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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須知道，掃除六賊心： 

〈學道則儀〉初探 
 

 

劉煥玲(敏首) 

 

 

 
摘 要 

教綱中附件「教儀－天人禮儀」的「師制」中有一篇堪稱教綱之寶的〈學道則儀

〉，它來自先天崇仁教主的傳示，師尊在中間增刪過所形成。是師尊提醒天帝教同奮

在修道的過程應該注意的事項。並提出十二個修道階梯，以「入道」始，以「證道」

終，標明循梯精進的層次：凡我天帝教徒，必先行善積德，循乘而修以入道、知道、

信道、學道、辨道、親道、皈道、奮道、進道、悟道、傳道、證道為究竟。 

今天選擇以〈學道則儀〉溫習天帝教的天道與人道，希望有助於各位同奮修持與

省思。若常誦讀〈學道則儀〉可指引同奮不忘初心，不忘師志，力行五門功課勤修，

必能盡人合天，由人道返天道。 

 

 

關鍵字：學道則儀，昊天心法，煉神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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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須知道，掃除六賊心： 

〈學道則儀〉初探 

劉煥玲(敏首) 

 

 

同奮進入帝教大門，主要的目的是在「修道」，首先要研究什麼是道？帝教對道

的中心思想確定在何者?這是各位在「學道」的過程中首先應要了解的課題。 

教綱中附件「教儀－天人禮儀」的「師制」中有一篇堪稱教綱之寶的〈學道則儀

〉，它來自先天崇仁教主的傳示，師尊在中間增刪過所形成。是師尊提醒天帝教同奮

在修道的過程應該注意的事項。1 

今天選擇以〈學道則儀〉溫習天帝教的天道與人道，希望有助於各位同奮修持與

省思。 

〈學道則儀〉的原文如下： 

學道須知道，掃淨六賊心，抱一深履進，真理自然明。 

學道須樂觀，難得聚斯歡，生命本偶然，一覺勝萬貫。 

學道須奮鬥，慧劍揮亂麻，常示不越範，天真永無邪。 

學道須尊師，師為道之基，兢兢復業業，真道日新知。 

學道悟平等，聖凡本同源，天人相親和，齊步登雲程。 

學道須卓堅，焉懼神媒鞭，百磨我自在，畢證大羅仙。 

學道須定靜，焉怕魔來侵，精究密中奧，永得清淨心。 

學道須大同，無域亦無畛，永和無相悖，萬世慶昇平。 

學道須了緣，我道本圓融，爾我不著相，大道一貫通。 

學道須皈戒，戒為修身門，持乘進皈寶，道程日光明。 

                                                 
1 有關〈學道則儀〉請參考：維生首席〈天帝三乘〉－在神職人員培訓班講授(上課資料)2001 年 12 月

24日；維生首席〈談天帝教教歌〉89年 8月 16日於鐳力阿道場講述。 



第八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72

學道永無相，即辨真陰陽，能識固中玄，是道必大光。 

學道無得道，放下萬緣空，一旦覺溢充，宇宙共始終。 

道無為，理無窮，初學者難得知道知理。理之不知，道之不修，是為道

賊；履道不持，進理不窮，盜名為道，是為盜道。凡我天帝教徒，必先

行善積德，循乘而修以入道、知道、信道、學道、辨道、親道、皈道、

奮道、進道、悟道、傳道、證道為究竟。節欲制念，剛木狂訥，可與入

道。修識教義，正心蓄銳，可與知道。純潔心念，萬緣俱寂，可謂信道

。窮究真理，親和天人，可謂學道。百魔不折，邪念不移，名之辨道。

卓持正見，參履正理，謂之親道。志心真理，絕堅不二，謂之皈道。與

魔奮鬥，久持風濤，名之奮道。修命立性，定靜永安，是名進道。知天

之真，知道之立，是名悟道。開化癡愚，引人入勝，是謂傳道。替天行

道，化延末劫，廣宣教義，普濟蒼生，傳跡留形，日月詠春，是為證道

，亦謂成道。循次以進，十年大成，雖不中亦不遠，師制如是，萬禩千

秋。 

在〈學道則儀〉中，原列為兩部分前為十二則詩，分別指出帝教同奮為「師資」

者應該有的基本精神，如「學道須知道，掃淨六賊心。」「學道須樂觀，生命本偶然

，一覺勝萬貫。」「學道須定靜，焉怕魔來侵。」等等。後一部分則提出十二個修道

階梯，以「入道」始，以「證道」終，標明循梯精進的層次：凡我天帝教徒，必先行

善積德，循乘而修以入道、知道、信道、學道、辨道、親道、皈道、奮道、進道、悟

道、傳道、證道為究竟。。學道之目標在於「法自然」的法則，「順自然」的秩序，

最後回歸自然，是則道之本體為「自然」。2 

一、學道須了緣，我道本圓融 

維生先生過去曾對第二期師資暨高教班同奮談「師制」：學道須了緣，我道本圓

融，刊載於天帝教教訊第 59 期，他明白指出〈學道則儀〉可以對照《教綱》第二條〈

教旨〉及第二十二條〈教銘〉來研讀，使條文剛硬的〈教綱〉更具「宗教文化」的意

涵。 

                                                 
2 維生樞機對第二期師資暨高教班同奮談「師制」：〈學道須了緣，我道本圓融〉，《天帝教教訊》第

59期，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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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先生精闢的闡述說：（以下為節錄） 

我們再以〈學道則儀〉，對照教綱來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教綱不再是呆

板的條文了，它有活生生的「宗教文化」了。如在教綱第二條「教旨」

開宗明義即指出，「本教以生生不息，體天心之仁，親親仁民，仁民愛

物為中心思想」，是對帝教同奮指出「道」的最基本方向與最高指導原

則，其次提出「旨在先盡人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再修天道，積功

累德，救世度人。」包容了「復」的觀念，所謂先修人道，再修天道，

就是在人道與天道之中來回的走。 

我們常常聽到師尊提到「地仙」，他們軀殼仍在，就是因為沒有盡人道

，尚未「了緣」，所以必須再回到「人道」上「了緣」，否則無法證得

大羅金仙。在學道則儀中第一部分裡就提出；「學道須了緣，我道本圓

融。」所以帝教同奮必須人道、天道雙修而後還本返源。淺近的說，就

是「有緣要了，有孽要解」，相信應元的上聖高真也可以說「有孽有緣

」，因此必須再下紅塵，以了塵緣，以盡人道，再返天道。 

同時，教旨指出「守和全形，雙修性命，把握現實軀體，勤參法華上乘

，效法天體運行，向自己奮鬥，以求聖凡平等，而達天人大同之終極目

標」，所謂效法天體運行即是「道法自然」之意，帝教對於修持最大的

啟示，是師尊所提示的「回歸自然」，而回歸自然即為「歸於零」，是

修道最高的境界，在人道上是把一切緣與孽都了結，在天道上言，即為

雙修性命之自然無為的境界，這是帝教對「道」的定位。 

我們再翻閱〈教綱〉二十二條「教銘」有六句二十四個字，明定為帝教

「心傳」大法，再配合學道則儀來讀時，「盡人合天」應為入道、知道

之初，「抱道宏仁」為信道、學道之往，「惟精惟一」則為辨道、親道

之根，「以親以和」是為皈道、奮道之行，「永執三奮」可為進道、悟

道之本，「守和全形」自屬傳道、證道之最後歸宿。因為在學道的過程

中有兩種形式，我們可以列舉菩提達摩於入道二法門中所提示之「行入

」與「理入」的觀念來闡述。所謂「行入」是宗教經驗之路，「理入」

是知識文化之路，兩者可以並存的，因為由「行入」而轉「理入」，或

由「理入」而轉為「行入」，這也是一種「復與路」的觀念，兩者可以

並行不悖，這就是知行合一的觀念，即為帝教的「性命雙修」其最高境

界為回歸自然與道合一也!祇有「學道則儀」中所指：「理之不知，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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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履道不持，進理不窮」這兩種「道賊」、「盜道」之輩，才

是根本不懂何為「道」，是值得我們省思的！ 

維生先生上述對〈學道則儀〉的闡發深意，啟發我們對修道的根基、進程應謹記

在心，若常誦讀〈學道則儀〉可指引同奮不忘初心，不忘師志，力行五門功課勤修昊

天心法，必能盡人合天，由人道返天道，「替天行道，化延末劫，廣宣教義，普濟蒼

生，傳跡留形，日月詠春，是為證道，亦謂成道」。 

二、學道須知道，掃淨六賊心，抱一深履進，真理自然明 

天帝教的核心要務有兩件事：一、闡揚教義，傳佈宇宙大道；二、返本還原，直

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3要言之，就是研讀教義與老實打坐這兩件事。此外，

天帝教精神教育的主要目的，在追求宇宙人生的究竟。4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就在於

闡明宇宙人生的究竟。闡明宇宙人生的究竟，終極而言，其目的是要安頓吾人生命之

究竟問題，亦即了斷生死。修道的目的就是要了斷生死。5而「昊天心法」就是上帝安

排了斷生死的捷徑。6研讀教義是理入，老實打坐是行入，理行二入並進，勤持不懈，

終能究竟解決生死問題。7 

天帝教的修道是屬「在家修道」「入世修行」，天帝之道，重在先盡人道，再修

天道。師尊說：修道難免會有磨考，有磨考才會漸次突破，道業方可逐級精進。所以

大家都要能不怕考，且能以平常心接受任何衝擊。關於修道的進程，師尊在《靜坐要

義》中指出： 

道家數千年來重要的修持功夫，可分「超凡」、「入聖」、「登真」幾

個階段。即是說：凡夫要以學做聖人為起步功夫，先完成聖賢修養，達

成聖賢境界，再談修真修道，而進入最後真人境界，以完成人生最高境

界之目地。 

以學習正宗靜坐而言，就是要同奮先從「超凡」下手，就是先盡人道，

把人做好，（力行日常四門功課，這就是正氣的來源）⋯⋯然後一面再

                                                 
3 《天人學本》〈天人合一理論研究(四)〉，頁 181。 
4 《師語》帝教出版社，2005再版，頁 227。 
5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224。或參見《師語》，頁 139。 
6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71。 
7 引自正涵，〈道教的出世與入世－兼論天帝教的人生態度〉，《第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201。 



學道須知道 掃除六賊心：〈學道則儀〉初探   175

修天道，向天奮鬥、向自己奮鬥，鍛煉精、氣、神三寶，而學習靜坐，

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8 

〈學道則儀〉前面十二段，指出學道者應有的認知與實修，我們挑選幾段相應師

尊的身教、言教、心教也重溫師訓師法。 

第一段「學道須知道，掃淨六賊心，抱一深履進，真理自然明。」，讓我們記起

《靜坐要義》中，師尊提到：靜坐的三項基本條件：(一)清心寡欲二)變化氣質(三)自度

度人，最重要是我們應由心性修養做人做事著手。9 

「掃淨六賊心」即是「打掃心上地」，把七情六慾打掃掉，使心地光明才能求道

修道。所以師尊說：靜坐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清心寡慾，然後才能談到內修外補返本還

原的工夫。如果能以此為修道階梯，抱一履進，自然能變化氣質，把握機會財施法施

，多培功立德，這樣才能達到自度。師尊要同奮堅定道心；學道要樂觀，學道須奮鬥

，生命本偶然，一覺勝萬貫。師尊說：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迷失本性，要想修道，更

有這機緣參加靜坐，得能自度，希望能堅定道心，不要在掉進輪迴裡。自度的方式，

一定要消除宿孽，宿孽不消除，再努力靜坐，魔障阻礙一定很多，使你無法安下心來

靜坐，這絕不是迷信，我有五十年以上的親身經歷。」 

師尊進而指出：「老實講，自度，是為了自己，自己得救才能度人、救人，你若

罪惡在身再去勸人，誰會相信你？」因此，師尊提出財施法施的自度方法，及「施恩

不求報」的度人功夫，師尊說：道家勸人要成仙，自度度人最起碼要有三千功八百果

，明朝袁了凡命中注定無功名無子嗣，於是發願培功立德，自己立了本「功過格」，

每天記錄檢討功過，最後居然官位越做越大，也有了兒子，這是他積極培功立德，功

多過少，打破定命論，自己造命，足為後世榜樣。呂祖全集也記載呂純陽憑一念完成

三千功八百果。所以，師尊強調：要超凡入聖，一定要功果圓滿，方可成道，修道人

不能不知此一關鍵。因此，師尊在〈學道則儀〉中告誡我們：「學道須卓堅，焉懼神

媒鞭，百磨我自在，畢證大羅仙。」 

三、學道須尊師，師為道之基，兢兢復業業，真道日新知 

在上光殿的地方都懸有一幅師尊要求同奮的墨寶「重道尊師」，提醒同奮到天帝

                                                 
8 《靜坐要義》，〈正宗靜坐的目的（二）〉，帝教出版社 1992，頁 69。 
9 《靜坐要義》，〈正宗靜坐的目的（一）〉，頁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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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道、學靜坐，都要學習師尊的身教、言教與心教。本師世尊自然會引導我們落腳

天人階梯就原路回家，回到  上帝的身邊。 

維生先生曾經以一些具體的資料說明師尊在華山時期摸索天人合一，從有為法到

無為法的心路歷程，我們可以了解師尊受《鍾呂傳道錄》的影響非常大。比方說：師

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觀念就是來自《鍾呂傳道錄》，我們也可以了解師尊同時也

深受雲龍至聖以兩指所開示的「自然」的影響。 

於是維生先生歸納出三點結論： 

第一、師尊學習靜坐的啟蒙是蕭公昌明。 

第二、師尊修道源頭來自道家的修持方法。 

第三、師尊自然無為心法是得到雲龍至聖「自然」的啟示。10 

師尊以一生黃金歲月完成的心法，不僅僅是天帝教寶貴的法寶，更是中華文化寶

貴的遺產，我們要以師尊具體的文字紀錄做為天人合一的探討，幫助我們進入到昊天

心法的境界，師尊一路走來的經驗與心得，都轉化成為天帝教的昊天心法，如果不能

真正了解師尊的師法，那就不是天帝教的昊天心法，這是我們同奮應該牢牢記住的原

則。11 

中國人最懂得修道煉丹，從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前，就有打坐，因此，靜坐修煉為

中土人類特有的人生最高修煉方法。傳統道家揭櫫「性命雙修」的最高境界，正是本

教修持的法則。 

本教的法華上乘正宗靜坐，與傳統道家的修煉方式有基本上的差異。傳統修煉由

煉榖化精、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四個步驟。法華上乘正宗靜坐直修昊天

虛無大到自然無為心法，不加絲毫人為力量與意志，直修煉神還虛功夫，直接修煉『

身外之身』。  

主要下手方法，在不調息、不運氣、不守竅、不執著於某一處。心無所住，一切

放下；心無所注，一切不想。就是在靜坐時，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不覺，全身放

鬆的心理狀態，自渾沌的狀態中立根基，從無邊際中紮基礎，這是無上上品的修道心

傳。 

雖然一提『煉』字就落入後天，違反自然，但本教靜坐秉持『自然無為』的宇宙

                                                 
10 維生樞機，從《清虛集》看師尊天人合一的進階－天人合一研究(三) 〉教訊第 139期，1995年。 
11 維生首席，〈以師道為基，重建昊天心法的精神〉，教訊第 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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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奧妙之修持法則，即是不假絲毫人為力量與意志，全在修一己真陽之炁，以接天地

真陽之炁，一經調和，自然運化，關開竅通。 

上述是我們所熟悉的帝教昊天心法的內容，來自師尊《靜坐要義》、《宇宙應元

妙法至寶》的傳授，從這兩本經典中我們了解師尊修持心路歷程，若能兢兢業業，持

續精進修持，日進有功境界自然不同。此即〈學道則儀〉所謂：「學道須尊師，師為

道之基，兢兢復業業，真道日新知。」 

又如以昊天心法「直修煉神還虛」這個主題為例，我們一直在累積經驗，但是經

驗與心得的源頭從那裡來？來自師尊的身教、言教、心教。我們曉得道家的靜坐方法

有三部曲，就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為什麼天帝教的昊天心法是「直修

煉神還虛」？同奮參加正宗靜坐班，首先要完成點道開天門、接引祖炁，通過之後才

直修煉神還虛，也就是要通過點道、接引祖炁之後才進入到昊天心法的修持，每一位

靜坐班同奮都是經歷這樣的過程，都仔細的讀過師尊的文字紀錄，師尊怎麼講，這是

很重要的關鍵，因為師尊的講法就是師尊的傳授。 

師尊指出：為什麼可以直接進入到煉神還虛？就是「全在修一己真陽之氣」。先

要完成修一己真陽之氣，然後接引天地真陽之炁。師尊說：「就是配合本教特有的默

運祖炁。」換句話說，只有修一己真陽之氣，如果沒有默運祖炁，也不能進入「直修

煉神還虛」，直修煉神還虛是以點道開天門與接引祖炁為重要的關鍵。 

師尊說：昊天心法的簡而易行是來自於五門功課。要減少陰濁之氣也在五門功課

，五門功課重要的是反省懺悔，因為反省懺悔可以打開心結，就會轉化陰濁之氣，一

轉化之後，無形的靈陽真炁就與自身的真陽之氣結合。同奮每天打坐時都會默運祖炁

，但是沒有消化，等於天天吃東西，存在胃中沒有消化，有什麼用？不做五門功課，

不反省懺悔，內心充滿著恨、怨與喜怒哀樂的結，這些都是陰氣，使得一己真陽之氣

沒有提升起來，又怎麼能接引到靈陽真炁呢？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九頁： 

所謂祖炁─即道統始祖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之靈陽真炁，一經調和，

聽其自然運化，關開竅通。實為宇宙間無上上品修道丹法，看來下手很

難，似無邊際，又沒落腳點，實則只要把工夫做將去，自然體會到虛中

有實，無中有真。 

這段文字非常清楚的指出直修煉神還虛的原則，我們以師尊具體的文字紀錄做為

主題的探討，幫助我們進入到昊天心法的境界，如果不能真正了解師尊的身教言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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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那就不是天帝教的昊天心法，這是同奮們應謹記的。 

四、學道須定靜，焉怕魔來侵，精究密中奧，永得清淨心 

   本師世尊在《靜坐要義》第二講〈精神之鍛煉〉中說： 

古往今來宗教家把握現實軀體，自強不息的鍛煉「精」、「氣」、「神

」三寶。其鍛煉之道為何？在於清心寡欲，定靜安慮得，而達至於至善

妙境，以求生命的歸途，俾得永生共生。此種自修自創，由物質而返自

然的修養秘傳功夫，道家謂之「靜參」，佛家謂之「參禪」，亦即世俗

所共知的所謂打坐。就其本源，性命之學而已。 

  天帝教之修煉法門「昊天心法」，因不在肉體上用功夫，故以煉心為基礎。「

煉心」，依「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與急頓法門靜參修煉體系總說明」〈其二〉中之

所述，乃屬性功之修煉，其內容為：「立志希聖希賢，做好道德行為上之修養，以教

則、教約規戒身心，將此一顆凡心、人心煉得不動，煉得一無所有。」然天帝教之煉

心並不僅止於一般修心養性之功夫，而要使心鏡一塵不染，達到定靜忘我之境界。 

當此之時，心靜到極點，吾人身中陰濁之氣得以排出，氣機發動，自身真陽之氣

就會提昇。排除一分陰濁之氣，即可培養一分一己真陽之氣，同時即可吸收一分  上

帝的靈陽真炁，在體內調和運化，自然竅開關通。這才是煉心的終極目的，也就是直

修的根本所在：全在修一己之真陽之氣，以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氣，如此方可直修昊

天虛無大道。煉心是在配合修煉昊天心法最關鍵之默運祖炁，  

煉心確是昊天心法之基本功夫，其下手處必須把握「心無所住，一切放下，放下

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之原則。天帝教徒平時做四門基本功課，都

是煉心的功夫，在靜坐時則要經常保持將睡未睡、似覺不覺身心放鬆的狀態。師尊在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十講 〈救劫急頓法門之「定靜忘我」功夫〉特別強調：「定

靜忘我」是救劫急頓法門的關鍵階段，其中最大的關鍵，當然是「心靜到極點」，因

為「心靜到極點」，一己真陽之氣才能夠從尾閭骨發動！12 

〈學道則儀〉所謂：「學道須定靜，焉怕魔來侵，精究密中奧，永得清淨心。」

其中「定靜」功夫的密奧，我們從昊天心法煉心達定靜忘我之境，可以深究之。 

                                                 
12 可參考黃緒我，「對定靜忘我之探討」，《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論文集》，頁 133-140。 



學道須知道 掃除六賊心：〈學道則儀〉初探   179

五、結語 

本師世尊在《靜坐要義》的〈正宗靜坐的基本要訣〉中說道： 

靜坐就是「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者非道也」，故

「道」是盡在不言中。各人功夫，各人自己領會，「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所以說功夫是時間的累積，我五十年功夫是五十年時間的累積，

不是一步能登天的。 

師尊也告訴我們：「自然」就是靜坐的秘訣，就是「一切要自然，身心要放鬆，

絕對不要太用力，不要勉強，絕對不能運氣導引」，重要的是打坐不能間斷。 

今天再回味〈學道則儀〉：「修命立性，定靜永安，是名進道。知天之真，知道

之立，是名悟道。」，由「入道」為始，知道、信道、學道、辨道、親道、皈道、奮

道、進道、悟道、傳道、證道為究竟，師尊指引我們一條返本還原，就原路回家的修

行大道。希望同奮在日常修持五門功課之餘，能常溫習〈學道則儀〉，將師尊對我們

修道的叮嚀永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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