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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唐人孫思邈所編纂之《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三十之〈禁經〉所

載禁術為起點，試圖了解禁術的面貌與其思維。 在中古時期禁術使用之

考察方面，本文發現，禁術作為一種方術，並不是個別宗教上的專利，民



間方術之士、巫師、醫療者、道佛二教之神職人員皆是禁術的行使者，從

王公貴族到市井小民，甚至亡命之徒，社會各階層皆有人學習、使用禁

術。另外禁術有五大行使目的與時機，也就是五大用途，即：驅使鬼神、

醫療傷病、自禦防身、戰爭鬥法、表演娛樂。在醫療典籍的記載中，本文

整理了從「馬王堆古醫書」的《五十二病方》、《雜禁方》、《雜療

方》、《養生方》，及《肘後備急方》、《古今錄驗方》、《千金要

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數部自漢至盛唐的醫學方書，而每

見禁術之記載，可見當時禁術用於醫學之廣泛。本文亦考據了〈禁經〉編

纂者孫思邈在當時的宗教關係、地域關係，發現孫氏是一個活動於長安與

太白山一帶，以道教思想為主的隱士，並分析他為何要與如何編纂〈禁

經〉。 在〈禁經〉內容的考察方面，〈禁經〉分為三大部份：禁術的傳

授、禁術的行使、禁術的應用，本文對其中所載行禁過程與使用術儀，做

了簡單的解讀。總而言之，〈禁經〉中禁術的目的在於「禁」與「辟」，

透過齋戒、受禁、解穢、謢身等過程，應用噀法、噴法、叩齒、握固、禹

步、掌訣、唾法、符籙祝咒、存想、行氣、使用道具等。藉著術儀具有的

象徵，以建立尊卑、強弱、主客、時空、生剋的種種絕對的禁制關係，藉

者強大的意志力與符合禁術法則的術儀作用，行使者相信如此便能發生禁

制的作用。 本文亦對禁術之核心思維嘗試作了分析，總合來說，這三部

份有四大法則，即持禁齋戒的潔淨法則、以盟約為憑証的受禁法則、結界

創造大小宇宙的時空法則與作為禁效力彰顯原理的禁制法則。透過〈禁

經〉文獻、背景、術儀之研究後，本文最後略為考察了禁術的宗教向度與

中國醫學「祝由科」之關係，發現〈禁經〉之禁術，與道教有著密切的交

涉，也相當程度地承續了自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巫覡文化、民間信仰與地

域性，這種情形表現在於祝咒內容、行禁術儀（如唾法）及其「越方」的

稱呼，固然如此，禁術仍參雜了佛教之密教真言色彩；而考察禁術與祝由

科的關係之後，本文發現，相對於今人對中醫學療法的認知，禁術療病即

屬於祝由科，意即〈禁經〉為中國醫學祝由科傳統的一員；然就其行使方

式、目的與術儀內容而言，禁術又不專指祝由科，就時代而言，禁術術儀

很早即已出現，但是至今仍然流傳在中國民間。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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