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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巡思想的解冤相生思想的倫理特點： 

與無自欺的關聯性爲中心 

首爾大學 哲學系 

金泰洙 

摘要 

此研究運用西方規範倫理學的概念來展示基於大巡思想無自欺概念

的解冤相生思想的倫理特點。解冤相生思想是朝鮮王朝末期姜甄山

上帝提出的並成爲了天地公事主幹的理論概念。也是代表大巡思想

四大宗旨之一的根本原理。本論文根據西方規範倫理學兩大脈絡的

康得(Kant)的義務論倫理學和密爾(Mill)的功利主義思想來解剖無

自欺的思想特點。進而深入關注東方德倫理特點。  

相比于自然權思想的義務論或功利主義倫理，大巡思想的倫理觀立

足于東方的修行論傳統。在此無自欺既是修行的目的也是倫理道德

的修行根本。爲了悟道、人格的完成而必須實現眞實的言行舉止。

所以其思想當中已經包含著追求最高善的倫理要素。  

另外，關於無自欺的義務論的層面表現在，以道通爲目的，扶正倫

理，努力修行而展現道德，從而恢復秉承天性的人類本性。爲了完

成修道的目的-道通-並且實現倫理道德，無自欺的實踐還具有相生

的目的論說明結構。相互緊密聯關並且多重的思想要素能夠更好的

體現出無自欺概念的相生倫理層面。  

解冤相生思想所說的“不結怨，誠利人” 既是實踐倫理也是天地自

然的法則。此思想基於人類的良心，因此與意味著相生調化的神人

調化思想也有一定的聯繫。發源於神道，基於無自欺，發展於相生

倫理的解冤相生是立足於天地公事的思想。也就是說，神明幫助人

類參與修道與吉德的過程，從而解冤，並且同人類一起發展而進入

道通真境。就人類而言，爲了相生，首先要解冤。此目的可根據反

省和調整自己的欲望而修心練性來完成。根據修行，可逹到內心的

無欲清靜和道通眞境，也能參與被稱爲地上樂園的後天仙境的建

設。因此，解冤相生思想具有目的論倫理特點，同時還具有符合神

道人品的道德倫理要素。  

 

 

 

 



 

  解冤相生思想基於良心和倫理道德，所以還強調仁義禮智的展

現，因此還具有規範論的相生特點。其立足點在於良心和人倫，所

以如同水往底處流，能夠把本性展現出來，而且能夠實現相生。基

於無自欺的解冤相生思想與其他宗旨有著多重的聯關性，而表現出

關系論、相生論特性。  

 

 

 

關鍵詞：解冤相生，無自欺，神人調化，宗旨，道通眞境，義務倫

理，目的論倫理，德倫理，規範倫理,  

   天地公事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in Daesoon Thought: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Kim Taeso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show the ethical featur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n Daesoon 

Thought.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s a major 

religious doctrine of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undertaken by Sangje 

Kang Jeungsan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succession, it is 

suggested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representing the four tenets in 

Daesoon thought.  

In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ethical features of this principle, it 

spot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shown i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s the basi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For this, it is compared with Kant’ deontological 

ethics as well as Mill’s utilitarian view. Further, features of 

oriental virtue ethics i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omparing with deontological or utilitarian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rights or contract theory, Daesoon ethics stands on the 

tradition of cultivation theory. Her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s presented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as well as the method or 

deontological ground for practice, while encompassing the features of 

virtue ethics oriented toward the perfection of Dao.  

Here, the deontological aspect is interlinked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pursuing for the ethics and morals, while making it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the perfection of Dao. And this makes 

the practic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more active through 

facilitating mutu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expansion model of the innate 

good nature.  

With regard to the tene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this concept is presented as a positive ground for 

practicing virtues toward others without bearing a grudge. Further, as 



 

long as it reveals the great principle of humanity built on conscience, 

it comes to  

 

harmonize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deities as an expression of 

beneficence. Moreover, starting from the Dao of Deities, this principle 

is expressed as the life ethic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net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while being grounded 

on the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Under this program, deitie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affairs of Dao 

by helping the affiliated human beings to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er World. And for human beings, 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re 

achieved by cultivating themselves not to indulge in habitual 

tendencies. Rather, cultivators can sublimate their impulses and desires 

in ethical practic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attempting to reach 

into the highest stage of continuity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Dao, which 

is freed from avarice. Likewise, by cultivating diligently and by 

continuing to be sincere in applying the four tenets, it reveals the 

teleological character in its objectives of attaining the enlightenment, 

while showing the features of virtue ethics in realizing the supreme 

virtue of Sangje within oneself.  

All in all, the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shows the relational and normative ethical features while 

being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ther tenets, since it is rooted in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 pursuing for perfect virtues of 

Dao. Accordingly, it naturally leads into fulfilling mutual beneficence, 

as the water flows dow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Keyword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Tenets,                    

             Unification with Dao, Deontological ethics, 

Teleological ethics, Virtue ethics, Normative Ethic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從「靈體醫學」角度談「整體醫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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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天人炁功」及「靈體醫學」為基礎，並匯總目前中西醫學內涵，嘗試

建構「整體醫學」之醫療系統概念與基本模式。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前言、

首先簡要提出完整身心靈生命結構體與整體醫學系統概念；第二部分、匯整探討「天

人炁功」之炁理機制與「靈體醫學」內涵，包括：其一、靜坐與天人炁功之炁氣運

作要義，特別是有關氣炁絪縕之機制，其二、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與內涵，

主要涉及「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以及整體機能與生命單

元炁氣生發機制，其三、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其四、「靈體醫

學」基本內涵與深層作業程序；第三部分、主要提出「整體醫學」架構與療癒模式，

其一、先歸納闡述「整體醫學」架構，其二、提出「整體醫學」之三層次療癒助力，

其三、彙整提出「整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其四、說明有關臨終照護與無形歸路，

主要在認知靈體存在之前提下建構「生死學」概念；第四部分為結語，提出從「天

人炁功」發展「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及「整體醫學」之前景。 

 

 

  

關鍵字：身、心、靈、天人炁功、親和力、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整體

醫學 

  



 

出世與入世之融調： 

當代臺灣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之修道與弘道＊ 

 

臺灣道教研究會 陳敏祥＊＊ 

 

摘要 

源起中土的道教，除了全真派建立道士出家制度外，其他道派雖有出世修道者，但

仍以火居道士為多見。當代臺灣，道教的傳承因應地域性的特色而產生了新變。位

於臺灣南部的高雄道德院，是由一位愛道居士郭騰芳於民國四十九年所創立的道教

宮廟，自民國六十三年該院出現出家坤道以來，至今已有兩代共八位未婚出家的坤

道住觀修行。高雄道德院為當代臺灣唯一僅見的出家坤道修道院，該院師承並非全

真派傳統，卻成為多位坤道住觀修道之地，並自創「道教太乙真蓮宗」，以弘揚正

統道教為使命，在戰後臺灣的道教發展史上有著十分突出的特殊性。本文以田野調

查、歷史研究、資料分析、歸納等法，對於高雄道德院眾坤道出家入道緣由、心路

歷程與住觀生活，以及她們在翁太明住持帶領下，以出世之姿，積極入世弘道之實

際作為進行探究。此外，並關注戰後臺灣女性參與宗教的自主意識議題，對《戰後

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一書與本文相關之資料提出補正與評述。  

關鍵詞：臺灣道教、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出家、坤道、女性自主  

 

 

 

 

 

 

 

 

 

＊當代臺灣道教著名的女性修道者有「在家」與「出家」兩種，前者如松山慈惠堂的郭葉子堂主

有家庭、子女，至於南投草屯慈聖宮的全真派黃崇法道長亦有家庭、子女，自稱「心是沒全

修，身是全淨」的「半出家」，筆者仍將其歸於「在家」類。高雄道德院的八位出家女性修道

者均是未婚出家，住觀修行，為了與前二者做一區別，本文重新定義「坤道」之意涵為強調

「性別」意義之「女性道士」，在「坤道」一詞之前冠以「出家」二字旨在強調其出家住觀之

特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文學博士，曾任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現為臺

灣道教研究會研究員。  



 

心地雷霆：作為道教生命操作的清微雷法修行  

王 馳  

上海道教學院 副教務長  

摘 要  

肇始于兩宋的雷法並非僅是一種法術技藝體系,更是中國道教特有的「生命操

作」。它在融攝以往自道門至民間諸般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完成了道教法術從符籙

技術到身心性命之學的最終轉化，從而成為道教中一門修行證道的履踐學問。本文

特以考察宋元時期清微派之雷法為中心，揭示其向內涵養心性功夫，修煉金丹大道，

感應天地間雷霆玄機而形諸法力，彰顯上乘道法境界的生命行為。此種高明修行可

稱為「心地雷霆」，對今人真實解悟華夏宗教文明之特質，無疑大有裨益。  

關鍵詞：清微雷法、心性、內丹、心地雷霆 

  



 

Heart Thunder: Qingwei Leifa Practice as a Life 

Operation of Taoism  

WANG CHI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Leifa is not only a kind of magic skill system, 

but also a unique "life operation" of Chinese Taoism. On the basis of all 

elements integration from past Taoism culture to folk culture, Leifa completed 

the fin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lisman technology to the knowledg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thus becoming a practice knowledge which is to 

confirm the truth of Taoism.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Qingwei Leif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reveals its life behavior which including 

connot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mind, practice of Jindan, induction of thunder 

myster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o have powers to highlight the superiority 

of Taoist world. Such clever practice can be called "heart thunder", no doubt 

it has great benefit to Chinese people today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Huaxia 

religious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論佛教的生命教育及其普世價值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嘗試以佛教的生命教育來因應現今人類面臨之兩大問題，（1）以佛教

「緣起教法」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以解決「自我」之迷

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2）以佛教「理性實踐」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

升「生命價值」，以解決傳統品格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關鍵詞：生命教育、緣起法、生命自覺、正念正知、理性實踐  

  



 

居 家 修 真 秘 要  

沈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  

摘要  

由於宿世因緣，許多以清淨自居，愛談名言的在家居士，不能如「出家眾」出

離煩惱「入山煉大還」，往往耽誤了修行大業。其實出家人有其出家的條件，所謂

「度眾有命，出家有相」。  

就命理觀念角度來看，佛度有緣人，是與先天根基有絕大關係。從手面相、八

字、姓名學等，可以看出是否有出家之命。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詮釋，

出家者自有不同之相理。  

「在家人」要想修行，只能靠自己，另闢捷徑，衝破難關，嚴格要求自己，定

出一套確實可行的功課，全力以赴。諸如早起做功課，明白自己的志趣（志向）決

定學道或修仙，隨時檢討，認識自己，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養成習慣，修行宜趁早，

不要以為一定有明天，時時懺悔，廣結善緣，不要隨便批評，親近善知識，尋找真

明師，禮敬仙佛，忠孝傳家，不貪求，不邪淫，不殺生，不爲煩惱所轉，並以福慧

雙修，性命雙修，陰陽雙修，禪淨雙修，佛道雙融為終極目標。不論出家或在家，

若修行日久，常會有一些靈應現象發生，可謂之修行印證，或修真靈應，得道徵候。

修行人若發現有前項靈應現象，表示修行略有所成，值得恭喜，但也不宜自我陶醉，

沾沾自喜，自炫奇能。當知「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應該更虛心，更賣力的

進修才對。  

關鍵詞 在家與出家 修仙程途 得道徵候 修真靈應 性命雙修 

  



 

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的在地化探微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摘 要  

台灣的民間信仰，從明鄭來台後已經歷了三、四百年，是中國南方閩南與粵東民間

信仰之延伸。台灣社會雖然是個各種宗教 ( 含國際性的宗教天主、基督、佛、回

教等 ) 薈集之所在，然而深入民心的還是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佛

教」，及融合上列三教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以文化性而論，

它是台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民間信仰」在性質上與一般具有經典、教義及教

團組織的「制度化宗教」不同，但它擴散於民間，又其宗教儀式及地方性活動，都

和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可以說是一種「普化宗教」，且受其生命禮俗及

歲時禮俗的行事所左右。  

本文分四段：首段談傳統知識份子的宗教觀。次段說明庶民的宗教文化。第三段對

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從多元功利之顯靈信仰、多元信仰包容、廟會活動、生命禮

俗、歲時禮俗的在地化做一探討。末段是總結。  

關鍵字： 民間信仰、 普化宗教、 在地化 

  



 

 

 

 

 

 

 

 

 

 

 

 

 

 

 

 

 

 

 

2016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發 行 人：龔瑞璋  

編輯委員：呂立德、林鳳女庒、林秀珍、張順良、陳祺助、金清海、 

          康維訓、林綱偉、虞伯樂、于蕙清、伍純嫺、吳裕民 

主    編：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 

執行編輯：陳瑩玉、黃尹㺬 

出 版 者：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印 刷 者：德臻數位複印中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 

ＩＳＢＮ： 978-986-5689-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