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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旨在研究《老子中經》文本意義。本論文接受大部分學者的意

見，視其內容主要為漢代內容，並參考相關互文作品，而進行創作意

圖、深層意義、社會文化脈絡等各面向的理解。首先釐清《老子中經》

文本為編輯性作品，是編輯者以修練方法「存思真人子丹法」為核心，



具有為團體建立教材的意圖而編輯眾多材料而成。然而編輯者又不敢擅

自更改引用經典的文字，造成內文細部缺乏一致性。深層思想方面，

《老子中經》受到漢代以降的關聯思維、「數術式宇宙論」的影響，以

「數術化身體觀」為基底，其收集的重要的修練法內在亦蘊含數字結

構，可以歸納出三（三元）、一（一氣）、二（陰陽）、五（五行）四

類模式，其中以三元範式最重要，子丹法為其代表。《中經》成書之

後，歷史上遺留著相關的神話，如《道德經》與《老子中經》配套成

「大字三篇」神話、尹喜傳為得授《老子中經》的弟子、老子母親李母

添入《老子中經》傳承譜系之中，成為李母－老子－尹喜的三代傳承

等，各都涉及道教史中的重要議題，值得展開進一步研究。 

摘要

(英)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text of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Laozi 

zhongjing）, considered by most scholars and accept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s a wor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and further to explore the intention of the 

creation of this canon, the in-depth meaning and the socio-cultural issues by means 

of referring to the intertexuality of other canons. Being a collective work as a guide 

book for adepts of a certain group,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focused itself on 

the “method of meditating the Jen-zen Zidan（perfect man of the inner self）”. 

However, the compiler did not intend to change the text of the cited canons, thus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resulted in the inconsistencies concerning the details 

therein. With respect to the deeper thoughts,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was 

affected by the correlative thinking and the cosmology of numerical cycles since 

the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same numerical concept of the body, the refining 

methods collected in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contained a numerical structure, 

which comprised such patterns as the San- yuan（Three Originals）, the Yi-

Qi(One Breath),the Yin and the Yang and the Wu-Xing（Five Agents）. Among 

them, the San- yuan patter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ethod of Zidan (self-

cultiva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fte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entral Scripture 

of Laozi, there arose certain relevant myths in history, such as the myth of “ Da-

Zi San Pen” ( The Three Books of Big Characters), the myth of Yin-Xi’s 

acquiring the Central Scripture from Laozi, and the myth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Laozi’s mother into the system of canonical succession, and thus constituted a 

chain of succession: Laozi’s mother－Laozi－Yin-Xi. All these implies 

important topics of the history of Taoism, which require some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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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5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6/9 



轉檔

日期 
2012/06/1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8905010 2012.6.12 16:19 123.205.192.18 new 01 498905010 2012.6.12 16:20 

123.205.192.18 new 02 498905010 2012.6.12 16:24 123.205.192.18 del 02 

498905010 2012.6.12 16:25 123.205.192.18 new 02 498905010 2012.6.12 16:26 

123.205.192.18 new 03 498905010 2012.6.12 16:31 123.205.192.18 new 04 

498905010 2012.6.12 16:35 123.205.192.18 new 05 498905010 2012.6.12 16:39 

123.205.192.18 new 06 498905010 2012.6.12 16:48 123.205.192.18 new 07 

498905010 2012.6.12 16:51 123.205.192.18 new 08 498905010 2012.6.12 16:53 

123.205.192.18 new 09 498905010 2012.6.12 16:57 123.205.192.18 new 10 

498905010 2012.6.12 16:59 123.205.192.18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8905010 Y2012.M6.D9 21:15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9 

21:15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0 11:00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5:59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6:15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6:26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7:02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7:03 123.205.192.18 M 498905010 Y2012.M6.D12 17:04 123.205.192.18 M 

reli2791 Y2012.M6.D12 17:04 123.205.192.18 M reli2791 Y2012.M6.D13 14:57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2.M6.D13 14:57 140.136.136.29 I 030540 

Y2012.M6.D13 15:08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