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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佛教立場：道經抄襲佛經論 

1. 「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作尤拙。」（見南

朝宋謝鎮之撰〈重與顧道士〉，收入僧祐《弘明集》卷六） 

2. 「道士諸經，唯有老、莊，餘皆偽誑，偷竊佛教。」（見唐顯慶五年 [660]高

宗召集僧人靜泰對李榮在洛陽宮中辯論《化胡經》真偽，靜泰奏稱。收入《集古今

佛道論衡》卷丁） 

 

至今國內、外還有相當多學者仍沿襲中古佛教的立場和看法，用剽竊、抄襲等來

論述道教對佛教的吸收： 

舉例《靈寶經》，在《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中，元始天尊授左撇右二玄真人「思

微定志旨訣」，說：「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

空理，便能忘身。」 

 

胡適：〈陶弘景的《真誥》考〉： 

「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個兒的被偷到《真誥》裡來了」、「其實整部《道藏》

來來就是完全賊贓，偷這二十短章又何足驚怪。」 

註：大約公元 67年，印度法師攝摩騰和竺法蘭到達洛陽，完成了《四十二章經》

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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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就中國原有宗教講，先秦沒有宗教，後來只有道教，又很無聊。道教是一面抄

襲老子莊子的教理，一面採佛教的形式及及其皮毛，湊合起來的。」 

 

顧頡剛、楊向奎：〈三皇考〉，《古史辨》第七冊（中）: 

「到漢末時，有張道陵的新教起來，依附老子，一時民間信仰就集在那裏。適值

佛教輸入，就摹仿了佛教的儀式而建立道教，這一次居然成功了。」 

 

南北朝中後期到隋唐佛道激烈論爭 

 一、大約在公元 300年左右，道士王浮在與佛教著名高僧帛遠的論戰中撰寫《老

子化胡經》。 

1. 成書於公元五世紀早期的《晉世雜錄》記：「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浮

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老）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

（收入法琳《辯正論》卷五） 

2. 裴子野（467-528)《高僧傳》:「晉慧帝(301-306)時，沙門帛遠，字法祖，

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諍邪正，浮屢屈焉。即瞋，不自忍，乃托《西

域傳》為《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世。」 （收入法琳《辯正論》卷五） 

3. 顧歡(420-483)《夷夏論》：道佛差異 

吳郡人、《南齊書》卷 54、《南史》卷 75、《佛祖統論》卷 36記：顧歡於宋明帝泰

始 3年 (467)撰《夷夏論》，《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二卷，已佚。其主要內容見之

於《南齊書‧顧歡傳》、《南史‧顧歡傳》的摘引和梁僧祐《弘明集》中一些文章的引

述。 

 

《南齊書》卷 54： 

1.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 

2. 「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

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於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 

 

 2



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中譯本，頁 383-4： 4世紀《化胡經》佚文：「胡王不信老

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髧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

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凶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

形貌，示為□劓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腸；

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 

 

許理和，頁 380：「在早期資料中，印度的居民被視作是友好的，儘管稍有柔弱。

他們偎人愛人，他們修浮圖道不殺伐，他們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而《化胡經》

的引文和已經譯介的《正誣論》中的相應段落，卻反映出在公元 4世紀上半葉這種

觀念已經有所變化。把印度人的性格及與之相似的佛法當作對其民族罪惡的一種意

識型態上的解毒劑。」 

「從公元 4世紀初期開始，強烈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在化胡論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比較早期道經的「老子化胡說」 

1. 《老君說一百八十戒》: 

「昔周之末赧王（315-256 B.C.）之時始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瑯耶授道

與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為真人，又傳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甲乙十部……。幽

王（238-228 B.C.）時，老君教胡還，當入漢中，過瑯耶，干君得見老君。」  

2. 《三天內解經》1.3b-5a：「老君因沖和氣化為九國,置九人,三男六女。至伏

羲女媧時女，各作姓名，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為大道。外胡

國八十一域，陰氣強盛,使奉佛道,禁誡甚嚴, 以抑陰氣。」 「至周幽王時,老子知

周祚當衰,被髮佯狂,辭周而去。至關,乘青牛車與尹喜相遇,授喜上下中經一卷,五

千文二卷,合三卷。尹喜受此書,其道得成。道眼見西國胡人強梁難化,因與尹喜共

西入罽賓國,神變彌加大人,化伏胡王,為作佛經六千四萬言。王舉國皆共奉事。此

國去漢國四萬里。罽賓國土並順從大法。老子又西入天竺國,去罽賓國又四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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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妃名清妙,晝寢,老子遂令尹喜乘白象化為黃雀,飛入清妙口中,狀如流星。後年

四月八日,剖右脅而生,墮地而行七步,舉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

皆苦,何可樂焉。生便精苦,即為佛身。佛道於此而更興焉。」  

 

中古世紀中國對外來胡人文化的態度轉變 

論一：持四世紀論說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許理和，頁 380：「從公元 4世紀初期開始，強烈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排外情

緒在化胡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王承文，頁 79：「這種情緒的產生又與公元 300年前後的歷史背景有關。是西晉

末的五胡內進而導致的民族矛盾激化，從而刺激了中國士大夫中間的排外情緒。其

次是公元 300年前後，佛教已開始在士大夫及上層社會中，在朝廷權臣和皇室成員

中產生影響，這樣必然會削弱道教教團的力量，也就必然導致兩個集團之間殘酷競

爭。」 

 

北朝廢佛事件 

1.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廢佛 

2. 北周武帝建德中廢佛 

3. 唐武宗會昌廢佛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廢佛： 

太平真君 5年(444)正月戊申，太武帝下詔禁師巫、沙門。詔令說： 「愚民無知，

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技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

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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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二、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 “Purity and Strangers: Shifting 

Boundaries in Medieval Taoism” T’oung Pao (1994). 

1. 早期道教化胡說未見排外情緒。道教雖然肯定與佛教相異，但沒有排拒後者。 

A. Schipper, p. 73: “The Santian neijie jing closes this chapter 

by no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m and 

Buddhism. But, it does not reject the latter. Buddhism is 

distinct from Taoism because it is foreign; the root of the two 

however are the same and Buddhism is therefore accepted and 

considered to be within the bounds of true religion.” 

B. p. 73: “In conclusion, the reasoning in early Taoist sources 

is that although Laozi preached Buddhism in order to curb the 

wild nature of the barbarians, now that they are Buddhists, they 

are quite civilized. There are no fundamentally anti-foreign 

feeling. ” 

 

例証：《三天內解經》 

「蓋三道同根而異支者,無為大道、清約大道、佛道,此三道間是太上老君之法,而

教化不同,大歸於真道。老子主生化,釋迦主死化。故老子剖左臉而生,主左,左為陽

氣,主青宮生錄。釋迦剖右臉而生,主右,右為陰氣,主黑簿死錄。是以老子、釋迦教

化,左右法異。左化則隨左宮生氣,使舉形飛仙。右化則隨右宮死氣,使滅度更生。

法服悉黑,使者黑衣以法陰氣,入於黑簿也。太上作此三道教化,法雖殊塗,終歸道真,

無有異也。但人受元氣以得成形,方復經壞,受陰化輪轉,白為難耳。右化雖不及左

宮速易,輪轉歸真,亦為善乎。所以言右不如左者,《經》言；真道好生而惡殺。長

生者,道也,死壞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聖人教化,使民慈心於眾生,生可

貴也。夫有心者,可熟案《五千文》。此經皆使守道長存,不有生死。道之宗本,在乎

斯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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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論》第 1章：「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

臨得佛時，生于天竺，假形于白淨王夫人。（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

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肋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

靡有逾我者也。」[據現《牟子理惑論》一卷本]  

2. 唐代初，道教已取得國家宗教的地位。以後，道教與佛教論爭的意義，就涉及

中國本土文化與外族文化的衝突。 

 

唐朝道教 

道教在唐朝（618-906）的發展毫無疑問與李氏皇朝氏之尊崇道祖老子有直接的

因果關係。唐初，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屢次明確宣佈道教在佛教之上。乾封元年

（666），高宗李治為老君建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並規定以《老子》為上

經，指令王公以以下皆習《老子》，貢舉人亦須兼通。高宗時期，各地道觀興建很多，

於永淳二年下詔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道士

七人，每年依道法齋醮。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是唐王室最興盛的時期。此時，唐代道教也達到最大的

發展。於開元中，玄宗發使搜訪道，加以校勘，列為《道藏》，著成《瓊綱經目》，

凡七千三百卷纂修。天寶七年，詔傳寫以廣流布。由於玄宗尊祀玄元皇帝，開元十

年（722）玄宗更詔令天下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廟。玄宗更把《道德經》捧到諸

經之首，而且親自注解《道德經》。  

 

Anti-Buddhist :《太上大道玉清經》天寶十二載五月日白鶴觀奉皇帝敬寫 

「水劫之初,吾道大行,三十七萬年中,人民淳朴。以後漸漸大道不行,陰氣轉盛,

人民僥倖,造營空冢,多起廟舍,遍於世界。男女邪心,修習滅法,不依儀格,叫呼求

死,或入火坑,或投深淵,自割自截。群聚行道,歌讚悲泣。或入空家,默然而坐;或

抱死尸,或恭敬枯骨,或以糞穢為壇,或以香尼塗地,或以不敬父母,種種苦行。或噉

食穢惡,無種不為,終不能得正真之道。人心偏側,父子無義,於邪教中徒黨興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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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劫前有小水劫,十年始歇。從此之後,四千年內於邪教中應有兵革,更相謀害。或

稱國王,或得十日、百日,還復自滅。父子無禮,以強凌弱,同姓骨肉自相婚亂。雖有

人身而無人心,凶險馳競,不相信用。若此時至,邪道漸興,陰氣極盛,非久之間,漂

流沉溺,人化為魚,蛟龍噉人。當此之際,法應搜選種民,置之福鄉。子當勤苦,晨夕

勿懈。是謂大道弘之在人,我命在我,由人攝持,心正則道應,從邪則禍來,好殺選自

伐,應當行大慈。 

Schipper, p. 81:  

“Pro-Ru and anti-Buddhist feelings culminated in the Taishang 

dadao yuqing jing (Book of the Precious Purity of the Exalted 

Great Tao). This scripture was presumably composed around 750, 

during one of the most cosmopolitan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It borrowed heavily,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from 

Buddhist scriptural sources, yet it was fiercely anti-Buddhist 

and anti-foreign.” 

“The Taishang dadao yuqing jing demonstrates that Taoism during 

the Tang—in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periods– identified itself 

more and more with “China”. It conceived of itself as a national 

ideology, espousing many elements of Rujiao,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however, of bloody sacrifice. The boundaries that 

previously divided Taoism from other religious creeds and 

practices inside China, now were drawn to separate China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us, the Taishang dadao yuqing jing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great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in 845.” 

 

 唐武宗會昌(845)廢佛 

《舊唐書》卷 18〈武宗本紀〉： 

 

「〔趙〕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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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 

從北朝道佛造像碑看道佛相融 

 

北朝道佛造像碑：合邑與家族（共十九通） 

北朝家族道佛造像碑 

北朝合邑道佛造像碑  

 

家族道佛造像碑：〈朱奇兄弟佛道造像碑〉（513） 

宣武帝北魏延昌元年 (512)陜西華縣瓜支家村（出土）北華山太守朱奇兄弟佛道

造像碑 

門師比丘曇海、佛像主、道像主家族。 

碑正面主龕內造佛像三尊，龕楣上又有一尊小坐佛。龕下正中有香爐，左右各立

一比丘，左邊比丘有題記「門師比丘曇海」。 

碑右側下部為一道像龕，內刻老君坐像，頭戴道冠，雙手持扇於腹部。龕外右邊

有文字：「道像主奉朝請寧時，將軍朱安興」。 

 

合邑道佛造像碑 〈邑子等四十五人道佛造像碑〉（512-517） 

碑正面上部開一龕，龕為屋形，內造道教三尊像，主尊頭戴道冠，手持扇，穿對領

道袍，束腰帶，下頦和唇上都刻有胡鬚。左右各一立侍，亦戴道冠，手持笏。 

碑陰為佛面，主龕內造佛像三尊。主尊結跏跌坐，高肉髻，穿對號領衣，內有僧

祇支，手作施無畏印和與願印。左右各立一菩薩。 

供養人署銜名稱名稱 

邑師主(1)、道士(5)、邑正(1)、侍者(1)、道民(24)、典錄(1)、佛弟子(7)、

唯那 (2)、道人耿僧集(1) 

郝春文：〈東晉南北朝佛社首領考略〉，頁 49：「如維那一稱，在多數情況下是作

為邑主或像主的助手，是佛社的副首領。」 

 

合邑道佛造像碑〈邑老田青碑〉（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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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邑道佛造像碑供養人署銜名稱名稱 

壇衛(1)、侍者(3)、道民(42)、邑政(5)、彈官(1)、邑老(1)、錄生(16)、門

師(1)、佛弟子(3)、比丘(1)  

壇衛(1)、侍者(3)、道民(42)、邑政(5)、彈官(1)、邑老(1)、錄生(16)、門

師(1)、佛弟子(3)、比丘(1)  

 

道佛造像碑發願文：李曇信佛道教造像碑 (保定 2年即公元 562年) 

碑陰右側下半刻發願文(由左向右讀)： 

夫真容隱暈，正化亭嚮，太空察廓，非像無以表其質，是佛弟子李曇信兄弟等減

割家珍，敬造釋迦、太上老君諸尊菩薩石像一區，其功悉就，上為皇帝、留國公，

延□無窮，萬方歸化，下及師僧父母兄弟妻嫂子侄，壽命修延，咸保福緣，□□□□□

學者玄悟，爵位無窮，□侯石相及六趣四生，同善□者，普蒙斯願，成無上道，所願

從心。保定二年歲次王午十二月丙申朔十五日功訖。 

 

靈寶經吸收佛教思想的策略 

 

王承文,頁 32-33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試圖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古靈寶

經固然充斥著如此眾多的佛教術語和內容，但是早期靈寶派究竟是如何認識、看待

和回應佛教這種外來的文化的？早期靈寶派究竟是以一種什麼立場來吸收外來佛教

的？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分辨出古靈寶經所體現的究竟是一種具有被動性質的

外來宗教的影響，還是一種拿來主義的主動吸收借鑒。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古靈寶

經既包羅眾經以整合各種宗教流派，又試圖『超九流，越百氏』的都義特點。」 

 

靈寶經裡的佛教思想 

 1. 三界之中，三世皆空 

元始舊經《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3b: 

「天尊曰： 故欲相告，豈得為隱，便曰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

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豈復愛身，身既不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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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切都無所愛。唯道是愛，能愛道者，道亦愛之，得道愛者，始是返真。思微定

志，理盡於斯，斯則反乎。兩半成一，本之，一還歸真，道業日昇。吾等不亦無復

憂勞耶。」 

 

2. 夫人生各有本行宿緣命根，種種相因，願願相隨 

仙公系「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1a： 

「仙公請問太極真人高上法師，曰：人根本行何修而見世受福，家門端正，子孫

昌熾，與善因緣，世世不絕，死上生天堂，下生人間侯王之家，聰明儒仁，敬信經

教，愛樂山林，常誦微言，終得仙道。法師答言，善哉子之問也。夫人生各有本行

宿緣命根，種種相因，願願相隨，以類相從，展轉相生，禍福相引。是以世世不絕，

玩好不同，用心各異，皆由先願也。」 

 

3. 我先世經歷，施行罪福，輪轉化形 

仙公系新經《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1a： 

「是日中時，有地仙道士三十三人詣座燒香禮經旋行，甫畢。仙公命坐，良久。

道士於是避席，請問曰：下官等學道彌齡積稔，于今六百甲子矣，而尚散跡於山林

間。師尊學道幸早被錫為太極左仙公，登玉京入金闕禮無上虛皇，不審夙因作何德，

爰受天職，致此魏魏三界北酆所仰。願為啟說宿命所由因緣根本也。……仙公曰：我

先世經歷，施行罪福，輪轉化形，經天說之，亦當不盡。」 

 

4. P.2356號文書《靈寶威儀經訣上》中所見佛經 

在敦煌本《靈寶經目》中，該經被著錄為《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

洞玄真一自然經訣》 

明代編成《道藏闕經目錄》上卷著錄有《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玄真一

自然經訣》 

「太上靈寶洞玄天書，道之至真，尊大無上。……沙門、比丘尼、五戒清信弟子、

男女人、欲於塔寺精舍持戒，讀佛《神咒》、《大小品》、《維摩詰》、《法華》、《寶妙》、

《三昧》諸經，仰希禁護，救濟苦厄，積功取滅度，轉輪生死後求仙道。而無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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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降福獲慶，後世得道也。」 

 

王承文：〈從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論中古早期道佛關係〉，頁 57曰：「 敦煌本

《靈寶威儀經訣上》所列舉的這些佛經應是東晉社會中流行也是當時佛教中最有代

表性的經典。」 

1. 《神咒》：吳．支謙翻譯《八吉祥神咒經》或《八吉祥咒經》。西晉竺法護翻譯

《八陽神咒經》 

2. 《大小品》：在晉未以前，佛教中明確將經典分為大小品經是指《般若經》，即

東漢末竺朔佛、支讖翻譯的《道行般聽若經》（小品）。西晉永康四年，竺法護所譯

的《光贊般若經》，西晉帝大安二年（303）無叉羅與竺叔藺共譯《放光般若經》。

《光贊》與《放光》均稱大品 

3. 《維摩詰》：《維摩詰經》（吳．支謙、後秦弘始八年 409年鳩摩羅什 305-409

在長安） 

4. 《法華》： 《法華經》（286年竺法護，後秦弘始八年 409年鳩摩羅什 305-409

在長安 

5. 《三昧》 ：《般若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 

 

例子：支謙 

屬洛陽所傳的佔主導地位的大乘佛教一派 

公元 220年前不久去了南方，首先到達武昌，公元 229到達建業，並開始其佛典

大規模翻譯。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記業》卷 2著錄其 36部譯典。 

 

Erik Zu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Taoism” 

1.  “Borrowing”, 2. “Loans”, 3. “Adoption”, 4. “Absorption”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aoist scriptures of the period show 

signs of Buddhist influence cannot be doubted. Of the 123 texts 

investigated, no less than 93 showed at least marginal Buddhist 

influence; the 28 early Ling-pao 靈寶 texts are all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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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by Mahayana Buddhism, and particularly in that 

tradition we find a number of scriptures in which borrowed 

terminological, stylistic and conceptual elements reach such 

proportions that we can almost speak of “Buddhist-Taoist hybrids 

佛道的混合物.¡± p.85  

 

Levels of Borrowing 

1. Formal borrowing （stylistic and terminological)例：聞如是

／如是我聞；魔 mara；劫 kalpa 

2. Conceptual borrowing 例（入）定 samadhi；三界；智慧 prajna；

魔 mara；空 sunyata；法門；法身 dharmakaya；凡人 prthagjana；三寶 

triratna 

 

3. Borrowed complexes 例：十方、劫災 kalpa-disasters、本願 

original vow (to strive for salvation)；精進 virya；六度 

sat-paramita；欲界、色界、無色界；轉輪聖王 

4. Pervasive influence 

 

古靈寶經所體現的對佛教的兼融與超越 

1. 靈寶派認為佛道本為一家，因而既容納和肯定了佛教。 

「眾兆不同、心心各異，故開二途。」 

「玄宗無異，故分化天人，廣開法門，使入無為之堂也。」 

與《三天內解經》呼應：「太上作此三道教化,法雖殊塗,終歸道真,無有異也。但

人受元氣以得成形,方復經壞,受陰化輪轉,白為難耳。右化雖不及左宮速易,輪轉歸

真,亦為善乎。所以言右不如左者。」 

 

 2. 從吸收到包容佛教 

在《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中，元始天尊授左撇右二玄真人「思微定志旨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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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

其對佛教教義的吸收借用無疑是非直接的。但是靈寶派實際上認為，靈寶經正是因

為已經吸收了佛教一些根本教法，因而靈寶經中已包容了佛教。 

 

3. 但是又強調了道教高於佛教，保持強烈的文化本位意識： 

王承文, 頁 55：「既容納佛教而又強調靈寶經高於佛教，是早期靈寶經借鑒佛教

時所堅持的重要立場。」 

例子一：P.2356號文書《靈寶威儀經訣上》： 

「太上靈寶洞玄天書，道之至真，尊大無上。……沙門、比丘尼、五戒清信弟子、

男女人、欲於塔寺精舍持戒，讀佛《神咒》、《大小品》、《維摩詰》、《法華》、《寶妙》、

《三昧》諸經，仰希禁護，救濟苦厄，積功取滅度，轉輪生死後求仙道。而無是經，

不能降福獲慶，後世得道也。」 

 

例子二：敦煌本《靈寶真一五稱經》記老子曰：「靈寶為道先，神靈常所憑，諸天、

諸地、諸水、諸佛所共同宗。」 

 

 

Conclusion: Schipper’s Thesis 

1.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foreign and what is native 

thus appears to refer above all to boundaries, not between 

geographical areas, but between fundamental divisions within 

Chinese culture itself.” p.62 

正與邪 (correct and incorrect) 

清與濁 (pure and impure) 

 

2. “Taoism of the middle ages saw itself as universal.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ir inhabitants were subject to favorable 

projections. Buddhism, when it entered in to the pictu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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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stracized, but on the contrary was seen as a sister religion.  

This positive connotation lasted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even when Buddhism had begun to establish a firm base in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Taoism.” p. 63 

 

3.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shifted only 

gradually. In the later Six Dynasties period, allochtones, 

although still welcomed to embrace Taoism, were clearly seen 

as less apt to understand Laozi’s wisdom and to be handicapped 

by their inherent impure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rift with 

Rujiao narrowed and many of the latter’s values were adopted 

into Taoism. Buddhism on the contrary was increasingly 

stigmatized as alien and therefore improper.”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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