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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張果的生平，在史書及道教文獻上的記載皆不是很明確，容易讓

人將其歸屬於仙人的傳說而已。但從道教文獻及相關史料中抽絲剝繭，

卻發現張果的思想在道教丹鼎派的發展上有其承先啟後的貢獻。 本文在

張果生平的探索中，除由史料和道教文獻整理分析外，對其隱居地點中

條山和恆山，也多有著墨。道教史上，洞天福地不祇常是道教宮觀設立

的所在，也是修煉人士煉養身心的絕佳寶地，使其能善用自然地理的環

境，來幫助、提昇自己身心煉養的一份處所。 由張果的生平來看，他的

行事作風相當低調，可說「和光同塵」的與世俗生活混同，在〈草衣子

火候訣〉中說：「世上本來無此物，人間終是少知音。」又說：「得一



莫誇能事畢，要勤功行合天心。」似乎說明了張果有神妙難方的功行，

卻有「本來無此物」的空無體悟和《老子》：「明道若昧」、「上德若

谷」的襟懷。從其志穆守真，退出皇室的名利場合，在孤寂退隱中，矢

志不移的是修煉的執著和對道的追求，深得《周易參同契》：「陰陽得

其配兮，淡泊而相守」的思想要髓。 張果的修煉思想，其對《黃帝陰符

經》的深刻見解，「機、情、性」三要之異於他人的解讀；其對德性的

注重，在其諸多著作中的強調，可以瞭解其煉養思想是重視「性命雙

修」的。其《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從「真一秘要」到「九還一氣」的

論述，對道教煉養理論術語做了初步介紹，乃是對唐朝之前的道教煉養

理論整理出一架構，對唐、宋之後道教丹鼎派的理論發展有開路先鋒的

貢獻。其陰陽匹配思想、煉養次第理論，闡明一年十二月中各個階段性

的注意要項，用《周易》十二辟卦理論，配合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

理論思維，發展出深厚的修煉火候理論。 張果從權勢名利中隱退，如同

魏伯陽「栖遲僻陋，忽略利名。」隱居鄉下般，過著山野鄙夫的生活，

做的是對超越人生境界的刻苦鑽研和證悟。他不是志怪小說流傳的神

仙，是歷史上一個真實道士，其修煉成果，從史料描述中，表達出多樣

異於常人的特殊能力，在小說家的文筆刻劃下，成為家喻戶曉的神仙。  

摘要

(英) 

Abstract There is no explicit recording on the life of Zhang Guo in historical 

essays and the literature on Taoism.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legend of celestial 

beings. Some articles on Taoism and history materials have, however, told us that 

Zhang Guo’s thinking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ndiing Pay. This essay traces out Zhang Guo’s entire life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articles on Taoism, and depicts where he secluded himself—Zhongtiao 

Shan and Heng Sha. In the history of Taoism, a place with good spiritual energy 

serves not only as a location for Tao temples, but also a great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Taoists to cultivate their minds and improve physical wellness. Zhang Guo led 

a low-key life holding the philosophy of living wisely “in” the terrestrial world. 

In the book Caoyi Zi Huohou Jue it says nothing really exists in life originally, 

and a friend who sees this is hard to find after all. It state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boast of what they have accomplished, but work diligently to clear their minds to 

act true to their conscience. This seems to show that Zhang Guo accumulated 

much work and reached a level hard to be measured, yet possessed a realization of 

“nothing really exists”, corresponding to the philosophies of Laozi’s: the wise 

one who understands the subtle path to a peaceful mind does not need to look 

smart; the wise one who maintains a truthful nature remains as receptive as a 

valley. While he withdrew solitarily from the royal fame and wealth, he remained 

persistent in pursuing the subtle origin of life and in working on his mind, 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core thinking of Zhouyi Cantong Gi, stating that yin and 

yang naturally exist in their right positions, and one who has a clear mind would 

follow that nature. In viewing Huangdi Yinfu Jing, Zhang Guo has a different 

opinion towards one’s behavior, emotion and mind. His valuing the importance 

of virtue can be seen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reflecting an equal emphasis on both 

mind and body when pursuing the truth. In the book Taishang Jiuyao Xinyin 

Miaojing, the chapters discuss from how keeping qi and spirit healthy helps 



prolong life to that nine basic elements within human form one qi, and make an 

initial introduction of the terminology in Tao qi-cultivating theories. The book 

forms a structure for Tao qi-cultivating theories before Tang dynasty, and serves 

as the pioneer in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Dandiing Pay in Tang, Song 

dynasties, and the eras after. Due to the coordina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because 

there is a sequence in cultivating qi, he explains sequential hints in each of the 

twelve months in a year. By using the theory in Zhouyi stating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yin and yang, together with the thinking of Wei Boyan’s Zhouyi 

Cantong Gi, he developed profound qi-cultivating theories. Zhang Guo secluded 

from being powerful and wealthy, which is the act resembling what Wei Boyan 

mentioned about living in rural area and leading a humble life, to delve into what 

is beyond the mortal life. Zhang Guo is not the fairy god in the fiction novels, but 

a real Taoist priest in history.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we can see that his work 

has shown his special abilities distinct from others. Under novelists’ depiction, 

Zhang Guo becomes the fairy god known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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