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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雲笈七籤》，從字面上來說明，「雲笈」指道教書籍，「七籤」即七部

（三洞四輔），「雲笈七籤」四個字連起來就是「道藏」的意思。張君房

以「雲笈七籤」為書名，大概有意指明其為《大宋天宮寶藏》的縮編，是

一小道藏。 本文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壹為文，分六章從各個層面析論、探

討《雲笈七籤》；貳為表，分二表將各個版本《雲笈七籤》的相異之處及

《雲笈七籤》引用經書目與明《正統道藏》比對結果以表格的方式清楚、

簡單地表示出來；參為附錄，以圖像的方式介紹各個版本的《雲笈七

籤》，便於清楚認識。 第壹部分，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

《雲笈七籤》的研究可以彌補中國文獻學上對道教經典的忽略，就道教經

典本身的研究也有其重要性。 第二章「《雲笈七籤》的編纂背景」。試圖

從外在分析，對影響《雲笈七籤》編纂背景的主要因素及道藏編纂的歷史

脈絡加以敘述。 第三章「《雲笈七籤》的版本」。嘗試將筆者所見四個版

本的《雲笈七籤》內容加以分析，期望尋找出其中的差異處。 第四章

「《雲笈七籤》的編排體例與部品分析」。本章的重點在針對《雲笈七

籤》的體例與部品加以分析，探討每一部品所敘述的主題，各部之間銜接

的關係，及連結而成一體的組織方式。 第五章「《雲笈七籤》的構成」。

討論《雲笈七籤》的編纂者面對當時所見卷帙浩繁的道教經典，究竟引錄

了哪些資料？其編纂時部目設立門類的內涵為何？ 第六章「結論」。藉由

歷史、版本、體例、內容等層面的探討、分析，說明《雲笈七籤》的價

值，在道教經典中的重要性，對後代的道經有何影響性，以期對《雲笈七

籤》有更深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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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笈七籤》，第 22 冊，學∼棠字號。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所

收錄之道經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第 1 冊，天∼洪字號。 《上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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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修真精義雜論》，第 8 冊，芥字號。 《漢武帝內傳》，第 8 冊，

海字號。 《列仙傳》，第 8 冊，海字號。 《續仙傳》，第 8 冊，海字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第 8 冊，鹹∼?字號。 《華陽陶隱居內傳》，第 9

冊，翔字號。 《紫陽真人內傳》，第 9 冊，翔字號。 《洞玄靈寶自然九

天生神章經》，第 10 冊，人字號。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第

10 冊，人字號。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第 10 冊，人字號。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第 10 冊，人字號。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第

10 冊，人字號。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第 10 冊，字字

號。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第 10 冊，乃字號。 《上清三元玉

檢三元布經》，第 10 冊，乃字號。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第 10 冊，乃

字號。 《太上靈寶五符序》，第 10 冊，衣字號。 《洞玄靈寶定觀經

註》，第 11 冊，推字號。 《黃庭內景玉經註》，第 11 冊，推字號。 《靈

寶眾真丹訣》，第 11 冊，位字號。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第 11



冊，遜字號。 《上清太上八素真經》，第 11 冊，遜字號。 《上清修行經

訣》，第 11 冊，遜字號。 《太上飛行九晨玉經》，第 11 冊，遜字號。 

《上清八道秘言圖》，第 11 冊，國字號。 《玄覽人鳥山經圖》，第 11

冊，國字號。 《太上玉晨鬱儀結璘奔日月圖》，第 11 冊，國字號。 《太

上洞玄靈寶上品戒經》，第 11 冊，陶字號。 《齋戒籙》，第 11 冊，弔字

號。 《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第 16 冊，化字號。 《太極真

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第 16 冊，被字號。 《道教靈驗記》，第

18 冊，常字號。 《神仙感遇傳》，第 18 冊，恭字號。 《道?靈仙記》，

第 18 冊，惟字號。 《十洲記》，第 18 冊，惟字號。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

禮讚》，第 18 冊，養字號。 《眾仙讚頌靈章》，第 18 冊，養字號。 《太

上老君內觀經》，第 19 冊，傷字號。 《道德真經》，第 19 冊，慕字號。 

《西昇經》，第 19 冊，慕字號。 《南華真經》，第 19 冊，貞字號。 《太

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第 19 冊，潔字號。 《唐玄宗御製道

德真經》，第 19 冊，男字號。 《道德真經註》，第 20 冊，知字號。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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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正法經》，第 48 冊，滿字號。 《三天內解經》，第 48 冊，滿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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