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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論文的主旨在於：闡明生死現象，是人一生中亟欲瞭解的關鍵課

題。在道教的修行觀念，認為人不僅要在生命裡永保長壽，而且精神上

與道合真。其關鍵點在於勸人及早入道修行，以免錯失得道良機。一般

而言，人的生命有可能因為疾病入侵而受威脅，藉機重新看待人自身的

存在價值。中國金元時期的全真道士，教導信徒從生活中不斷地修行，

並向信徒解釋疾病的成因與治療之道。筆者以《正統道藏》為主要文

本，整理全真道士的相關文集，企圖建立全真教醫療脈絡。進一步，發

現全真道士對於生死的看法，使筆者瞭解道教的生命觀，其目的在於

「形神俱妙」的實踐過程。 筆者以全真道士與疾病醫療為題，全文共有



三大部分：（一）緒論與第二章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強調全

真醫療在宗教學研究中的關鍵性。並簡述道教醫學的興起，與全真教的

發展歷史；（二）第三、四、五章的研究重點在於將王重陽、丘處機、

王玉陽等三位全真道士的事蹟，從中整理醫病事例；（三）第六章與結

論，筆者將前述的研究結果，以宗教醫療的觀點解析，並提出筆者對於

全真醫療的初步架構，藉此瞭解全真醫療在道教傳統中的獨特性。 

摘要

(英) 

No one could escape from life and death;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ath would be an essential issue for human be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issue 

of life and death, Taoism suggests people not only become immortal physically, 

but reunite with the Dao spiritually. The Taoists of Quan-zhen Taoism（全真

教）in Jin and Yuan Dynasty of China（中國金朝與元朝）, taught their 

followers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in daily life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diseases 

and the their possible therapies, because people might not be able to practice Dao, 

and thus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the reunion with Dao, due to the threats to 

their lives by suffering various disease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medical therapy of Quan-zhen Taoism by exploring some Taoists’ 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he “Zheng-tong Dao-zang,” （正統道藏）and conclusively 

advocates that Quan-zhen Taoists’ goal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is to achieve 

“the perfection on form and spirit,” which is also their philosophy towards life.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two, 

besides summarizing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of Taoism and Quan-zhen Taoism, 

extract the importance of Quan-zhen medical therapy in religious studies; 2) 

Chapter three, chapter four, and chapter five, exemplify the Quan-zhen medical 

therapies by researching on three Quan-zhen Taoists’ stories, who are Wang 

Chong-yang（王重陽）, and his followers Qiu Chu-ji（丘處機）, and Wang 

Yu-yang（王玉陽）; 3) Chapter six and conclusion, construct a primary system 

of Quan-zhen medical therapy, and manifest the uniqueness of Quan-zhen medical 

therapy in the tradition of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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