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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目录对道书的著录与分类
孙显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 100190）
[摘

要]通过列表详尽展示了历代全国性的综合目录和道教专科目录对道书的著录和分类情况，并对著录道书

的数量变化和分类情况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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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7
笔者通过考察历代目录对道书的著录情况，以展示历代

（1931）、
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
（1955）[5]。

道书的概况：
包括数量、
分类以及流变等情况。这方面的研究

由于综合目录与道教专科目录是两种差异很大的系统，

笔者及见有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

因此笔者将分开进行讨论，这样两个系统的源流更容易梳理

考》 、王宗昱《官方目录学中的道书》 、朱越利《道经总论》 。

表 2。
清楚。历代目录道书的著录情况见表 1、

[1]

[2]

[3]

[4]

另外还有刘鉴泉《道教征略》
（1924）及曲继皋《道藏考略》
表1
年代

历代道教专科目录及道藏著录道书情况

目录 ／ 道藏名称

数量

分类情况

东晋

葛洪《抱朴子·遐览》

合计两类，２６１ 部 、
１２９９ 卷。

分经、符两类，其中经 ２０５ 部、
６７９ 卷，符 ５６ 部、６２０
卷。另《抱朴子》于《遐览》外还引用若干部道书［４］。

刘宋
泰始七年

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

合计 ３ 洞，１２２８ 卷［４］。

分洞真、洞玄、洞神 ３ 洞。

萧梁

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

北周
天和五年
北周
建德年间
隋

《玄都经目》
王延《三洞珠囊经目》
《隋朝道书总目》

［６］

分三洞四辅 ７ 部类。
合计 ６ 类，云有 ６３６３ 卷，２０４０ 卷有其本，
其中经、传、符、图 １１５６ 卷，诸子、论 ８８４ 卷。
４３２３ 卷并未见。
合计 ８０３０ 卷。

经目 ７ 卷，盖分三洞四辅 ７ 部类。

合计 ４ 类、３７７ 部、
１２１６ 卷。

其中经戒 ３０１ 部、９０８ 卷；服饵 ４６ 部、１６７ 卷；房中 １３
部、
３８ 卷；符箓 １７ 部、１０３ 卷。
称玉纬，盖承孟法师七部之目。张君房《云笈七签序》
亦称《宝文统录》纲条漶漫，部分参差，与《琼纲》、
《玉
纬》之目，舛谬不同。即与《宝文统录》诸经所属不同，
此《玉纬》或即此目，盖分三洞四辅七部类。

唐
高宗年间

尹文操《玉纬经目》

合计 ７３００ 卷。

唐
先天初

史崇玄《一切道经目》

合计两千余卷。

唐
开元年间

合计 ７３００ 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
张仙庭《三洞琼纲》
（
《琼纲
称琼纲、玉纬，按上引张君房《云笈七签序》，则应分
论相兼 ９０００ 余卷。《琼纲经目》另有 ３ 说：
经目》、
三洞四辅
７ 部类。
《玉纬别目》
）
３７４４ 卷、
５７００ 卷［１］、
２１３０ 卷［７］。

唐
安史之乱后

上元经箓等

肃宗上元年收经箓 ６０００ 余卷；至代宗大历
年冲虚先生申甫遍搜道经，又及 ７０００ 卷，
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
写，才 ５３００ 卷。

北宋
太宗年间

徐铉、王禹偁《道藏》

合计 ７ 部类，３７３０ 卷。

下《宝文统录》因之，则亦为 ７ 部类。

北宋
王钦若《宝文统录》
大中祥符初年

分洞真部 ６２０ 卷、洞玄部 １０１３ 卷、洞神部 １７２ 卷、太
合计 ７ 部类，４３５９ 卷。比徐铉、王禹偁《道
玄部 １４０７ 卷、太平部 １９２ 卷、太清部 ５７６ 卷、正一部
藏》增 ６２２ 卷。
３７０ 卷。

北宋
天禧三年

张君房《天宫宝藏》

合计 ７ 部类，４５６５ 卷。

分 ７ 部类。

北宋
崇宁年间

崇宁《道藏》

合计 ７ 部类，５３８７ 卷。

分 ７ 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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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政和年间

政和《万寿道藏》

合计 ７ 部类，５４８１ 卷。

南宋
淳熙四年

淳熙《琼章宝藏》

据《万寿道藏》重建。

金
明昌初年

孙明道《大金玄都宝藏》

合计 ７ 部类，６０２ 帙、
６４５５ 卷。

分 ７ 部类。

元
宋德方《大元玄都宝藏》
乃马真后三年

合计 ７ 部类，７８００ 余卷。

分 ７ 部类。

明
正统十年

分 ７ 部类。分洞真部 ３１６ 部、洞玄部 ３０３ 部、洞神部
合计 ７ 部类，４８０ 函，计目录 １４３１ 部、５３０５
３６４ 部、太玄部 １１７ 部、太平部 ６６ 部、太清部 ２４ 部、
卷。
正一部 ２４０ 部。

邵以正《正统道藏》

分 ７ 部类。

明
张国祥《万历续道藏》
万历三十五年

共补收道书 ５６ 部，合计 ７ 部类，至 １４８７
补收不再分类。
５４８５ 卷。
部、５１２ 函、

新中国
胡道静《藏外道书》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

收书按内容区分为 １１ 类，即：古佚道书类、经典类、
３６ 册，共收集《道藏》未收道教经籍和著述
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传记神仙
９９１ 部。
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类和其他等。
类、

新中国
２００４ 年

以《正统道藏》、
《万历续道藏》为底本，并补
全藏分为三洞真经、四辅真经、道教论集、道教众术、
入明以前经书，共收书 １５００ 余部、
５５００ 多
道教科仪、
仙传道史和目录索引 ７ 大部类。
卷。

张继禹《中华道藏》

表2
年代

目录名称

东汉章帝时期
班固《汉书·艺文志》
（西汉建平二年） （刘歆《七略》
）

历代全国性综合目录著录道书情况
数量

分类情况

合 计 ３ 类 ，５５ 家 、
８０１ 篇 、 其中诸子略道家 ３７ 家、９９３ 篇；方技略房中 ８ 家、１８６ 卷；神仙 １０
３９２ 卷。
家、
２０５ 卷［８］。

萧梁
普通四年

阮孝绪《七录》

子兵录道部 ６９ 种、７６ 帙、４３１ 卷。仙道录。分经戒部 ２９０ 种、３１８ 帙、
合计 ２ 录 ５ 类，４９０ 种、５３５
８０８ 卷；服饵部 ４８ 种、
５２ 帙、１６７ 卷；房中部 １３ 种、
１３ 帙、３８ 卷；符
帙、１５４７ 卷。
图部 ７０ 种、７６ 帙、１０３ 卷。合 ４２５ 种、４５９ 帙、１１３８ 卷［９］。

唐
贞观年间

魏征《隋书·经籍志》

子部道家类 ７８ 部，合 ５２５ 卷。附道经，分经戒 ３０１ 部、
９０８ 卷；饵服
合 计 ２ 部 ５ 类 ，４５５ 部 、
４６ 部、１６７ 卷；房中部 １３ 种、３８ 卷；符录 １７ 种、１０３ 卷；共 ３７７ 部、
１７４１ 卷。
１２１６ 卷。

后晋开运二年
（唐开元十年）

刘昫 《旧唐书·经籍志》
子部道家类 １２５ 部，老子 ６１ 家，庄子 １７ 家，道释诸说 ４７ 家 ［１０］，凡
９４７ 卷。
合计 １ 类，１２３ 部、
９６０ 卷［１１］。
（母煚《古今书录》
）

北宋
嘉佑五年

子部有道家 ７７ 家、
８４ 部、
１００４ 卷［１２］。自玄宗以下不著录 ２２ 家、１３２
总 ２０６ 家 ，２００ 余 部 、
１７４２
［１３］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
卷 。神仙 ３５ 家、
５０ 部、３４１ 卷。自《道藏音义》以下不著录 ６２ 家、
卷。
２６５ 卷。

北宋
庆历元年

王尧臣《崇文总目》

南宋
绍兴十五年

合计两类，５５３ 部、１２４９ 卷。 道家类 ３５ 部、
１７０ 卷［１４］。道书类共 ５２５ 部、
１００４ 卷［１５］。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
合计 ６５７ 部。
目》

道书类 ６５７ 部。

道家类分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参同契、目录、传、记、论、
合计 ２５ 类，１３２３ 部［１６］、３７０６
书、经、科仪、符录、吐纳、胎息、内视、道引、辟谷、内丹、外丹、金石
卷。
药、
服饵、房中、修养，凡 ２５ 种。

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

郑樵《通志·艺文略》

＊ 北宋
天圣八年

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 合计 两 类 ，５９０ 部 、２ 千 余
子部道家类 ４３ 部、２５０ 卷。神仙类 ９７ 部、
６２５ 卷［１８］。
志》
卷［１７］。

＊ 北宋
元丰五年

王珪 等《两 朝 国 史 艺 文
志》

子部道家类 ８ 部、１５ 卷。神仙类 ４１３ 部。

南宋
淳熙七年

李焘 等《四 朝 国 史 艺 文
志》

子部道家类 ９ 部、３２ 卷。神仙类 ２０ 部。

南宋
宝佑五年

《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元
至正三年

脱脱《宋史·艺文志》

合计两类，４４３ 家、
４９９ 部、
子部道家类 ４７ 家、５２ 部、１８７ 卷。神仙类 ３９６ 家、４４７ 部、１３２１ 卷。
１５０８ 卷。
合计两类，４９６ 部、１５５ 卷。 子部道家类 １０２ 部、３５９ 卷。神仙类 ３９４ 部、
１２１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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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正统六年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

合计两类，２３２ 部。

子书不分类，有道家 ３０ 部。另有道书 ２０２ 部。

明末清初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１９］

合计 １９８ 部、
７００ 余卷。

道家类 １９８ 部、７００ 余卷。

清
乾隆四年

张廷玉《明史·艺文志》

合计 ５６ 部、２６７ 卷。

道家类 ５６ 部、２６７ 卷。

清
乾隆五十八年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合计 １４４ 部、８９６ 卷。

道家类 ４４ 部、４３２ 卷。存目 １００ 部、
４６４ 卷，内 ４ 部无卷数。

民国

章钰《清史稿·艺文志》

合计 ４３３ 部、
１０００ 余卷。

道家类 ９５ 部、３５１ 卷。

民国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
补编》

道家类 ６１ 部、１８３ 卷。

新中国
２０００ 年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
拾遗》

道家类 ９３ 部、３９８ 卷，不分卷者 ６ 部。宗教类道教之属 １８４ 部。

1

洞神。洞即是通。三洞是依据道教三大派系的分类：
洞真经即

历代道书数量的变化

上清经，
洞玄经即灵宝经，
洞神经即三皇经。据目前文献来看

从表 1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六朝道经造作高峰后，基

三洞分类即起于陆氏《三洞经书目录》。

本形成了“道藏”的核心，北周《玄都经目》的 2040 卷，有一定

所谓“四辅”就是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 4 类。

的代表性。至于王延《三洞珠囊经目》的 8030 卷，参考《玄都

“太玄”原指老君隐太玄之乡，后取玄之又玄的重玄之义，太

经目》的 4000 余卷虚数，可推测大致也是虚数，或者是卷数

玄部辖《道德经》、
《西升经》等；
“太平”因以《太平经》为首而

计算方法的差别。至于《通志·艺文略》所载《隋朝道书总目》

得名；
“太清”取至清虚无之意，令人升入或此部经典降自太

则全同隋志，对照《七录》可知，隋志亦基本承袭《七录》，分类

清仙境，因而得名，太清部辖金丹经。这三部分别辅助洞真、

全同，饵服与房中所录全同，只有经戒多出 11 部、100 卷，而

洞玄、
洞神三部。
“正一”
表示“正以治邪，
一以统万”
。正一部

符录则卷数同，部数却分别为 17 与 70，或为传写之讹，亦未

辖《三天正法》、
《正一盟威妙经》等，是以道德为宗，贯通三

可知。入唐后，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国力的强盛，整理搜求活

洞，所以正一部是总辅三洞。这种辅助的关系与诸经的内容

动不断，当然也包括后代道书的新作，道书的数量迅速增长，

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洞与四辅合称七部，
一般认为，
七部分类

到安史之乱前达到高峰，可以开元《三洞琼纲》为代表，虽然

方法是南朝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创立的，因为此目已

文献记载的卷数有 3 说，但是笔者比较倾向 7300 卷说。因为

的名称推断。梁代有两个孟法师，
一个
佚，
主要是根据“七部”

前有尹文操《玉纬经目》7300 卷，文献记载安史之乱后不久，

是孟景翼，曾任梁武帝大道正，号大孟；另一个是孟智周，为

肃宗上元年间收经箓得 6000 余卷，可知开元时期道书的数

陆修静弟子，
亦梁武帝时人，
号小孟[4]。

量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随着连年战乱和道教的衰落，到北

三洞和四辅的分类法基本反映派别情况，这样不以内容

宋初年整理道藏则只有 3700 余卷。宋金元时期，道教再度繁

分类的方法就有缺陷，因此，南北朝时期在三洞之中，每洞又

荣起来，多次编修道藏，到《大元玄都宝藏》达到了第二个高

分为相同的十二部，
而四辅则不分。赵宋以后，
为避免与七部

峰。随后道教又开始衰落，幸运的是明修道藏历近 600 年基

混淆，于是改为十二类。十二部的分类最早见于六朝上清经

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虽然没有《大元玄都宝藏》规模浩大，但

《洞真太上仓元上录》和敦煌道经宋法师《经目》，宋法师即宋

也还是保存了为数颇丰的道教典籍。

2

文明，与刘宋陆修静同时代人。这样，则十二部略迟于三洞，
或者几乎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辅为什么不分十

道藏的分类[20]

二部？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四辅和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内部有自己特殊的分类法，即

三洞还不是完全相同，它有内容分类的成分；第二个原因是

“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藏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的演进也

十二部分类产生于四辅之前，由于第一个原因没有在四辅中

有一个过程。葛洪《抱朴子》中无三洞说，亦无三分迹象，只分

实行。诸经中提到十二部的名称多有不同，
但也大同小异。明

经、符两类，很是粗略。这样三洞之分类应起于东晋葛洪之

道藏十二类的名称及内容如下：①本文，指经书的原本真文；

后。刘宋陆修静泰始七年（471 年）上《三洞经书目录》，而其早

②神符，指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的符录；③玉诀，指

在元嘉十四年（437 年）
《灵宝经自序》中自称“三洞弟子”，则

对道经的注解和义疏；④灵图，指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

三洞分类亦可能起于陆之前。所谓“三洞”，就是洞真、洞玄、

主的著作；⑤谱录，指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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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这就成为第四种方式。

的道书；⑥戒律，指戒规、科律的经书及功过格等；⑦威仪，指
斋醮科仪方面的著作；⑧方法，指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
等各种方法之书；⑨众术，指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和其他数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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