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月崔時亨的世界認識與自任意識
全 聖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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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本論文的目的是探討東學第二教主海月崔時亨的“世界認識”與“自任
意識”｡ 如果說水雲崔濟愚是創導東學的第一教主, 也是主張“天主(한울
hanul)的時代到來”的東學宣揚者; 那麼海月則是解釋並實踐水雲思想的活
動者｡ 海月將水雲倡導的宗教運動擴展爲社會運動, 並重新解釋“靈符呪文”
與“守心正氣”的概念｡ 他還認爲包括人類在內的天地萬物都處於互相鬥
爭、互相爭奪的狀態, 世界也處於不安的狀態下｡ 海月認爲這是因爲不了解
所有宇宙存有是天道的表現, 即不了解天主本身的表現而引起的｡ 海月的思
想是通過修道, 體會個體本質和宇宙生命的合一, 他還希望將所有宇宙存在
變成受崇敬的對象｡ 海月的“敬物”思想之所以至今還有頗大的意義, 也許是
因爲海月診斷出的由爭奪引起的不安世界還沒結束｡
關鍵詞：不安世界, 自我表現, 靈符呪文, 守心正氣, 道德顯彰, 精神喚起

* 全聖健：安東大學東洋哲學系助教授(haoxue@anu.ac.kr)
** 本論文是2016年11月25日在監理教神學大學, 以《宗教與精神健康》爲主題舉行的秋季韓國
宗教學大會裏發表的, 接受各位評審委員的意見, 修改了一些漢語表達, 而且爲了說明東學
的本質, 還具體解釋了守心正氣的意思以及與陽明學的親緣性｡ 謹在此向對各位評審委員
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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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十九世紀, 朝鮮王朝已經喪失了支配國政的能力, 知識分子的腐敗和無
能導致國家秩序的崩潰; 外來勢力的侵略妨礙了國家體制的正常運作｡ 在
這一情況下, 水雲崔濟愚(1824 -1864)創導的“東學”1 可以說是回應朝鮮王朝
國內外情況的“時代精神”｡ 就像水雲所認爲當時是“西勢東漸”的時期,2 也
就是“怪疾運數”的時代｡3 特別要注意的是, 東學不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爲了
圖謀政權才創造出的舊時代產物, 而是作爲被統治對象的民衆以對社會與
國家的責任來創建的政治思想｡
“東學”與“西學”是相反的詞, 西學指的是“天主學”｡ 但因爲東學裏也有
“天主”這詞, 所以可以說東學與天主學有些親緣性｡ 東學和西學共用的“天
主”這一用語, 帶有“普遍性的道路”的含義, 即“天道”的概念, 這就是東學和
西學的共同點｡ 但如果站在脫離地理條件和歷史脈絡等普遍性的特殊立場
上來看的話, 西學和東學所走的路是各不相干的｡4 我們不能從一開始就只
關注普遍性,5 而忽視了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 例如, 孔子出生於魯國卻在
鄒國展開自己的“道”, 所以他的思想裏帶著鄒魯的特徵, 而東學的“道”便是
在本地(朝鮮)所創建的, 因此不能用“西”來稱呼這種“道”｡6
那麼東學與西學的不同點具體在哪裏呢? 水雲通過“無爲而化”、“氣化
之神”、“守心正氣”等“有無”概念來說明這些差異｡7 水雲認爲, 西學對天主的
理解有所歪曲; 侍奉天主的方式也有偏差, 結果陷入了所謂利己之心當中, 從
而犯了侵略異國的錯誤｡8 而得到了水雲這種教誨的人, 正是東學的第二教
主是海月崔時亨(1827-1898)｡ 如果說水雲是創導東學的第一教主、主張“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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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水雲崔濟愚的研究：尹錫山, 《東學敎祖水雲崔濟愚》; 表暎三, 《東學1》｡
崔濟愚, 《東經大全》, 〈布德文〉, 頁17-18：“至於庚申, 傳聞西洋之人, 以爲天主之意, 不取富
貴, 攻取天下, 立其堂, 行其道, 故吾亦有其然, 豈其然之疑?”
崔濟愚, 《龍潭遺詞》, 〈安心歌〉, 頁15｡
崔濟愚, 《東經大全》, 〈論學文〉, 頁30-32：“曰：‘與洋道無異者乎?’曰：‘洋學與斯而有異, 如
呪而無實, 然而運則一也, 道則同也, 理則非也｡’曰：‘何爲其然也?’…… 曰:‘同道言之, 則名
其西學也?’曰:‘不然｡ 吾亦生於東, 受於東｡ 道雖天道, 學則東學, 況地分東西, 西何謂東, 東何
謂西?’｡”
金容暉, 〈수운 최제우의 아국의식(我國意識)과 동학의 어원적 의미〉 (水雲崔濟愚“我國意識”
與東學在語源上的意義), 頁310｡
崔濟愚, 《東經大全》, 〈論學文〉, 頁32：“孔子生於魯, 風於鄒, 鄒魯之風, 傳遺於斯世｡ 吾道受
於斯, 布於斯, 豈可謂以西名之者乎? ”
水雲的弟子海月將它放在〈靈符呪文〉和〈守心正氣〉裏解釋, 有關內容在本論文第三章裏詳
細解釋｡
崔濟愚, 《東經大全》, 〈論學文〉, 頁31：“吾道無爲而化矣｡ 守其心正其氣, 率其性受其敎, 化
出於自然之中也｡ 西人言無次第, 書無皀白, 而頓無爲天主之端, 只祝自爲身之謀, 身無氣化
之神, 學無天主之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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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時代到來”的天主(한울 hanul)的宣揚者; 那麼海月則是解釋並實踐天主的
道路(天道)和人類的道路(人道)的天主的活動者｡
1863年, 海月繼承水雲的道統; 他爲了因爲左道亂政罪名而殉道的水雲,
在1892年宣揚了和平的教祖申冤運動; 又在1893年, 展開了斥倭洋倡義運動,
這時他所發表的論說文, 闡明這一運動爲了繼承水雲的精神和確保輔國安民
思想的目的; 1894年, 海月正式開始東學農民運動, 但1894年12月24日, 因北接
東學軍的敗亡, 其運動以失敗告終｡ 此後海月度過反復躲藏的時期, 最後將東
學的道統傳給義庵孫秉熙(1861-1922),9 並1898年殉道, 享年72歲｡10
本論文的目的是探討東學運動的先導者,11 即海月崔時亨的“世界認識”
和“自任意識”｡
本文在第二章解釋了海月的“世界認識”｡ 海月認爲由於天地萬物處於互
相鬥爭、互相爭奪的狀態, 世界也處於不安的狀態｡ 這意味著海月將當時的時
代看作開辟的時代｡ 所謂“開辟時代”, 既是開始新世界、創造新天地的時代,
又是彙總一切混亂不安的時代｡ 東學歷史觀將1860年作爲歷史的始點｡ 自五
萬年前開天闢地後, 歷史不斷地衰落, 但到了1860年, 歷史終於帶著活力, 成爲
“變易生成”的後天開辟的歷史性始點｡
這就是宇宙與人類一起和諧相生的時期, 也是人類之間的怨恨終結的
可能性開展的開辟時期｡ 在開辟時代,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宇宙的所有存在是
天主本身的表現, 那麼處於不安狀態的世界內所有存在就能夠脫離不安的
困境｡ 也就是說, 我們要明白宇宙的所有存在是天道的表現｡ 通過解釋海月
的“世界認識”, 可以理解東學對宇宙、人間、歷史、世界的觀點｡
而第三章則闡釋了海月對水雲所記錄的“靈符呪文”與“守心正氣”的理
解和說明｡ 當時的時代被水雲診斷爲怪疾的時代, 他認爲他寫的靈符呪文是
能夠治療這個時代的重要手段｡ 同時, 他還認爲森羅萬象都是天道的表現,
從而具體提出了守心正氣的修養法｡ 本文第三章是通過海月的視角, 以對靈
呪文的“至氣今至原爲大降”八字和本呪文的“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萬事
知”這十三字的解釋爲中心來進行論述的｡12
海月積極解釋並實踐水雲提出的“靈符呪文”與“守心正氣”｡ “靈符呪
文”通過三七字呪文的形式表現出東學心法的意義, 也就是說如果心裏服侍
天主, 那麼所有局勢都可以得到穩定, 這是宗教信仰的表現｡ 另一方面, “守
關於義菴孫秉熙的研究有如下：李炫熙, 〈의암 손병희 성사와 천도교의 3.1운동〉 (聖師義
菴孫秉熙與天道敎之三一運動); 吳文煥, 〈의암 손병희의 성심관〉 (義菴孫秉熙之性心觀)｡
10 表暎三, 〈神師崔時亨的生涯〉｡
11 在韓國學術界常用“東學革命”的用語｡ 但筆者認爲, 當時的東學沒有顚覆朝鮮王朝支配體
制, 構成以民爲主的新的政治體制的意圖, 所以不應要將東學定爲“革命”, 而是要定爲一種
社會政治運動｡
12 《天道敎經典》, 頁69-70｡ 呪文有〈先生呪文〉與〈弟子呪文〉｡ 〈先生呪文〉是水雲從天主收到
的(至氣今至四月來, 侍天主令我長生無窮無窮萬事知); 〈弟子呪文〉是在〈初學呪文〉(爲天
主顧我情永世不忘萬事宜)裏加了本論文所論的21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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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氣”也服侍人類個體內在的天主——心靈, 即“守心”; 補充天地損傷的氣
質, 即“正氣”; 培養對天主敬畏的心, 提出將不安轉換爲喜樂的修養法｡
第四章通過海月的“道德顯彰”與“精神喚起”, 探討他一生所堅持的“自任
意識”｡ 海月認爲人類真正的主體性是通過萬物平等的意識而成立的｡ 即只有
在天主(한울 hanul)面前認識到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 才能確立人類個體的自
我意識｡ 爲了實現這一目標, 人們必須在夫婦和順的基礎上, 彰顯孝悌忠信的
道德, 同時持續不斷的對精神進行喚起｡
在《中庸》裏, 有“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的說法｡ 海月相信通過“守心正
氣”能夠實踐仁義禮智, 並把人倫初始的夫和婦順作爲東學日常哲學｡ 他將
對天主的恭敬思想的“敬天”, 擴展爲“敬人”和“敬物”思想｡

二、世界不安與自我表現
在東學運動的背景裏, 存在著對當時知識分子的無能和腐敗的抵抗運
動的脈絡,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 當時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侵略中國, 還在朝
鮮半島逐漸擴張自己的勢力｡ 由此可知, 東學運動發生的更大契機, 便是人
們對逐漸強大的勢力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所產生的外患意識｡13 水雲將這些帝
國主義國家稱爲“十二諸國”, 將西勢東漸的時代診斷爲怪疾運數的時代, 同
時他還意識到朝鮮的運數(即我國運數)處於頗危險的狀態｡14 繼承水雲道統
的海月也認識到當時是怪疾運數的時代, 他將這時代定義爲“不安世界”｡
斯世之運, 開闢之運矣｡ 天地不安, 山川草木不安, 江河魚鼈不安, 飛
禽走獸皆不安｡ 唯獨人暖衣飽食安逸求道乎? 先天後天之運, 相交相
替, 理氣相戰, 萬物皆戰, 豈無人戰乎? 天地日月, 古今不變｡ 運數大
變, 新舊不同｡ 新舊相替之時, 舊政旣退, 新政未佈｡ 理氣不和之際,
天下混亂矣｡ 當此時倫理道德自壞, 人皆至於禽獸之群, 豈非亂乎?15

十二諸國怪疾運數使天地、山川草木陷入了不安的狀態｡ 開辟的時代
就是不安的時代｡ 先天和後天的運數相互交叉, 理和氣相互鬥爭, 天地萬物
進入了互相搶奪的時代｡ 此時, 雖然舊時代的政治已經衰退, 但新時代的政
治還沒完全建立｡ 也就是說, 理和氣的關系尚未達到和諧的高度, 整個天下
禮崩樂壞, 人類也如禽獸一般被欲望所掌控｡
東學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海月繼承水雲的道統, 廣泛傳播其學
說, 接受對象包括當時的朝鮮民衆、中國民衆乃至世界萬國｡16 他希望世界

13
14
15

崔濟愚, 《東經大全》, 〈論學文〉, 頁209｡
崔濟愚, 《東經大全》, 〈安心歌〉, 頁159-160｡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開闢運數〉, 頁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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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可以自然地成爲他所期冀的幸福世界, 也就是所謂的“樂天地”｡
但是東學在布德過程中, 也有很多困難存在｡ 十九世紀朝鮮的社會狀
況並不樂觀, 因爲當時是以“老論”爲主的勢道政治(擅權政治)的巔峰時期,
老論以南人對天主的信仰作爲籍口, 對近畿南人進行了無情的壓迫｡ 儘管面
對朝鮮後期這種悲觀的情況, 東學依然堅持使用“天主”這一用語, 所以不可
避免的, 東學被認定爲違背正學(性理學)的“邪學”｡ 換句話說, 東學自傳播
伊始, 便注定了被傳統儒學所鎮壓的命運｡ 不但是儒學者, 朝鮮王朝也將東
學認定爲與天主學相似的似是而非的宗教, 從而壓迫東學教徒｡ 由此可見,
當時的東學運動在國內外都受到了殘酷的鎮壓｡
但是無論國內外的情況多麼悲觀, 東學教徒仍然堅定信念, 繼續不停的
布德｡ 他們認爲, 這種苦難的經歷, 是爲了將天主的教誨傳播到世界萬國的
一個必經過程而已｡ 同時, 他們堅信通過這些經驗, 世界萬國的百姓都會明
白森羅萬象皆是天道的表現, 而天主則參與了萬事萬物的造化｡
大哉, 天道的靈妙｡ 無事不涉, 無物不有, 萬象皆是天道的表現｡17

正如海月所說, 靈妙的天道是不容易自覺的, 干預萬事而存在於萬物的
天道則是天主的道路｡ 唯有帶著這種自覺生活, 全世界才能成爲樂天地, 這
就是海月的教誨｡ 海月的教誨與西方的神學家斯賓諾莎的“萬有神論”泛神
論很相似, 也跟東方的“天人合一論”有親緣性｡ 斯賓諾莎的神學是將宇宙萬
物看爲神自我表現的, 因此以西方學問鞏固東學教理的夜雷李敦化的思想
裏, 也包括斯賓諾莎的思維方式｡18 “天人合一”是一般東方思維的邏輯, 也
是從《周易》和《中庸》裏的“天地人三才思想”發展起來的｡ 隨著儒學思想的
發展, “天人合一”思想也產生了多種方式的解釋｡ 尤其是對集北宋五子思想
體系之大成的朱熹來說, “理一分殊”的邏輯是對天人合一思想賦予正當性
的一種方式, 朝鮮儒學當中也強調了這一點, 這一切發展都對東學的誕生產
生了一定的影響｡19
此外, 東學的“天人合一”可以說與陽明學有些親緣性｡ 王陽明擴張了孟
子所說的“良知”和“良能”的意思, 他將孔子以來成立的儒學理念的總體——
“仁”, 從人倫層次的意義提高成爲宇宙次元的“仁”｡20 當然, 這種擴張是由《中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開闢運數〉, 頁333：“當此時, 布德師派送於世界各國, 而萬國自
然樂天地也｡ ”
17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其他〉, 頁428｡
18 黃棕源, 〈이돈화의 우주관과 인간관이 지니는 동서철학 융합적 특징 및 생명철학적 의의〉 (在
李敦化之宇宙觀和人論中東西哲學交融特徵及生命哲學的意義)｡
19 金容暉, 〈從侍天主思想之變遷論東學硏究〉｡
20 王守仁, 《大學問》：“是故見孺子之入井, 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
也｡ 孺子猶同類者也, 見鳥獸之哀鳴觳觫, 而必有不忍之心, 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 鳥
獸猶有知覺者也, 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 草木猶有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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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和《周易》的原理而可能的, 也就是把“生意”發展到宇宙的次元｡21
接下來, 本文將通過海月的思想, 探討他對東學教徒要求的“靈符呪文”
與“守心正氣”的修養法究竟是什麼｡

三、靈符呪文與守心正氣
《經》曰：“吾有靈符, 其名仙藥, 其形太極, 又形弓弓, 受我此符, 濟人疾
病｡”弓乙其形, 則心字也｡ 心和氣和, 與天同和｡ 弓是天弓, 乙是天乙｡ 弓
乙吾道之符圖也, 天地之形體也｡ 故聖人受之以行天道, 以濟蒼生也｡22

靈符呪文與守心正氣是水雲創導的修煉法, 水雲將靈符稱爲“仙藥”, 並
將其形象表現爲太極或弓弓｡ 但是這種說法對普通百姓而言並不是通俗易
懂的｡ 海月則把這種修煉法解釋爲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實踐的東西, 他將靈
符呪文解釋爲“心”, 這就是東學叫做心學的原因｡23 如果將名爲仙藥的靈符
說成太極或弓弓的話, 會被誤會有迷信的因素, 但是如果將其解釋爲“心”,
那麼普通的人也可以理解並接近它｡
海月認爲如果人的心能夠和平的話, 那麼這個人的氣質也就會和平起
來, 人也就可以和天主一起和平下來｡ 這就是東學的符圖, 天地的形體——弓
弓的形象, 聖人得到了這道理便可以行天道救濟蒼生｡ 但即使有這種自覺,
天地開辟也不是可以立刻完成的, 因此, 人們爲了得到心和氣的順平, 就要
在日常生活當中服侍天主, 不忘記天主干預天地萬物的生長收藏的真理｡
呪文三七字, 大宇宙、大精神、大生命, 圖出之天書也｡ “侍天主造化定”,
是萬物化生之根本也, “永世不忘萬事知”, 是人生食祿之源泉也｡ 《經》
曰：“侍者, 內有神靈, 外有氣化, 一世之人各知不移者也｡” 內有神靈者,
落地初赤子之心也; 外有氣化者, 胞胎時理氣應質而成體也｡ 故 “外有
接靈之氣, 內有降話之敎｡” “至氣今至願爲大降”, 是也｡ 吾人之化生, 侍
天靈氣而化生, 吾人之生活, 亦侍天靈氣而生活, 何必斯人也獨謂侍天
主? 天地萬物, 皆莫非侍天主也｡ 彼鳥聲亦是侍天主之聲也｡24

東學的教理主張通過二十一個字的“三七字”呪文來修養“心”｡ “至氣今
至願爲大降”意味著盼望混元之氣——“至氣”到來; “侍天主造化定”的意思是,
如果心裏服膺天主的話, 天地萬物的生長收藏歸於穩定; “永世不忘萬事知”是
說不要忘記心內神靈永遠同在、心外有氣化, 這樣就可以闡明所有的事情｡

21

22
23
24

意者也, 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全聖健, 〈유학의 인륜성과 정감적 인간형에 대하여〉 (論儒學之人倫性與情感的人型), 頁
134-140｡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靈符呪文〉, 頁289-290｡
李讚九, 〈水雲心學과 그 展開〉 (水雲心學與其展開), 頁171｡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靈符呪文〉, 頁2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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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天地萬物都是服侍天主的, 所以森羅萬象是以宇
宙氣勢和宇宙的心來貫通的, 可以說連天上飛的鳥所發出的鳴叫聲都是侍
奉天主的聲音｡ 天主的道就是以天主食天主; 以天主化生天主的路｡ 相生和
相克的秩序巧妙地配合而形成天主的道｡ 想要明白宇宙氣勢和宇宙的心成
爲一體的道理, 則需要脩練守護心靈、肅正氣質的修養法, 海月將這個修養
法命名爲“守心正氣”｡
守心正氣四字, 更補天地殞絶之氣｡ 《經》曰：“仁義禮智, 先聖之所敎,
守心正氣, 惟我之更定｡ 若非守心正氣, 則仁義禮智之道, 難以實踐也｡”
吾著睡之前, 曷敢忘水雲大先生主訓敎也? 洞洞燭燭無晝無夜｡ 諸君能
知守心正氣乎? 能知守心正氣之法, 入聖何難? 守心正氣, 萬難中第一難
也｡ 雖昏寢之時, 能知他人之出入, 能聽他人之言笑, 可謂守心正氣也｡
守心正氣之法, 孝悌溫恭, 保護此心如保赤子, 寂寂無忿起之心, 惺惺無
昏昧之心, 可也｡ 心不喜樂, 天不感應, 心常喜樂, 天常感應｡ 我心我敬,
天亦悅樂｡ 守心正氣是近天地我心也｡ 眞心, 天必好之, 天必樂之｡25

水雲認爲儒學的“仁義禮智”的教導是孔子所給的, 而“守心正氣”則是
水雲自己所定的｡ 他還認爲只有通過自己的守心正氣, 才能實踐仁義禮智｡
海月繼承水雲的教導, 繼續說明如何實踐守心正氣的方法｡ 首先, 他強調“守
心正氣”這四字是補充天地損傷的氣質, 而且將“孝悌溫恭”做爲守心正氣的
實踐方法｡ “孝悌溫恭”是對父母孝順的“孝”; 兄弟之間友好的“悌”; 體貼他
人的“溫”; 對萬物保持謹慎的“恭”, 這就是仁義禮智的實踐道德｡
若再具體說明, 仁義禮智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而成立的｡ 若充實
地實踐其道德, 必須以盡力盡心的態度來對待別人, 這時需要的就是“守心
正氣”｡ 守心正氣是與宇宙氣運溝通時具備的, 這是個人層面上的修養, 但在
社會層面上實踐並發揮的話, 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而成立的仁義禮智｡
總之, 通過在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孝悌溫恭, 能夠補充天地萬物損傷的氣勢
(氣質), 這就是守心正氣, 也是孔子所說的仁義禮智的道理｡ 維持孝悌溫恭
的心態是像維護赤子一樣, 阻止怨憤、保持覺醒的心態｡ 海月認爲如果能夠
將心態保持安靜並穩定狀態, 心態就會變成喜樂, 這時候天主和我之間可以
互相感應到彼此｡ 這個道理就是, 把從個人開始的守心正氣的修養法擴展到
家庭, 再從家庭內的孝悌溫恭再擴到國家、世界的一個道理｡ 對海月來說,
所有的修養法是從自己的家庭開始的, 所以他將東學的教導的第一宗旨稱
爲“夫和婦順”｡

25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守心正氣〉, 頁3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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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顯彰與精神喚起
夫和婦順, 吾道之第一宗旨也｡…… 婦人, 一家之主也｡ 敬天也, 奉祀也,
接賓也, 製衣也, 調食也, 生産也, 布織也, 皆莫非必由於婦人之手中也｡26

海月將“丈夫溫和, 婦人順從”的“夫和婦順”作爲東學的第一宗旨｡ 夫婦
二人是成爲一體、成爲一家的根本元素, 所以他將一個家庭作爲東學的出發
點｡ 值得注意的是, 海月將婦人命名爲家庭的主人｡
衆所周知, 當時的朝鮮王朝一般認爲家長是丈夫而不是婦人, 這是因爲
以男性爲主的宗法秩序是時代的主流｡ 但是海月顛覆當時的常識, 他強調一
家的家長是婦人｡ 之所以婦人是一家的主人, 是因爲敬天主、奉祭祀、接賓
客、製衣裳、調食饌、生孩子、織棉布等事, 都是通過婦人之手才能完成的｡
這是對人類理解的一個嶄新的角度, 也是預見女性成爲開辟時代的主體的
觀點｡27 擺脫男性主義, 而且認定女性主體性的海月思想, 將發展到照看生
物和無生物的視野｡
首先, 人不能不敬天, 此先師所創明的道法｡ 天主持真理的衷, 不懂敬天
不會愛真理｡ 敬天絕不是向空虛恭敬上帝的, 而是恭敬我的心就是敬天
的道理, “吾心不敬卽天地不敬”, 是也｡…… 再次, 人不能不敬人, 敬天就
是依驚人的行爲顯現其效果｡ 若只有敬天沒有敬人, 這就是只懂農事的
理致而不懂種地似的｡ 修道者侍奉他人像侍奉天主一樣, 才能初次實踐
道的｡…… 最後, 人不能不敬物｡ 只恭敬他人不是道德的極致, 直到敬物
才與天地氣化合一｡28

海月首先提到“恭敬天主”：這是先師水雲創導的道法｡ 水雲所說的“天
主”不是存在於心外的其他事物, 而是在我心裏內在的天主, 也就是我心裏
真理的一種表現｡ 所以敬天的道理既包含了恭敬我心裏存在的天主的意思,
又包含了使我心態保持恭敬的態度的意思｡ 海月還強調“恭敬他人”｡ 他認爲
敬人的行爲是實踐敬天的道路, 他引用了農夫耕地的故事：有個農夫儘管
很了解農事的原理, 但只要他不播種, 就絕對收穫不到一粒果實｡ 這個道理
說明, 相信東學道理的人首先需要敬人, 敬人之後才能真正實踐敬天｡ 最後
海月要求“恭敬萬事萬物”｡ 這就是意味著僅僅敬天、敬人, 是不能達到道德
的極致的, 只有做到了恭敬萬事萬物的“敬物”, 才能達到道德極致｡
“敬物思想”是儒學所說的“天人合一思想”具體化闡述｡ 宇宙萬物是天
主的體現, 所以對宇宙萬物、所有事件保持恭敬的態度, 則是相信宇宙萬物

26
27
28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夫和婦順〉, 頁339-340｡
釜山藝術文化大學東學硏究所, 《海月崔時亨與東學思想》, 頁60-65｡ 這本書是將海月的女
性觀以“生態女性主義(生態女權主義、Eco-Feminism)”的角度來解釋｡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三敬〉, 頁35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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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天主的一種表現｡29 “三敬思想”與天地萬物的生長消滅過程, 即天地萬
物的造物過程有密切的關係｡
我常說物物天、事事天｡ 若承認此理致, 物物皆是以天食天｡ 人心的偏
見來看, 以天食天是不符合道理的, 萬一以天主全體來看, 天主養活天
主全體, 同質者相互扶助、互爲成氣化; 異質者以天食天, 互爲通氣化｡
於是, 天主一面是以同質的氣化養異屬; 一面是以異質的氣化圖謀從屬
之間連帶的成長發展｡ 總之, 以天食天就是天主的氣化作用｡ 大神師解
釋“侍”字時, 所謂“內有神靈”就是天主; 所謂“外有氣化”就是以天食天,
至妙的天地妙法全然在氣化裏｡30

海月在說明天地萬物的造成過程的同時, 揭示萬事皆是天主的命題, 這
就是他的“三敬思想”的根據｡ 要理解造成的過程, 首先要理解相扶相助和以
天食天的原理｡ 天主和天主彙合而組成的天地萬物, 不是以生長收藏的過程
自生的, 而是以相扶相助和以天食天的原理進行的｡
海月例舉了經驗上的事實來說明以天食天的原理, 他認爲就如同人類
爲生存需要衣服和飲食, 需要依靠別人、別物, 不能獨立生活一樣, 天地萬物
都是互相依靠而生活的, 通過以天食天的道理, 天地萬物的生長收藏才能進
行｡ 以人類爲例來說, 呼吸、動靜、屈伸、意識都是有天主的調和, 即有了氣
化才可能進行的, 人類就順從了天主的調和, 成爲將其調和變出來的存在｡31
海月建議在日常生活當中實踐這原理的方法——食告｡
人知天地之祿, 則必知食告之理也｡ 知母之乳而長之, 則必生孝養之心也｡
食告, 反哺之理也, 報恩之道也｡ 對食, 必告於天地, 不忘其恩爲本也｡32

人類依靠天地萬物的產物而生活, 而那些天地萬物都是侍奉天主的存
在｡ 所以通過實踐食告儀式, 對那些存在表示感謝｡ 對待飲食時必先告天地,
表示不忘此恩德｡ 海月將這儀式叫做“百年喪”｡33 天地萬物像父母, 犧牲自
己而扶助人類的生存, 就像人在活著不忘父母恩惠一樣, 我們需要對天地表
示感謝的心｡

29

30
31

32
33

李圭成, 〈崔時亨에서 “표현”과 시간〉 (在崔時亨思想中“表達”與時間), 頁207｡ 在這篇論文
裏, 著者說：“崔世亨與水雲的現存經驗和他們提出的概念上有一些緊張, 即超越時代制約
的, 連對近代社會也有抵抗力、實踐性、活躍性的緊張”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以天食天〉, 頁364-366｡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天地父母〉, 頁253-254：“何獨人衣人食乎? 日亦衣衣, 月亦食食｡
……天依人, 人依食, 萬事知, 食一碗｡ 人依食而資其生成, 天依人而現其造化｡ 人之呼吸動
靜屈伸衣食, 皆天主造化之力｡ 天人相與之機, 須臾不可離也｡”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天地父母〉, 頁253｡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向我設位〉, 頁351-352：“趙在璧問曰：‘喪期, 如何而可也?’, 神
師曰：‘心喪百年, 可也｡ 天地父母, 爲之食告曰心喪百年, 人之居生時, 不忘父母之念, 此是
永世不忘也｡ 天地父母四字守之, 謂其萬古事蹟分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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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海月的教導, 我們可以知道不僅是人類作爲生活共同體, 天地萬物
也能夠成爲共同體一員的道理｡ 我們可以將這樣一個共同體稱爲“生命共同
體”｡ 東學的意義是喚起人類精神, 使人類自覺全世界能夠成爲一個生命共
同體爲連帶的事實｡34 這是水雲創導東學的原因, 也是海月繼承水雲而發展
東學運動的理由｡
海月說過, 東學顯彰時期是“山皆變黑, 路皆布錦之時也, 萬國交易之時
35
也”, 也說過“萬國兵馬, 我國疆土內, 到來而後退之時也”｡36 他到底指的是
什麼時期, 我們並不清楚, 但通過“萬國兵馬, 我國疆土內, 到來而後退之時
也”的說法, 可以看出是國家具有自主的統率權, 不受外來勢力的影響, 能夠
把握獨立性的時候｡ 這說明在通過多樣交易而溝通的世界萬國, 各個國家都
獲得獨立國家的地位的時候, 東學運動的教導才能夠完整地顯彰｡

五、結論
從水雲被逮捕並在大邱受斬刑之後, 海月到全國各地東逃西躲｡ 與此同
時, 他召集零散的東學教徒, 圖謀重建處於危機狀態的東學教團｡ 海月遵從
水雲的遺訓, 刊行東學主要經典; 爲了給水雲申冤, 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教祖申
冤運動｡ 海月寫過的通文和告諭文, 成爲對東學農民運動的堅固支柱支柱,
也成爲許多民衆的拐杖, 他既是與時俱進的東學領導, 也是與民衆一起抵禦
的父母｡ 所以, 我們將他稱爲東學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這是毫無疑問的｡
依海月所說, 個體事物之間發生的事件都是天主(hanul)的表現｡ 人與
天主的關係也一樣, 是互相不可分開的｡ 天主是人; 人亦是天主, 而且所有個
體都是天主; 天主亦是一切萬物｡ 所以包括人類, 宇宙內的所有森羅萬象皆
是天主的表現｡ 既然世界內所有存在皆是天主, 那麼人們怎麼能夠對世界萬
物不恭敬呢?
簡而言之, 海月所說的“敬天”、“敬人”、“敬物”的三敬思想就是東學的
核心思想｡ 海月將水雲所教的“侍天主思想”擴展爲“三敬思想”, 使人類明白
一切萬物是平等的存在｡ 海月用相生哲學包容相克哲學, 這就是“以天食天”
的命題｡ 海月將同種之間的關係作爲相生關係, 異種之間的關係作爲相克關

34

35
36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吾道之運〉, 頁391-392：“申澤雨曰：‘因甲午戰亂, 而吾道批評
怨聲者, 多矣｡ 如何方策, 能免此怨聲乎?’神師曰：‘論擧甲午之事, 則不爲人事, 天命之爲
事, 怨人怨天｡ 自後天示歸和, 無爲怨聲, 反於贊成｡ 如甲午之時到來, 而爲甲午之事, 則吾國
之事, 緣由於此而光輝, 喚起世界人民之精神也’｡”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開辟運數〉：“問曰：‘何是顯道乎’, 神師曰：‘山皆變黑, 路皆布
錦之時也, 萬國交易之時也’｡”
崔時亨, 《海月神師法說》, 〈開辟運數〉：“問曰：‘何時如斯乎’, 神師曰：‘時有其時, 勿爲心
急, 不待自然來矣｡ 萬國兵馬, 我國疆土內, 到來而後退之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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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人類能夠領會世界萬物的平等而實踐“三敬”; 領悟一切個體的相依生活
而實踐“食告”的話, 這世界就變成“樂天”世界｡ “以天食天”既是說明相克的
命題, 其實也就是走向相生關係的逆命題｡ 海月的思想裏, 充滿對宇宙連帶
性的同感(共鳴),37 所以我們可以將他的思想稱爲“新生哲學”｡38 現代人類
面臨著輕視生命的風潮、生態系統的破壞等各種問題, 在這情況下, 海月提
出的“三敬思想”和“食告儀式”帶著生活哲學的意義, 給現代人類帶來了莫大
的啟示｡39
■ 投稿日：2017.01.11 / 審查日：2017.01.18-2017.02.06 / 刊載決定日：201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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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圭成, 《崔時亨的哲學》｡
尹老彬, 《新生哲學》｡
金容煥, 〈동서양 사상의 관점에서 본 해월 최시형〉 (從東西思想的觀點論海月崔時亨),
頁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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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hoe Si-hyeong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Eastern Learning Movement
JEON Sungku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Choe Si-hyeong who is the second leader of
the Eastern Learning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The Eastern Learning
was established by the first leader Choe Je-u and further developed by Choe
Si-hyeong. We could call Choe Si-hyeong a labor agitator and religious
reformer from a present viewpoint. He diagnosed the 19th century as a world
of insecurity which needed a new prescription: the teachings of the Eastern
Learning. One of the teachings is serving the Lord of Heaven that is present in
all existence in the universe, including inanimated matter which contained
numinous spiritual qualities bestowed from on high. Therefore, human-beings
have to be respectful to every existe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is attitude, we
should first be aware that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express the Lord of
Heaven. Second, we must control our mind and reveal morality which is not
heteronomous but autonomous. Finally, we should ventilate our spirit to the
fullest. Choe Si-hyeong’s indomitable will spread the spirit of the Eastern
Learning 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Keywords: Eastern Learning, world of insecurity, self-expression, spiritual incantation, controlling the mind, revealing morality, ventilating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