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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論文題目 

08:00~08:30 報到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樓 10 樓至善廳 

08:30~08:40 開幕典禮 
正修科技大學        龔校長瑞璋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李講座教授豐楙 

08:40~09:40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 

獻敬道場科儀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率全體皈依弟子 

09:40~09:50 茶敘 
專題講座 

場次 主持人 主講人 論文題目 

9:50~10:55 

第 
一 
場 
專 
題 
講 
座 

游步平 
正修科技大學 

副校長 

李豐楙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講座教授 

從後天到先天： 
丹道修煉的實踐經驗 

10:55-11:05 茶敘 

Elena Valussi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Professor 

傅金銓、賀龍驤、蕭天石： 
從四川到臺灣內丹的傳授 

11:05~12:10 

第 
二 
場 
論 
文 
發 
表 

莊宏誼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副教授 黃孔良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 
研究所助理教授 

丹道與全人養生樂活實踐初探： 
人文科技養生與觀測的結合 

12:10~13:40 午餐、中場休息 
朴馬利阿 

韓國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研究委員 

比較大巡真理會與全真教的 
心、行、仙：以修道主體與 

宗教認知概念之間的關係為主 
13:40~14:45 

第 
三 
場 
論 
文 
發 
表 

劉正元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歷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所長 
鈴木健郎 

日本專修大學准教授 
丹道在日本的實踐性展開： 

宗教‧武術‧醫術 

14:45~14:55 茶敘 

莊宏誼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丹道學的時間觀 

14:55~16:00 

第 
四 
場 
論 
文 
發 
表 

林晉士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系主任兼所長 

賴慧玲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陳攖寧之「女金丹法」述論 

16:00-16:10 茶敘 

16:10-17:15 

第 
五 
場 
綜 
合 
座 
談 

翁太明住持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 
與會學者專家 丹道傳佈與臺灣丹道 

17:15~ 明天再見 

議 程 表 101 年 12 月 14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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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論文題目 
9:00~09:30 報到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樓 10 樓至善廳 

專題講座 
場次 主持人 主講人 論文題目 

9:30~10:35 

第 
一 
場 
專 
題 
講 
座 

何清釧 
正修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兼榮譽講座 

賴賢宗 
國立臺北大學 
中國文學系 

教授 

丹道修煉的哲學詮

釋與榮格心理學：

邁向「道家的整合

養生學」 

10:35-10:55 茶敘 

10:55~12:00 

第 
二 
場 
專 
題 
講 
座 

賴賢宗 
國立臺北大學 
中國文學系 

教授 

劉劍輝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 

教授 

靜坐的實驗研究與

身心靈科學探討 

12:00~13:30 午餐、中場休息 

13:30~14:35 

第 
三 
場 
專 
題 
講 
座 

吳百祿 
正修科技大學 

副校長 

楊憲東 
國立成功大學 
航太工程研究所 

特聘教授 

天人合一思想 
的科學基礎 

14:35~14:45 茶敘 

范水旺 
西派道經編撰者 

14:45~15:50 

第 
四 
場 
對 
談 
討 
論 

鄭卜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教授 

蕭進銘 
真理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

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丹道西派：學者 
與專家的對話 

15:50~16:00 茶敘 
翁太明住持 
高雄道德院 

三清太乙大宗師 
賴慧玲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16:00~17:05 

第 
五 
場 
綜 
合 
座 
談 

李豐楙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講座教授 

Elena Valussi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Professor  

女丹實踐的體驗 

17:05~17:15 結語、政大再見 

議 程 表 101 年 12 月 15 日(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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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 

 

簽到處 

簽到處 
 

簽到處 

開幕式：龔校長瑞璋致詞 

 

開幕式：龔校長瑞璋致詞 

開幕式：三清太乙大宗師致詞 
 

開幕式：三清太乙大宗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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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曾局長致詞 
 

開幕式：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曾局長致詞 

開幕式：李講座教授豐楙致詞 

 
開幕式：李講座教授豐楙致詞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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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宗教生命禮儀觀摩：獻敬道場科儀 

第一場專題講座主持人：游副校長步平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李講座教授豐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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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李講座教授豐楙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李講座教授豐楙

第二場論文發表主持人：莊宏誼副教授 
 

第二場論文發表主持人：Elena Valussi 教授 

第二場論文發表主持人：Elena Valussi 教授 
 

第二場論文發表主持人：黃孔良助理教授

第三場論文發表主持人：劉正元所長 
 

第三場論文發表人：朴馬利阿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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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論文發表人：朴馬利阿研究員 
 

第三場論文發表人：朴馬利阿研究員 

第三場論文發表人：鈴木健郎準教授 
 

第三場論文發表人：鈴木健郎準教授 

第四場論文發表主持人：林晉士所長 
 

第四場論文發表主持人：林晉士所長 

第四場論文發表人：莊宏誼副教授 
 

第四場論文發表人：莊宏誼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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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綜合座談（12/14） 第五場綜合座談（12/14） 

第一場專題講座主持人：何清釧教授 
 

第一場專題講座主持人：何清釧教授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賴賢宗教授 第一場專題講座發表人：賴賢宗教授 

第二場專題講座主持人：賴賢宗教授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劉劍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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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劉劍輝教授 第二場專題講座發表人：劉劍輝教授 

第三場專題講座主持人：吳副校長百祿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楊憲東特聘教授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楊憲東特聘教授

 
第三場專題講座發表人：楊憲東特聘教授

第四場對談討論主持人：鄭卜五教授 

 
第四場對談討論人：范水旺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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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對談討論人：范水旺道長 
 

第五場綜合座談（12/15） 

第五場綜合座談（12/15） 
 

第五場綜合座談（12/15） 

開幕－互贈紀念品（韓國 正修） 
 

開幕－互贈紀念品（韓國 正修）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韓國）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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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美國）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道德院）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李教授） 
 

開幕－互贈紀念品（正修 曾局長） 

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正修） 
 

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李教授）

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曾局長）

 
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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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日本） 
 

開幕－互贈紀念品（道德院 美國） 

開幕－互贈紀念品（韓國 道德院） 
 

開幕後大合照 I 

開幕後大合照 II 
 

開幕後大合照 III 

大合照 I 
 

大合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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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I

研討會盛況 
 

研討會盛況 

與會來賓發問互動 
 

與會來賓發問互動 

與會來賓發問互動 
 

與會來賓發問互動 

茶敘盛況 
 

茶敘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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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參考資料一 

從先天到後天：丹道修煉的實踐經驗 

李豐楙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摘 要 

丹道的派別雖多，在實踐經驗上需建立其體用的原理，基本上即運用了易理，

一般都關注《周易參同契》，及相關的內丹注釋。從經典的詮釋言，宋、元之後的

內丹家借由重新詮釋《參同契》，以之建立丹功實踐的基本準則，不管其派別各異，

都可經由解經而分別各釋其義。但是從易理與丹道的之祖，還需注意易理所建立

的思維模式，與丹道之學其實有更為繁複的互動關係。傳統易學的發展上，在義

理、象數與圖書三大領域各有成就，一般儒家易雖則對於丹道、道教易並非完全

認可其價值，但是作為易學史上的事實，象數易、圖書易實與道教有密切的關係。

其所以作為丹道實踐上的隱喻依據，除了契合丹家特重祕傳的傳統，實與道教所

建立的宇宙觀，可與易道的宇宙圖式可以相互呼應。其中一組聯結易理與丹道的

關鍵就是「先天與後天」的歸復問題，在思想史上其源流正變頗為複雜，卻可從

中解釋丹道的體用之道，乃是呼應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其中的易圖在丹道的隱

喻運用上，關聯及儒（家）道（教）之辨，在此即以周敦頤與邵庸的易圖為主，

將其置於丹道史上觀察，就可理解先天與後天的歸復，正是內丹學在實踐上的順、

逆問題。由此關聯及道教的「元文化」，也可解決道教易在易學史與丹道史上的定

位問題。 

關鍵詞：丹道、先後天、易理、卦象、周易參同契 

 

 

 

 

 

 

 



 
第一場專題講座－李豐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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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參考資料二 

逆修與順成：易理與丹道在先天、後天上的隱喻 

李豐楙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摘 要 

丹道的派別雖多，在實踐經驗上需建立其體用的原理，基本上即運用了易理，

一般都關注《周易參同契》，及相關的內丹注釋。從經典的詮釋言，宋、元之後的

內丹家借由重新詮釋《參同契》，以之建立丹功實踐的基本準則，不管其派別各異，

都可經由解經而分別各釋其義。但是從易理與丹道的之祖，還需注意易理所建立

的思維模式，與丹道之學其實有更為繁複的互動關係。傳統易學的發展上，在義

理、象數與圖書三大領域各有成就，一般儒家易雖則對於丹道、道教易並非完全

認可其價值，但是作為易學史上的事實，象數易、圖書易實與道教有密切的關係。

其所以作為丹道實踐上的隱喻依據，除了契合丹家特重祕傳的傳統，實與道教所

建立的宇宙觀，可與易道的宇宙圖式可以相互呼應。其中一組聯結易理與丹道的

關鍵就是「先天與後天」的歸復問題，在思想史上其源流正變頗為複雜，卻可從

中解釋丹道的體用之道，乃是呼應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其中的易圖在丹道的隱

喻運用上，關聯及儒（家）、道（教）之辨，在此即以周敦頤與邵庸的易圖為主，

將其置於丹道史上觀察，就可理解先天與後天的歸復，正是內丹學在實踐上的順、

逆問題。由此關聯及道教的「元文化」，也可解決道教易在易學史與丹道史上的定

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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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金銓、賀龍驤、蕭天石：從四川到臺灣內丹的傳授 

Elena Valussi 
Professor,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壹、前言 

這篇論文源於我數年前所進行的其他三個課題，在這三個課題上我都在不同程

度上有所建樹，這些都是有關四川當地負責收集與出版道教書籍的道教人士。這些

人士都在有意無意間通過其保存道教典藏的工作傳播了道教文化知識，他們即是被

一些廣泛傳播的文集聯繫在一起。第一個是大約生活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中葉的江西

道士傅金銓，他移居四川後就使用乩筆收集並發表了大量有關丹經的文章，後來這

些文章就被併入他的《道書十七種》文集中。第二位為四川的賀龍驤，他主要活躍

在二十世紀，並曾參與大型書籍《重刊道藏輯要》的出版。第三位即是湖南的蕭天

石，蕭氏曾於 1937 年至 1948 年間居住在四川，後來在臺灣參與並出版了大型的印

刷作品《道藏精華》。這三位道教人士的出版項目，都各有不同的理由，但不可否

認的是，他們都在保留及傳播道教文化上曾起了不可磨滅的作用。而這一系列的保

存及傳播活動，加之都與四川地區有緊密的聯繫，將會成為聯繫這三位道教人士的

那一縷紅線。 

我長期以來研究道教丹書的傳播過程，看到這三位道教人士分別使用了三種不

同的傳播途徑。第一種丹書傳播途徑被稱作為「乩筆」，這一種傳播途徑在清朝年

間曾被廣泛的運用，乩筆的運用不僅存在於道教中，同時也曾存在於其他的幾種宗

教，目前依然有道教學者致力於研究明清時期和現在香港、臺灣地區的乩筆文化。

在此我想要討論的是一種特殊的祭壇，存在於傅金銓年代的四川，傅氏不僅是一位

道教師，而且還是一個丹書作者及出版商。 

第二種傳播途徑是藉由出版作為媒介的書籍傳播，這種書籍出版的媒介比第一

種傳播途徑擁有更多的觀眾群體。傅金銓曾大量出版了他收集的乩筆文字，賀龍驤

也擁有與傅金銓相似的經歷，所參與出版的道教書籍，其中部分即源自於傅金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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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道與全人養生樂活實踐初探－人文科技養生與觀測的結合 

黄孔良 1,* 陳建達 2 黃文聰 3  
1,*
佛光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學系助理教授 

2, 3
佛光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學系生命學碩士班 

*通訊作者 E-Mail: klhuang@mail.fgu.edu.tw 
 

摘 要 

丹道養生的修煉過程，需求得身心健康、益壽延年，以歸根復返於宇宙、生

命之究竟，體證大道以及體悟自己本來而真實的內在靈性面目。丹道煉養的追求，

具有本質性、根源性及終極性的生命關懷；養生樂活(LOHAS)的實踐過程，追求

個人身心靈的成長，同時尊重社會生活的自然環境，即在進行生活消費決策時，

考慮自己與家人的健康以及對環境的責任，以達健康永續的生活模式。加上身心

靈全人生命整體觀，例如將心理分為知、情、意三面相，靈性又分為意識、生物

能(氣)、信息、本體究竟等四面相，此全人生命結構，期待可提供跨領域的學術與

專業研究及連結，進而透過人文科技養生與觀測的結合，以落實丹道養生並實踐

於全人養生樂活中。 

關鍵詞：丹道養生、樂活、健康永續、身心靈全人生命、生物能(氣)、科技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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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Dan-Dao and Holistic LOHAS 
Health-Preservation  

- A Joint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cientific Health-Preservation 

 
Koong-Liang Huang 1, *   Chien-Ta Chen 2   Wen-Chun Hwang 3  

1Assistant Professor, Fo G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uture Studies and LOHAS Industry   
2, 3Mater student, Fo G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uture Studies and LOHAS Industry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klhuang@mail.fgu.edu.tw 

 
Abstract 

 

Seeking of body and mind healthiness and longevity through the practices of 

Dan-Dao health-preservation will lead one to the universe, to the ultimate understanding 

of life, & to experience the truth and self-explorations of the spiritual inner-self. The 

pursue of Dan-Dao practice is essential, root-caused, and ultimately life-ca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HAS is a pursue of body, mind, & soul growths while resp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esides in one's society. That is, to consider one's and the health 

of the family's as well a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making a consumption decision 

can achieve a life model of long-term health. Plus the body-mind-spirit holistic view of 

life, such as the three aspects of knowledge, emotion, & sense, or the four spiritual 

aspects of conscious, bio-energy, messaging, and main-body, which with this holistic 

life structur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linkage of academically cross-domain 

professional research. Furthermore, with the joint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cientific health-preservation, Dan-Dao health-preservation can be 

solidly implemented in the holistic LOHAS life. 

 

Keywords: Dan-Dan health preservation, OHAS, long-lashing health, 

body-mind-spirit, holistic life, bio-energy (Qi), scientific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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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巡真理會和全真教在心、行、仙的比較 

：以修道主體和宗教性認知概念之間的關係為主 
 

朴馬利阿 
大巡真理會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本文通過比較大巡真理會和全真教的修道體系，對於修心、日常修道和修道

目的進行分析。其具體內容是大巡真理會的安心和全真教的真一、大巡真理會的

人世修道和全真教的離世修道、大巡真理會的道通君子和全真教的純陽之神等幾

個方面。此外，在有關問題的比較下，還解析了修道主體和宗教性認知概念之間

的關係，將宗教性認知概念限定為：（1）最高神位的信仰對象；（2）修道主體

所面對的現世；（3）成仙之後的未來世界。通過上述，可以得出大巡真理會和全

真教在修道主體和宗教性認知概念之間所存在的幾個特徵： 

第一、大巡真理會的「安心」是得安身的基點，安心又是與敬天和修道有著

密切的關係，因此修道主體和信仰對象之間有緊密的關係，由此可以窺視修道主

體和其信仰對象之間所存在的直接關係性。而從全真教的真一角度來看，由於全

真教最高神位的元始天尊被認知為「氣化」的形態，因此修道主體和信仰對象之

間凸顯出間接關係的特徵。 

第二、大巡真理會人世修道的方式將「解冤相生」和「報恩相生」的理念作

為核心思想，進行佈德、教化以及工夫、修練和祈禱等内容，以實現修道主體和

現世之間的融合性。而全真教則在離世修道的層面上，強調修道主體和現世之間

的脱俗性。 

第三、大巡真理會的修道目的在於成為道通君子，由於其與九天上帝的天地

公事、開闢思想有著密切的關係，修道主體和未來世界之間體現出互相之間的連

體性。而全真教修道目的的純陽之神的意義在於以修道主體的「變化」克服外在

世界，因而突出了超越性的特徵。 

關鍵詞 : 心、行、仙、修道主體、宗教性認知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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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n the conception of heart-mind， practice and 
Immortal state in Daesoonjinfihoe and Quanzhen sect：Center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the 
conception of religious cognition 

 

Abstract 

This essay has attempted to compare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Daesoonjinrihoe 

with that of Quanzhen sect and its main content 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heart-mind, 

everyday cultivation and the object of cultiv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ultivation of 

heart-mind,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quieting the heart-mind' of 

Daesoonjinrihoe and ‘infantile spirit of truthfulness' of Quanzhen-sect under the theme 

of heart-mind. In relation to the everyday cultivation, descriptions were made on 

Daesoonjinrihoe's ‘cultivation in human world’ in contrast to Quanzhen sect's 

‘cultivation out of this world' under the theme of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object of 

cultivation,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part of Daesoonjinrihoe's ‘virtuous man of 

immortality' and Quanzhen sect's ‘infantile spirit of pure yang' with the theme of 

Immortal stat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thoughts regarding the related theme, 

examination was give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cognition. Here, I have interpreted the related subjects under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of the conception of religious cognition. 

1. The object of belief as a supreme godhead 

2. This world which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is facing with 

3. The future world after accomplishing the Immortal state 

From these points at issue, I could deduc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in both thoughts and above-mentioned conceptions. The related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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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viewing on the subject of quieting the mind, it functions as the basis to 

constitute ‘quieting the body.' Since it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ing the div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e can find a 

direct relationship existing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the object of belief. In 

contrast, viewing from ‘infantile spirit of truthfulness' of Quanzhen sect which regards 

the meaning of Primitive god as the supreme godhead of spiritual entity, we can find that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has an indirect form of relationship with the object of belief.  

Second, with regard to the cultivation in human world of Daesoonjinrihoe, as we 

have seen through the content of propagation, kongbu(Practice of serving Sangje and its 

law with incantation), spiritual exercise and prayer based on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and Repaying gratitude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there was an emphasis on the confluent character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this world. Compared with this, Quanzhen sect revealed unworldly 

charac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this world, viewing 

from the aspect of Quanzhen sect's 'cultivation out of this world. 

Third， the virtuous man of immortality, while being aimed as the object of 

cultivation of Daesoonjnrihoe and hav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thought of the dawning of new history, suggests the 

co-united character of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with its future. Viewing from the 

meaning of ‘infantile spirit of pure yang, pursued as the object of Quanzhen sect's 

cultivation, a transcendent character overcoming the limit of earthly existenc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itself is recognized as its important content, rather 

than co-sharing the time of identical change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and future 

world as is shown in Daesoonjinrihoe. 

Key words: Heart-mind, Practice, Immortal state, Subject of cultivation,  

The conception of religious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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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道在日本的實踐性展開：宗教‧武術‧醫術 

鈴木健郎 

日本專修大學準教授 

 

壹、前言 

鑒於本次大會主題《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丹道實踐與人文科技相

遇》，本文認為較之詳細介紹個別事例，欲就“內丹＂與人類生命和人類意識之實

際關聯與所具意義作以概觀。即輔之以涵蓋日本“內丹＂（並非道教“內丹＂修

行之義）技法思想諸項實踐，應該如何于實踐性文脈之中理解並論述道教研究範

圍之內基於思想史論意義之上的“內丹＂概念。為此，首先（1）確認關於日本“內

丹＂學術研究成果與限度；其次（2）具有日本“內丹＂色彩之諸項實踐的意義；

最後（3）參考作為道教史上具有代表性之內丹道士—白玉蟾，據其豐富史料可管

窺“內丹＂說之綜合性與體系性，繼而從宗教學觀點來考量“內丹＂意義與可能

性。 

 

貳、日本“內丹＂之學術研究 

關於“內丹＂的學術性研究，近年在日本亦成為宗教研究與道教研究之重要

主題之一。其主要研究方法為：①基於以《道藏》為首的文獻著作 ②詳細考證分

析各時代內丹道士之思想實踐 ③考察其宗教思想史概念史性文脈上的意義。 

作為研究結果，令人費解的內丹術語及概念（如“內丹＂“龍虎＂“鉛汞＂

“性命＂“精氣神＂“陽神＂等等）通過各部著作之意義關聯，著作間差異與共

通點，思想史性的展開過程等，達到了某種程度上的闡明1。 

                                                  
1 日本“內丹＂研究之著作及專門性論文為數眾多，現僅舉其一部。关于内丹思想史之展开参见： 

横手裕《全真教の变容》（《中国哲学研究》第 2 号 1990 年），松下道信《全真教南宗における性 
命说の展開》（《中国哲学研究》第 15 号 2000 年），《講座 道教  第三卷 道教の生命観と身体論》 
（雄山閣出版 2000 年），三浦國男《不老不死という欲望》（人文書院 2000 年）等。关于《悟真 
篇》之内丹论参见：吾妻重二《<悟真篇>の内丹思想》（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 
的研究》，平河出版社 1988 年）等。关于《鍾呂伝道集》《霊寶畢法》之“内丹＂技法与身体观 
参见：石田秀美《気・流れる身体》（平河出版社）；坂内栄夫《鍾呂伝道集と内丹思想》（《中国 
思想史研究》19 号 1996 年）等。关于白玉蟾之内丹・雷法・圣地周游之理论性关联构造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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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丹道的時間觀 

莊宏誼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摘要 

唐代流傳的丹經─《鍾呂傳道集》，為記載鍾離權傳道於呂洞賓的修鍊寶典。

其中談論：「道不遠於人，而人自遠於道矣。所以遠於道者，養命不知法。所以不

知法者，下功不識時。」文中反映之事實，即一般人修道養命不知其法，所以 不

知法的主因又在於「不知在什麼時間修鍊」。 

本論文以現代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延續本人所撰〈鍾呂的仙道思想初探─以

「小乘安樂延年法」為主的討論〉（2002）、〈道教靈修築基：靜坐原理與方法〉（2002）

以及〈道教養生文化〉等文之觀點，嘗試徵引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南朝陶弘景

《養性延命錄》等幾部道書，並以唐代道教丹經為主，汲取其中涉及有關修鍊時

機之記載，以探討道教對修鍊時間的看法，特別是著重於練習時間的選擇與功法

面向、方位的關係。由於修道的基本目標在於延長壽命，因此，首先整理道教對

人壽命長短與修道時機的看法。其次，討論時間的計算單位及其陰陽的變化。第

三，探討修鍊要訣與時間的關係。期望本文能提供修道者參考，有助於道業的提

升，並豐富臺灣丹道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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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攖寧之「女金丹法」述論 

賴慧玲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提要 

陳攖寧先生是近代仙道養生學界的開拓祖師，其主筆的《揚善半月刊》和《仙

道月報》，亦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力的道教期刊。作為二十世紀道門中的

重要人物及仙學的提倡者，其所提出的仙學理論除貫通天元、地元、人元而形成

完整的「三元丹法」外，針對女性修道者，他也有關於「女金丹法」方面詳細的

經典編纂、註解或理論指點，之於當今道家、道教或仙學養生，甚至是武術、氣

功等各方面的一般研究者與女性修道者而言，都是非常值得探討與參考的。本文

即針對陳攖寧先生對「女金丹法」的認識、理解與論述所作的討論，並針對女性

修道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相關問題，尤其與男性修道者不同之關鍵處，特別加以整

理，並嘗試歸納出可行的建議。 

關鍵詞：女金丹法、女性修道、仙道養生、道教、陳攖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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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ingning Chen’s Method of Female Inner Alchemy 

 (Nu jin dan fa)  

Hui-ling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Sou University 

Abstract 

 Yingning Chen is the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modern Immortals’ Way of health 

care and life preservation. Biweekly to Promote the Good (Yangshan banyue kan/ 

Yangshan Biweekly) and Immortality Monthly (Xiandao Yuebao/ Xiandao monthly), 

mainly edited by Chen, have also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Daoist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20th century Daoism and 

being the advocate of Immortals’ Learning, Yingning Chen  proposed the theory of 

Immortals’ Learning, including not only the complete system of the Unitary Alchemic 

Method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san yuan dan fa), unifying the methods of the 

Heaven dimension (tian yuan), the Earth dimension (di yuan), and the Human 

dimension (ren yuan) to formulate, but also the method of Female Inner Alchemy, (Nu 

jin dan fa). About the later, Chen edited the scriptures, made the detailed annotation 

and/or theoretical instructions. For general researchers and female Daoist practitioners 

in varied fields like modern Daoism (Daojia), Daoist religion (Daojiao) or the 

Immortals’ Learning of health care and life preservation, even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qigong, Chen’s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are quite worthy of explorations and referenc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organize those discussions on Chen Yingning’s recognition, 

understanding and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Female Inner Alchemy (Nu jin dan fa), 

and on the related questions when female practitioner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the 

self-cultivation method, in particular on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from male practitioners, 

and concludes the possible suggestions. 

Keywords: Method of Female Inner Alchemy (Nu jin dan fa),  
Female self-cultivation, Immortals’ Way of health care and life  
preservation, Daoist religion (Daojiao), Yingn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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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道修煉的哲學詮釋與榮格心理學： 

邁向「道家的整合養生學」 

賴賢宗 

國立臺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分為如下五節。一、「道家的整合養生學」包含身、心、靈、氣、道五個

層次；二、道家養生學作為整合養生學；三、道家整合養生學的思想基礎：丹道、

曼陀羅與榮格心理學論；四、唐力權場有哲學論曼陀羅與丹道：道家整合養生學

的旁證；五、道家整合養生學之實踐：黃龍丹院與道歌唱持。 

首先闡明「道家的整合養生學」的基本思想。其次，整理分析介紹榮格心理

學論丹道與曼陀羅的相關文獻，闡明整合養生學的心理學基礎，以及榮格心理學

對於丹道文化的容受。又，丹道修煉的哲學詮釋方面，唐力權以場有哲學來進行

丹道修煉的哲學詮釋，本文對此加以整理與評判。最後，本文以黃龍丹院的丹道

養生功法以及與道歌唱持作為道家整合養生學之實踐的具體實例。 

關鍵詞：榮格、整合養生學、丹道、曼陀羅、唐力權、場有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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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ndao (Inner Alchemy)  

and Jung’s Psychology 
Shen-Chon L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sits the basic elements of Daoist Integrative Therapy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The word 'integrative' in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may also refer to 

integrating the personality and making it cohesive, and to the bringing together of the 

"affective,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systems within a person. These basic 

elements of Daoist Integrative Therapy are physiological body, mind, spirit, energy and 

Tao. This articles explores how can they integrate into the wholeness and functions to 

Psychotherapy in the Taoist way. It tackles also the s relationship between C.G. Jung’s 

psychology and Dantao (Inner Alchemy), I in order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ng’psychological theory of Individuation and Daoist Integrative Therap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 take the Taoist singing and meditation as an example of the 

praxis of this kind of Integrative Therapy  

Keywords: C.G. Jung, Daoist Integrative Therapy, Inner Alchemy, Taoist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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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本論文發表於 2011 年 4 月中華生命電磁科學學會 

〈2011 年會暨「身、心、靈科學」硏討會〉 

大腦功能性影像於靜坐生理調節現象之研究 

Brain Functional Mapping on Physiological Regulating Phenomena during 
Meditation Exercise 

劉劍輝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教授 

 

摘  要 

以不同的方式進行大腦功能的探索無疑是一件有趣而且極有意義的工作，而

靜坐正是一項可以提升身體健康的特殊精神操作，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其內部的

機制或是完整的神經生理解釋仍尚待建立。本研究應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

技術針對中國正宗靜坐（COQS）進行深入研究，此靜坐法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

為默運祖炁（默念口訣並接收外界炁能，約數分鐘），第二階段為「聽其自然運

化」(長時間的靜坐放空，不假絲毫人為意識，聽任內部氣機自然運化)，由於此兩

階段為完全不同的靜坐操作且各有其意義，因此分別設計實驗進行探討。共有十

六位受測者參與第一階段的靜坐實驗，大腦數個區域呈現統計性意義（p<0.005）

之正向活化反應（positive activation），包括：vACC, declive, middle occipital gyrus, 

corpora quadrigemina, thalamus, pineal body, fusiform gyrus, hippocampus,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precuneus, precentral gyrus, insula, middle temporal gyrus, culmen 以

及 cingulate gyrus，這些大腦區域顯示靜坐與生理調節間之高度相關性；在相同的

分析條件下，並沒有任何大腦區域呈現負向活化反應（negative activation）。另外、

共有十七位受測者參與第二階段的靜坐實驗，大腦數個區域呈現統計性意義

（p<0.05）之正向及負向活化反應，主要的負向活化反應（negative activation）區

域包括：dACC,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audate body, amygdale 以及  superior 

temporal gyrus，正向活化反應（positive activation）區域則包括：vACC, declive, 

culmen, thalamus 以及 hypothalamus。針對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靜坐實驗結果所獲

得之大腦反應區結果，可提供不同靜坐階段中大腦反應區與其中所可能產生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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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初步綜覽，同時也呈現出靜坐過程中可能產生之生理性調節現象及意義。

雖然本研究提出相當有意義之結果，但是受限於研究之技術及專業，有關靜坐生

理之更詳細機制及內涵尚須更深入之探討以解開其中之奧秘。 

關鍵詞：功能性磁振造影、大腦及神經影像、中國正宗靜坐、默運祖炁、 

聽其自然運化、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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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本論文發表於 2011 年 11 月〈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靈理學」內涵初探 

劉劍輝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摘 要 

在第六屆天人實學研討會所發表〈從炁的本質探討親和力方程〉之結語中，

曾提出預見三門新科學之建立及發展，包括「炁理學」、「靈理學」及「靈性心理

學」等，並於第七屆研討會中首先提出〈炁理學內涵初探〉，本次延續此一脈絡，

嘗試提出〈靈理學內涵初探〉，期望能將有關「靈體」的研究工作向前推動一小步。

本文共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首先從三個理由陳明進行「靈理學」研

究之必要性，包括：建構完整的身心靈科學、深入探索生命炁理內涵之奧妙、以

及作為「靈體醫學」發展應用的基礎；第二部分彙整有關靈魂存在的間接性證據，

這裡提出七個面向，包括：從修行者或特殊人物的體驗與傳述中得知、從一般平

民輪迴轉世後仍有記憶之人士訪談追蹤查證得知、從深度催眠中的前世回溯內容

得知、從與靈媒之互動或相關實驗中得知、從經歷瀕死經驗者恢復生命後之描述

得知、從靈魂出竅之經驗描述中得知、以及由無形高次元天界傳示之訊息得知；

第三部分主要針對靈魂觀念、靈魂假說與靈肉互動關係進行探討，先彙整古今中

外各宗教或學派對靈魂的看法，其次提出「靈魂假說」，作為靈魂存在以及深入研

究之基礎，並探討獨立靈體的結構與功能，以及靈體與肉體結合當下及其後之交

互作用；第四部分針對「靈理學」可能的研究發展與應用方向提出看法，包括：

拓展目前生理病理研究之面向、生命運作機制之深入研究、「靈體醫學」與「整體

醫學」之應用開發、「靈性心理學」之催生、人體潛能現象之研究與開發、以及生

命教育內涵之拓展等；第五部分為結語，提出「靈理學」展現生命的真實結構及

意義，生命的真實意義在於永不止息的淬煉與提昇，個體生命可以因意念之投射

而展現不同的面貌，生命之發展具有無限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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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身心靈科學、炁理、靈理學、靈魂假說、靈體病理學、人體潛能、 

靈體醫學、整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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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學基礎 

楊憲東1 

國立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學系特聘教授 

 

摘 要 

    天與人的關係之學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的核

心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集中體現在對天人之學的研究，而其精華則歸結於天人

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在傳統文化上的表現是『天即人，人即天』；在文學藝

術上的表現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佛理上的呈現是『萬象森羅藏芥子，

十方法界攝毫端』。這些觀點所描述的對象雖然都不同，但卻表達了相同的中心理

念:『局部與整體的相似性』。基於這種相似性所建立的最新物理學理論稱為全息

論。全息論認為宇宙是一個不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間緊密關聯的整體，任何一個

部分都包含整體的信息。諸多證據顯示大自然具有碎形結構，而碎形結構所呈現

的自我相似性正是支持全息論的有力證據。天人合一所描述的意境實際上正是此

碎形宇宙的真實表現。我們可以說碎形幾何是『天人合一』思想的數學內涵，而

全息論則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學實現。 

關鍵詞：天人合一、碎形幾何、自我相似性、全息論 

 

 

 

 

 

 

 

 

                                                       
1  特聘教授，Email: cdyang@mail.ncku.edu.tw，Tel：06-2757575 ext. 63669，FAX：06-208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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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西月西派神仙說 

范水旺 

西派道經編撰者 

 

前 言 

    有關於神仙之說。學道成仙，人們每以無稽之談視之。世界上究竟有沒有神

仙？由於沒有眼前的事實可證，很難使人信其有，但就歷史上的資料來說，欲是

言之鑿鑿！遠久的記載姑且不論；清末以前的記述，有其事，又有其人，那便不

能肯定它是假的。清代道光、咸豐年間的四川，出現了一位頗為重要的道教人物，

那就是被世人譽為道教內丹西派的創始人李西月。身為開創西派第一代祖師李西

月的神蹟確實很豐富。尤其在他重編的呂祖全書名曰《海山奇遇》。撰集豐祖全書，

名曰《三豐全集》內容神蹟更不勝枚舉也。以下來研究探討他的歷史及其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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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本論文發表於 2010 年 8 月 28、29 日 

台北市丹道文化研究會及臺北大學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聯合主辦 

〈第二屆「丹道在台灣的流傳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內丹西派在臺灣的傳衍*
 

蕭進銘** 

真理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摘 要 

源於清末四川，由李涵虛所創立的內丹西派，幾經傳衍，在戰後開始傳

播至臺灣，並且形成一支重要的內丹法脈。本文主旨，即在嘗試整理和重建

此法脈的傳承歷史，以及重要人物的事跡、著作和思想。全文之始，首先概

要介紹內丹西派的源流及其創始人李涵虛的生平事跡，其次則分別整理及剖

析西派第五代李仲強和第六代吳君確的生平大要及內丹思想。論文的後半

部，主要集中探討吳君確在臺的兩位重要弟子──馬傑康及馬炳文二人的事

跡、論著及思想。後者，可說是西派在戰後臺灣傳衍過程當中，最關鍵的人

物，本文對於馬炳文的事跡、論著及內丹思想，做了最詳盡的調查及剖析。

經由如是的探討，本文已基本上釐清整個西派在臺的傳承歷史，以及重要傳

承人物的傳記、著作和思想內涵。 

關鍵詞：內丹、西派、李涵虛、吳君確、馬炳文 

 

 

 

 

                                                 
* 本文最初發表於 2010 年 8 月 28、29 日由台北市丹道文化研究會及臺北大學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 

究中心聯合主辦之第二屆「丹道在台灣的流傳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在寫作過程中，承蒙廖艷友、 
李洪瀛、崔信麟、馬傑康之子、范水旺、邱子貞、康智源、康陳慶鳳、黃瑞珍、吳廣宇、紅卍字 
會、南方都市報等女士、先生、機構的接受訪問、熱心協助和提供資料，筆者於此致上最深的謝 
意！此外，論文投稿時，得到多位審查者提供寶貴修正意見，使本文更加完善，謹此致謝！ 

** 作者為真理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