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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元代淨明忠孝道在中國道教發展史上，是一個頗具特色的道派，除了擁有

似佛家色彩的教派名稱，也深入儒家的忠孝主旨，將「忠孝淨明」發揮於

對身心的修鍊，以達到與道合真的最終目的。 本論文以元代淨明道為研究

對象，針對淨明道之信仰對象、教義思想與組織制度這三方面進行，對淨

明道在元一朝所呈現的現象作探討。 在信仰對象方面，淨明道可說是從真

君許遜信仰的基礎上發展，在淨明道依著許遜信仰的脈絡而發展的過程

中，本論文所著重的是，宋、元時期發展的淨明道對許遜信仰的詮釋，以

及元代淨明道對許遜信仰的承接和再發揮。 在教義思想方面，淨明道的最

大特色，是在於打破儒、釋與道的界線，而對於特有的「淨明忠孝」思想

做發揮。元代淨明道承接許遜信仰中所強調的孝道，並受到儒家、禪宗、

理學等思想的影響，而顯出各方面不同的特色。元代淨明道以禪宗所言之

自性清靜，來形容純淨的忠孝德性；以理學中的理欲之辨，來確立教內

「懲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的修行主旨；以「與道合真」來形容最終追

求淨明境界，這些都可以說是元代淨明道對當時三教思想的融會。。 在組

織發展上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在淨明道的組織上，藉由從淨明道的入世態

度、入道方法、宗教生活、道法應用等等方面，來理解淨明道內部的組織

運作；另一方面藉由淨明道與儒家的交流，來看儒者是如何看待淨明道本

身，這是從外部的理解。總之，其主旨是要呈現出淨明道在元代傳播上的

特色。 綜合上述所言，最後將試圖呈現出，淨明道為新道教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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