛生
命史暨科儀展演介紹》這三部紀録片的背景和內容。紀録片播放結束後，勞格文教授針對
“符”字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爲“符”是形而上的字，通常與“諱”聯繫，代表看不
見的“神”。此外，勞教授提到中西宗教的差異，即基督教是一個重視傳教的宗教，而道
教做法事時則不會向旁人講授所進行的儀式活動的意義和方法。

在接下來的討論環節中，吳楊老師針對紀録片的內容，分別向勞格文教授和臺灣政治
大學林振源教授提出“學界與宗教界的互動關係”以及“臺灣道派在地域上的區分”兩個
問題。勞教授認爲學者與道長更多的是合作交流、互相學習的關係，他認爲田野調查的主
要內容就是向道長學習現存道教儀式的內容和方法，這也是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
之一。林教授從儀式細節上對臺灣道派進行區分，地域的區別主要是“南靈寶、北正一”。

最後，臺南陳榮盛道長的“潁川道壇”再次引起了師生們的討論。在去年的“道教儀
式”課程上，許多師生就曾討論過這個主題。薛聰同學轉述了去年呂鵬志教授的觀點：“江
西戴禮輝道長的‘顯應雷壇’亦屬於‘潁川道派’，戴家是懷遠人，祖上於乾隆年間自福
建武平遷居贛西北，與福建遷臺的陳榮盛道教世家都以穎川郡望作爲道派名稱。因此，臺
南與江西穎川道派同源異流，文化同根。”上海師範大學侯沖教授對這個觀點持不同看法：
“潁川”應是以郡望代指姓氏，即陳姓，似不存在所謂的穎川道派。不論是哪裏的穎川傳
承譜，所記當只是該陳姓傳承而已。相互之間未必有直接關係。呂教授則據顯應雷壇藏秘
訣抄本《正一填籙秘訣》中首列的“西河道派”、“潁川道派”字譜以及戴禮輝道長的奏
名“戴化吉”重申了自己的觀點。

課程第一講共計 178 人參與，獲得了海內外師生的一致好評。

(來源：閆瑞、趙允嘉、薛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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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東漢六朝天師道儀式

2021年3月10日20時20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

心開設的“道教儀式”線上課程

第二講“東漢六朝天師道儀式”

教學録像在 ZOOM 視頻會議室播

放，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

院吳楊老師主講，課程預習人爲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

生趙允嘉、閆瑞，聆聽課程直播

和録播的師生逾百人，達到視頻

會議室與會人數上限。

此次課程主要內容分爲“東漢六朝天師道歷史與儀式”以及“文獻導讀”兩部分，課
程結束後設有討論環節，供師生交流互動。吳楊老師指出，道教學界普遍認爲天師道的產
生是道教史的起源。爲此，吳楊老師援引學界多位著名學者對道教的定義來說明天師道的
重要性，如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教授 1977 年對“Taoist”的定義：承認張道陵
歷史地位，崇拜大道而非俗神，並且進行秘傳實踐的人可以被視作天師道及其追隨者。

爲全面了解早期道教發展的背景及其在世俗社會中的地位，吳楊老師分別從教內文獻
和教外文獻兩個方面來進行介紹。吳老師指出，天師道規劃了主要分佈在成都平原和漢中
盆地的二十四治，加之其完備的教階制度以及相匹配的授籙儀式，這些因素共同維持著天
師道教團內部的穩定。

其後，吳楊老師介紹了天師道的發展情況。西晉末年，社會動亂，大批教徒南遷，與
江南方士傳統交流融合，產生了上清派、靈寶派等新道派。與此同時，北方天師道在北魏
寇謙之的改革下逐漸與上層社會產生交流並隨之發展壯大。雖然天師道在南北朝發生了重
大變革，但儀式實踐仍然延續了東漢以來的傳統。這與天師道的基本信仰有關，天師道認
爲“天、地、人、神皆一氣變化而成”，這說明天師道所信奉的神靈是由氣化而來，因而
造就了天師道儀式的革新。南朝劉宋天師道經典《陸先生道門科略》和《三天內解經》明
確提出“神不飲食，師不受錢”的口號。據此，吳楊老師認爲天師道取消祭祀或血祭，代
之以書面文字的方式與鬼神交流，是對傳統中國宗教（包括儒教、民間宗教、方士傳統）
的重大改革，也是天師道的重大創新。其次，氣化神靈的思想也影響到教衆與神靈的交流
方式，其儀式的基本邏輯是模仿世俗官僚體系的溝通機制，以書面文字爲人神交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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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重要文獻導讀，爲使同學們直觀感受早期天師道儀式流程及特點，這一環
節以預習人朗讀原典，授課教師提問的互動模式進行。吳陽老師帶領預習人朗讀《三國志·張
魯傳》註引曹魏史官魚豢《典略》、《登真隱訣》、敦煌寫本 S.203《度仙靈籙儀》、《赤
松子章曆》、《正一法文經章官品》等教內外文獻選段，並和預習人翻譯、解讀重點字詞
及段落。其中，吳老師通過《三國志·張魯傳》註引曹魏史官魚豢《典略》區分了天師道
儀式與傳統宗教祭祀儀式的異同。接著，吳老師以敦煌寫本 S.203《度仙靈籙儀》爲例，介
紹了天師道的上章儀式的流程和章文格式，通過對《登真隱訣》及《正一法文經章官品》
相關段落的解讀，介紹了上章的不同功能和特點。最後，吳老師又將《赤松子章曆》與當
代道教儀式田野資料結合，介紹了存思上章過程等內容。

授課結束後，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點評道，天師道祭祀的神靈與中國上
古傳統宗教所祭祀的神靈明顯不同。首先，天師道信仰的鬼神是道氣化身而來的，基於此，
天師道提出“神不飲食，師不受錢”的口號，即神不飲酒食肉，這就與傳統宗教的“血祭”
區別開來，這也是天師道儀式的重大創新和改革。其次，天師道的神靈具有文化修養。對
比中國上古宗教的鬼神喜愛“吃燒烤”，天師道的鬼神则喜愛“咬文嚼字”，教徒通過上
呈符籙章表來祈福消災。

此外，天師道創造了新的與鬼神交流的方式。祭酒通過“上章”、“授籙”等以書面
文字爲主要交流方式的形式與鬼神溝通，繼承發展了中國上古宗教以八卦、河圖、洛書、
蓍草等爲媒介的人神交流方式。這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的不同，即西方宗教
人神交流方式以語言爲主，主要是口頭啟示，反觀中國宗教則以文字爲主，主要是書面啟
示。

最後，呂鵬志教授通過“出官”這一儀式介紹了天師道最後一個特點，即天師道神職
人員可以召役鬼神，這與民間宗教的“降神”不同。民間宗教的巫師降神是請神下降至巫
師的身體，鬼神佔據巫師的身體和意志，將巫師的身體作爲傀儡來傳達旨意。勞格文（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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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rwey）教授精闢地將其總結爲：巫師被鬼神控制（controlled by spirits）與道士控制鬼
神（control spirits）。

在討論環節，爲考察預習人對文獻和參考論著的閱讀情況，主講人吳楊老師向兩位預
習人提出五個問題：第一，上三官手書與祭祀禮儀有何異同？第二，《登真隱訣》卷下末
尾題“右魏傳訣凡五事”如何理解？第三，天師道章文末尾“以聞”有何含義？第四，如
何理解《陸先生道門科略》和《三天內解經》提到的“六天”、“清約”？第五，結合《太
上宣慈助化章》中“道士天地水三官手書籙狀章”，討論三官手書、狀、牒、章的異同。
在預習人回答問題後，吳楊老師和呂鵬志教授對預習人的回答進行了補充說明。接著，吳
楊老師、呂鵬志教授與同學們探討了《大道家令戒》中“決氣”的含義及歐美學者的翻譯，
福州厚山道院鄭三罡道長又提出了早期天師道至當代道教中“太歲將軍”形象轉變的問題，
呂教授給予了詳細解答。最後，呂鵬志教授根據《陸先生道門科略》總結了本講的重點，
再次強調了天師道的三大特點，第一，天師道反對酒肉祭祀，主張書面交流；第二，反對
吉凶占卜，主張“任心而行”；第三，反對受控鬼神，主張召役鬼神。這三點正是天師道
與民間巫教最根本的區別。

課後，呂教授和吳楊老師在課程微信群中同與課師生繼續討論了“東漢天師道與南北
朝天師道史料辨析”、“天師道上章儀式中的‘存思’是否受上清派影響”、“‘六天’
與‘清約’的含義”、“道巫之別”、“朱衣玄冠”、“天師道‘三官’信仰的源流”和
“天師道‘上章’的儀式創新及章文格式”等問題。這種授课方式，極大開闊了與課師友
的視野。

(來源：閆瑞、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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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方士儀式

2021 年 3月 17 日 20 時 20 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開設的“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第三
講“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方士儀式”
教學録像在 ZOOM 視頻會議室播放，
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
志教授主講，課程預習人爲西南交
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晨
坤、碩士研究生趙允嘉、閆瑞。

方士傳統是道教三大儀式傳統之一，主要由掌握方技術數的方士們舉行，其內容包括
傳授、醮祭、養生修仙、驅邪等儀式。呂鵬志教授選取最典型且與其他方士儀式相關的醮
儀來作爲本節課的主要內容，並把時間限定在文獻資料記載最多的兩晉南北朝時期。呂教
授首先從《史記·封禪書》中所記載的方士傳統引入，介紹了秦漢時期的方士活動。早期
方士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追求長生成仙，而這一目的的實現需要借助鬼神這一外部力量的幫
助，因此祭祀鬼神成爲了早期方士的重要儀式活動。道教醮儀就出自早期方士的祭祀，所
以才有道書中“醮祭”的說法。呂教授講授了“醮”的含義，並區分了“醮”與“祭”的
差異，即“醮”的主要特點是敬酒，“祭”的主要內容是向神敬肉。早期中國宗教文獻中，
醮和祭常常不加區分，合稱“醮祭”，後來受佛教的影響，開始將二者區分開來。

由早期方士的宗教活動引入，呂鵬志教授隨後介紹早期方士醮儀是道教醮儀的來源，
所謂正一天師立醮之說並不可信。最早的東漢天師道史料並沒有提出“靈寶立齋而正一有
醮”的說法，這一說法來自晚出道書（DZ 1221《上清靈寶大法》）。呂教授旁徵博引，帶
領預習人閱讀東漢天師道教內文獻《千二百官儀》及其南朝改編本《正一法文經章官品》
中包含反祭祀的文字內容，有力地論證了道教醮儀並不源自東漢天師道。此外，呂教授還
介紹了其他依據，如南朝劉宋天師道經典《陸先生道門科略》和《三天內解經》提出“神
不飲食，師不受錢”，以及近幾十年的研究（如 Cedzich）表明，上三官手書和上章只是
由祭酒與神作書面交流，並不會向神獻酒肉一類的供品，本質上不是祭祀行爲，不能由此
推斷東漢天師道有祭祀之醮。

隨後，呂鵬志教授介紹南方方士醮儀是早期道教醮儀的主流，主要由《抱朴子內篇》、
外丹經和三洞經（洞真上清經、洞玄靈寶經、洞神三皇經）這五類道書所記載。呂教授介
紹了早期南方方士醮儀的特徵：一是醮、祭不分；二是絕大部分方士醮儀都是與傳授儀或
煉丹等方術的實踐結合進行，未出現完全獨立的醮儀；三是醮儀的場地、神位和用品不同
（呂教授將其列爲一張表，以便同學們可以更直觀清晰地了解到不同時代、不同道書中對
醮儀的記載）；四是早期南方方士醮儀一般須在醮前擇日並齋戒，並且一般都有完整的儀
式程序結構，與中國上古祭祀儀式基本一致，分爲開頭、中間、結尾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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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趙允嘉、閆瑞）

最後，呂鵬志教授介紹了早期方士醮儀的三大流變。流變之一是方士醮祭與天師道儀
式的結合，西晉末天師道傳入江南，出現了方士醮祭與天師道上章相結合的儀式。如陶弘
景《陶公傳授儀》“授受五嶽圖法”條記載了受五嶽圖的弟子每年舉行的醮祭山嶽之神的
儀式，其中添加了天師道的上章儀式。流變之二是靈寶齋中之醮，早期方士之醮被靈寶科
儀中的靈寶齋吸收，成爲道教齋儀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體現在齋儀的第三個階段即結束
部分，醮（答謝餞行）與言功拜表（論功行賞）、投龍簡（祈愿文）合併舉行，古代道士
將其稱爲“齋後醮”。流變之三是受靈寶科儀影響，大約在六朝後期出現了獨立的醮儀，
到唐代逐漸增多，宋代以來尤其興盛，迄今仍然存續未衰。《正一法文經護國醮海品》《醮
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太上三五傍救醮五帝斷殟儀》等書均是記載獨立醮儀
的儀典。呂教授認爲青城山 2018 年舉辦的羅天大醮就是受靈寶科儀影響的獨立醮儀，雖
然參與演法的經師團分爲正一派和全真派兩大派系，但若拋開門戶之見，單從儀式的內容
來看，羅天大醮的淵源並非來自二者，而是靈寶科儀。

在課後討論環節，三位預習人分別辨析了“祭”、“醮”、“齋”三種儀式的定義。
其後，每人又解釋了五處道教儀式文獻中的疑難詞句（如《太清金液神丹經》中的“太清
仙王”、《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中的“服方寸匕於堂中”、《洞玄靈寶齋
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中的“齋集、先於私房，燒香束帶說之”等），呂鵬志教授對預習
人的回答作了更正和補充。隨後在課程微信群中，呂鵬志教授再次強調了課堂紀律及課程
微信群規章。群內師友就佛道交涉、投龍簡的材質、天師道祭酒的來源、“王上”所指代
的方位、“道士”與“方士”的定義及聯繫、天師道氣化神明觀念等近十個不同問題展開
討論。

本講開始前，微信公眾號“佛研資訊”採訪了著名學者曹凌老師，曹老師在採訪中高
度評價並推薦了本課程。他講道：“最近比較值得關注的則有西南交通大學所舉辦的一系
列線上課程。這些課程由道教儀式史最頂尖的專家呂鵬志教授主持，請來了國內外相關領
域學有專長的學者講授自己最得意的研究內容。其範圍也並不限於道教，而是也包括佛教
文獻以及佛教儀式等方面。同時它又有鮮明的專注於儀式研究的特色，可謂別開生面。我
想這一系列的線上課程會爲將來中國宗教史的研究，尤其是儀式史的研究培養很多人才，
打開新的局面。如果對佛道教儀式的歷史有興趣，從這一系列課程入手應當也可以事半功
倍，較快地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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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東晉末劉宋初融攝天師道、佛教和方士傳統的靈寶科儀

2021 年 3 月 24 日 20 時 20 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
設的“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第四講“東
晉末劉宋初融攝天師道、佛教和方士
傳統的靈寶科儀”教學録像在 ZOOM
視頻會議室播放，本講由西南交通大
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主講，課程預
習人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
究生楊金麗、趙允嘉、閆瑞，聆聽課
程直播和録播的師生逾百人，達到視
頻會議室與會人數上限。

呂鵬志教授首先指出靈寶科儀並非南朝劉宋高道陸修靜創造的，而是晉代高道葛洪的
從孫葛巢甫在東晉隆安年間（397-402）“造構靈寶”時一起創立的。陸修靜整理了葛巢甫
所編撰的靈寶經，並於元嘉十四年（437）編成《靈寶經目》。日本學者大淵忍爾首先將《靈
寶經目》中著録的經文稱爲“古靈寶經”。古靈寶經分爲“元始舊經”（簡稱“舊經”，
即元始天尊演繹出來的天文或天書）和“仙公新經”（簡稱“新經”，即“葛仙公所受教
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是敷衍和闡釋元始舊經的一組經典）。靈寶經是“自然天書”，
相應地，靈寶科儀也是“自然威儀”，屬於陸修靜古靈寶經十二類分類法中的第七類——
“威儀”類，其內容主要是靈寶齋，共分六種。

隨後，呂鵬志教授介紹了靈寶科儀的三種主要類型：一是靈寶傳授儀，主要繼承了方
士傳統的秘傳儀式，吸收了佛教的“劫”等信仰和天師道的章表文書；二是靈寶齋，此儀
式是融攝佛教、天師道和方士傳統的新型齋儀；三是靈寶度亡儀，最早記載在《太上洞玄
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簡稱《度人經》），核心內容是誦唸諸天內音自然玉字，
其次是《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屍妙經》所記載的安靈鎮神、使亡靈死而復生的度亡儀
式，融攝了佛教陀羅尼密咒、天師道章文和方士傳統的五行觀念。

呂鵬志教授重點介紹靈寶齋，主要包括靈寶齋與其他齋法的差異、靈寶齋的程序、靈
寶齋的功能、靈寶齋的源流等方面。根據唐代道教齋儀手冊《齋戒籙》和引録《齋戒籙》
的《雲笈七籤》卷三十七“齋戒部”，從形式上，齋法可分爲設供齋、節食齋、心齋、持
戒齋、行道齋等類別。呂教授將其與靈寶齋逐一對比，着重介紹了靈寶齋與持戒齋和行道
齋的關係。靈寶齋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持戒，且所奉持戒條明顯是受佛教影響而所新
創的齋法，故靈寶齋也可稱爲持戒齋，因常在某些規定的時節持戒，故又可稱爲時節齋。
靈寶齋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二就是行道，根據古靈寶經《上元金籙簡文》和《下元黃籙簡文》
的記載，狹義的行道指“旋行”、“禮十方”的儀節，廣義的行道還包括禮懺或懺悔、轉
經或誦經、講經等。從儀式結構來看，古靈寶經《上元金籙簡文》與晚出靈寶齋儀典《無
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至十八的記載一致，分爲預備儀式“宿啟建齋”（《齋戒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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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稱爲“宿請”）、正式儀式“正齋行道”和結束儀式“散壇言功”三個階段。其中“行
道”是靈寶齋的主體內容，故靈寶齋也可稱爲“行道齋”。持戒和行道也是靈寶齋區別於
其它齋法的特色，二者通常互相關聯或互相結合。

呂鵬志教授帶領預習人閱讀了自己所整理的《靈寶三籙簡文輯稿》，並依此介紹了靈
寶齋的儀式程序。首先是《上元金籙簡文》所載的自然齋程序及儀規，程序主要是朝禮、
宿啟、誦經、行道、言功、壇燈，儀規包括預備儀式、穿插儀式、齋壇佈置等。其次是《下
元黃籙簡文》所載黃籙齋程序及儀規，程序主要有傳授威儀、立壇、署職等，儀規包括前
提條件（即必須經過嚴格傳授、積累功德、遵奉道經才能舉行黃籙齋儀）以及齋壇佈置。
呂教授接著介紹了靈寶齋按功能可以分爲六種，分別是“調和隂陽，救度國正”的金籙齋、
“爲同法抜九祖罪根”的黃籙齋、“學士自拔億曾萬祖九幽之魂”的明真齋、“學士一年
三過，自謝渉學犯戒之罪”的三元齋、“學士一年八過，謝七玄及己身宿世今生之罪”的
八節齋和“普濟之法，内以修身，外以救物，消災祈福，適意所宜”的自然齋。

最後，呂鵬志教授介紹了靈寶齋的淵源和流變。呂教授分別從靈寶齋的持戒和行道這
兩個主要表現形式來證明東晉末劉宋初問世的一批古靈寶經借鑒了源出印度佛教布薩（集
體誦戒悔過）的漢傳佛教齋法，並兼融天師道和方士儀式成份，進而創立了“靈寶齋”這
種新齋儀。自從有了靈寶齋之後，朝儀、章儀、醮儀、傳授儀等道教儀式都模仿靈寶齋儀
程式，借用齋儀儀規。

在課後討論環節，三位預習人分別探討了靈寶齋是否源出中國古代祭祀之齋，靈寶齋
是否源出天師道旨教齋，八節齋是否源出上清經派道書《登真隱訣》和月十齋是否源出佛
教月六齋等四個問題。其後，每人又解釋了五處出自靈寶三籙簡文的疑難詞句（如《上元
金籙簡文》中的“三道”和“都門”，《中元玉籙簡文》中的“經師”、“籍師”、“度
師”，《下元黃籙簡文》中的“於都門隨師旋行”等），呂鵬志教授對預習人的回答作了
更正和補充。課後，在課程微信群中，呂鵬志教授回答了群友提出的相關問題，如道教太
歲紀年、道教對佛教“十方”概念的吸納和利用、靈寶壇的演變和壇上神位設置、靈寶天
文的翻譯及當代科本讚詞“行溢三千數，時丁四萬年”的理解等等。

(來源：趙允嘉、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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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劉宋高道陸修靜對靈寶科儀的整理和發展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 時 20 分，
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
設的“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第五講“劉
宋高道陸修靜對靈寶科儀的整理和發
展”教學録像在 ZOOM 視頻會議室播
放，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吳
楊老師主講，課程預習人爲西南交通
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趙光偉、趙
允嘉、閆瑞，聆聽課程直播的師生近
百人。

吳楊老師以劉宋高道陸修靜爲中心，通過講解其整理的靈寶科儀，介紹了六朝道教儀
式的發展。吳老師首先援引學界內兩位著名道教學者的觀點來分別介紹陸修靜在道教史和
道教儀式史上的地位。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教授總結了三點陸修靜在道教史上
的貢獻：一是整合了在江南地區發展的南方道教傳統；二是用道教傳統解釋並合理化靈寶
經典中的佛教因素；三是清整天師道，重建教團的道德基礎。呂鵬志教授認爲陸修靜在道
教儀式史上的貢獻主要有四點：一是編撰靈寶立成儀；二是給靈寶科儀定名和分類；三是
提出有關靈寶齋儀的理論；四是模擬靈寶齋，編撰程序詳備的靈寶傳授經典。吳老師帶領
預習人閱讀了《道學傳·陸修靜》，簡要介紹了陸修靜的生平履歷和道館的興起與發展，
以 及 廬 山 地 界 佛 道 交 匯 的 情 況 ， 特 別 指 出 陸 修 靜 提 到 的 “ 留 秦 ” 爲 梵 文
Krakucchanda/Kondañña，音譯拘留秦佛（拘留孫佛），爲佛教過去的七佛中第四位。陸修
靜認爲佛道“斯亦殊途一致耳”，並用道教固有的詞彙來闡釋佛教的理論，據此可以看出
陸氏主張佛道同一。

隨後，吳楊老師帶領預習人閱讀了保存在北宋道教類書《雲笈七籤》中的《靈寶經目
序》。結合上一講呂鵬志老師曾講解過的古靈寶經中“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之別，
吳老師介紹了學界內對“新舊”的三種不同觀點：舊經的實際創立年代早於新經；新經的
實際創立年代早於舊經；新經舊經的區分只是一種神話，其目的是神聖化靈寶經文，與事
實上的靈寶傳統之歷史無關。此外，吳老師強調，從序言中可以看出陸修靜的工作主要是
對現存於世的靈寶經進行甄別，剔除僞經而保留正統的經典，因此需要注意的是陸修靜的
工作是對靈寶經進行整理和編輯，而不是改寫和創作。

接著，在閱讀《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時，吳楊老師提到，從齋的目的和
方法兩方面來看，陸修靜在編撰整理靈寶經時，將中國古代傳統之齋與佛教之齋進行融合。
此外，陸修靜還解釋了靈寶齋的神聖起源，即爲“太上天尊開玄都上宮紫微玉笈”而出，
並給儀式動作賦予了象徵性的意義。吳老師介紹道《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主要內容爲十
條佈道文，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分別闡釋了靈寶齋的旨要和內涵，並且具有相同的格式，即
以“道言”開頭，以《老子》中某一語句結尾。且此十條佈道文並非純粹的理論，而是在
靈寶齋的實踐中也可以使用。吳老師講道，《洞玄靈寶五感文》是陸修靜鼓勵門人修齋時
超越艱難困苦的勸慰之文。其宗旨是讓人領悟因緣禍福之由，認識父母、聖真、老師的恩
德，陸氏在此經中將佛教業罪報應思想與儒家孝敬父母和尊師的觀念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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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楊老師重點講解了《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並指出此經有兩個特點。一爲“立成
的儀式”；二爲“傳授的儀式”。吳老師從《授度儀》的性質和體例、靈寶授度儀的階段
等級和法位標誌、靈寶授度儀式的程序及其結構三方面來全面深入講解《太上洞玄靈寶授
度儀》。吳老師根據《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的序言，即陸修靜所進表文《太上洞玄靈寶
授度儀表》，講解了《授度儀》的寫作背景及基本性質。陸修靜是爲了整頓南朝劉宋時期
混亂不堪的靈寶傳授儀而編撰《授度儀》的。就性質而言，陸修靜雖參考“天書”靈寶經
編撰而成《授度儀》，卻是經人類（陸氏）之手編輯加工的作品，其中可能出錯，需要向
神明請示，降下“靈瑞”來顯示其正確性。因此，與“天書”的靈寶經相比，《授度儀》
可以說既是“天書”，也是“人書”。

在講解《授度儀》的寫作背景和性質之後，吳楊老師指出，在《太上靈寶衆簡文》中
陸修靜最早規定和確立了靈寶傳授儀式的次第，將其定名和區分爲初受（初盟）、中盟、
大盟三個階段或等級；並分別依據儀式標題、傳授物品判斷《授度儀》明顯屬於靈寶大盟
儀式；在此基礎上提出其內容涉及中盟，此爲陸修靜編纂《授度儀》時的失誤。

吳楊老師又介紹了傳授儀式中授受“真文二籙”（即靈寶五篇真文、三部八景籙、諸
天內音自然玉字籙）及“八威神策”、“元始神杖”五種物品。在陸修靜看來，這些傳授
物品不僅是宗教法位和權威的代表，也是師徒間傳承的媒介。其中“真文二籙”是分別出
自《元始五老赤書真文天書經》、《二十四生圖經》和《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三部古靈寶
經中的篆字體道符。隨後，吳老師詳細講解了陸修靜借用靈寶齋的齋儀程序將靈寶傳授儀
分爲宿啟、傳授、言功三個階段及具體儀節。

最後，吳楊老師簡要介紹了靈寶傳授儀的歷史影響。第一，齋儀在發展過程中與其他
道教儀式類型逐漸融合，陸修靜在《授度儀》中創造了齋儀與傳授相結合的道教傳授儀模
式，這種模式及其變體被後世道教承襲和發展，一直延續至今。第二，“真文二籙”在後
世增衍爲“靈寶中盟籙”。講授部分結束後，爲方便同學們更好地理解靈寶傳授儀式，呂
鵬志教授分享了當代江西省修水縣授籙儀式——真科開壇受録奏職的影像資料，並詳細講
解具體的儀式程序。

在課後討論環節，預習人趙允嘉、趙光偉朗讀了相關文獻，分別回答了《洞玄靈寶五
感文》中“上清齋”的特點及《靈寶授度儀》中“發爐”的出處和意義兩個問題。隨後，
三名預習人合作解釋了八處出自《靈寶授度儀》的疑難詞句（如“投簡”“三師五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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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尊文”和“次讀細字”等），吳楊老師對預習人的回答作了更正和補充。在課程微信群
中，多位師友根據呂鵬志教授分享的田野資料討論了授籙儀式中焚燒“陰憑”的節次、高
功法師所戴頭冠和“四域火諜”等問題。呂鵬志教授援引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沈如泉院
長的意見，指出《靈寶授度儀》中“必須神官”之“須”爲“等待”之義，又糾正了預習
人在提問環節中兩處閱讀錯誤，趙允嘉同學將“敢以嚚冥”誤讀爲“敢以囂冥”，趙光偉
同學將“從地戶入”誤讀爲“從地戶人”，最後指出了課程群內師友所討論的“四域火諜”
當係“四驛火牒”之誤。群內多位師友回答了預習人趙允嘉對於章文結尾“太清細字”的
提問，武漢大道觀程誠金道長、永修天師宮崔振聲道長分別提供了清代民間科本和明內府
金籙齋章表抄本中章文結尾圖片。

(來源：趙光偉、趙允嘉、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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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五世紀以降道教法次的逐步形成與晉唐五代道教儀式的發展趨向

2021 年 4 月 7 日 20 時 20 分，由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
的“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第六講“五
世紀以降道教法次的逐步形成與晉唐
五代道教儀式的發展趨向”教學録像
在 ZOOM 視頻會議室播放，本講由西南
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吳楊老師主講，課
程預習人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
士研究生趙允嘉、閆瑞、王蔚林，聆
聽課程直播的師生近百人。

吳楊老師首先介紹了中國傳統的等級思想與宗教實踐之間的關係，以中國古代“五服”
的内容與特點引出道教法位制度。“五服”主要指《儀禮·喪服》篇中所制定的五等喪服，
由重至輕分別爲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每一等都有其對應的居喪服飾、時間及
其行爲限制。“五服”的特點有父母有別、親疏有別、男女有別三種。道教法位制度與“五
服”相同，皆具有中國本土等級思想的特點。

吳楊老師介紹道，道教法位制度是按道士修學程度授予不同教職的制度，是中古時代
形成的重要道教教團制度之一。依照法位之不同，所受法職、道經、戒律和符籙券契有級
別之差，教團儀式活動之中先後座次亦會有嚴格區別。法位制度的等級性特點主要體現在
内容上。吳老師分別介紹了在《正一經》《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正一威儀經》
《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盟威法師喪服儀》中道士所受不同的法位等級，它們的共同
點是都包含了正一、道德、洞神、洞玄、洞真這幾個分別與道教“三洞四輔”中太玄部和
正一部相對應的科目。作爲目録分類標簽的“三洞”最早見於《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
經》，指“洞天”“洞地”“洞淵”或相關概念“三奇”，它們是針對上清經書所做的級
別分類，也是古靈寳經“三洞”分類法概念的前身。而以古靈寳經爲先導，產生了凝聚道
門的意識，如“三乘”、“三十六部尊經”等概念。“三洞”（“洞神”“洞玄”“洞真”），
指三皇、上清、靈寶三大經派的聯合，作爲修道等級的“三洞”是作爲經典分類概念的“三
洞”在具體實踐中的衍化。

隨後，吳楊老師介紹了《無上祕要》中所見的南方道教儀式的北傳與南北道教儀式融
合的現象。《無上祕要》的體裁是類書，按義類品例徵引道經，其材料出自於南方道經（尤
其是上清經與靈寶經）居多，所載儀式主要是傳授儀和齋儀。吳老師先後講述了《無上祕
要》中與傳授儀相關的品類、傳授儀本身的五個等級、道戒的分類以及齋儀的分類，這些
分類都與以上提到的道教法次相關。在《無上祕要》卷三五《授度齋辭宿啓儀品》中記載
了“御製新儀”，在其不同的規定中，法位主體仍然是由十戒、五千文、三皇、真文、上
清組成，而法次的不同造成了儀式行道的部分時間長短不齊，且受授不同法次的人具有的
稱號也有所不同。法位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與儀式類型密切聯繫，在中古時期道教儀式有基
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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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形態，分別是朝儀、傳授儀、齋儀、醮儀、章儀，其按照法位區分等級。在與法位相
關的儀式中齋儀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類型。靈寶科儀中的靈寶齋成了最有影響的道教儀式典
範，不僅各個道派或經派都模仿靈寶齋製立相應法位的齋儀，且各個法位的各種儀式類型
都效法或仿效靈寶齋儀程序和儀規。

吳楊老師按照時間順序對唐五代道教儀式的發展進行了介紹。初唐時期，道教義理的
發展、政治與宗教的密切互動、成熟的宮觀出家制度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道教法位制度逐漸
成熟。這一時期法位制度主要反映在金明七真所著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其
内容分爲兩部分：一是道教的義理與活動，用“品”來概括；二是道教的儀式或相關概念，
用“儀”來概括。吳老師帶領預習人閱讀了《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中所列舉的十
九個法次的名稱以及各個法次需要傳授的物品。接著吳楊老師介紹了中唐時期道教代表性
人物張萬福，其在《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中强調了受法的順序，提出了“法目”的概
念，并且從道教神學的角度解釋“法目”的内容和功能，提出了法信的一些象徵性意義。
此外，在《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中張萬福還詳細描述了金仙、玉真公主入道過程。晚
唐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是杜光庭所著的《太上黃籙齋儀》，反映了齋儀深入到唐代世俗
社會之中。杜光庭所著的《太上三洞傳授道德經紫虛籙拜表儀》中描述的齋儀過程與《太
上黃籙齋儀》所記載内容相似，因此本節課採用前者作爲重點内容進行講解。周西波先生
將《太上三洞傳授道德經紫虛籙拜表儀》與《無上祕要》中的儀式進行對比，發現前者是
被省略過的儀節，並且其中加入了大量的贊頌和“降五靈衛官，一一稱名受”環節，目的
是邀請五方真氣和真官到授道者的身中，加强塑造神聖的威嚴和不受邪魔干擾的氣氛。而
吳楊老師認爲這是授紫虚籙的儀節，原因有二：一是其主要内容是邀請神官兵將進入自己
的身中，居住於自己的身體裏，這符合授籙的基本原理；二是每次邀請都是以“某受”這
一環節結尾。

吳楊老師依據《太上正一閱籙儀》和《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閱籙醮儀》介紹了閱籙醮儀
的原理、程序和出奏法籙吏兵。吳老師介紹道，天師道傳統對醮儀的吸收與改造主要體現
在《元辰章醮立成儀》和《正一解厄醮儀》，天師道固有的上章儀式原非祭祀，但在東晉
南朝時期卻與南方方士的醮祭儀式相結合。劉宋初期問世的上清科範文集《太真科》中已
明確提到稱爲“章醮”的儀式，因此章與醮實際開始結合時間應當在劉宋之前的東晉時期。
此外，兩種不同儀式傳統融合的例子還有“青詞”，其以上章爲本色，融入到齋儀中，內
容創造受到世俗文學的影響。



- 30 -

最後，吳陽老師以孫夷中的《三洞修道儀》爲代表介紹了北宋道教儀式和法位制度的
承襲和發展。法次分爲初學道、洞神、高玄、昇玄、中盟、三洞、大洞，在此之外另有居
山道士、洞淵道士、北帝太玄道士。吳老師分別從正一部、洞神部、三洞部、大洞部四個
方面詳細介紹了北宋時期法位制度的發展變化。

在課後討論環節，吳楊老師針對本節課內容向預習人提出了四個問題：第一，初唐道
士鄧紫陽開創北帝派，崇拜北極紫微大帝——北帝，並在唐朝盛極一時，這種觀點是否正
確？第二，道教的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爲章儀、醮儀、齋儀、朝儀、傳授儀，如何分別對應
唐以前三個主要道教儀式傳統？第三，分析碑文《龍角山慶唐觀大聖祖元元皇帝金籙齋頌》
中的古靈寶經典故。第四，分析張九齡《奉和聖製謁（玄）元皇帝廟齋》中齋的類型。預
習人回答問題後，吳楊老師與呂鵬志教授分別對其進行補充說明。接著，三位預習人分別
辨析了七處出自不同經典和碑文的疑難詞句（如《唐聖真觀故三洞郭尊師墓誌》中“盟威
廿四階”、《玉真公主朝謁譙郡真源宮受道王屋山仙人臺靈壇祥應記》中“八籙三洞紫文
靈書”、《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中“晉唐舊法”、《玄壇刊悟論》中“九州社令一階尚
不許入神廟”等），吳楊老師和呂鵬志老師針對預習人的回答進行了更正和補充說明。

課後，呂鵬志老師在課程微信群中指出羅嗣超同學在課上以佛教黑月白月釋道教白黑
道的觀點很有新意，但揆諸《三洞修道儀》上下文，白黑道似指天師道的陰陽黃赤之道。
群內師友就北宋《三洞修道儀》中“三洞部道士”、“大洞部道士”法位所對應的經籙展
開了討論。武漢大道觀程誠金道長根據本節課所講內容在群內展示了一張與大洞法位相關
的“畢道券”實物圖，開闊了同學們的眼界。呂鵬志教授表示，“道教儀式”課程大綱配
圖使用的是程道長所提供的“上清大洞秘籙第八卷 迴車真圖”即“畢道券”，目的是爲了
使同學們在學習和掌握本門課程的知識後能夠順利畢業。呂教授順便談道，今年門下有兩
位研究生畢業，曹艷紅同學的學位論文爲《葛洪〈抱朴子〉內外篇隱逸思想綜論》，楊金
麗同學的學位論文爲《〈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考校解題》，希望兩位同學能夠
得到程道長頒發的畢道券，以資鼓勵，並在群內重申了自己對研究生學術/位論文的要求：

1 論文寫作的總要求是創新，即論文至少要在材料、方法、觀點三方面中的任一方面
體現創新。若無創新，論文只是低水平的重複。

2論文寫作的底線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剽竊、抄襲行爲。爲此，建議：
1）引用前人觀點盡量用自己的語言轉述或概括，並註明出處、來源。
2）若行文須原封不動引用前人觀點，則必須用雙引號標識出引用的內容，並註明出處、

來源。
3）前人已引用的材料（古籍或今人論著）亦可引用，但必須核查原文內容、標點、版

本、頁碼，若前人引用有誤，須糾正錯誤，否則亦視爲抄襲。

(來源：閆瑞、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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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 2021-2022 學年秋季學期“道教史”研究生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簡介】該研究生課程旨在介紹中國道教研究的歷史與方法，通過閱讀、討論

相關論著，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課程主要內容爲道教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涵

蓋教義、實踐、經濟、組織、歷史發展、物質文化等重要方面。課程形式是 seminar。

教師的角色爲介紹相關知識背景與引導課程討論。學生在課前須閱讀課程材料，完

成閱讀報告，在課上積極參加討論。每次課程由三部分構成：前 20 分鐘由一名學生

發表閱讀報告，師生討論；再用 50 分鐘左右由教師介紹該時期的道教歷史與相關研

究；最後師生共同閱讀相關原始文獻。原始文獻不需課前準備，內容亦不與“中國

宗教文獻”所選重複。選課學生期末須提交一篇獨立完成的研究論文。

安嶽玄妙觀第一龕

【參考資料】

【上課時間】1-17 周 星期一[3-5 節]

【上課地點】九里校區 4305A

【任課教師】呂鵬志、吳楊、趙川

【分數構成】課堂討論 40%，閱讀報告 30%，期末論文 30%。

基本用書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Isabelle Robinet.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法]索安著，呂鵬志、陳平譯《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中華書局，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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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參考資料

中文：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 年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中華書局，2008 年

英文：

Schipper, Kristofer M.,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idel, Anna. “Taoism: The Unofficial High Religion of China.” Taoist

Resources 7.2 (1997): 39–72.

Bokenkamp, Stephen.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With a contribution by Peter

Nicker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日文：

橫手裕《道教の歴史》，山川出版社，2015 年

1. 課程導論

“中國道教史”課程的內容、目的與方法，介紹道教研究的簡要歷史、工具書，

劃分閱讀任務。

2. 道教淵源（之一）——道家哲學的起源和歷史演變

【閱讀】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九、十一、

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三章

3. 道教淵源（之二）——戰國至漢代神仙信仰的濫觴及其演變

【閱讀】蒙文通：《道教甄微》，巴蜀書社，2015 年。

4.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一）

【閱讀】Robert Ford Campany.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5.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二）

【閱讀】Terry F. Kleeman. 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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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三）

【閱讀】Fabrizio Pregadio. Great Clarity: 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四）

【閱讀】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 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 (1977): 1-64;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 In

Welch and Sei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3-92.

8.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五）

【閱讀】Stephen R. Bokenkamp. Ancestors and Anx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9.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之六）

【閱讀】Peter Nickerson, “The Southern Celestial Masters,” Livia Kohn, “The

Southern Celestial Masters,”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Brill, 2000),

256-282, 283-308.

10. 隋唐道教

【閱讀】Timothy Hug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a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Wellsweep, 1996.

11. 宋元道教（之一）

【閱讀】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2. 宋元道教（之二）

【閱讀】Florian C. Reiter.Man, Nature and the Infinite: The Scope of Taoist Thunder

Magic Rituals,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

13. 宋元道教（之三）

【閱讀】Lowell Skar, “Ritual Movements,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oism in Song and Yuan Times,”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Leiden:

Brill, 2000), pp. 41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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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元道教（之四）

【閱讀】許蔚：《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 年。

15. 宋元道教（之五）

【閱讀】Yao Tao-chung, “Quanzhen: Complete Perfection,”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Leiden: Brill, 2000), pp. 565-593.

16. 明清道教

【閱讀】Richard G. Wang.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美]王崗著，秦國帥譯：《明代藩王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17. 課程總結與學生研究論文報告

【說明】我們在西南交通大學開設的“道教史”研究生課程主要採取研討班

（seminar）教學模式，同時要求學生按照任課教師呂鵬志教授的香港中文大學授課

型（taught programmes）碩士課程“道教史”課程大綱修訂版，課外閱讀大綱“进

一步閱讀書目”開列的原始資料和研究論著。兩種大綱差異較大，但相輔相成，建

議並行採用。

(來源：呂鵬志、吳楊、趙川）



- 35 -

劉鄭寧《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印象記》

2020—2021 學年第一學期，我有幸旁聽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
設的「中國宗教文獻」在線課程，結課後仍然回味無窮，便在心中許諾一定要寫
一篇總結，以記録參加這門課程的印象和感受。

2020 年 8 月 1 日，我偶然看到課程助教楊金麗學姐發佈了名爲「西南交通大
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的公開信。通過仔細閱讀
隨信所附的課程大綱，我發現任課教師團隊陣容強大，除了西南交通大學的呂鵬
志、甘沁鑫、趙川、吳楊等老師外，課程組還邀請了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張曉宇、王家葵、紀贇、李薇、侯沖、定源法師等傑出學者。課程內容以道教經
典和佛教經典居多，同時還將講解早期中國宗教文獻、儒教文獻、宗教傳記、考
古及田野資料等，豐富而全面。我本就感覺自己平時缺乏閱讀文獻、處理文獻的
訓練，道教經典、考古資料、田野調查更是接觸甚少，看到有如此難得的機會自
然不願意錯過，便連忙給楊助教寫郵件報名，表達了自己想要參加此次課程的強
烈願望。8月 3 日，我收到了回覆郵件，我被列入候補旁聽名單，每次開課後如
果 Zoom 會議室還有空位就可以加入旁聽，或者在每週六的同一時間（20:20—
21:55）進入 Zoom 會議室觀看課程回放。

柏夷教授致辭

>>點擊閱讀全文

(來源：劉鄭寧）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39&id=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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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濤《國內外現存明版道藏狀況調查》

明《道藏》分爲《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兩部分。明成祖朱棣令正
一派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編修《道藏》，直到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始
行刻版，次年刊印。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按三洞四輔十二類排列，
以《千字文》爲函目，自“天”字號至“英”字號，史稱《正統道藏》。明世
宗於嘉靖三年（1524）令人重新修訂，此後多次重印。萬曆三十五年（1617），
正一派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萬曆皇帝之命編纂《萬曆續道藏》，收録前書未
收或者《正統道藏》編輯完成後新形成的道書，共一百八十卷，亦以《千字文》
爲函目，自“杜”字至“纓”字，名爲《萬曆續道藏》。

目前世界範圍內收藏有《道藏》的單位有很多。《中國叢書綜録》著録收
藏《道藏》的機構有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三家，《中國古
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均著録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上海圖書
館、南陽市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五家機構。但依筆者所見，以上諸書對《道
藏》的館藏著録並不完整。筆者依據實際調察並結合相關資料將國內外各大藏
書機構的《道藏》館藏及各館藏具體情況列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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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最早成於 2015 年夏，本爲暑期實習的產物，幾經修改於 2017 年初發表在
《中國道教》雜誌。這四年間，隨著歷史文獻普查和數字化工作的推進，有關《道
藏》的諸多文獻陸續披露，作者也有關注。由於作者攻讀主要方向並不是道教和文
獻學，再加上畢業後工作繁忙，所以遲遲沒有改定後文。借《神州研究》推介舊文
之機，先將這幾年作者收集到的一些內容予以匯總，以饗讀者。
一、原文信息的補充改正
a. 原文稱：“以上就是筆者調查發現的國內外藏有明版《道藏》的二十二家機構。”
而上文實際列 24家機構，如此低級錯誤，身爲作者我非常慚愧。
b. 故宮博物院藏本
據故宮博物院官網中歷年文物入藏記録，1950 年，故宮“接收白雲觀移交的道藏殘
卷 2596 冊。”（https://www.dpm.org.cn/classify_detail/158776.html）這個數量與收入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的故宮藏本數量不符合。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載故宮
藏五千一百三十二卷。雖冊卷數不會一致，但是差距過大。所以應該還有其他來源。
另原文稱《續道藏》未見申報，不知道第二批名録裏面的道藏是否包括《續道藏》。
從故宮申報題名爲“道藏五千三百五卷”看，應當只是《正統道藏》，這裏是筆者
疏失，特此致歉。
c. 上海圖書館藏本
據“中文古籍聯合目録及循證平臺”上海圖書館藏《正統道藏》和《續道藏》合計
4735 冊，其中有部分有抄配。
（ https://gj.library.sh.cn/unionCatalogue/work/list#uri=http://data.library.sh.cn/gj/resourc
e/instance/jbse4vjo3v6tsxer）
d. 山西博物院藏本
“全國館藏文物名録查詢”（http://app.gjzwfw.gov.cn/jmopen/webapp/html5/gjwwjqggc
wwmlcx/index.html），山西博物院藏《道藏》各卷已全部公佈。經諮詢館員，該館
藏《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合計 2301 冊，其中《正統道藏》應爲萬曆二十六
年重印本。
二、 館藏的最新發現：
1. 新增館藏地
a. 天一閣藏本
新發現天一閣也藏有《道藏》零本，“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著録“存一
包”，國家圖書館藏兩種清抄本《天一閣書目》（善本書號：17987、15852）均著
録“道藏經 二十四本”（中華古籍資源庫），以上均未書零冊書名。《新編天一閣
書目》載該書爲《抱朴子外篇》，實存卷九至十，二十至三十六，三十八至四十六，
合計 3冊二十八卷（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124 頁）。我對駱氏所載頗爲疑惑。一是核對國圖藏本，以上二十八卷涉及 6 個整
冊和 3個半冊，而駱氏著録爲 3冊，更何況還出現了半冊的情況；二是既然都是《抱
朴子外篇》爲何天一閣在“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 卻著録“存一包”，其
中是否有《道藏》的其他書。總之，天一閣藏本需到館核對。

【作者補記】

https://www.dpm.org.cn/classify_detail/158776.html
https://gj.library.sh.cn/unionCatalogue/work/list
https://gj.library.sh.cn/unionCatalogue/work/list
http://app.gjzwfw.gov.cn/jmopen/webapp/html5/gjwwjqggc
wwmlcx/index.html
http://app.gjzwfw.gov.cn/jmopen/webapp/html5/gjwwjqggc
wwmlc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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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南京圖書館
疑似原丁氏八千卷樓舊藏，據《善本書室藏書志》和《八千卷樓藏書志》，丁氏

舊藏有《道德真經義解》《元始說先天道德經》《抱朴子內外篇》三種可能是明版道
藏本。丁氏藏書後歸江南圖書館，解放前部分運至臺灣。檢索南圖 opac 結合《南京圖
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録》，知南圖有《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八冊爲內府道藏本（載《南
京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録》第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 年，第 431 頁）。
未知其他書下落。
2. 疑似館藏地

靜嘉堂文庫
《皇極經世》原陸心源守先閣舊藏本，計 64 冊。皕宋樓事件之後，流入日本靜嘉

堂。1917 年刊行的日人河田羆《靜嘉堂秘笈志》言此書已佚（河田羆撰；杜澤遜等點
校：《靜嘉堂秘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913 頁），而 1930 年
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出版的《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仍記載此書（民國圖書資料庫）。
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資料庫”該書仍存。（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record=data/FASEIKADO/tagged/0463002.dat&back=1）據道藏目録《皇極經世》涉及
千字文編號“而一”到“貴四”計 34 冊，不知爲何這裏是六十四冊。另外由於筆者見
過有近代私人書志有名曰“道藏本”而非明版《道藏》的情況。故著録雖曰道藏本，
但此處暫存疑。

（來源：于文濤）

>>點擊閱讀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47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record=data/FASEIKADO/tagged/0463002.dat&back=1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record=data/FASEIKADO/tagged/0463002.dat&b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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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志華《涵芬樓影印〈道藏〉始末考》

以往學界關於涵芬樓影印本《道藏》的問世過程,主要是依據丁福保的《道
藏精華録緒言》,以時任大總統徐世昌爲首倡者。本文經過考察認爲,傅增湘和張
元濟才是推動重印《道藏》的核心人物。傅增湘作爲著名藏書家,從版本目録學
的角度看到了《道藏》所收經籍的重要價值,因而向張元濟提出重印《道藏》的
倡議。張元濟作爲商務印書館的主事者,基於愛國情懷,爲避免外國人搶先重印
《道藏》,於是積極回應。徐世昌支持此事,並以個人入股方式出資襄助。影印過
程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正式發售後,150 部《道藏》在三年時間內即銷售一空。

>>點擊閱讀全文

（來源：尹志華）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48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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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

載《美術史研究集刊》，2017 年，第 43 期，第 1-140 頁

明代《道藏》是唯一中國帝制時期修纂而完整保存的道教藏經。明《道藏》
多達 512 函，每一函第一卷卷首都重覆印有一幅扉畫。此扉畫現存兩個版本，同
樣刻有 170 多位道教仙聖，展現了明代十五世紀官方認可的道教神譜及神衹形
象，是研究明代宗教版畫以至宮廷道教信仰的重要視覺材料。本文以該畫爲研究
對象，指出《道藏》扉畫是在明初官方主導結集和刊刻宗教經典的風潮下產生的
作品。它的設計，揉合佛道兩教的視覺傳統，以圖像的方式確立《道藏》作爲道
教權威經典。它的構圖，展現了明初官刻宗教版畫對元代佛藏扉畫的繼承;而畫
中仙聖的組合、布局和造型，不僅反映繼承自元永樂宫三清殿等傳統道觀壁畫的
佈局方式和人物形象，其中部分仙聖的選取，更顯示出它與最終完成《道藏》編
纂工作的道士邵以正(約 1368-1463 )和明初皇室的道教信仰有密切關係。

>>點擊閱讀全文

（來源：尹翠琪）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49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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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手裕《宮內庁書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

調査と研究》《宮內庁書陵部所蔵道蔵経目録稿》

成誌社，2020 年 2 月 成誌社，2019 年 11 月

《宮內庁書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調査と研究》

目次

はじめに：調査の概要

第一部 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道蔵の研究

1. 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道蔵の由來

2. 宮内庁書陵部所蔵道蔵の現状

3. 宮内庁書陵部にある別本 『道蔵経』について

4. 現行本道蔵の性格とその校勘に関する初歩的考察

第二部：窪徳忠氏旧蔵道蔵

1. について

2. 現状（函、帖・題箋、扉絵・刊記、木記・神像、補写・補修）

3. おわりに

附録 旧窪徳忠氏所蔵道蔵簡目

目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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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日中道蔵閲覧覚書

はじめに

1. 上海図書館

2. 泰安市博物館

3. 青島市博物館

4. 国家図書館

5. 四川省図書館・四川大学図書館

6. 北京博物院

7. 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

おわりに

第四部：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所蔵道蔵の研究

1.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所蔵『正統道蔵』の概要（志野好伸）

表 1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所蔵『正統 道蔵』目録

表 2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館所蔵『正統道蔵』シャヴァンヌ本目録

2. フランス国立図書 館所蔵道蔵の調査についての補足（横手裕）

第五部：明版仏蔵の研究――永楽北蔵と日本

1. 身延文庫蔵『大明三蔵聖教目録』（北蔵目録）について（渡辺真理子）

あとがき

《宮內庁書陵部所蔵道蔵経目録稿》示例

（來源：橫手裕）

>>更多資料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50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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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源於 2016 年 5 月筆者對勞格文的一次訪談。訪談中涉及到一個勞
氏長期思考的重要問題，即如何理解宗教在中國歷史和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筆者
根據這次訪談撰成此文。（訪談主要內容：哈佛的中國歷史及其顛覆；從文獻到
田野：血緣中國和地緣中國；鄉村和宗教：如何整體把握中國的歷史和社會）

（來源：勞格文、巫能昌）

>>點擊查看訪談全文

勞格文（John Lagerwey）口述，巫能昌整理：

中國歷史和社會中的宗教

勞格文（John Lagerwey），法國漢學家、宗教史和民族誌學者，研究興
趣爲道教、中國宗教、地方社會史等，曾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研究員、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道教和中國宗教史」講席教授，現爲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著有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1987)、China. A Religious State (2010)，編有（與人合作）Early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09, 2010)、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14, 2015)等書。

訪
談
說
明

訪
談
對
象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39&id=151
https://cscr.swjtu.edu.cn/information/detail?sort_id=39&id=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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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呂鵬志 侯沖 宗樹人(David A. Palmer) 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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