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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人關係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究天人之際」幾乎可以說是

古代思想家們學問人生的共同願望與終極目標，邵雍即謂：「學不究天人，不足以謂學。」

天人關係之概念義涵十分豐富，本文僅扣緊天道與人道之關係做論述。如何處理好天道

與人道之關係，乃修道中的一個核心課題。本文之旨趣在於比較淨明忠孝道與天帝教在

修道思想中人道與天道之關係論：淨明忠孝道宣揚「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天帝教則

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文中闡述二家之義理，分析其論證，提出批判反思，並

做出結論。 

    修道可以界定為：「在人道中體現天道」，在人世中「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即修道

的實質內涵。人是道欲並存、天人兼有的生命體，修道之要即在除欲存道，捨人入天。

修道之終極目的則在：所行人道盡皆天道之體現，所遂之欲實皆道心之彰顯。在超凡、

入聖、登真的生命轉化超越的修道歷程之中，於日用倫常中修心養性，治人道而返天道。

修道必以天道為依歸，而天道自在人心，故修道的生命超越歷程，實即向吾人真心本性

之回歸，返本還元的歸根復命。超越即回歸，最高即最深，最終即最初，此乃一完美的

圓。 

 

 

 
關鍵字：人道、天道、修道、淨明忠孝道、天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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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天人關係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究天人之際」幾乎可以說是

古代思想家們學問人生的共同願望與終極目標，邵雍即謂：「學不究天人，不足以謂學。」
1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生哲學中的一個根本觀點，也構成中國文化中最主要的價

值之一，而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天人關係之概念義涵十分豐富2，本文僅扣緊天道與人道之關係做論述。 

    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中，以「天之道」與「人之道」做為一對舉之概念：「天

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

道者。」依經文所言，顯然「人之道」是不合乎「天之道」的行為方式，二者明顯背反

相違，而只有「有道者」方能做到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3老子直指「天道」與

「人道」之分，「天道」所指為天地萬物之本根，此道化生萬物，乃萬物之宗。「天道」

不只是存在之源，同時也是存在之序。「人道」，是人所行之道。人所行之道，有合於天

道者，亦有不合於天道者。合於天道之人道，稱為「聖人之道」；不合於天道之人道，

則為一般之人道，就稱之為「常人之道」。依天道以行人道，率人道以合天道，此乃老

子修道之根本義涵。4 

    莊子承繼並發揚闡述老子「天道」與「人道」之分的思想，以天道無為而尊，人道

則是有為而累，以天道為主，以人道為臣。莊子基本上是以一種「麗姬悔泣」的心態看

待此人道世界。5以如是的方式觀照此世界，則此世界是應該被超越的對象，超越那以

諸多行為規範相濡以沫的情境，而達至如魚相忘於江湖般自在逍遙的境界。不以人滅

                                                 
1 閆修篆輯說，《皇極經世書今說》〈觀物外篇〉（下卷），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847。 
2 「天人」概念諸義之闡述請參見劉見成、張燕梅，〈天道與人道－全真教與天帝教之比較研究〉，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十期，2008，頁 61-63。 
3 能依天道而行某事之人為有道者，同樣地，能依天道而不行某事的人亦是有道者。重點不在行不行，合
不合乎天道才是關鍵所在。 

4 老子之道論與修道思想之詳細論述請參見劉見成，2007，〈老子《道德經》中的道論與修道思 
   想〉，高雄師大學報第二十二期，頁 77-89。 
5 「麗姬悔泣」之事見於〈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
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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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捨人就天，莊子稱之為「反其真」（〈秋水〉）。反其真者，即是「真人」。反之，一

個人若是「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6（〈繕性〉）真人「以天待之，

不以人入天」（〈徐無鬼〉），莊子謂此為「法天貴真」。所謂「真人」，即不為世俗人道所

拘，法天貴真反其真而登真者。 

    老莊之天人思想，大致構成道教天道與人道關係論的一個基調：「天人之分」，因此，

如何處理好天道與人道之關係，乃成為修道中的一個核心課題。 

    本文之旨趣在於比較淨明忠孝道與天帝教在修道思想中人道與天道之關係論。淨明

忠孝道宣揚「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天帝教則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二者對其

所主張之修道原則的論證及其異同，為本文探究之重點。 

 

 
二、欲修仙道，先修人道：淨明忠孝道之修道思想 
 
    《淨明忠孝全書》是淨明道派的重要經典。南宋時周真公基於傳統悠久之許遜信仰

而創立淨明道，以傳為東晉許遜升仙之處的江西南昌西山為教派活動中心，遵奉許遜為

教祖，史稱舊淨明道。至元初劉玉開創新淨明道，仍以許遜為第一代祖師，劉玉則為第

二代，並不承認與周真公舊淨明道的傳承關係。劉玉後傳法黃元吉、徐異、趙宜真等。

黃元吉、徐異等集結新淨明道之著作為《淨明忠孝全書》六卷。 

    《淨明忠孝全書》一書之宗旨，在張珪所撰的序中有一簡明扼要的揭示： 

 
      世謂仙道者，遺世絕物，豈其然乎。西山玉真劉先生，繼旌陽仙翁淨明之道，必

本於忠孝，匪忠無君，匪孝無親，八百之仙率是道矣。噫，非忠非孝，人且不可

為，況於仙乎。維孝維忠，仙猶可以為，況於人乎。古人云：欲修仙道，先修人

道，舍是何以哉。7 

 
張珪的序中指出了兩個要點：其一，「非忠非孝，人且不可為，況於仙乎。」這是說沒

有不忠不孝的神仙，只要是神仙一定具有忠孝之德；其二，「欲修仙道，先修人道。」

仙道並非人道，但仙道並不遺世絕物，而是要以人道做為基礎，想修道成仙就要先把人

作好，也就是說「先修人道，再修天道。」劉玉自己就說：修仙「不須求絕俗，作名教

罪人。」8 

                                                 
6 「倒置之民」又稱「蔽蒙之民」：「缮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恩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 
7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三十一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567。 
8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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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明道之大義「以本心淨明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9，故又稱淨明忠孝道。「本

心淨明」是其所追求的境界，何謂「淨明」？「清則淨，虛而明，無上清虛之境，謂之

淨明。」10而忠孝則為其修行大要，亦即「由真忠至孝復歸本淨元明之境」11，其行只

在懲忿窒欲、明理不昧的正心誠意工夫，是以「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去欲正

心，終於真至淨明。」12然劉玉所言忠孝，非指忠君孝親日用倫常之謂，而是「大忠」、

「大孝」之泛稱：「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13一念欺心即不忠，一念

之孝能致父母亦可印天心。這也就是說，把對君親的狹義忠孝擴大而及於一切人物天

心。其弟子黃元吉中黃先生更將之擴及於敬祀上帝與修道正脈，而倡言「真忠」、「真孝」：

「不黍稷犧牲，惟不欺為用，小心翼翼昭祀上帝，是謂真忠。珍嗇元氣，深知天命，長

養道胎，繼續正脈，是謂真孝。」14更強調說：「如上行持無忝，庶幾踐形惟肖，方謂之

真人。」15中黃先生進一步說明「真人之義」云： 

 
      真者，一真無偽。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

辟穀而成真也。只是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為三極，無愧人

道，謂之真人。16 

     
這段話表明了淨明忠孝道關於修道成仙的核心論點，修道成仙並非藉由吐納按摩、休糧

辟穀修煉而成，而只是透過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明理復性之正心修身功夫而得。玉真

先生即一再強調：「淨明大教是正心修身之學，非區區世俗所謂修煉精氣之說也。」17顯

然他是看不起那些煉精化氣的修行方術，強調只要在本元心地上用克己功夫，就是無上

真常之妙要。所以，學道求仙「貴在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

修煉，自然道成。」18這可以說是淨明忠孝道修行的基本要義。 

    「無愧人道謂之真人」，很清楚地說明了修道成仙也只在淨明忠孝之義。〈淨明大道

說〉中即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再參禪問道，入山煉形，貴在忠孝立本，方寸淨明。

                                                 
9 〈中黃先生碑銘〉，同上書，頁 579。 
10 〈淨明大道說〉，同上書，頁 581。 
11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5。 
12 〈玉真先生語錄別集〉，同上書，頁 596。 
13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2。 
14 〈中黃先生問答〉，同上書，頁 598。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5。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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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修煉，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19 

 

而「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是扶植綱常。」20是故，「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

心處物，常應常靜也。」21因此，劉玉以淨明忠孝的真踐實履為修仙大道，而鄙視一般

修煉精氣之說。劉玉進一步更直截了當地宣稱，淨明大教只是「學為人之道」，其言曰： 

 

      此教法大槩，只是學為人之道。淨明忠孝，人人分內有也，但要人自肯承當。入

此教者，或仕宦，或隱遯，無往不可。所貴忠君孝親，奉先淑後。至於夏葛冬裘，

渴飲飢食，與世人略無少異，只就方寸中用些整治功夫。非比世俗所謂修行，殊

形異服，廢絕人事，沒溺空無。所以此學，不至潔身亂倫，害義傷教。22 

 

淨明大教只是學為人之道，「為人之道」不過是「忠君孝親，奉先淑後」，不廢絕人事的

修心功夫。此「為人之道」，劉玉進而更有「八寶」之說： 

 

      君子之致乎道者八，八寶是也。比干死諫謂之忠，大舜終身謂之孝，善卷殺身謂

之廉，南容復圭位之慎，榮期安貧謂之寬，顏回簞瓢謂之裕，叔度洪量謂之容，

公藝恕己謂之忍。如是之人，位列仙班。23 

 

文中所述比干、大舜、善卷等人之行為表現，乃是忠、孝、廉、慎、寬、裕、容、忍八

種德行之典範，劉玉將他們都「位列仙班」，可見其立教宗旨及其所重之處。此亦即其

弟子黃元吉所言：「無愧人道，謂之真人」、「九霄之上，豈有不淨不明、不忠不孝的神

仙。」24要言之，忠孝淨明道的成仙之道不外是「做世間上品好人」25。劉玉認為真人、

真僧、真儒三家之學，其宗旨皆在化人歸善，世間皆缺不得。「二氏真人真僧，則皆是

人欲淨盡，純然天性。」26而「真儒都是戒慎恐懼中做將出來，親見道體後說出話來，

真是俯仰無愧。」27並稱周、程、朱、張諸大儒為「天人」，「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為

道，故生於儒中救世偏弊耳。」28更直接地說「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扶儒教

                                                 
19 同上書，頁 581。 
20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2。 
21 同上，頁 585。 
22 同上，頁 587。 
23 〈玉真先生語錄別集〉，同上書，頁 594。 
24 〈中黃先生問答〉，同上書，頁 598。 
25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同上書，頁 584。 
26 〈玉真先生語錄外集〉，同上書，頁 590。 
27 同上。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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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29這很明白地將儒聖與仙佛等而視之，但也很清楚其仍以道教為本根的立場。 

    淨明忠孝到主張方寸淨明，自然道成，就是神仙。而淨明之道，必本於忠孝。〈淨

明大道說〉中言： 

 

      人當忠孝而答君親之恩。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有不務本而修煉者，若太匠無材，縱巧何成？唯有大舜比

干，不修煉，力忠孝，不求道，道自備。30 

 

這種答君親恩的社會性之忠孝倫常乃是人道的根本，同時也是仙道的基礎，所以說「欲

修仙道，先修人道。」清代淨明道師傅金銓闡釋此義即言：「人道是仙道之階，仙道是

人道之極。」31確為諦解。劉玉雖大力推崇並倡導忠、孝、廉、慎、寬、裕、容、忍等

扶植綱常的社會倫常思想，幾與儒者無異，其別只在於劉玉認為「世儒習聞此語爛熟了，

多是忽略過去，此間卻務真踐實履。」32然其最終旨趣仍在仙道，只是此求仙之道並不

絕於世事，而以倫常人道為根基，從做好人開始，此其所以為道而非儒，這在〈西山隱

士玉真劉先生傳〉中可清楚地看出，傳云： 

 

      先生夙有卓識，五歲就學讀書，務通大義，弱冠父母繼亡，居喪盡禮，家貧力耕

而食，視塵世事不足為，篤志於神仙之學。33 

 

傳中又總結其學說宗旨而言： 

 

      先生之學，本於正心誠意，而見於真踐實履。不矯亢以為高，不詭隨以為順，不

妄語不多言，言必關於天理世教。於三教之旨了然解悟，而以老氏為宗。34 

 
淨明忠孝到雖力倡扶植綱常之忠孝德行，然究其實仍是以修道成仙為其立教宗旨，故其

學是道而非儒，「以老氏為宗」之言即顯此義。 

 

 

                                                 
29 同上。 
30 同上書，頁 581。 
31 《道海津梁》卷一，《藏外道書》（第十冊），巴蜀書社，1992，頁 366。 
32 〈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三十一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582。 
33 同上書，頁 576。 
34 同上，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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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天帝教之修道思想 
 
     「先盡人道，再修天道」是天帝教化的鮮明特色，也是天帝教最重要的精神35，而

為教旨之所在36。然「人道」、「天道」之內涵為何？李玉階先生曾有文為之定義如下： 

 
      所謂「人道」卽順而行之為凡，男婚女嫁，生兒育女，為名利事業鑽營，  

      為三餐溫飽而奔波勞碌。所謂「天道」卽逆而行之為仙，超凡入聖，超聖 

      入神。37 

 
依此界說，「人道」是指順而行之為凡之事，「天道」則是逆而行之為仙之途，前者是塵

世凡俗之生活，後者則是修道成仙之事業。「順則為人，逆則成仙」，然若如此理解，也

就無所謂「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之義，因為走仙道的人就是逆人道而行38，那是一種

捨人就天的歷程，盡了人道也就失了天道，修了天道也就捨了人道，「先盡人道，再修

天道」之說，完全沒有意義。因此，天帝教「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之教理，不能從傳

統修道的「順逆」觀點來理解。透過「修道之階」的觀點來理解會比較切當，李玉階先

生於《靜坐要義》中有段文字正可說明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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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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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教而言，

就是要教徒同奮先從「超凡」下手，就是先盡人道，把人做好⋯⋯⋯⋯⋯再修天

道。39 

 
「先盡人道，把人做好」這是「超凡入聖」的起步功夫，此「先」即指在修道階序

中之先於「超聖入神」之修天道。「先」完成聖賢修養，達成聖賢境界， 

「再」談修真修道。《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中亦強調：「靜坐（修道）首重做人做事，我

們先從做人處事，學習聖人的行為開始。」40所以，「人道就是做人的道理。」41「盡人

道」就是要力行人生守則廿字真言，堂堂正正做人，規規矩矩做事，培養正氣，光明正

                                                 
35 《師語》，頁 173。 
36 《天帝教教鋼》，頁 2。 
37 《涵靜老人言論集》（一），頁 63。 
38 《師語》，頁 206。 
39 《靜坐要義》，頁 58。 
40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9。 
41 《涵靜老人言論集》（二），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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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做一般人的模範，超凡入聖，修成聖人。在「盡人道」的基礎之上，就可以進一步

「修天道」，性命雙修，鍛煉精氣神，與道合真，修成真人。在此詮解之下，就修行的

整體而言，沒有不盡人道的修天道，也沒有不是了天道的盡人道，盡人道即是在修天道，

修天道也就是盡人道。 

    「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中「先⋯，再⋯」之關係是一種在修行功夫上邏輯的先後

次序，而非時間上的先後次序。事實上，李玉階先生真正的主張應該是「一面盡人道，

一面修天道」。42「盡人道」與「修天道」二者其實是同步進行的，只不過就修行階次而

言，登真的修天道是以成聖的盡人道做為邏輯上的前提。依此，那些以「先盡人道，再

修天道」之說作為人道繁忙無暇修道的託辭，或作為修道而忽略人道責任之藉口，都是

無法成立的歪理。 

    總言之，修行是生命安頓之道，此道分為「人道」與「天道」。「人道」部份可以說

是生命安頓的現實關懷，其具體內涵包括：養生保命43、男婚女嫁44、學做聖賢、對社

會國家做出貢獻45、救劫化劫46等等。「天道」部份則是生命安頓的終級關懷，真修實煉，

死後可自救其性靈，回歸帝鄉，徹底了斷生死，「享受人間所尋不到的永久幸福，世上

所難以想像的真正快樂，而與宇宙共始終。」47 

天人二者息息相關，所有人道上的和諧均裨益於天道之完滿，所有天道之洞見則引導人

道之歸驅，這就是天道人道合德的天人合一。天道人道並非割裂逆違的天人相分，而是

天人合德，依此而解，方能真正體悟「先盡人道，再修天道」的深刻義涵： 

 
      先盡天人貫通的人道，再修人性圓滿的天道。48 

 
「先盡人道，再修天道」，所先盡的人道乃「天人貫通的人道」，而再修的天道則是「人

性圓滿的天道」，此方為「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之諦解。 

    天帝教是「在家修道」、「入世修行」，因此在修煉的過程當中也就同時包含了人道

與天道。「修道比出家還難」49，李玉階先生曾為文慨然而言在家修道之倍嘗艱辛，充滿

                                                 
42 同上，頁 64。 
43 《師語》，頁 143。 
44 同上，頁 28、206。 
45 《天人學本》，頁 116。 
46 同上，頁 469。救劫化劫究屬人道還是天道，李玉階先生之看法並不一致。《師語》：「天帝 
教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在家盡人道，先從做人開始，⋯⋯⋯然後再修天道，救劫救人。」（頁

294）若救劫的目的是為了化延毀滅，而能創造一個安定的修道環境以了斷生死，則將之歸屬於人道
的範疇，似較合理。 

47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21。 
48 《師語》，頁 108。 
49 《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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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亦多所惕勵奮勉： 

 
      試觀學習靜坐同奮，多係業餘學習，本身既有工作，且又多有家庭負荷。  人世

原極坎坷，修道又屬艱辛，今旣肩負入世職責，又要作出世打算，實較專門修道

之士更屬艱苦。按入世工作，誠屬勞頓傷神，其遠景或為功名利祿，或為富貴榮

華，五彩繽紛，光怪陸離，誘惑旣大，陷阱更深，稍一不慎，難免墜足。今以入

世之姿作出世功夫，必須較古往今來專門修道人士，對時代環境要有更深一層體

認，才能一舉兩得。因此同奮必須恬澹自甘，在塵遺塵，必須痛下決心，日久成

習，自可安之若素。50 

 
此段文字恰可詮解「先盡天人貫通的人道，再修人性圓滿的天道」之義。「在家修道」

就是要「旣肩負入世職責，又要作出世打算」，「以入世之姿作出世功夫」，而希冀「在

人道上彰顯天道」。51必得「所行人道皆天道之彰顯」，如此方能「一舉兩得」：人道天道

皆得圓滿。「在人道上彰顯天道」，這既是修行功夫之所在，亦是修道所欲達致之境界，

即「在塵遺塵」。李玉階先生對此功夫境界有如下的陳述： 

 
      不出家之修道人，都必須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在塵而不染塵，心要  不為

紅塵所染，心不留戀紅塵。雖然照常行事，但對功名富貴、酒色財氣看淡，心裏

空洞無物。52 

 
「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就是秉持道心以行日常之事，則所行人道盡皆天道之體現，

天道卽彰顯於人道之中。這也就是靜坐修道時極其重要的煉心功夫：「心無所住，一切

放下，放下一切；心無所注，一切不想，不想一切。」53「在塵而不染塵」是指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常應人道卻不為塵事所牽累而常清靜，道在方寸何必山林。「先盡人道，

再修天道」之精義：「先盡天人貫通的人道，再修人性圓滿的天道」，實盡乎此！ 

 

 
四、進一步反思 

                                                 
50 同上，頁 135-136。 
51 李玉階先生在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市十五日傳道使者團大會中，發言最後鄭重宣示：「總而言之，傳道使
者都有神職，均負有傳佈天帝真道的使命，天帝真道涵蓋了天道與人道，希望各位在人道上彰顯  上
帝的宇宙大道，盡心盡力，發揮救劫、弘教的使命。」（《涵靜老人言論集》（二），頁 41。） 

52 《師語》，頁 23。 
5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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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成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成仙是一個道教信徒所追求的宗教理想， 

一個道教信徒追求「修道成仙」，這是一個捨凡入聖的轉化過程，也是一個解決存在困

境的生命超越之道。道教所追求的最終生命理想是得道成仙，仙是人所修成的，故要成

仙就應學會做人，也就是說，要成仙先成人。《雲笈七籤》中即有「從凡入聖登真」之

說。54從「超凡」到「入聖」是「成人」的過程，而從「入聖」到「登真」則是「成仙」

的過程。何謂「成人」？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其生平之言，亦可以

為成人矣！」55「成人」可以說是一個德行、品格有很好修養的人，這層意思元淨明忠

孝道的玉真先生劉玉稱為「世間上品好人」56。超凡入聖就是要做一個世間上品好人。

道書《唱道真言》也說：「不是聖賢豪傑，切勿指望成仙。不是一代儒宗，莫作玄門弟

子。」57依此，修道之士欲成仙必先修德，也就是須在人道世事中積善立功，先完成聖

賢修養，達成聖賢境界，再談修真修道，而進入最後的真人境界。知名的神仙道教學者

葛洪雖力倡修煉金丹為成仙之上乘大道，但仍十分強調修德積善之關鍵性作用，他說：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人欲地仙，當立三萬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

也。」58清龍門派一代宗師元悟老人劉一明將「積德修行」視為修真九要中的第二要59，

更說離積德而言修道，便是邪說異端、旁門左道。故有志修道者，須當以德行為重。何

為德？「恤老憐貧，扶危救困，輕財重義，廣行方便者是也。」60何為行？「苦己利人，

勤打塵勞，施德不望報，有怨不結仇，有功而不伐，有難而不懼，見義必為者是也。」
61能積德立行，愈久愈力，則大道有望。劉一明即諄諄教誨：「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

師傳成仙之事，不積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 仙道怎得成？可不三思乎！」62故修道

者必須先立德做好自己人世之事，再進行修道成仙之事，方為究竟。 

約出於南北朝時期的道經《洞真太上太霄琅書》稱此為「學上道大乘之人」，他們「修

                                                 
54 《雲笈七籤》卷四十五〈祕要訣法〉：「戒錄情性，止塞愆非，制斷惡根，發生道業，從凡入聖，自始
及終，先從戒箓，然後登真。」，〔宋〕張君房纂輯，蔣力生等校，《雲笈七籤》，華夏出版社，1996，
頁 261。 

55 《論語‧憲問》，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0十五刷，頁 149。 
56 《淨明忠孝全書》（卷之三）〈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三十一冊）， 
華夏出版社，2004，頁 585。 

57 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400。 
58 《抱朴子內篇‧對俗》，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2五刷，頁 53。 
59 劉一明，《修真九要》，收於《道書十二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二刷，頁 438。修真九   
   要分別為：勘破世事第一要、積德修行第二要、盡心窮理第三要、訪求真師第四要、煉己築     
   基第五要、和合陰陽第六要、審明火候第七要、外藥了命第八要、內藥了性第九要。 
60 同上，頁 439。 
61 同上。 
6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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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化世，勿逃山林」，也就是說，修道之要並不在於出家隱遁山林而是入世修德立功，

經云：「凡學上道大乘之人，修己化世，勿逃山林。山林絕人，中小避欲，合藥試術，

研習奇方，是建德之細，非立功之大基。山中立功無所，所以出世市朝，起創治館，繕

寫經書，宣行妙法，助國濟時，慈心精懃，抑惡揚善，孜孜匪懈，執正治邪，賞罰以

中。⋯⋯⋯急須功德，卻諸邪醜，眾難悉度，乃獲成真，無功求真，是虛妄之學，如斷

足希行，無成步之日矣。」63「無功求真，是虛妄之學，如斷足希行，無成步之日」是

其諦義。宋張伯端亦有詞云：「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

神仙本願。」64在世立功修德以求真，如此方合神仙本願。此一觀念可以歸結為《呂祖

全書》中的說法：「欲學仙道長生，先修人道為務。」65不離人道而修仙道，這是徹始徹

終的修道大原則。修道成仙不只是功夫成就，還需要有功德培養，「道上有功，人間有

行」，功行兩全，方得登真成仙。傳為呂純陽降乩之道書《純陽三書》中呂祖告誡其弟

子云：「當之欲為仙人，先為道人，欲為道人，先為善人，若不善，何以感動上清哉。」
66又言：「從來古仙入道，都從積德上起。積德者，心必不動；積德者，口必自閑；積德

者，心必能正；積德者，念必仁慈；積德者，事必公正；積德必孝，積德必忠，積德必

友，積德必慈。朝朝暮暮，打束心神，求為善人。」67更總結此義而申言：「吾明談破，

修仙者無功德善行，一場笑話。」68人道是仙道之基礎，仙道是人道的極致，先作好人，

進而才能成仙。先修人道而超凡入聖，再修天道而超聖登真。修道的最終理想境界是：

依天道而行人道，則所行人道盡皆天道之彰顯，此即「天人合德」之義。達到「天人合

德」這樣的境界，王重陽就稱之為「天仙」：「孝養師長父母，六度萬行方便，救一切眾

生，斷除十惡，不殺生，不食酒 肉，協非偷盜，出意同天心，正直無私曲，名曰天仙。」
69當所行人道諸事皆「出意同天心」時，即是「天仙」。 

    淨明忠孝道修行之大原則在於「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而人道之要則為忠孝。既

然「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則「仙道」、「人道」自是有別，只不過淨明忠孝道反對絕

世離俗的出世修行方式，乃主張基於人道而修仙道。然細觀書中之論述，則存在並不精

確而有待商榷之處。如劉玉所言：「此教法大槩，只是學為人之道。」或其弟子黃元吉

所說：「無愧人道，謂之真人。」這些說法，雖然我們可以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場，把他

闡釋為只是做為修道並不絕世事的強調之詞。但「『只是』學為人之道」如此的表述，

似乎就隱含著如下的意涵：只要不昧忠孝之心，作一個「世間上品好人」，德行圓滿，

                                                 
63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一冊），華夏出版社，2004，頁 696。 
64 〈西江月〉其十一，《悟真篇淺解》（卷下），王沐，《悟真篇淺解》，中華書局，1997二刷，頁 155。 
65 《呂祖全書》（卷九），《藏外道書》（第七冊），巴蜀書社，1992，頁 211。 
66 《新編呂洞賓真人丹道全書》，董沛文主編，陳全林編校，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頁 1029。 
67 同上書，頁 1027。 
68 同上書，頁 998。 
69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王重陽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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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位列仙班而得長生。劉玉即言：「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存，死而不昧，

列於仙班，謂之長生。有曰養炁延年者，特未得其一二耳。」70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

比干、大舜、善卷、南容等具有忠、孝、廉、慎等德行完善之人，即「位列仙班」，其

義甚明。如此說來，有德者即仙，但這更像是儒家之聖人，而非道教之仙，雖名之為仙，

然無仙之實。而且如是之說法，則又與「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之論相干格。依「欲修

仙道，先修人道」之論，修人道而有德只不過是進而修仙之先決條件，也就是說，有德

方可進而修仙，但非有德者即是仙，此是其說未明辨、未透徹之處。張珪序中所言：「非

忠非孝，人且不可為，況於仙乎。」黃元吉亦言：「九霄之上，豈有不淨不明、不忠不

孝的神仙。」可見人道之修煉於成仙之道何等重要。有忠有孝方可為仙，但非有忠有孝

即是仙。仙皆淨明忠孝者，然淨明忠孝者未必皆仙。「欲修仙道，先修人道」，這就是說，

先學做人，再求成仙，人都做不好，就別想做仙了，亦即「先修人道，再修仙道」。但

「人道」並非「仙道」，決不能說修了人道即成仙。《淨明忠孝全書》中似乎將修仙之核

心基本功夫當作修行之最終目的，混淆了手段與目的，實乃大謬。然其重視人事倫常德

行之修道方式，有德者方能成仙，影響後世深遠，在道教思想史上有其重要地位。雖然

如此，其仙說於義理上卻是不透徹的，此點務須明辨，免生乖謬。 

    天帝教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嚴格遵循生命轉化超越的修道階序：從「自

然人」（凡人）先超凡入聖成為一個「道德人」（聖賢），再超聖登真成為「真人」（仙）；

先盡人道成聖，再修天道成仙，乃完成生命超越的終極理想。「超凡」→「入聖」→「登

真」，既是生命超越之道，也是修道工夫之階序：從「超凡」到「入聖」是「盡人道」，

而從「入聖」到「登真」是「修天道」。「先盡人道，把人做好」這是「超凡入聖」的起

步功夫，此「先」即指在修道階序中之先於「超聖登真」之修天道。「先」完成聖賢修

養，達成聖賢境界，「再」談修道登真成仙。「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中「先⋯，再⋯」

之關係是一種在修行功夫上邏輯的先後次序，而非時間上的先後次序。事實上，「盡人

道」與「修天道」二者在修行實踐中其實是同步進行的，只不過就修行階次而言，登真

的修天道是以成聖的盡人道做為邏輯上的前提。人道須「盡」，這是回應生命現實存在

需求的基本責任，故曰盡；天道要「修」，那是對生命理想的超越追求，故言修。人作

為一在世存有，即有其不可廢棄之事，那是存在本有的內在需求，一種活下去的基本責

任，有此安立，方奠定修道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在修道的生命超越上，應將之作為向

上提升的堅實基礎，而非一種向下拉扯的干擾力量。人生在世一天，人道即不可免，應

使之成為修天道之助力而非阻力。在盡人道的基礎之上修天道，最終目的「天人合一」，

所盡人道皆天道之彰顯。這是面向神聖的生命超越，依天道而行人道，率人道以合天道，

在人道中行天道，最終所行人道盡皆天道之彰顯。人間行道，道行人間，此乃止於至善

                                                 
70 〈玉真先生語錄別集〉，同上書，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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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諧生命理想，達此生命理想之得道者，謂之「真人」。 

    以上所述，是就修道階序而論說「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之義。然就李玉階所言「先

盡天人貫通之人道，再修人性圓滿之天道」之義而言，其說強調先盡之人道乃「天人貫

通之人道」，而再修之天道則是「人性圓滿之天道」，如此論說之義實已非修道階序之盡

人道修天道，而是在已體悟天人合德之境界下的盡人道修天道，此為修行已成道果的行

為展現，所行人道皆天道之彰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道即體現在人性圓滿的人道之

中。嚴格說來，此時應為得道而後行道的生命境界，已無「盡」人道「修」天道的問題，

道行人間，人間行道，天人合德，已無懸隔。「先盡天人貫通之人道，再修人性圓滿之

天道」之言「盡」說「修」，究其實只是常保道心以行人事，謹幾慎微，永不退轉。 

    天道雖非人道之日用倫常，但亦不離日用倫常之人道；人道之日用倫常可彰顯天

道，但日用倫常的人道並非盡合天道，這是尚未得道時天人二分之狀態。入世修行的修

道，其根本精神就是在人道中修天道，亦即在人道中體現天道。若能達到所行人道盡皆

天道之彰顯，即得天人合一之道果，呂祖云：「非道則天人間隔，有道則天人一體。」71

修行之功夫與所成道果，二者不可混淆。 

 

 
五、結語 
 
    修道可以界定為：「在人道中體現天道」，在人世中「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即修道

的實質內涵。人是道欲並存、天人兼有的生命體，修道之要即在除欲存道，捨人入天。

修道之終極目的則在：所行人道盡皆天道之體現，所遂之欲實皆道心之彰顯。 

    在超凡、入聖、登真的生命轉化超越的修道歷程之中，於日用倫常中修心養性，治

人道而返天道。修道必以天道為依歸，而天道自在人心，故修道的生命超越歷程，實即

向吾人真心本性之回歸，返本還元的歸根復命，唐末五代的高道杜光庭言：「靜而致道

者，是復歸所秉妙本之性命也。」72超越即回歸，最高即最深，最終即最初，此乃一完

美的圓。（2009-10-12初稿於涵宇書齋） 

 

 

                                                 
71 《新編呂洞賓真人丹道全書》，頁 989。 
72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十五），收於《中華道藏》（第九冊）（張繼禹主編，2004：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