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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千峰老人趙避塵（1860-1942），畢生求道，遍訪名師三十餘位，師

門眾多且譜系清楚。民國十七年，以在家修士的身分自立門戶，於北京創

立千峰派，開學度眾，是此一時期頗值得觀察的丹道家。本文之撰寫，以

趙避塵之丹道學為研究主題，主要討論趙避塵的丹道理論及傳教特色。藉

由對一代開宗丹師創教的研究，略見近代丹道學在大時代的演變下，如何

從傳統擺渡到現代的演變過程。 本文試圖重建趙避塵一生之經歷，並探究

千峰派在法脈源流及師門傳承上之脈絡，以釐清千峰派與全真道龍門派、

南無派、龍門衍派金山派等傳統道派，以及民間教派理門等宗派之法脈關

係。尤其，千峰派首次以口語的白話文著述丹經，採用西方解剖生理學理

論及繪圖，印證闡釋丹功之義理，可說是一項大膽嘗試與冒險，是丹經流

傳上史無前例的創舉。本文試探析千峰派修煉之功法、理論，並提出其中

幾處較為重要的修煉單元，包括眼睛、關竅、子午卯酉等，以明千峰丹道

煉養之道。丹道學是身心實修的煉養之道，千峰派獨特的生理論，也獨具

丹道傳播的歷史意義，本文試檢視千峰派的特色及應用之道，從而發覺千

峰派的時代意義與特質。 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趙避塵一生志道，除了

紹繼龍門派、南無派、金山派等宗派之傳，而民間教派理門對其傳道的影

響良多。可見明、清以來，教門之中互有關係聯絡，組織交錯，為教派發

展的特色。千峰派前承古人遺教，後開丹道新風，其傳道具有功法系統

化、傳教組織化、通俗化以及普及化等四項特質，開擴全真丹道流傳的生

態，兼具丹道傳承與創新風格。本文透過清末民初新道派的傳衍發展，闡

明丹道文化傳播的歷程，同時思考千峰丹道如何回應時代的變遷，才能融

入現代生活之中，使內丹學更加具有文化價值與意義。  

摘

要

(英) 

Abstract Zhao Bi-Chen(1860-1942), The Old Qianfeng, had been seeking after 

“Dao” for his life. He had pursued and followed over 30 great masters. Though 

he had many teachers, his learning pedigree was quite clear. As a lay-Taoist, Zhao 

Bi-Chen established his own sect, Qianfeng Sect, in Beijing in 1928 to help all 

leaving creatures. Being one of the experts of Intrinsic Alchemy of the time, he was 

worth observing.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Science of Intrinsic Alchemy of Zhao Bi-Chen. Through the study of a great 

respected founder of an Intrinsic Alchemy sect, we can have a rough idea about how 

the Science of Intrinsic Alchemy had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times. 

This text tries to reconstruct Zhao Bi-Chen’s experience during his lifetime , and 

explor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succession of teachings of Qianfeng 

Sect, so to clea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raditional sects, such as Quanzhen 

Longmen Sect, Nanwu Sect, Jinshan Sect, etc., and the popular sect Limen. 

Qianfeng Sect especially adopted a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the western anatomy 

theory and illustrations to verify and explain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technique of 

Intrinsic Alchemy. It may be said a bold trial and risk. It was also a pioneering wo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alchemical scriptures. This research also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practicing skills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Qianfeng Sect. We may 

know the methods of intrinsic alchemical practice by indicating some of the 

important practicing units, including eyes, guanqiao, zi-wu-mao-you, etc. The 

Science of Intrinsic Alchemy is a way of one’s physical and mental practices. 

Qianfeng Sect has special physiology and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circulation of 

Intrinsic Alchem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ecial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Qianfeng 

Sect, and therefore discovers its epochal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 From this 

research, we can see that Zhao Bi-Chen pursued Dao throughout his life. He not only 

carried forward Longmen Sect, Nanwu Sect, and Jinshan Sect, but was also affected 

a lot by Limen. We can see obviously that there had been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religious sects since Ming or Qing dynasties. It was a 

specialty of sectarian development. Qianfeng Sect continued the left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s, started a new style of Intrinsic Alchemy, and developed its practicing skills. 

There wer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ransmission. They were systematic practice, 

organized transmission, pop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Qianfeng Sect expanded the 

spreading ecology of Quanzhen Intrinsic Alchemy and owned both the succeeding 

and innovatory styles. By means of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aoist sect 

betwee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uo, this research 

expounds the course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trinsic alchemy culture, and meanwhile 

reflects how the Qianfeng Intrinsic Alchemy responded to the time transition, 

harmonized with the modern life and made the Science of Intrinsic Alchemy more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in cultural respect. The internal spirit of intrinsic alchemy 

culture is exactly a kind of attitude toward life. Its intentional situation is actually a 

balanced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condition of a person. Consequently, we may 

say that Intrinsic Alchemy is an art of practicing of life for Tao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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