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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從古至今，生死一直是一大課題，人的一生由出生的那一刻起，便開始在

面對死亡，人生在世莫不是把人生幸福置於最大的追求目標，可是每一個

人卻又都無法擺脫生、老、病、死的束縛。為了超脫出形體的局限，而追

求精神的永恆，因而衍生了形神問題。中華道學歷史淵遠流長，道教與道

家的根本思想在根本精神是相通的，道教從萬物與我為一體的概念發揮之

下轉而著重在個人身心的和諧，道教徒在隨順自然的人生信念外，著重於

調和自己本身以及宇宙和諧的實踐工作。 道家思想對中醫有著極大的影

響，道教與中醫因而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又以祝由、祕方、氣功診病等構

成獨立於中醫之外的獨特醫療治病系統。道教各種養生術在春秋戰國（公

元前 770~前 221 年）時代萌芽，道教在一千八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

許多傑出道士和道教學者從事道教方術（包括醫藥、養生、煉丹等等）的

研究。由於道教認為在世上應多行善積德，才能成仙。歷代名道多兼修醫

學以救災應世，研究出許多煉形養神的方術，並?此付出畢生的精力。歷代

道醫虔誠進行道學與醫學的實踐與探索中，也同時為中國醫藥學作出了巨

大的貢獻。眾多重要中醫藥學著作中，都收錄有大量道教醫方。 葛洪、陶

弘景、孫思邈等皆道教養生大家，都有醫著傳世，其思想具相當代表性；

其中孫思邈在醫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觀其一生，歷經隋文帝、隋煬帝、

唐高祖、太宗、高宗五帝王，壽享一百零二歲，可以肯定其養生經驗是行

之有效。孫思邈著有《氣訣》、《攝生真錄》、《養生要錄》、《燒煉秘

訣》各一卷，醫書《備急千金藥方》、《千金翼方》，收集自漢至唐代許

多醫學理論、用藥、針灸等成果，兼及食療、導引、按摩法。「行醫以救

急濟危」是他修道煉丹的根本目的，他不僅有高超的醫術、高尚的醫德，

還對臨證各科及藥物學、養生學等各個方面，有著重大的貢獻。孫思邈的

中心思想裡除了歷代醫家遵行的《黃帝內經》思想外，其宗教思維對其形

神觀有著密切的交涉，他承續了上古以來的道家文化與道教煉養思維，表

現在他對於禁術術儀的運用，他這樣一位具備深厚醫學知識的道士，企圖

以其長期實踐的經驗能為後世留下貢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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