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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 靈寶 天書
字(中)
關鍵
字(英)
天書源自天界，非由凡人所作、所書。大陸學者朱越利在其《道經總
論》一書中，將道經常見的文體歸納為：神諭體、神話綱體、符圖體、
表奏體、讚頌體…等十六種。 其中神諭體及神話綱體亦是「天書」類經
典中，常採用的一種文體。的確，道經種種近乎神奇的出世方式，是很
摘要
難從歷史學的角度作考證，這是因為經典的來源與仙真、神人有密切的
(中)
關係，道經的出世、傳授及內容都是採用與日常生活語言不同之「宗教
語言」所紀錄下來的，即其中使用大量的象徵、隱喻的手法。因此，神
話學、語言學的分析，亦是本文所不能忽略的研究方法。 而神學有所謂
的「啟示」，指的就是「神可以把不為人所知之事物；或人根本無法知

道之事物加以揭發或透露」。 而天書為自然生成，非人力所為，與神學
中所言的啟示似乎有共通之處。此外，以天書為中心所引發的種種儀
式、行為，則與神學家所論述的信仰有關，屬於神學的信仰範圍，因
此，除了第二章從道教史的角度切入，對靈寶經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的
「經典觀」作介紹之外，在第三及第四章均是以「神學」的角度為切入
點：第三章主要從「啟示」觀點，分析論述「天書」的神學意義；而第
四章則從「信仰」切入，探討奉道著如何以具體的信仰行為，回應大道
的啟示，而達成「無量度人」的目的。第五章則為結論，總結前面三章
的論述，統整出天書的特質、神學意義以及對道教發展的影響。 最後要
說明的是，神學雖然是在西方基督宗教的傳統下發展出來的，但本文並
不以比較宗教學或是套用任何一種神學理論來作為研究路徑或方法，而
是希望在中國人對經典文字崇拜的傳統脈絡中，藉由宗教間的對話，應
用相近的觀念，重新解讀文本，再根據對文本的比較、分析，探尋天書
觀念，以找出道教經典的特質。
摘要
(英)
六朝靈寶經天書觀念之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材料說明 第三節 研究路徑與方法 第二章 靈寶經天書觀念的
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古靈寶的經典觀念 第二節 葛氏家族造構經典觀 第三
論文 節 陸修靜整合經典 第四節 今靈寶經與其他道流經典的交流 結語 第三章
目次 來自仙界的訊息 第一節 論啟示 第二節 天書的形成 第三節 天書的出世
第四節 天書的主題內容 結語 第四章 超凡入聖的路徑 第一節 論信仰 第
二節 天書的傳授 第三節 天書的運用 結語 第五章 結論 附錄一 元始五老
赤書玉篇真文 附錄二 太上諸天內音自然玉字 參考書目
參 考 書 目 一、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1988） 《靈寶?量度人上品
妙經》 洞真部 本文類 天 第 1 冊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洞
真部 本文類 昃 第 2 冊 《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 洞真部 本文類 昃 第
2 冊 《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 洞真部 玉訣類 收 第 3 冊 《洞玄靈
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 洞玄部 本文類 人 第 10 冊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
劫期經》 洞玄部 本文類 人 第 10 冊 《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 洞玄部
本文類 人 第 10 冊 《太上洞玄靈寶赤玉訣妙經》 洞玄部 本文類 人 第
10 冊 《太上靈寶五符序》 洞玄部 神符類 衣 第 10 冊 《太上洞玄靈寶大
綱鈔》 洞玄部 神符類 衣 第 10 冊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 洞玄部 威儀
參考
類 化 第 16 冊 《真誥》 太玄部 定 第 35 冊 《雲笈七籤》 太玄部 學∼棠
文獻
第 37、38 冊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太平部 儀 第 41 冊 《洞玄靈寶
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太平部 儀 第 41 冊 《陸先生道門科略》 太平部 儀
第 41 冊 《道教義樞》 太平部 諸 第 41 冊 《無上秘要》 太平部 叔 第 42
冊 二、傳統文獻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
京：中華，1996。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1992。 王充，
《論衡》，四部叢刊正編二二，台北：台灣商務，1979，薹一版。 朱熹
注，《論語》，台北：金楓，1987。 房玄齡等，《晉書》，台北：鼎
文，198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蘭臺書局，1971。 畢沅，
《釋名疏証》，台北：廣文，1971。 脫脫等，《宋史》，台北：鼎文，

1983。 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1987。 葛洪，《神仙傳》，中
國神仙傳記文獻初編一，台北：捷幼，1992。 趙道一，《歷代真仙體道
通鑑》，中國神仙傳記文獻初編二，台北：捷幼，1992。 郭璞注，《爾
雅郭注》，台北：新興，1971。 魏徵等，《隋書》，台北：鼎文，
1987。 釋僧祐輯，《弘明集》，四部叢刊正編二四，台北：台灣商務，
1979，薹一版。 釋道宣輯，《廣弘明集》，四部叢刊正編二四，台北：
台灣商務，1979，薹一版。 ，《續高僧傳》，台北：文殊，1988。 釋慧
皎，《高僧傳》，台北：廣文，1971。 三、中、日文著作 ?按姓氏筆劃
順序排列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錄篇》，東京：福武書店，1979。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中國道教協會
研究室編，《道教史資料》，上海：上海古籍，1991。 中國道教協會辭
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台中：東久，1996。 吉川忠夫
編 ，《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92。 ，《六朝道教
の研究》， 東京：春秋，1998。 吉岡義豐，《吉岡義豊著作集（第三
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 朱越利，《道經總論》， 台北：洪葉
文化，1995。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1991。 ，《中國道教史（上）》，台北：桂冠，1991。 李養正原著、張
繼禹編定，《道教經史論稿》，北京：華夏，1995。 李豐楙，《不死的
探求─抱朴子》，台北：時報出版，1981。 宋華宗，《聖經神學》，臺
北：呼喊，1997。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台北縣：稻鄉 ，1999。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一)》，台北：中華道統，1997。 徐炳昶
（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台北：里仁，1999。 宮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 烏丙安，《中國
民間信仰》，上海：人民，1996。 馮達甫，《老子譯注》，上海：上海
古籍，1996，5 刷。 黃意明，《符咒》，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
1999。 基督教詞典編寫組主編，《基督教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學
院，1994。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台北：古亭，1975。 張志剛，
《走向神聖：現代宗教學的問題與方法》，北京：人民，1995。 張繼
禹，《天師道史略》，北京：華文，1990。 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
的道教》，陜西：陝西師範大學，198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
史（上˙下）》，台灣：駱駝，1987。 曾仰如，《宗教哲學》，台北：
台灣商務，1986 曾仰如，《柏拉圖的哲學》，台北：台灣商務，1974，
2 版。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台北：校園書房，1997。 莊家
慶，《宗教交談的基礎》，台北：雅歌，1997。 福井康順 ，《福井康順
著作集˙第二卷道教思想研究》，京都：法藏館，1987。 趙有聲、劉明
華、張立偉，《生死、享樂、自由》，台北：雲龍，1991，臺一版。 福
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道教》，上海：上海古籍，1990。 劉怡
君，《六朝上清經系的濟度思想─以楊許時期為主的考察》 台北：輔大
宗教所碩士論文 民國 86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 台北：台灣書店，
1997。 龔鵬程，《道教新論》，台灣：學生，1991。 ?論文 丁煌，〈漢
末三國道教發展與江南地緣關係密切初探─以張陵出生地傳說、江南巫
俗及孫吳政權與道教關係為中心之一般考察〉，《道教文化》，5：1、2
（1990）。 李剛，〈道教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宗教哲學》1：4
（1995）。 李豐楙，〈六朝道教度脫觀的綜合考察〉，《道家、道教與

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都：四川大學，1994。 ，〈敦煌道
經寫卷與道教寫經功德觀〉，《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
正大學，1995。 ，〈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說得提出與衍
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9( 1996)。 ，〈六朝道教
的度救觀：真君、種民與度世〉，《東方宗教研究》， 5( 1996)。 ，
〈道教劫論與當代度劫之說：一個跨越廿十世紀到廿一世紀的宗教觀
察〉，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論文
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金棹，〈東漢道
教的救世學說與醫學〉，《世界宗教研究》，1 (1989)。 高金田，〈聖
經的視界與權威〉，《臺灣神學論刊》，15(1993)。 神塚淑子，〈開劫
度人說の形成（上）〉，《東洋學術研究》，27：別冊 (1988)。 趙吉
惠，〈論道家轉化為道教的中間環節〉，《宗教哲學》1：4（1995）。
麥谷邦夫，〈道教における天界說の諸相〉，《東洋學術研究》 ，27：
別冊 (1988)。 ，〈初期道教救濟思想〉，《東洋文化》， 57(1977) 福井
康順 ，〈葛氏道の研究〉，《東洋思想研究》 第五， 1954 董芳苑，
〈聖經解釋問題之探討〉，《台灣神學論刊》，10（1988）。 劉仲宇，
〈道符溯源〉，《道教研究》，1（1994）。 ，〈魏晉道士的宇宙
論〉，《宗教哲學》1：4（1995）。 鍾肇鵬，〈扶乩與道經〉，《世界
宗教研究》，4（1988）。 蔡彥仁，〈比較宗教經典研究與儒學研究－
問題與方法學芻議〉， 《漢學研究》15：20（1997）。 ?中譯本（按字
母順序排列） Aquinas ,Thomas， 呂穆迪譯，《論天主》， 台中：光
啟，1965。 Berger ,P.L. ，高師寧譯，《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
的再發現》，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 Cassirer, Ernst ，甘
陽譯 ，《人論》，台北：桂冠，1990。 ，于曉等譯，《語言與神話》，
台北：桂冠，1990。 Dupr’e ,Louis ，傅佩榮譯，《人的宗教向度》，台
北：幼獅，1986。 Durkheim ,Emile ，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
基本形式》，台北：桂冠，1992。 Guardini ,Romano ，林啟藩等譯，《信
仰的生命》，台北：聯經，1983。 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er ，朱岑樓
譯，《巫術、科學與宗教》，台北：協志工業，1978。
Richmond ,James ，朱代強,、孫善玲譯，《神學與形而上學》，四川：人
民，1990。 Scheler ,Max ，孫周興譯，《死、永生、上帝》，香港：漢
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 Sharpe ,Eric J. ，呂大吉等譯，《比較宗教
學》，台北：桂冠，1991。 Tillich ,Paul ，龔書森等譯，《系統神學˙第
一卷》， 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台灣分會，1993。 ，魯燕萍譯，《信仰的動
力》， 台北：桂冠，1994。 Whitehead ,A. N. ，蔡坤鴻譯，《宗教的創
生》，台北：桂冠，1995。 四、英文著作 ?按字母順序排列 Eliade,
Mircea , Cosmos and history :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59. Otto, Rudolf. The Idea of The Holy.
translated by John W.Harve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1978. Turner, Victor
Witter and Turner,Edith.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Stephen R. Bokenkamp. “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 2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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