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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呂傳道集 鍾呂內丹學 天人合一 中醫學理論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摘 要 內丹學是寓道于術的文化體系，是中國古代學者經過幾代人的修

持實踐， 吸取儒、道、釋、醫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形成一種融道家

的宇宙觀、人生 哲學、人體觀、修持經驗為一體的理論體系和行為模

式。道教經書中有上千卷 丹經，都是古代丹家為了同死亡作抗爭，為揭

開生命現象的本質和人類心靈奧 秘，終生修煉所作的實驗記錄。內丹學

是一項開發生命潛能和探究心靈奧秘而 修煉的人體系統工程，是由普通

人向具有特異體質的仙人邁進的改造之路。 「鍾呂內丹學」指的是鍾離

權與呂洞賓師徒二人所承傳的內丹學派及功法 。他們的內丹思想主要紀

錄於《鍾呂傳道集》與《靈寶畢法》兩部丹道名著。 至於此兩部丹道名



著是否真為鍾呂二人所承傳之丹道思想與功法，或是後人所 著，假託二

人所作，難有定論。但是此二書確為道教重要典籍，當中的思想與 功法

一直為後世道教中人所接受、演練，並形成之後王重陽之北宗與張伯端

之 南宗兩大學派，更於後世衍生出眾多內丹派別，這一事實卻是不容忽

視。鍾呂 之後，內丹學可以說是道教文化中最核心的學問。 內丹學是

以道家的宇宙論、人體生成論、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學、天人感應 原理和

陰陽五行學說作柱石；以中國傳統醫學的氣、血、經絡、穴位和腑臟學 

說為基礎；以人體的精、氣、神為修煉對象，達到人和宇宙的自然契

合，與道 合一為最高目的。基於《鍾呂傳道集》與《靈寶畢法》二書對

內丹學的重要性 ，是處於如此重要之樞紐地位。本文試圖對鍾、呂二人

內丹思想的代表作： 《鍾呂傳道集》其中有關的中醫學理論作探討。了

解兩者之間對彼此的理論與 思考模式發生了甚麼影響，同時也能在內丹

學的相關典籍論述中，能夠尋求到 中醫學理論新的思路源頭，使內丹學

更加具有「樂生、貴生」的意義。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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