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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巡伦理思想以“一道”“二山”“三界”为信仰要素，建构一套生命宗
教的新型伦理形态。其中，“一道”即姜甑山“大巡”天下所传“真理”，
亦即大巡伦理思想之基本道德原则，内容为“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
冤相生、道通真境”；“二山”为大巡真理会之信仰对象，即“教主”姜甑
山和“道主”赵鼎山；“三界”为大巡道德关怀的涵括天地人在内的生命
视域。围绕其宗教道德原则，大巡真理会以“诚、敬、信”为“三要
谛”，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为“四纲领”，将其“一道”的伦理要
旨，转化为终极信仰的道德要求与人伦日用的行为规范，进而对道人
之身心修行工夫与神明交互感应做出宗教礼仪规制，再从个人修道之
“道通真境”、人神皆尊协同，以及道信众生共建“地上仙境”道出其伦
理价值理想。大巡伦理思想与佛、耶、道诸教相较，具有三大精神特
质：“三界相生”的整体性、“人神皆尊”的协同性，以及“地上天国”的
入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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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场语境
二、伦理要义
三、精神特质
四、结语

一、出场语境

(一) 信仰要素：“一道”“二山”“三界”
“大巡真理会”属于韩国光复后创立的新兴宗教团体，其创会人是朴
汉庆(1917~1995, 号牛堂)。该会的前身是赵哲济(1895~1958, 号
鼎山)于1925年创立的“无极道”宗团——1950年，“无极道”更名为“太
极道”。据说，赵鼎山创教实乃在修道之中，感悟姜一淳(1871~1909,
号甑山)的大巡真理，“并得受宗统继承之启示”1)，便于全北旧泰仁道
昌岘设道场，创立宗团，号曰“无极道”。易言之，“大巡真理会”的教
义宗旨、精神关怀和信仰实践等都与姜甑山、赵鼎山之“阳山道”2)一
脉相承。
在大巡真理会，姜甑山被奉为圣师教主，称作“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
尊姜圣上帝”；赵鼎山被尊为“道主”；朴牛堂被称作“都典”。“在‘大巡
真理会’的信仰中，姜甑山、赵鼎山具有绝对崇高的神圣地位。教中道
1)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2。
2) “上帝之所以用阳山道比喻两山道”，一方面是因为“‘阳’和‘两’谐音”，另一方面“强调
甑山与鼎山的大道的重要性。”详见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典经》 (骊州：大巡真
理会出版部，2017), 页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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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姜甑山奉为九天上帝，把道主赵鼎山侍奉为玉皇上帝，把创立
大巡真理会的朴牛堂奉为英明的宗教领袖。”3)

另据《典经ㆍ译注》之

“两山道”条载：“全罗道金山寺弥勒殿的铁锅台上有弥勒佛像，身旁置
有两位菩萨像，成‘出’字形。‘出’字为两座‘山’叠在一起的形状，所以
谓之两山。 《典经》中有两山象征着‘姜甑山上帝’的‘山’和‘赵鼎山道主’
的‘山’。因此，两山道意味着甑山与鼎山的大道，即大巡真理。”4) 简
言之，大巡真理，亦即姜圣上帝“大巡天下”所要启示的真理——“阴阳
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此即大巡真理会之教义宗
旨。这也正是大巡真理会一以贯之的生命大道，笔者称之为“一道”。
此道由姜圣师甑山与赵道主鼎山“二山”所开启、演绎，并被大巡真理
会沿袭与传承；“二山”上下叠码，一脉承续，由此构成一“出”字。此
“出”字，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该教教主昭示的匡定先天度数、开辟
后天仙境的经世济民之出路。
除“一道”“二山”之外，大巡真理会有其特定关怀的生命场域——“三
界”。据《典经》之＜预示＞记载：姜甑山认为，“至今三界之未得开
辟，唯先天相克支配人间，世间累积冤恨，天地人三界相隔绝，世间
灾祸横生之故也。”5) 于是乎，九天“上帝降临世间，匡定天地度数，
调化神明，解万古冤恨，立相生之道，开启后天仙境，解调神道，确
立不可动摇之度数，其后调和人事”6)，即以报恩“相生”之道，化解怨
恨“相克”之三界人神。这也就是《典经》中所谓，“匡定先天之度数，开
启后天无穷仙境之运路，以解相克所致一切冤恨，以相生之道济度世
间苍生，此上帝之大志已秘传于世间矣。”7)

可见，大巡真理会的终

极关怀所及实乃天、地、人三界。
如上所述，大巡真理会遵奉“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
3)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 《典经ㆍ译后记》(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344。
4)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33。
5)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4。
6)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5。
7)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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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境”16字构成的“一道”“真理”，信仰姜圣师九天上帝甑山、赵道主玉
皇上帝鼎山此“二山”上帝，并以都典朴牛堂创制的宗教组织为实体，
其宗旨、信条与目的，皆延续道主赵哲济所确立之思想主旨，并贯彻
推行实践“二山”上帝确立、演绎的“相生”原理，致力于化解天地人三
界的终极性生命难题。
此“一道”“二山”“三界”实乃构成大巡真理会教理教义的基本信仰元
素，也形成了大巡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与宗教实践的前问题视域。其
伦理思想的展开，或许就围绕某一问题主线，通过特定的伦理预设与
道德实操而分层次、按步骤推演展开。

(二) 问题视域
通读《典经》《大巡指针》和《大巡真理会要览》，笔者发现大巡真理
会思想内含如此一个伦理问题视域——问题表征：阴阳失序、神人失
和；问题症结：结怨忘恩、冤恨叠加；问题化解：解冤报恩、化克为
生——笔者认为，这一主线贯穿于大巡真理会的伦理思想始终，它是
探究大巡伦理思想及其特质的中轴干线。易言之，大巡伦理思想即围
绕这些因子形成的问题域、概念群而呈现。
首先，谈谈问题表征。据《典经》之＜教运＞第一章之九记载：
一日，上帝对金亨烈道：“西洋人利玛窦来此东方，欲建地上
天国，却因儒教根基深厚，积弊日久，改革难行，终未能如
愿。不过，利玛窦打通了天与地之间的界别，使各守一方、互
不越界之神明彼此开始往来。利玛窦死后，率东方文明神前往
西方，开启文运。自此，地上神开始模仿天上一切妙法，将其
施展于人间，西洋一切文物实乃仿天国之模型矣。”上帝又道：
“然其文明者，倚重于物质，助长了人类之骄慢，以致动摇了对
天理之信心、为征服自然犯下了种种罪恶，荡涤神道权威，致
天道与人事常道皆有忤违，三界混乱，道基断绝，因此，一切
原始神圣、佛、菩萨等汇集一起仰望九天控诉人类与神明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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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难。吾降临西洋大法国之天启塔，大巡天下，临于东土朝鲜
母岳山金山寺三层殿弥勒金佛三十年，为崔济愚开示了济世大
道。然济愚未能超越儒教典宪，不能明大道之真髓，故吾于甲
子年收起天命与神教，于辛未年降临世间。”8)

在姜甑山看来，东方儒教思想根深蒂固，不利于西洋人传教，但以
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西方科技文化，“打通了天与地之间的
界别，使各守一方、互不越界之神明彼此开始往来”，然而因其“倚重
于物质，助长了人类之骄慢，以致动摇了对天理之信心、为征服自然
犯下了种种罪恶，荡涤神道权威，致天道与人事常道皆有忤违”，以至
于“三界混乱，道基断绝”，引起新的伦理问题。这一伦理问题，在“一
切原始神圣、佛、菩萨等”那里亦成棘手难题。于是，他们“汇集一起
仰望九天控诉人类与神明界之劫难”。在姜甑山眼里，如此“劫难”的生
命困境背后，阴阳失德、神人失衡，是三界伦理问题之共同表征；而
且，此等难题亟待分析与化解，否则世无宁日、人神难安。有感于
此，姜圣师遂“大巡天下”，欲救民水火。
其次，论及问题症结。
姜圣上帝大巡三界、降世人间，其道义使命就在于告诫世人这一生
命真相，向人揭示问题产生的因果原由，进而教化其从根本上体悟生
命大道之真髓，并投身参与化解天下困厄。
在大巡思想中，人神抵牾不安、强弱争斗不息的群生混乱状态，被称
之为“未开辟”状态，其所对应时空，即“先天”世界。姜甑山就此提出：
以降生前为先天期，降生后为后天期。然而在先天则主掌相
克之理，故有怨恨不平之气充满于世。在后天则主掌相生之
理，统治世界，使怨恨者，变为相爱，使差别者，变为平等，
使人去其心中恶欲，而成大仁义精神，及肉身扫除病苦，共享
寿考，各得快乐。若换言，则现世贫富差别、贵贱差别、强弱
8)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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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男女差别，故自有无量怨苦不平，今我主宰天地万物，
将欲根本的改革，使我人类解脱此苦，天地一番开辟，世上花
开鸟啼。虽然将有怪病流行，无数人命，皆归死亡，若听吾
教，诵咒读经，可免其祸。9)

“相克支配”是此先天10)时代的生命伦理关系之基本原理。先天相克
原理作用之下的世界，充盈怨恨不平之气；是气生发聚集，导致人们
在物质财富上的悬殊、社会地位的分别；侍强凌弱、仗富侮贫、以贵
辱贱等，形成无量冤恨苦痛。身心相悖、人神对立、天地冲突、邦国
紧张，实乃受相克原理支配下诸多生命关系的直观体现，而且如此的
背离、紧张、对立与冲突，呈现出愈演愈烈、越积越深的集结态势。
对此症结倘若不加分辨，那么欲求化解便束手无策。
从伦理视域而言，问题症结在于结“冤”太久太深。关于“冤”，《说文
解字》释曰：“冤，屈也，从几兔。兔在门下不得走，益屈折也(原注：
枉曲之意也)。”
冤即冤屈，指被冤枉而不能伸之意。由于蒙冤而不能释怀，就会产
生内心的冤恨，形成心结，进而人与人、人与幽魂之间就出现各种仇
对。由于长期的曲怨增益、冤愤累积，造成万古千重怨苦雠结，犹如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之七十七所谓：“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雠。”生
活经验告诉人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身看后头”；而消解怨
结、平定混乱的前提，即以明了仁义“相生”为旨趣。
可见，姜圣上帝“大巡天下”，神道设教，志在昭示三界冲突之症
结，“匡定先天之度数”，以“先觉觉后觉”11)，教化世人积极参与化解
9) 李能和, 《朝鲜道教史》, (首尔：东国文化社，1958），页475。
10) 先天和后天是韩国民族宗教中常用的核心概念之一。《典经》中认为，“开辟”乃先天
后天之分野，因 “开辟”是指以往混乱不堪的天地间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开启太平
盛世，建设地上仙境。因此，“开辟”前的世界谓先天，之后谓之后天。详见《典经》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0), 页15，注①。
11) 有关“先觉”、“后觉”, 《大巡指针》记录了都典对道人的训导：“先觉要以慈母之情和
爱恤之心对待后觉，畅通对话渠道，有效地掌管缘运体系”；“后觉遵从先觉的正确旨
意，实现和睦时，才能在组织系统内形成融洽的氛围，从而实现和平”。详见大巡宗教
文化研究所编, 《大巡指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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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苦难。
复次，言及问题化解。
《大巡指针》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之第一条开宗明义，宣称“大巡”道
旨：“禀受九天上帝(姜甑山)启示的道主(赵鼎山)确立了宗统”；其第三
条中明言：“吾(朴汉庆)直接得受道主遗命继承了宗统。”其第四条归
总声称，“本道门的‘渊源’始于受上帝启示(封书)而确立宗统的道主，
相传至今”。《大巡指针》这里不仅明示大巡真理会的创教开派历程，而
且强调上帝“大巡天下”启示真理的神圣与崇高。不仅如此，《典经》还
记载了化解宇宙劫难的“三界公事”方案：
上帝对金亨烈道：“在先天，人与世间万物皆为相克之理所支
配，世间怨恨日积月累，错综复杂地充斥于三界之中。天地失其
常道，各种灾祸丛生，世间暗无天日。因此，吾欲整理天地度
数，调化神明，以解万古怨恨，以相生之道建后天仙境，济度世
间苍生。不论大小事应由神道解冤，若能事先稳固度数并加以调
化，以此为基人事便以自我达成，这便是三界公事也。”12)

“公事”是与“私事”相对的概念，在《典经》中，“公事”是指教主姜甑
山和道主赵鼎山招徕神明，进行匡正天地运行方式、化解天地人神伦
理困厄之宗教大役事。“按其目标可分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匡定天地
度数的世运公事；二是解万古冤恨，并重新安排和统一的神道公事；
三是指明处于末世而徘徊的人的灵魂，构筑后天仙境相生之道的人道
公事。”13) 故此，称谓“三界公事”。“阴阳合德、神人调化”可以理解
为该教化解“三界”困厄的关系机理，“解冤相生”可视为解决“先天”危
机的关键实质，“道通真境”实乃理顺宇宙秩序的“后天”理想状态。“上
帝坚信：若以神道统理大小事情，可收玄妙不测之效，此乃无为而化
也。匡定神明界度数，使万事合乎道义，确定无量仙境之运数，各自
的度数所至之处，可开启新局面矣。”14)其间，解怨报恩、化克为生，
12) 《典经》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88。
13) 孙亦平, 《道教在韩国》（中国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页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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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济世救困、转危为安的基本原理，也是贯穿大巡伦理思想的一条
主线，可谓体现大巡匡世济民特质的显著标识。
姜圣师面临李朝末叶极度恶化的宗教、政治、社会黑暗期，宣称前
所未有的16字真理，旨在以宗教性法理与道德性操持去改造世人，重
塑秩序。姜甑山圣师在宣布此真理的同时并践行了与之相应的三界公
事。经由几代人的努力而创立的大巡真理会，秉持16字真理，传承仁
爱相生之道，在弘道中坚守初心，在济世中巩固信仰。

二、伦理要义

大巡真理会以“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为思想
宗旨，并诉诸于“四纲领”与“三要谛”等道德信条与伦理规范，这背后
蕴含明显的“匡世济生”的宗教情感与道德关怀，同时亦不乏内在的生
命逻辑，对之加以解读，可以窥见大巡真理会伦理思想的主旨内容与
价值诉求。
朴牛堂在《大巡指针》中对“大巡真理会”的教理教义和根本宗旨、修
道信条、价值目标等，阐述得十分精确、简明。如说：“宗旨为阴阳合
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信条为安心、安身、敬天、修
道四纲领和诚、敬、信三要谛；目的为无自欺、精神开辟、身心改造
和布德天下、广济苍生、辅国安民、建设地上天国。”15)与其说此乃该
教会的思想主旨，不如说，其间关涉“大巡真理会”之伦理法则、道德
信条与终极价值理想。因为九天上帝广巡天地人三界之“大巡”，从三
界关系失调失衡着眼，从诱导道人劝善进业入手，以相生之道为济世
主旨，意在重建天地人之多维良序，是对宇宙生命及其伦理秩序的究
14) 《典经》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322。
15) 《大巡指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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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关怀。如此之信仰观念、操持法门、价值理想，无一例外地属于伦
理道德范畴。换言之，大巡伦理思想，不在大巡真理之外，却正在大
巡真谛之中；其伦理思想可以概述为：“解冤相生、报恩相生”之伦理
原则；“三谛”“四纲”之道德信条、“人世修道”“布德”“教化”之修行工
夫；“人尊”“道通”“仙境”之价值旨归。

(一) 伦理原则：“解冤相生”、“报恩相生”
如前所述，大巡思想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恢弘的生命视野——在
大巡思想者眼中，混乱不堪的先天三界，阴阳失德而相悖、神人失序
而难合，于是“天用雨露之薄，则必有万方之怨。地用水土之薄，则必
有万物之怨。人用德化之薄，则必有万事之怨”。由“薄”致“怨”，因果
相续。在上帝看来，“天用、地用、人用，统在于心。心也者，鬼神之
枢机也，门户也，道路也”。16)也就是说，天地人三界之各种怨结，由
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如此深重之怨结，并非空穴来风，却各自有
因。统合而言，源于个人之“用心”法则出现问题；细究起来，问题的
关键在于，生命之间实存的原理是二元对立、彼此冲克。进而言之，
相克原理支配之下，怨愤交错、暴戾纠葛、雠隻叠加，而且这些因素
集结成势终将毁灭整个世界。
所谓冤结，在道教典籍当中，主要是指人由于宿世所犯之罪而导致的
各种人际冤对，进而引起阴间冢讼、幽魂遭难、阳世受报、人鬼之间结
缚缠绵。易言之，天怒人怨，相互激荡，阴阳承负，彼此纠缠，矛盾升
级，灾厄丛生。道教这一生命观念为大巡伦理思想所借鉴吸纳。
“解铃还须系铃人”——上帝认为导致世界终将尽灭的重要力量在于
“冤”“结”, 支配形成“冤”“结”的原理是相克原理；而拯救天地人三界
危机的生命机理，也就在于解冤释结，化克为生——以相生原理取代

16)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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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克原理——相生原理表现为“解冤相生”、“报恩相生”两种方式。无
论哪种方式，其实施者，皆为有此道德觉悟的人。在大巡思想中，
“冤”又作“慼”。“‘慼’意指他人对我的怨恨，因此，解冤乃化解慼之
意。须知结慼者和解慼者皆为我，因此，惟我先解慼，对方所结之慼
才能自然化解。所结之慼得以化解而解冤，唯解冤才能实现相生”17)。
如果说相生为顺，那么相克则为逆；逆则有待扭转为顺，方能化克
为生。姜一淳认为，“只有通过‘天地公事’来消除冤屈而死的‘冤神’和反
抗而死的‘逆神’等神灵之间的所有怨恨，才能得到解冤”18)。在大巡真
理会，就是要通过“解冤”达至“相生”；其中，“解冤”是手段，“相生”
是目的。诚如《典经ㆍ教法》上帝所言，“为万古逆神解冤，赋予全部星
宿带走，万物皆有是非，惟星宿无是非故也。逆神本系抱负难遂之
人，怨恨遍斥天地之间。但是世人反视其行为而把逆神当作枭首，冠
以乱臣贼子之名。一切逆神对此深为不悦，只好赋予万物中无是非牵
碍之星宿携走。天有早夕之是非，地有厚薄之是非，日有水旱之是
非，风有顺逆之是非，时有寒暑之是非，惟星宿无是非，亦无相克
。”19)从《典经》到《大巡指针》，都把“解冤”与“相生”联系起来，表现
出主动化解“相克”之矛盾，建立良好人际伦理、人神伦理的愿望与努
力。“实施解冤相生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道德实践上的向善。” 20)
“解冤相生”可谓出于对道德理性的普遍认知。
与之相似，“报恩相生”，就是要以“报恩”取代“背恩”——所谓报
恩，包括报答父母、社会、国家、天地等于己生命之存在、成长与发
展所施予之恩情，即对“所受恩德应予回报”——这种知恩图报的“报恩
相生”，着眼于理顺施恩者与受惠者之间的授受伦理关系，凸显天地、
家国、师亲诸等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正向衍生与代际传承，意在让和谐
的人伦温情持续不辍——此所谓“‘非人情，不可近’，因此，须以德相
17) 《大巡指针》(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25。
18) 孙亦平, 《道教在韩国》(中国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页199。
19) 《典经》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242。
20) 孙亦平, 《道教在韩国》 (中国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页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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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时常厚待道人乃至非道人”21)。这是以自然情感为基础的生命伦理
劝善原理，说到底，“报恩”关涉良心情感与应然行为，“相生”直指社
会价值与意义宿旨。“报恩相生”可谓情感逻辑下的同情共感。
相较“解冤相生”之普遍道德理性主张，“报恩相生”则为带温度的道
德情感要求，二者在道德动机上存在维度之别，但在伦理目标与生存
原理上，却并无二致，皆指向良性“相生”。
大巡真理会的相生原理，揭示的是社会中的人们处于和谐互利的生
命状态的前提条件与保障基础；惟其如此，人们彼此方能相互协作，
激发生存的积极能量，协同合力于生命大道，实现“道通真境”的伟大
理想。这种前提与保障，不是实然存在的生命机理，而是带有明显的
价值色彩，需要人们的道德觉醒，并付诸行动，积极地化克为生才得
以呈现的——这正是姜圣上帝开启的基本伦理原则。

(二) 道德信条：“三谛”“四纲”
大巡真理会倡导的相生原理，无论是普遍理性的“解冤相生”，抑或
是共同情感的“报恩相生”，皆属于抽象的伦理原则；这种抽象的伦理
原则，有待细化方可贯彻执行，反映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转化成相应
的道德信条，以增强信仰之下的崇敬心理，养成历久弥坚的德行习惯
——在大巡真理会，这就是以“诚、敬、信”为内容的修道“三要谛”，
以及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为要求的日用“四纲领”。
一般而言，“诚”、“敬”、“信”，是三个常见的伦理学概念，也是基
本的道德德目，“诚”“信”在世俗生活中常被并联合用，作为一个道德
条目，要求世人为人处世应诚实守信、不昧良心、不妄作为，而“敬”
则多指向敬畏、崇敬——即便是在世俗伦理维度，三者皆属道德心理
范畴，至于宗教伦理视域，这种道德心理实乃宗教神学的下属概念，

21) 《大巡指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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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外地被打上信仰的烙印——在大巡思想中，“诚、敬、信”，实
为道人修道之“三要谛”，或称“三法言”——其中，“诚”之要义在于，
“以道即我我即道之境界统一心灵，奉献于万化度济。心摄一身，统理
万机，故一身思虑动静惟心所到”，力至“不断调密己心，始终保持省
察虚怀”之“精诚”状态；“敬”即“指受心神之驱使，依礼行事”；“信”意
在“一心既定，不为利害、邪正、偏倚而有所改易、差错或变异；不得
以一为二、三为三、彼为此、前为后；犹如历万古而四季昼夜无有差
错，经万劫而江河山岳不移一般；如期而至，如限而定，进之以进，
诚之又诚，达所期目的为信”。22)
既然为修道之要谛，也就意味着，“诚、敬、信”正是道人之修行之
真谛，反映出修道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修心，而修心的根本要求在于精
诚专一、敬仰不止、笃信不疑，其中，既有心理上的态度要求，也有
行为上的律令规制，以致于灵魂上的终极皈依。诚如都典所言，“须知
布德、教化、修道等诸事，离诚敬信均无法实现”。23)
如果说道德信条有功能层次划分的话，那么以“诚、敬、信”为内容
的“三要谛”，直指宗教信仰的终极实体，无疑侧重于信仰层面的终极
伦理支柱，而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为要求的“四纲领”则属于
践履人生信仰的日用道德宝典。此所谓“道成德立取决于诚敬信，将此
道理系统传授，以加深信仰心”24)。
在日常生活中，道人通过“四纲领”细化“三要谛”，落实宗教信条；
具体到“四纲领”，道人又以安心、安身二律令为修行之训典——“使心
不偏不倚、无私无邪，还原至纯本然之良心，不为他人虚妄企图所
惑，不为自己非分欲望所动”，此为“安心”；使“一切起举动作”“合于
道理和法礼，不可行非义非礼之虚荣”，此谓“安身”。25)——将敬
天、修道等宗教要求，贯彻于身心修炼活动之中。
22)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7—18。
23) 《大巡指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46。
24) 《大巡指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67。
25)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6。

大巡伦理思想探析 / 曾勇ㆍ秦铭昂 369

需要说明的是，大巡真理会之“敬天”“修道”有明确的虔诚行修意
涵：前者是指“谨言慎行，时刻不忘崇敬上帝之心；念念不忘与上帝同
在，时刻将至诚供奉上帝铭记于心”；后者意指“以潜心静气，凝聚侍
上帝左右的精神，磨练于丹田，以灵通为目的，敬之又敬，诚之又
诚，念念自在，念念相续，至诚奉诵”。26)可见，敬天侧重于对于九天
上帝之恭敬与供奉，属于对终极信仰实体的心灵皈依；修道侧重于凝
聚精神、至诚奉诵之类的心性修炼，其价值趋向是成为“道通君子”。
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日常修道进德活动之中。

1. 修行工夫：“人世修道”
大巡真理会遵循“解冤相生”“报恩相生”两大伦理原则，主张“诚”、
“敬”、“信”三大德目，推行“安心、安身、敬天、修道”四大纲领，强
调“人世修道”，不离人伦日用，并将修道分为工夫27)、修炼、平日祈
祷和主日祈祷28)，而且认为四者彼此各有所指，又相互关联。有关修
行工夫，《大巡真理会要览》涵括其内容与要求如是：
工夫——在一定场所，按指定的方法，所定的时间诵读咒文。
修炼——不受时间场所限制，诵读祈祷咒或太乙咒。
平日祈祷——每日丑未时自家祈祷，但外出不能祈祷时归家后
补充。
主日祈祷——每甲、己日子午卯酉时，在指定场所或自家祈
祷。29)

为加强日常管理，大巡真理会进一步制定出诸多修道程式与规范，
26)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7。
27) 在韩语中“工夫”一词意指学习、修行等意。在《典经》中则指上帝和道主所行的为
调整天地运行结构而付出心血的宗教行为。对于信众而言，工夫特指修行姜甑山上
帝和道主所制定的修道方法和仪式，并参与上帝和道主所行的天地公事，致力于身
心双修。详见《典经ㆍ译注》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30。
28)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9。
29) 《大巡真理会要览》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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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修行工夫的道德仪轨与程序要求30)，现择录如下：
关于修炼
1. 烧香与拜礼，法座——形像太极的手握及打坐，要求右手为上，
左手为下，右腿为上，左腿为下，以便与天地宇宙气机之同频流通。
2. 按顺序诵读12种咒文，包括奉祝咒, 太乙咒, 祈祷咒, 真法咒,
七星咒, 云长咒，二十八宿咒, 二十四节咒, 道通咒, 神将咒, 解魔咒,
神圣咒。
3. 诵读太乙咒
关于祈祷
按时间有平日祈祷与主日祈祷之分，按场所有道场与家庭之殊，基
本要求皆为向信仰之对象九天上帝祈愿，按时以至诚诵读咒文。
道场: 1 时间之内诵读 12种咒文，而后诵读太乙咒与祈祷咒
——阳(甲丙戊庚壬)日时 先诵读太乙咒，
——阴(乙丁己辛癸)日时 先诵读祈祷咒.
家庭：诵读12种咒文后 读太乙咒 24回, 祈祷咒 24回。在家庭做
“丑时祈祷”时供奉法水,祈祷后分饮；法水里寄托着感应于人类之至诚
的上帝的气运；以饮用法水来感受上帝之德化并净化身心。
祈祷时烧“纳币纸”。祈祷时烧纳币纸，其目的在于邀请包括上帝在
内的诸多神明, 同时把祈祷者的意愿与精诚传达于天。
关于致诚31)
众所周知，在韩国宗教文化中，以至诚之心拜祭神明的宗教仪礼，
称之为致诚。它是韩国代表性宗教民俗仪式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在
30) 摘录于朴相奎、金海龙交流赠予PPT《大巡真理会的养生》, 2013。
31) 详见《典经ㆍ译注》 (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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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时间，在寺刹、祠堂等神圣场所，摆上祭物求神拜佛的行为统
称为致诚，有别于祭拜祖先的仪式，后者谓之祭祀。
按照圣事活动分，譬如2月10日，举办赵鼎山道主得道致诚、3月6
日举行赵鼎山道主化天致诚、6月24日进行姜甑山上帝化天致诚、9月
19日拜祭姜甑山上帝之降世致诚等；按照时令节候分，有元旦致诚、
元宵节致诚、中秋团圆节致诚，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夏
至、冬至、腊享、末伏等致诚。
关于工夫
主张道人应信奉于天,

信奉于地，进而信奉于人，要求每天在骊州

本部道场，侍学工夫 36名, 侍法工夫 36名；且一天 24小时不眠。
大巡真理会的修行工夫，以“人山修道”而见长。所谓“人山”群修，
就是指在人山人海的凡尘之中展开修行，而非离群索居、入山避世地
孤行清修，而且，这种修行更多的是有组织有纪律、讲帮扶讲共生的
团队性修持。32)经由组织的善德流布与团队的启蒙教化，多元协同形
成整体合力，致诚交感神明，获得宗教德业精进，这便是修行工夫中
人神之间的伦理枢机。

2. 价值目标：“道通”“人尊”“地上仙境”
《大巡真理会要览》对修道者个人身心、人与神、人间社会诸多伦理
关系，皆做出了理想描绘：“以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
真境为宗旨；以诚、敬、信三法言为修道之要谛；以安心、安身二律
令为修行之训典；崇尚伦理道德、以无自欺为根本，通过改造人、精
神开辟、布德天下、救济苍生、辅国安民，建设地上天国。”其间针对
个人，就是以“道通”为能事，以“道通君子”为理想人格；“人尊”“地上
仙境”分别对应人神伦理价值与社会理想目标。
32) 曾勇，<道文化终极价值的文字学阐释：兼论“大巡”“道通真境”之人文意涵>，《大
巡思想论丛》 34 (2020)，页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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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通”，《大巡真理会要览》强调指出：
大巡真理会以诚、敬、信三法言为修道之要谛，以安心、安身
二律令为修行之训典，以三纲五常为根本营建和睦家庭，以遵守
国法为准绳践行社会道德，以无自欺为原则修心炼性、洗气炼
质，回归人类内心本来清净本质。以此对阴阳合德、神人调化、
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之大巡真理加以勉修、诚之又诚，以正觉道
即我我即道之境界。一旦豁然贯通，三界透明森罗万象之曲尽理
解无所不能，此乃灵通，亦谓道通。33)

也就是说，道人信士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修心炼性和洗气炼质为
内容，通过虔敬致诚就能达到道通。所谓“道通就是跨越时空，看透三
界，通达万象，达到无所不能的境地。”34)

可见，“道通”乃指修道中

的心灵超常的生命状态。“道通”，亦即“(心)灵(超常)通(达)”，简称“灵
通”，实乃修道获致特异功能的超常状态；具有道通特异功能的人，又
被称为“道通君子”。此类道通君子，不仅能力卓越，而且品德优秀，是
德才兼备的理想生命典范。
至于“人尊”，是相对“神尊”而提出的。
在神与人的伦理关系问题上，以往有所谓“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之
争，在甑山那里，表述为“天(地)尊”与“人尊”之别。所谓天尊是指神封
于天后，神的权威存在于天，因此天变得无比尊贵，远远尊高于人。同
时，他还提出，“人尊大于天尊、地尊，今为人尊时代，当勤修心”。在
大巡真理会，神封于天的时代已成过去，根据甑山作为九天上帝，实行
天地公事，事先编好的新秩序，崭新的时代将会来临。这就是人尊时
代。所谓人尊，即神封于人——人和神实现调化，因此权威存在于人类
本身，人就变得尊贵。这里的调化就是调和与造化两个词的缩略形。即
33) 《大巡真理会要览》(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9。
34) 车瑄根，<近代韩国神仙思想的变容——以大巡真理会的地上神仙思想为中心>，
金勋主编，《道与东方文化——东亚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ㆍ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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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调化，就是神和人实现融合，创造宇宙万物的意思。35)
可见，在大巡真理会，人神伦理关系，既非绝然对立，亦非神尊人
卑，而是人神皆尊——大巡真理会提出人尊观点，旨在突出人的主体
性，强调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倡导此感彼应，调化顺生。
朴牛堂直接以“和平”诠释“人尊”，如说“‘人尊思想’即和平思想。以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类和平实现世界和平即为大巡真理”；认为人
尊时代中的人类形象，是神人调化的道通君子；并且人尊与神人调化
是实现“地上神仙”、“后天仙境”的基础背景——在笔者看来，都典突
出人之尊贵，在于劝导道人应自觉掌握创造和平的自主权与主动权，
切实凭借自身修为，坚持从家庭、社会等具体人伦事宜做起，进而去
创造人类和平乃至三界安泰，这与姜圣上帝所谓的扭转先天相克状态
为后天相生仙境的总体思想并无二致。二者皆珍视现世人生，只是对
世人的重视维度，有所区别而已：九天上帝侧重于人的价值地位，都
典突出人的功能发挥。
所谓“后天仙境”，亦称“地上仙境”，《典经ㆍ预示》于此有较好注脚：
上帝曰：在后天，天下如一家，不倚威武，不施刑罚，和谐调
合，依法理治苍生。为政者能以化权施政，将无越权之弊端；百
姓则远离冤屈贪淫之扰，得免生老病死之苦，不老不死；再无贫
富不均，相互自由往来；天地不再高远，可任意驰骋天地之间；
智慧开启，通达于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十方世界，世间不再有
水、火、风三灾，是为无上祥瑞和谐的地上仙境。36)

在大巡伦理思想中，修道者“以潜心静气，集永侍上帝身边之至诚精
神于丹田，不断磨炼，灵通为目的，敬之又敬，诚之又诚，念念自
在，念念相续，至诚奉诵”，可以臻于道通真境，此为个人层面的理想
35) 参见车瑄根，<近代韩国神仙思想的变容——以大巡真理会的地上神仙思想为中
心>，金勋主编，《道与东方文化——东亚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ㆍ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页209。
36)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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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至于宗教生活中信众与神族之间的伦理关系，大巡真理会以人
尊观念，高扬信道参与创造的主体性，凸显人神协作的必要性。基于
前二者，人神协作，变相克竞争，为相生和顺，化解先天一切冤结，
开辟后天“无上祥瑞和谐的地上仙境”。

三、精神特质

大巡伦理思想从天地人三界失德问题切入，以相生之道引领，主张
人神调化，解冤释结，建构祥瑞和谐的地上天国，其精神特质可以概
括为：宇宙伦理视域上的三界整体性、道德主体作为上的人神协同性
以及终极价值目标上的天国人间性。

(一) 三界相生的整体性
从九天上帝、赵圣玉皇上帝的问题视域中，不难发现所谓三界之未
得开辟，那是由于先天相克原理在支配人间，导致世间累积冤结，天
地人三界关系失序，世间灾祸横生不辍。如《典经ㆍ公事》载，上帝
道：“因冥府发生错乱，世间随之混乱不堪。故冥府公事完成，则世间
万事皆可得解。”37) 在上帝眼中，天上、地下、人间等三界，皆有待
伸之冤结；而解冤释结视域，首先应将天地人神纳为一体，统合而
观，从整体着眼，考虑对治。
从《典经》所载上帝所言“匡救天下不可依局内成法，应依局外新法行
三界公事，方可成就”，以及“三界公事者，即指天、地、人三界之开
辟也。此种开辟无先例可循，乃新创之法也。于古与今未曾有，因
37)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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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可沿袭他人，亦非运数所定，唯上帝所创者也”；“上帝降临世
间，匡定天与地之度数，令神明出入于人心。上帝启用在世间受凌辱
者，赋运数于万物而用，此改造三界者也”38)，等等，可见大巡真理会
是从宇宙整体视域来审视三界失序问题，以上帝首创“匡定天地度数”
新法可化解世间累积冤结。
大巡伦理涉及的冤结，其关涉领域甚广，包括凡尘人事交接、国际
交往，天神、地祇、人鬼沟通等，其涵义颇多，“冤”的思想除却“冤
屈”“曲枉”之外，更有来自佛教的“三界”之“冤亲债主”的观念，而“结”
涵括道教之诸多承负所及“郁结”“恩怨”“嫌隙纠纷”等意。然而，佛教
的“三界”“解脱”等理论预设与大巡伦理思想相去殊异。
佛教《经律异相》之《天地部》以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为三界；大乘佛
教以缘起性空说明宇宙万物的生灭有无问题，认为世间万物并非由实
体构成，只是由缘会而生，也随缘离而灭，事物没有自身独立的实体
存在，也没有独立的自性，易言之，其本性是空，简称性空。缘起是
事物存在的现象，性空是存在的本性，前者是有，后者是无，二者是
事物之一体两面。基于此，对于生命实践而言，关键是用心体悟非有
非无、亦有亦无的“中道”。达此中道，方可把握宇宙真实，让心灵获
得解脱。可见，佛教开出的伦理对策，侧重于教人如何放下执念，帮
人解脱心灵羁绊。
不仅摄取佛教倡导的心灵解脱智慧，大巡思想家还主张从身心协
同、致诚感召等途经，协力共解三界之困厄。个中缘由在于对“天地公
事”等道力之笃信：“上帝认为三界之乱源于冥府错乱，故须改定冥府
之相克度数。唯如此，深陷于否劫之神明与苍生才得以相生，大势终
得扭转。”“因行此公事，众饿莩神将皆升至天上，世间不再有饥馑，
饿莩神灾将逐渐消失。”39)
38)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4。
39)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页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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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天地公事乃姜圣上帝独创的调理先天失序状态的“乾
坤挪移大法”——此法的基本伦理精神在于化克为生——这一伦理精神
为大巡真理会所继承。这一精神的直观表述，即天地人三界之“解冤相
生”“报恩相生”。此可谓宇宙生命伦理的第一要义，天地人三界之一体
统合而观的整体性便成为其鲜明特征。

(二) 人神皆尊的协同性
宗教伦理中，人与神的伦理关系是不容忽略的问题。一般而言，在
早期西方宗教思想中，神性高于人性，神尊而人卑；中国宗教乃以“敬
天法祖”为内涵的人文教化，其凡俗人性内置非凡之神圣性，简称人性
中蕴含神性，主张经由心性内修而超凡入圣——在此意义上，中国宗
教主张之由人及神之旅，实为内在超越之路。易言之，在中国宗教伦
理思想中，人性与神性具有某种潜在的相通性，二者的关系不像西方
宗教所言的绝然对立，乃至不可跨越。
至于以耶教为代表的近代以降的西方文明，甑山指出：“西方的文物
是模仿天国的。它的文明是倾向物质的，所以造成了人类的傲慢。最
终触动天理，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这过程中神道的权
威严重受损，天道和人事的常道出现错位，三界发生混乱，道的根源
因此被打断。” 40) 在他看来，过于张扬的人性，“造成了人类的傲
慢”，“最终触动天理”，“神道的权威严重受损”——也就是说，西方传
统的人神关系因过于张扬人力——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己——而损
害神道，从而带来三界新的混乱——究其原因，在于“道根被打断”，
“神尊”受贬损。
基于此，大巡真理会提出“人尊”观念，它既没有否认“神尊”价值，
40) 转引自车瑄根，<近代韩国神仙思想的变容——以大巡真理会的地上神仙思想为中
心>，金勋主编, 《道与东方文化——东亚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ㆍ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页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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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夸大“人尊”意向，更多的是从“阴阳合德”意义上——“人为阳，
神为阴，阴阳相合，然后有变化之道”41)——将属阴之神与属阳之人的
伦理关系，协调统一形成合力，类似于中华易文化“一阴一阳之谓
道”。这无疑属于“率一切道通神与文明神，取各民族文化之精髓加以
统一”42) 的协同方案。此方案的用心在于聚力匡扶。因为“阴阳合德”
之“德”，便有“能量”、“能力”之义。43)
尤其是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强调，凸显出“人尊”之可贵，尤其是“参
天地赞化育”之能事。如说：
不受偏爱偏恶曰仁，不受全是全非曰义，
不受专强专便曰礼，不受恣聪恣明曰智，
不受滥物滥欲曰信。
德懋耳鸣，过惩鼻息，
潜心之下道德存焉，反掌之间兵法在焉。
事之当旺在于天地，必不在人。
然无人无天地，故天地生人、用人，
以人生，不参于天地用人之时，
何可曰人生乎？
闲谈叙话可起风尘，闲谈叙话能扫风尘。
一身收拾重千金， 顷刻安危在处心。44)

美德即力量——人以其仁义礼智信等德性力量，可贯通古今、参赞天
地，通过“横扫风尘”，提振宇宙正气，重塑三界秩序，彰显非凡的“自
救”能力，获致类似于“神尊”的地位。这种人神皆尊的伦理主张，重在
强调人神主体在化解先天问题上各自的功能上的协同性，惟其如此，
41)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0。
42)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05。
43) 冯友兰著、赵复三译, 《中国哲学简史》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页163。
44) 《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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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定天地度数”45)才有了合力保障，“调化神明”“调和人事”“开启后天
仙境”也就有了力量支撑，并使之从伦理理论到生命实践成为可能。

（三）地上天国的入世性
大巡真理会希冀在凡尘世间建立地上天国，而非寄望于身后来世，
或缥缈虚空天堂，而是要求每位道人入世修行：不仅要修道者过“自省
的修道生活”，“须以心修炼，身体力行，使身心达到统一”，而且要注
重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教化——这种教化立足生命存在与发展，从“解冤
相生”“报恩相生”理顺生命体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道德教化不同于
某些泛泛而论的道德说教，具有生命伦理的根本性，因为其价值目标
直指生命共同体的理想存在状态与未来走向。
地上天国的建立，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这种努力体现为，要求道
人首先从觉解自我生命与父母、社会、天地等有恩于己的生命意识开
始，进而应时时处处告诫自己“莫背恩”，竭力“报恩德”“诚利人”。如
《大巡真理会要览》“训诲”指出：
恩惠即人之给予我之恩泽，背指忘恩与背反之意，因此，所受
恩德应加以回报。生与寿、福与禄皆为天地之恩泽，故应以诚敬
信立报恩天地之大义极尽人道；保命与安居为国家与社会之恩
泽，故应以献身、奉献之忠诚，为社会发展与共同福利极尽作国
民之道理；出生与养育为父母之恩泽，故应以崇祖报本之大义极
尽孝道；教导与成长为教师的恩泽，故应对奉教与布德极尽弟
道；生活与禄爵为职业之恩泽，故应以忠实与勤勉极尽本职。
诚利人乃相生大道之基本原理，救济苍生之根本理念。为他人
不辞辛劳，以精诚合作的精神，在共同生活中携手共进。46)

45) 在传统易学中度数意味着宇宙运行的原理(宇宙的秩序和运行的法则)。《典经》中
意味着到一定时期，宇宙的秩序和运行将按姜甑山上帝匡定的法度得以重新改编和
运行的程序。详见《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329。
46) 《大巡真理会要览》(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 页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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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大巡真理会锲而不舍地开展布德、教化、修道事业，感
召更多人了解相生之道，坚持不懈地施行救护慈善事业、社会福祉事
业和教育事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以相生之道济度世间苍生”。诸
如此类，无一例外属于济世救民的善举义行，也是建构地上天国的重
要内容。这一入世济度理想，从行修人道着手，类似中国南方净明道
之作派——强调“方寸净明”“忠孝致仙”——积善成德乃二者共性，然
而，大巡伦理思想更加注重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四、结语

大巡真理会伦理思想是大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伦理视角，
有助于加深对大巡思想的认知与理解。大巡伦理思想散落在《典经》
《大巡指针》《大巡真理会要览》等相关资料中。作者主要通过对这些
基本文献的解读，参考部分前贤研究成果，相较佛、耶、道诸教，本
文认为大巡伦理思想有独特的问题视域、独到的主旨要义，以及较强
的精神特征。
(一) 大巡伦理思想以“一道”“二山”“三界”为信仰要素，属于生命宗
教的新型伦理形态。其中，“一道”指称大巡真理；“二山”即九天上帝
姜甑山、道主赵鼎山；“三界”指代天界、地界和人界。“三界”为大巡
真理会伦理思想所关涉的时空场域，“二山”是其伦理思想指向的信仰
对象，“一道”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精髓。其基本逻辑是，先天三界秩
序混乱、伦理失序、冤结累积，甑山上帝遂降临人世，且开示大巡真
理，告诫世人解冤相生、报恩相生的相生之道，以扭转相克原理支配
下的宇宙秩序——相生之道是大巡伦理思想展开的理论基石。
(二) 大巡伦理思想围绕“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
境”这一宗旨，以“诚、敬、信”为“三要谛”，以“安心、安身、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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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为“四纲领”，将其“一道”的伦理要旨，转化为终极信仰的道德要
求与人伦日用的行为规范，进而对道人之身心修行工夫与神明交互感
应做出宗教礼仪规制，再从个人修道之“道通真境”、人神皆尊协同，
以及道信众生共建“地上仙境”道出伦理价值理想。
(三) 大巡真理会之伦理思想可以概括出三个特点：其一，天地人三
界相生的整体性——以宇宙生命为伦理视域，以相生之道为化解原
理，追求天地人神的和谐共生；其二，人神皆尊的协同性——在不否
认属阴之神的尊崇地位的同时，提出属阳之人的尊贵价值，突出以人
为自力的阴阳合德的必要性，凸显人神德力的内在协同性；其三，地
上天国的入世性——从其伦理主张“报恩德”“诚利人”，到竭力开展布
德、教化、修道事业，坚持不懈地施行救护慈善事业、社会福祉事业
和教育事业，“以相生之道济度世间苍生”，直至希冀在凡俗地上建立
天国仙境，处处彰显其济世救人的伦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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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요약

대순윤리사상에 대한 연구분석

쩡용* ㆍ 친밍앙* *
47)48)

대순윤리사상은 ‘일도(一道)’, ‘이산(二山)’, ‘삼계(三界)’의 신앙요소로
써 일련의 생명 종교를 구성하는 새로운 윤리형태이다. 그중 ‘일도’는
강증산의 ‘대순’천하에 전한 ‘진리’이며 대순윤리사상의 기본도덕원칙으
로 그 내용은 ‘음양합덕, 신인조화, 해원상생, 도통진경’이다. ‘이산’은
대순진리회의 신앙 대상인 교주 강증산과 도주 조정산을 뜻한다. ‘삼계
는 대순의 도덕적 궁극의 관심인 천지인을 포함한 삶의 시각적 영역을
말한다. 대순진리회는 그 종교 도덕원칙을 중심으로 성ㆍ경ㆍ신의 삼
요체와 안심ㆍ안신ㆍ경천ㆍ수도의 사강령인 ‘일도’의 윤리 요지를 변화
시켜 궁극적 신앙의 도덕 요구과 인륜일용의 행위 규범으로 삼는다.
나아가 도인의 심신수행공부와 신명과의 상호 감응을 종교의례규칙으
로 하며, 개인수도로부터의 도통진경, 신과 인간의 존중과 협력, 및 도
인중생의 지상선경 공동건설을 이상적 윤리가치이상로 설파하고 있다.
따라서 대순윤리사상은 불교, 기독교, 도교와 비교할 때 세 가지 정신
적 특징을 가지고 있으며, 그 특징은 바로 ‘삼계상생’의 전체성, ‘인간
과 신명 존중’의 협동성, 그리고 ‘지상천국’의 입세성이다.
주제어 : 대순윤리, 상생원칙, 삼체사강, 인세수도, 지상천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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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search on the Ethics in Daesoon Jinrihoe
49)50)

Zeng Yong*ㆍQin Ming-ang**

The ethics of Daesoon Jinrihoe is a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ractical morality, which contains religious features such as “One

Dao” (一道), “Two Mountains” (二山，an allusion to Kang Jeungsan
姜甑山, and Jo Jeongson 趙鼎山), “Three Realms”（三界, means the
realm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For the purpose of my
paper, “One Dao” is the ethical principle of Daesoon as well as
the Tenets:

“the Virtuous

Concordance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Union between Divine and Human Beings,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Perfected
Unification (jingyeong 眞境) with the Dao.” “Two Mountains” are
the Objects of belief. The Three Realms are the scopes of moral
concern. In order to devote the Tenets of the ethical principle,
ascetic practice in daily life has been emphasized as “Sincerity,
Respectfulness, and Faithfulness” which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Three Essential Attitudes.” Meanwhile, “Quieting the Mind,
Quieting the Body, Reverence for Heaven, and Cultivation (of
oneself in accordance with doctrines)” are defined as the “Four
*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 Postgraduat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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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nal Mottoes.” The ultimate belief is converted into guidelines
for ethical conduct and religious rites. Through cultivation an
interaction emerges between humankind and divine beings. The
ethical ideal in Daesoon Jinrihoe includes personal “Perfected
Unification with the Dao,” nobility and cooperativity between
humans and divine beings, and “the earthly paradise of the Later
World.” Compared to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Daoism, Daesoon
Jinrihoe’s unique features are embodies by three aspects: the
unity of mutual beneficence among the Three Realms, the
cooperativity and nobility between humans and divinities, and the
transcendental nature of the earthly paradise.
Keywords: Ethics in Daesoon Jinrihoe, the ethical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Three Essential Attitudes, Four Cardinal
Mottoes, Cultivating oneself in careful accordance with
doctrines, the earthly paradise of the Lat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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