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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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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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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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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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