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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千禧年運動的建構與轉化:
以韓國大巡真理會為焦點的東亞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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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韓華日的三個最大的末世論教派為討論對象，並以千禧
年的藍圖想像、藍圖的再詮釋、藍圖的轉化、藍圖的制度化四個向
度，做為比較重點。韓國的大巡真裡會、華人世界的一貫道、日本的
天理教等，歷史起源的時空相當類似，經百年後如今各自在全球都擁
有超過百萬以上的信徒，相當值得作比較性的研究。｢本土性的千禧年
運動｣這個概念，是我們對焦進行比較的概念工具︰在外來侵略中，失
去祖先的土地和傳統生活方式，產生了本土運動。透過奇蹟性的手段
──外力勢力可以驟然消失、神話人物或彌賽亞的來臨、地景的改變
──其終極目標是要去修復這些元素。遠處的終極目標激發了本土者
以拋棄現有生活方式和物質擁有做為奉獻。而以千禧年藍圖的轉化與
制度化為焦點，就各團體的發展結果來看，以兩個向度來做區別︰A
千禧年的時間向度︰由現實世界中去達成，或是必須還要出現一個截
然有別的想像性的永恆國度；B千禧年的集體性的視野︰需要在神聖超
越性的基礎上去建立烏托邦，或是可能由人心的改造中創造集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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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由此交叉對應中，我們可能得到各種團體的相對位置。分析性
的來看，三個團體轉化的模式與方向有著很大的差異。一貫道是將天
國的藍圖，轉為設定在另一個永恆的國度裡，而將此世的世俗人生場
域，視為是修練本心的場所，是做為進道之階所必須。天理教設定了
教祖的永生，這創造出天堂在人間的落實，也激發成員與超越性之間
的相容相洽不相分離。大巡真理會把教祖直接視為拯救全人類的開放
性的上帝，他不只是拯救信徒，也要拯救全世界，尤其是要創造以韓
國為中心的美好世界的來臨。教祖開啟了後天世界，它其實就在這個
世間，但這個後天世界尚未完成，尚需要所有人員的努力，這個努力
有個人性的超自然的意義（個人要解冤、報恩和神人調化），也有現實
性的意義（布德天下，改造人間），這些努力乃是建設人間成為理想天
國的前提。本文的比較性探討，還僅只是一個極為初步的探索，未來
有待收集更多資料，以能進行更為細部與深刻的討論。
關鍵字: 本土性千禧年運動, 大巡真理會, 一貫道, 天理教, 新興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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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千禧年藍圖的內涵
三、千禧年藍團的轉化
四、摘要與結論

一、前言

｢千禧年運動｣（Millenarian Movement），一般所指涉的是指某種
形式的宗教訴求及其相關活動，其中宣稱：｢目前正在進行的人間世界
即將結束，而另一個新的世界即將降臨。｣1)
如同這個名詞的起源，《聖經》啟示錄中記載著，末世時，大災難
頻仍，接著上帝將由天而降，過去因見證神而殉難者也將復活，從此
將在人間展開一個千年的神聖國度，也就是｢千禧年｣。｢千禧年｣這個名
詞雖出自於基督教傳統，然而可以更廣泛的包括：任何想要透過藉由
超自然的力量的介入，而來整體性的改變或推翻現實社會狀態，並且
期望新的世界即將來臨的這種行動取向。2)
｢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s）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析性的
概念，人類學家Linton 3)想要透過這個概念去理解在文化接觸情境
中，所激發出來的文化與宗教運動的型態。他定義｢本土運動｣為︰
｢由社會成員中的一部分所發生，而想要去重生或強化其文化中特定面
1) Thomas Barfield, eds.,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Oxford, K.: Blackwell, 1997),
pp.324-25.
2) James F. Rinehart Revolution and the Millennium: China， Mexico，and Iran.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7), pp.17-18.
3) Ralph Linton， “Nativistic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5(2),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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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有意識的、組織性的嘗試｣。
雖然Linton的主要關注是歐美國家宰制下的原住民族，他也提
到，在同一個社會內，社會中的邊緣者，或是那些主觀感覺其所屬文
化已受到威脅的集體，當他們產生了某種文化性的反彈時，這也可以
說是一種｢本土運動｣。
在這兩種概念的結合下，我們想討論所謂的｢本土性的千禧年運動｣
（Nativist Millennialism）。對於這個概念，Rosenfeld曾提出了這樣的定
義︰
在外來侵略中，失去祖先的土地和傳統生活方式，產生了
本土運動。透過奇蹟性的手段──外力勢力可以驟然消失、神
話人物或彌賽亞的來臨、地景的改變──其終極目標是要去修
復這些元素。遠處的終極目標激發了本土者以拋棄現有生活方
式和物質擁有做為奉獻。4)

更具體來說，根據Wessinger︰
本土性的千禧年典範（nativist millennial paradigm）包含民族
統一主義（irredentism）、終極關懷、巫術與奇蹟、交換性的奉獻
和懷舊。它是｢活力復甦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s）中的
一種，是在認知到祖國被外來者入侵，威脅到本地人最重視的
價值時會發生。5)

參考這個概念，我們發現，19世紀末期，東亞國家不約而同的出
現了大量的｢本土性的千禧年運動｣。中國本土的同善社、萬國道德
會、道院、世界紅卍字會、一貫道等。日本的天理教、丸山教、大本
教、創價學會和本道 6)；韓國則有東學、天國福音傳道會、東邦教、
4) E. Jean Rosenfeld， “Nativist Millennialism” in Catherine Wessinger，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9
5) Catherine Wessinger，“Nativist Millennial Movements. ” in Encyclopedia of Millennialism
and Millennial Movements， edited by Richard Land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b.).
pp.280-81. see E. Jean Rosenfeld，2011,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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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山教等等。它們既本土又充滿了千禧年運動的色彩，宣揚末世論，
並宣稱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理想國度。
這些外來強權與文化帝國主義中所激發出來的｢本土性的千禧年運
動｣，經過了一百多年後到了二一十世紀，歷經漫長時代適應與組織調
整，但仍能蓬勃發展的僅是少數。以這種角度來看，韓華日三國在十
九世紀末所出現的｢本土性的千禧年運動｣，發展至今各地區發展最成
功的團體︰日本的天理教、韓國的大巡真裡會，華人世界的一貫道
等，各自在全球都擁有超過百萬以上的信徒，無疑的是最值得進行比
較研究的。David W. Kim對以上三個團體也做過以下哲學性的歸納︰7)
<表1> 東亞新興宗教的世界觀面向
教團名稱

一貫道

大巡真理會

天理教

至上神

無生老母

姜甑山
（九天上帝）

天理（父母神）
O-no-Mikoto

宇宙觀

理天、氣天、象天

天、地、人

天和地

神明
（眾神）

泛神論的8)

泛神論的
（Pantheistic）

沒有其他神

創生

無極

經由｢天地公事｣達
成的｢後天｣

人類

世界觀中的元素

這裡顯示，這三個團體彼此獨立發展，對於至上神與宇宙創造，
以及人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些有著類似，但大部分仍是不同的
6)

Shimazono，Susumu（島薗進），
From Salvation to Spirituality: 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in Modern Japan (Melbourne， Australia: Trans Pacific Press, 2004), ch.7.
7) David Kim， “Sangie and Samkye: The Cosmology of Daesoonjinrihoe in East Asian
New Religions”, Journal of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 25:1(2015), pp.189-229.
8) 感謝評論人車瑄根教授的指正，他指出，泛神論是說｢神就是自然萬物，而且也是道｣的
這種說法，但David
Kim的以泛神論的（Pantheistic）角度來理解大巡真理會，實有誤
解，正確的說法，大巡應是多神論的（Polytheistic），
也就是有最高神的概念，但也有其他
的神明，各司其職，並受到最高神的統治。若參考這樣的說法，那麼，一貫道也應是屬
於多神論，而非泛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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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如何解釋這種差異的歷史與文化來源？以及各自宇宙觀後續在
信徒的組織生活與儀式生活上面的影響？是宗教社會學上相當值得探
討的課題。不過，Kim 的以泛神論來定義一貫道與大巡真理會的說法
並不正確，相關論點仍有商榷的必要。
與Kim 類似的跨文化比較的企圖，本文則是想要特別把焦點擺在
東亞末世論的課題上，而想要去探討東亞的文化背景如何產生了不同
與西方一神論傳統的東亞末世論，但中、韓、日三國不同的宇宙觀與
歷史情勢，又如何導致了救贖藍圖與儀式生活上的差異，後各自後續
不同的轉化與變遷。
礙於課題的複雜與龐大，本文將以大巡真理會的相關分析為主，
輔以天理教與一貫道的對照與比較，各團體詳細的資料鋪陳與討論，
則仍有待後續來完成。不過，本文最後會先提出一個比較性的類型
學，以做為對文化與社會差異的初步比較與詮釋。

二、千禧年藍圖的內涵

本節以討論大巡真理會主要經典《典經》中所描述的千禧年藍圖
為主。下一節則補充一貫道與天理教的資料，並綜合討論三個東亞新
興宗教末世論藍團的轉化與實踐的課題。

（一）上帝前來的契機
《典經》〈教運〉第一章第九節中說明著世界紛亂而上帝前來的契
機，它起自西洋人利瑪竇所帶來的超越性，自此東西神有所交流，但
東方未能開展，反而是開啟了西方的盛世，而如今世界又陷入混亂，

토착적 밀레니엄 운동의 형성과 변화 / 띵런지에 177

現在天命再起，上帝將降臨人間︰
西洋人利瑪竇來東方，欲建立地上天國；卻因儒教根基深
厚，積弊日久，改革難行，終未能如願。不過利瑪竇打通了天
與地之間的界別，使各守一方、互不越界之神明彼此開始往
來。利瑪竇死後，乃率東方文明神前往西方，開啟文運。自此
後，地上神開始模仿天上一切妙法，將其施展於人間，西洋一
切文物實乃仿天國之模型矣。｣上帝又道：｢然其文明者，倚重
於物質，助長了人類之驕慢，以致動搖了對天理之信心，為征
服自然犯下了種種罪惡，蕩滌神道權威，致天道與人事常道皆
有忤逆，三界混亂，道基斷絕。因此一切原始神聖、佛、菩薩
等匯集在一起，仰望九天，控訴人類與神明界之罪惡與劫難。
吾降臨西洋大法國之天啟塔，大巡天下，臨於東土朝鮮母嶽山
金山寺三層殿彌勒金佛三十年，為崔濟愚（崔水云）開示了濟
世大道。然濟愚未能超越儒教典憲，不能明大道之真髓，故吾
9)
於甲子年收起天命與神教，于辛未年降臨世間。
故上帝降臨世間，匡定天地度數，調化神明，解萬古冤恨;
10)
立相生之道，開啟後天仙境。

這裡顯示姜一淳所體現的上帝，超越西方東方，祂有無比大能調
整宇宙時空，雖然改變不了具有相當自由意志的天人眾生個體，但透
過確立｢度數｣，可以調整三界，解除怨恨而立相生之道。而新的開闢
天地之法，所謂天地公事，為上帝所能創。過去有眾神下生拯救世
界，現在則上帝已親自降臨人間。

（二）美好的世界藍圖

9)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编，《典經》(驪州：大巡真理會出版部，2012)，敎運1-9。以下簡
稱《典經》。
10)《典經》，預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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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經》〈預示〉八十中，最精簡明瞭的揭示了所謂｢後天｣美好世界
的藍圖︰
上帝曰:在後天人人皆長生不老，獲得永生。打開櫃櫥則衣
11)
食俱備、萬國和平，再無猜忌、爭鬥與戰爭。

這是一個永恆不老，物質完備，沒有爭戰的世界。由上帝的口中
講出來，這不僅是一個理想或應許，而更像是真實狀態的描述。

（三）做為韓國本土性的千禧年傳統
雖然《典經》中將上帝追溯至利瑪竇建立地上天國的初衷，但早
經許多學者所指出來的，姜一淳對世界的推測與計算，來自於韓國既
有的易學傳統。
Flaherty曾追朔韓國千禧年主義的傳統，三期末劫與未來佛彌勒佛
的概念12)，早在四世紀以後就傳入了韓國。他認為，更精細的末日預言
論，來自於十六世紀的南師古（1509~1571)，不過，這一部分還有待
進一步的考證13)。
接著，則有易學大師金一夫(1826~1898)所創造的《正易》理
論，宣揚了一套關於宇宙未來計算的符號分析，世界將會產生一個新
的秩序，但對於新的世界要怎麼來？從哪裡來？並沒有具體言及14)。
後來，當姜一淳在全州母岳山行功夫，審判天地神明，並開闢後天大
道15)，在教內被認為這些都是符合於既有的預言。
11)《典經》，
預示，
页80。
12) Robert Pearson Flaherty, “Korean Millennial Movements”. in Catherine Wessing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26-347.
13) 南師古關於末世論的論述，主要出自於《格庵遺錄》，
書中依據易經與風水，而預言了李
朝末年各種天災人禍的降臨，並預言未來救世主將誕生於全羅道。不過，學界已指出，
目前所知的《格庵遺錄》是偽書，是在1970年代由天父教的信徒所造作的。所以到底南
師古的相關具體論述為何？我們難以知道。特別感謝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資訊。
14) 感謝審查人提供了有關金一夫《正易》理論的更詳細的說明。
15) 本文初稿曾根據John Jorgensen，
而說姜一淳在母岳山得到開悟，並宣稱自己是玉皇上帝。
但這種說法有錯誤。感謝評論人車瑄根的提醒︰姜一淳在教內被認為是上帝最高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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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經》中一些段落的文字敘述，鮮明的展現著這個千禧年主義的
易經色彩，我們先透露一點訊息，如〈濟生〉四三中最常被引述的｢高
見遠慮曰智｣一文，更是具有代表性，文中先談了陰陽和五行間的相生
相起之理，文中最後結論道︰
六用三德，三德則天德地德人德也。
統合謂之大德也。
德義有生殺之權，生殺則陰陽，知此兩端而已。
天用地用，人用之。
調理綱紀，統制乾坤，此之謂造化手段也。
理雖高，出於太極無極之表，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
年月日時分刻輪回，皆是元亨利貞天地之道也。16)

這裡展露的訊息是，世界背後的運作，正是易經符號學所表徵的
那個世界。但是這些符號間的內在關係，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加以變動
調整的時刻了。

(四) 天地公事與度數
上帝來臨的千禧年計畫，牽涉到的是天地公事與調整度數的概
念。根據金勛考證，在古代韓國，官銜的長官為了處理公務招集下屬
官員開會，此為｢辦公事｣。上帝將招徠天地諸神明，並讓追隨自己的
從眾圖參與其中，化解天地間一切冤恨，將宇宙的運行法則重新調整
為沒有相克的相生，重新構築神明、人、天、地支結構的大役事稱作
｢天地公事｣。17)︰
用不著修道而得到開悟，因此他在全州母岳山行功夫，不是為了得到開悟，而是審判天
地神明，並開闢後天大道。其次，在大巡真理會，也不認為姜一淳曾有過玉皇上帝這樣
的自我稱謂。(John Jorgensen, “Taesunjillihoe”，in Lukas Pokorny and Franz Winter eds.,
Handbook of East Asia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Boston: Brill, 2018, .p361.)
16)《典經》，濟生 43。
17) 金勛，〈韓國新道教大巡真理會的歷史與教理〉,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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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行之公事，於古於今未曾有也，既非繼承他人，又非
運數所定，唯吾所能者也。吾將主宰三界之大權，改定先天之
度數，開後天無窮之仙運，建設地上樂園。｣繼而吩咐道：｢汝
須信吾，竭盡全力於公事。｣18)

這背後還牽涉到｢度數｣的概念。根據《典經》的註解
度數意味著宇宙運行的原理（宇宙的秩序和運行的法
則）。《典經》中意味著到一定時期，宇宙的秩序和運行將按上
帝所匡定的法度得以重新改編和運行的程式。19)

為什麼度數需要調整呢？起源自自古以來所累積之冤
七月某日，上帝道：｢以此公事，消解自古以來累積之冤，除
去一切因冤而生之不祥，實現永遠和平，此如同牽首而身動。人類
有紀錄之初就積有冤，冤史初章之堯的子丹朱之冤若得解除，之後
數千年間所積的冤結便可得解。…冤根深結於世間，代代相續，冤
種遍撒，時至今日，積冤充斥於天地間，導致人類行將毀滅。因此
若救人類於此劫災滅，不得不行解冤公事。｣20)
上帝又道：｢因地氣尚未得統一，故生活於地球的人類，所
思有異而反目爭鬥。若欲消解這一矛盾對立的現象，應通過解
冤來調化萬古神明，匡定天地度數。此公事得成，則天地開
闢，展現後天仙境。｣21)
上帝在各地舉行公事以汲取精氣。為汲取並附和江山的精
氣，先以父母山精氣為始行公事。上帝道：｢父母山即全州母嶽
山和淳昌回文山。回文山有二十四穴，其中有五仙圍棋形。…相
對應於回文山之二十四穴，在海邊呼應海王之度數。回文山為山
君，邊山為海王。｣上帝即取精氣于此等江山。22)

18)《典經》，
公事
19)《典經》，
行錄
20)《典經》，
公事
21)《典經》，
公事
22)《典經》，
公事

1-2。
3-53的註釋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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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度數的調整與解冤是需要一起共同來被進行的。積冤充斥與天
地之間導致氣運汙濁，所以上帝要化解這些冤氣，讓其流轉順暢，同一
時間也要框定天地度數。化解冤氣還要靠上帝選定特殊地點的穴位以相
啟動。簡言之，汲取山河精氣、化解積怨以及框定天地度數，世界才能
天下太平。上帝並非任意可行任何事，而是必須根據一套數學原理來進
行調整，這背後的根據是先天河圖後天洛書之說的易學宇宙論。

(五) 易學傳統以及達成美好世界的過程
對於《典經》中的易學內涵，詹石窗已經做過相當的討論，譬如他引︰
上帝行陰陽度數公事後，對公信道：｢附於汝正陰正陽度
數，善受其氣運，正心修煉。｣又道：｢有文王度數、伊尹度
數，然託付此道，極為困難。｣23)

詹石窗指出，所謂｢正陰正陽｣就是伏羲氏的陰陽定位，及本初的
先天八卦方位所昭示的陰陽度數。而｢善受其氣運｣就是遵循本初的先天
八卦度數來調整自我的生命節拍，使之達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狀態。24)
如一般漢學思想學術界所認為的，〈河圖〉（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
數字矩陣，〈洛書〉亦然，只是數字不同），體現的是伏羲氏的先天八
卦，〈洛書〉則是體現了周文王的後天八卦。兩個圖中都以不同數字來
顯現宇宙四方的方位與關係。易經在此處，以八卦方位和數字，展現
出宇宙運行背後的某種數學性的原理。而《典經》中也是以這樣的藍
圖看待宇宙。
詹石窗也引用了〈公事〉篇第一章第二節︰25)
23)《典經》，
公事 2-16。
24) 詹石窗，〈大巡典經的公事考論〉，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17)，頁298-299。
25) 詹石窗，〈大巡典經的公事考論〉，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17)，頁293-294。

182 大巡思想論叢 第34輯 / 研究論文

次年四月，上帝在金亨烈家中行了三界開闢的公事。當
時，上帝對亨烈說道：｢莫守成規，應予創新。26)

詹石窗強調，這中間的｢莫守成規，應予創新｢八個字，反映出
《典經》中的變革精神，而這個變革，是通過改定｢先天度數｢來完
成。而度數的需要改定，並非表示先天八卦的錯誤，而是說人類產生
之後，由於欲望膨脹，社會矛盾逐步加劇，致使先天度數混亂，因此
需要整理、調化。27)
這裡，看得到中國易經哲學裡的｢先天、後天｣概念的被引用和有
所發揮的面向。我們當然不是說《典經》中的相關概念和河圖洛書裡
的先天後天的概念是相一致的。後者認定伏羲建立先天八卦，是有關
天地構成原理的理解，文王的後天八卦則是有關天地運行的動態性的
掌握，這和《典經》中認定先天是｢開闢｣之前的混亂世界，後天是｢開
闢｣之後的理想世界，的確有著概念上的差別28)。但仍不妨礙於我們看
到這種由東方式數學原理來理解宇宙時空轉換的角度上的相似性。
我們可以進一步整理出來，《典經》中，由這個易學宇宙論所開展
的千禧年圖像，有著以下的特點︰
1.人類世界的革新，將由先天進入後天；
2.作為上帝的存在，並不會改變宇宙運行的｢數學原理｣，但是依
據其中的原理，做必要的調整，以讓天地與人間相協調。
3.經由上帝的調整，即能恢復天地本有的正常秩序，這也就是千
禧年的到來。
4.也因此，所謂的新天新地，可以說是地上人間秩序地恢復，而
並非另一個世界或王國的降臨。

26)《典經》，
公事 1-2。
27) 詹石窗，〈大巡典經的公事考論〉，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17)，頁294。
28) 關於二者間的差異，感謝評論人車瑄根教授的提醒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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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禧年藍團的轉化

關於千禧年王國的教義邏輯上的演變與發展，從宗教學的角度看
來，也許正如同 Wilson 所述︰
就字面上的意義來說，千禧年註定會失敗…千禧年本身會
慢慢退化為只是一個夢想，在作用上會轉化為一種內向性的反
應…不過，千禧年的觸媒性的推動力，即使在這些例子裡，它
也不是完全失敗的。一個轉化性的社會秩序的視野。…經由對
千禧年夢想的理性的轉化，這個觸媒性的功能可以說它不是完
全失敗的。…一個千禧年，起先經由｢魔法｣存在，但逐漸經歷
了轉化，而成為了一個計畫性的新世界，並經由理性的程序所
討論和經營。29)

那麼，大巡真理會的千禧年藍圖，曾歷經了什麼樣的轉變和現實
指向性的改變呢？其轉變背後的歷史或文化根源又何在？在一個比較
性的視野上，我們要拿之與一貫道與天理教的情況做一個對比。

(一) 一貫道
(1880年前後王覺一〔1833~1884〕成立一貫教。
）

彌勒思想構成了華人教派千禧年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元
素，也影響了後來華人民間教派的發展。鳩摩羅什譯的《彌勒下生成
佛經》和《彌勒大成佛經》，裡，刻意將彌勒的降生於是成為隨時可
能發生的事。
本來千禧年是講現實的一個千年王國的出現，可是慢慢的它開始
跟那個儒家的，尤其是宋明理學心性論的結合，出現了一種末世的普

29) Bryan Wilson，Magic and the Millennium.(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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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論，而已不單是一個人間現實王國的出現而已，而是認為若一心向
佛，就能得到一個終極與永恆性的救贖。
近代一貫道的創教，王覺一建構出來了一個末世救贖論的藍圖，
而這確實不是政治性的地上王國的建立。這裡面，包括龍華三會與九
六原靈30)、青陽紅陽白陽三期末劫31)、無生老母32)、收圓33)等等這
些概念的創發與精緻化，這些部分已為學者多所考證。而王覺一在近
代的宗教改革，提出三曹普度以及宇宙理氣象天的結構，更是一個重
要的轉折。
摘要來說，明清以來民間教派的末世論，有很強的現實性的指
涉，期待彌賽亞，也就是彌勒佛的降世，以來創造一個人間的烏托
邦。但這樣充滿現實政治性的意涵，到了當代的一貫道，產生了轉
化，如今的概念是，因為末世降臨，帶來了普渡與簡易法門的契機，
在這個脈絡下，救贖，指的是歸根認母的一次性，而且是永恆性的靈
魂上的得救。
新的末世論裡，包裹著救贖論、心性論、和文化中心的道統論，
而成為了一個新的成熟且有系統的末世救贖論。這是將禪宗心法的頓
悟觀，巧妙的與末世論的時空觀和救贖觀扣連在一起，並將救贖的效
果擴張到整個家族，而成為了具有極大動員與傳播能力的認知與行動
框架。烏托邦的實際來臨已不是需要驗證的重點所在，重點在於經由
明師指點心法而獲得個人與家族救贖的承諾，已成為了這個文化地區
裡的最具有共鳴能力的救贖觀。
簡言之，宇宙更新的時間表，逐漸成為了一套以心性轉化為基礎

30)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頁
466-474。
31)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頁
58-60。
32)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頁
159-168
33)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頁
93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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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世救贖論。這個轉化的思想契機，出自於流落在民間的儒生王覺
一所建構的｢簡易型普世救贖論｣，而組織規模建立的契機，則來自於
儀式的改革者張天然。能進一步促進這個轉化的主要現實性因素，是
民主與宗教自由社會的到來，和富裕社會的發展，使得現實革命性已
非必要的手段，物質豐裕的生活之後，社會合理秩序的渴求和更高精
神層次的救贖性的保障，但並非集體性的現實烏托邦，成為千禧年藍
圖的新的版本。

(二) 天理教
(1838年中山美伎〔1798~1887〕創教，1888年正式成立天理教教會。)

天理教鼓吹改革世界(yonaoshi)（漢字為｢世直｣），熱烈期待此世界
次序的一個根本的重新改變。這有濃厚的期待理想世界來臨的色彩，
也使用人間天堂的字眼，並且將他們的聖地當做是此一天堂在人間的
縮影。這當然是受到日本民間已流通的｢彌勒｣(Maitreya)世界的概念的
影響。34)
中山美伎諭示道:｢翻山越海，翻山越海，此處，彼處，天理歐諾
彌格多響徹四方，響徹四方！｣又有｢宅院之中，過於沉鬱，過於沉
鬱！神將徹底掃除，徹底掃除！…將向四方充分發展！｣。35)這有很強
的結束目前的世間，而來歡迎新的世界的到來的意味。
天理教的原典是指｢御筆先｣、｢神樂歌｣、｢御指圖，三種而言。天
理教以人類創造神話作為其宗教的人觀和神觀的根本，而其神話就是
天理教整個儀式的根據。
在日本天理教的發展歷史裡，我們看得到千禧年主義轉化的痕
跡。根據島薗進的說法。在天理教經典《御筆先》中，有關於甘露
34) Shimazono，Susumu（島薗進），
From Salvation to Spirituality: 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in Modern Japan (Melbourne， Australia: Trans Pacific Press, 2004), ch.6.
35) 深谷善和，《天理教用語》
（日本奈良縣︰天理教道友社，2017), 頁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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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36)建立的詩句，預測了理想世界的到來，那是一個和現在的世界在
根本上有所不同的世界︰
如果灰塵能徹底清掃乾淨的話，之後神就會賜予珍奇拯救。
這拯救是根據每個人的真心，可以使人不病、不死，也不
會衰弱。
這拯救，是要讓人都活到一百一十五歲的定壽。這是神最
大的心願。（第三號）
做為創造人類的證據，因此安置了甘露台。
當這個台完全豎立起來的時候，便沒有什麼事情無法實現。
在那之前，世界上不論哪裡的人，都非得將內心清掃乾淨
才行。（第十七號）

這些詞語是關於甘露台確確實實的建立。一些信徒相信，他們已真
的看到了花蜜流向了這個世界，而美伎她自己，至少曾有一段時間，相
信這個甘露台將能夠被完成，而理想的世界在她有生之年將會降臨。
不過，當時在奈良縣執行官方宗教政策的窗口，對天理教的要求
神名改變，以及對儀式物件進行沒收；而警察局則在1882年將甘露台
的兩塊石頭移走了。結果是，信徒認為，一些外力正在阻礙了神力的
完全展現，人們於是會開始出現一種期望上的擴大，並會希望能有一
個劇烈的改變發生，而能夠清除這些阻礙。
以上這些是出於主觀性的期望。若拿另一本約略同時的聖典《古
記》比較，《古記》中指出，當甘露台被建立起來而理想世界來臨之
刻，人們可以活到115歲。雖然只是簡短的提到了人類的未來，但是
《古記》中並沒有明說理想世界馬上就要來臨，或是說即將發生大的
災難事件。
36) 甘露台，在天理教中，.它是由十三個大小不一的六角形台子重疊組合而成的。其外觀
及大小皆遵從教祖的指示而建造，呈現創造人類以及心靈成長之理。依據教義，甘露台
是原地的標誌，是奉行甘露台聖舞的中心，也是承受天賜的聖台以及參拜的目標。它被
認為是為了承接父母神賜予的甘露而豎立。再由永生教祖賜予符合教祖心念的人們。一
八三七年(明治八年)，教祖令飯降伊藏先生開始製作甘露台裡的模型。[深谷善和，《天
理教用語》(奈良縣︰天理教道友社，2017), 頁5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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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由《古記》對於過去的描述裡，我們很難下結論說，在很
近的未來，將會有一個大規模的變化要發生。這部經典只是在講述關
於人類的被創造和神的意圖，以及神對人類身體功能上的保護，而這
些作為的目的，在於確定神和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和整體性。結果
是，《古記》中對於這神人間的緊張和矛盾隻字未提。
另一本更晚由第二任本席飯降衣藏的靈啟所匯集的聖典《御指
圖》中，神和人之間的緊張性較不嚴重，詞句中所強調著的是耐心而
非是立刻去加以解決。在面對社會處境，以及運動與社會間的關係
時，它傾向於認定危機是可能去加以處理的。
大災難以及理想世界的到來，被認為是在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
這個變遷過程被認為是緩慢的。根據｢存命之理37)｣，雖然女教祖被認
為仍在此世生活，並將自己隱藏了起來，但她是超自然力量的轉世。
這是關於超自然力量不再保持如此活躍的隱密認知，雖然說會員人數
的快速成長，證明了女教祖所開啟的過程已經正在邁向完成，但這背
後仍有另一種有關於時間的意象：也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是在
過去。因為理想的世界只會由最高的超自然力量所帶來，理想世界也
許並不會在最近的未來發生。顯然的，當依據｢存命之理｣，女教祖被
認為仍在此世生活，末世的啟動被延緩了。
簡言之，原本的藍圖是︰理想世界降臨之前，可能發生重大的災
難事件，接著就是新世界的降臨，而這會在教主在世時就實現。但後
來，人間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刻被延緩了，緊張似乎是暫時解除了。一
旦教祖的肉體離開了人世，末世藍圖也需要重新被詮釋與理解。以｢存
命之理｣來說明，天理教認為教祖並未死亡，線性的末日時間觀被無限
期地延緩，而因為教祖的降臨與永恆存在，以甘露台為基礎的空間，
37) ｢存命之理｣，又稱｢教祖永生之理｣。天理教教祖中山美伎中山於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
年)正月二十六日過去。但教內認為，教祖絕非一般所稱的｢逝世｣，而是｢打開門扉，出
去踏平全世界｣。天理教認為，那之後直到今天，教祖依然不停地拯救人們，引導著人
們。雖然我們無法拜見教祖的身影，但是永生的教祖依然日夜不停地祐護著我們。這稱
為｢教祖永生之理｣。在親里的教祖殿，也救並非是祭祀教祖的祠堂。而是永生的教祖居
住於此處。信徒返回原地，向教祖參拜，這是身為天理之道的信者無上的喜悅（深谷善
和，《天理教用語》(奈良縣︰天理教道友社，2017), 頁5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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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永恆性的空間，世界正朝向著安定的真實之道而有所轉換。
超越性被凍結在現實的時空裡，雖然不是靜止，但是一個永恆性的具
有現實與精神性意義的烏托邦社群已出現在了混亂的人世裡。

(三) 大巡真理會
隨著預言的落空或是教主的逝世，千禧年教團往往會面臨劇烈的
分歧或甚至分裂，預言有可能退化成只是一種夢想。不過，這樣的夢
想，也有可能產生一種社會秩序的新視野而具有轉化性的作用，並接
著創造出一種分隔性的生活方式。如美好世界的藍圖，隨著預言的落
空或是教主的逝世，有可能退化成只是一種夢想，但這樣的夢想，也
有可能產生一種社會秩序的新視野而具有轉化性的作用，並接著創造
出一種分隔性的生活方式。如同金勛所述︰
對於眾從徒而言，上帝化天不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但因深
信上帝之神聖，眾從徒又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是由
於上帝沒有明示其繼承人，不可避免產生主導權之爭，其結果
眾從徒四分五裂各自創設了教團，據說其數量最多時 甚至超過
100個教團。38)

簡言之，姜一淳可以說是一位能夠通天知地的魔法師一般的預言性
的先知，祂創造了一個新的關於後天世界的想像。但對於這個天國在現
實世界裡的落實，祂並沒有來得及提出確切的方案，他的死亡，面臨了
魔法的立即的消逝與退化，薄弱的組織也馬上面臨了發展的危機。
宗教權威的繼承與延續，是（A）繼續被動的等待天國的到來？
或是（B）保護著姜一淳的家族血統而承繼天命？還是有可能有新的道
路（C）更積極主動的來落實這個美好世界的藍圖呢？
38) 金勛，〈韓國新道教大巡真理會的歷史與教理〉，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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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勛指出，甑山教的大多數信徒相信，先天時期的勝地是
雞龍山，但後天時期的勝地是母岳山。39)他們堅信這裡會出現統治世
界的政府，地上天國也會在這裡建設。於是，母岳山一帶的甑山教教
團大多持有等待後天開闢的消極態度。
（B）姜一淳過世後，信徒一度解散。兩年後，姜一淳的妻子高
夫人在一次昏迷後，言行變得與姜一淳非常相似，遂傳說姜一淳的靈
魂附在了高夫人身上，一度四處離散的弟子再次聚集在一起， 創建了
一個最初的教團——仙道教，又稱太乙教。40)
比較複雜的，是路線（C）而發展至今規模最大的也就是大巡真
理會的出現。
姜一淳過世時趙鼎山僅15歲，人正在中國東北，他以天啟的方式
接受了教理，並回韓國找到了姜一淳的妹妹立石夫人並繼承了道統。
根據金勛的敘述他︰
於1925年在全羅北道舊泰仁建立一處道場，在此創立了教
團｢無極道｣，把上帝姜甑山作為韓國民間尊奉為至高神的道教
普化天尊，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上帝｣奉安於靈台。尤其
是，在｢無極道｣創建後不久開始發起的長達十年的開墾安眠、
元山二海島圍海造田事業起到了救世濟民的重要作用，是為現
代大巡真理會救護慈善事業之嚆矢。｢無極道｣宣揚日本帝國主
義即將滅亡，韓國不久恢復國權並將成為上等國家。對｢無極道
｣的這種抗日獨立思想深感憂慮的日本殖民統治者自1936年開始
對其進行嚴酷鎮壓…1945年，日本戰敗韓國迎來解放，趙鼎山
重新開始了宗教活動，於1948年在釜山寶水洞設立教團本部，
1950年將教團名稱改為｢太極道｣。1956年在釜山甘川新建一處
道場，1957年末完成了道人修道法。…於3月6日末時化天，享
年64四歲。41)
39) 金勛，《韓國新宗教的源流與嬗變》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頁260。
40) 孫亦平，《道教在韓國》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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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計畫在首任教主的手上，具有一種革命性的視野，而實
際牽涉到的，是有關於天地公事與調整度數的概念，並涉及超自然與
自然界間一切怨恨的化解，這可以說是至高神所開展的宇宙性的調
控。但到了趙鼎山手中，一方面把姜一淳的絕對權威予以更為超越性
的彰顯；另一方面則是以社會救護事業建立的社會改革者的立場而出
現。而這個社會性的改革，出於日本的壓迫，它又成為了一種民族性
的改革。夢想的烏托邦藍圖，已轉型為一個具有社會性與民族性的社
會改革事業。這也緩和了其原有的較為強烈的革命性的氣息。
這裡，所謂的革命性（revolutionist）視野與改革性（reformist）視野
的不同，依據Wilson42)，大致上來說，｢革命型｣(revolutionist)，他們宣
稱整個世界是邪惡的，世界唯一的希望，在透過超自然的行動來加以
扭轉。目前的世界已無法改變，只有當神明出面來扭轉世界，人們才
能得到救贖，但是也只有是屬於｢真正信仰者｣的這一群人，才能得到救
贖。這種對世界的反應，本質上，重點不是在要求個人性的改變，而
是在要求著一個全面改變的世界的到來，而他們也正在期望這個事件
的發生。尤其是在神聖力量即將降臨的徵兆出現時，他們會被召喚來
採取行動。這種行動模式，其重點不在人的內在經驗的改變，而是在
人們等待外在超自然界介入於世界後所產生的世界的轉變。至於，｢改
革型｣，他們看到了這個世界所包含著的邪惡，不過，他們認為，根據
良心的主宰，邪惡可以經由改革來克服，而良心是來自於認識神以後
的反應。只要每給人能回歸到良心上的基本原則，世界也能因此能得
以變得更好。當然，這種概念上的區別，主要還是在分析層次上的，
在實際應用這些概念時，總是會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
而接下來真正創立了大巡真理會的領導者朴漢慶。由於趙哲濟去
世後，教派內部矛盾激化，於是朴漢慶在首爾東部中谷洞龍馬山另創
41) 金勛，〈韓國新道教大巡真理會的歷史與教理〉，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頁9。
42) Wilson，B.，Religious Sects: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1970), pp.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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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朴漢慶個人的組織與建制能力，加上都市化背景的發展氛
圍，繼續強化了這種社會改革性的氣息。大巡真理會取得了世人矚目
的巨大發展，自1986年起陸續在韓國的驪州、濟州道、抱川、高城接
連建了規模宏大的道場。1992年大真大學的建立，擴大了教團的社會
性，更是擴大了教團在年輕人中的影響。

四、摘要與結論

千禧年主義是一種想要藉由超自然的介入，而來做整體性的改
變，以來推翻現實性的狀態，並有著期望新世界即將來臨的渴望與行
動。這一類型的渴望，自古至今皆然，是具有普遍性的。到了近代，
出於頻繁與劇烈的文化接觸與文化侵略，千禧年運動更是層出不窮，
而且往往會帶有著更為強烈的本土運動的色彩。不過，東方世界的末
世論，在基本世界觀藍圖和歷史發展軌跡上，會與西方一神論信仰與
線性時間觀引導下的末世論間，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
在劇烈的文化接觸中所產生的千禧年運動，常會激發出更強烈的
本土性的自覺，這往往也會間接導致千禧年運動裡帶有更多本土屬
性，而產生各式各樣獨特的本土性千禧年運動，它們不僅在構築末世
藍圖的意象上會帶有本土色彩，在接續的環境適應裡，和與其他類似
團體競爭的過程裡，因為和本土的文化土壤和歷史境遇關聯性更為緊
密，它的轉化與發展路徑更會是頻繁與多重。
正如Rodney Stark所說，興新宗教的成員中僅由少數能夠成功，更
是少有延續超過一百年以上的團體。就此來說，拿成立年代相近，發
生的時代因素類似，並且都能夠延續百年一上而發展相當成功的興新
團體來做比較，會特別有宗教社會學理論上的意義。43)
本文便擬以日本的天理教、華人的一貫道和韓國的大巡真理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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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團體來做對照性的比較與討論。溯及起源，十九世紀時，引發它
們興起的大環境，都是出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王朝或幕府的瓦解、劇
烈的文化接觸、社會階級的矛盾、和大眾社會崛起的新的時代變遷。
況且，韓華日文化背景裡，都有類似的多神論和泛神論思想的氛圍。
面對這三個歷史誘發點類似，文化背景有同有異的千禧年教團，
本文即以其背後千禧年的藍圖與後續歷史性的轉化為考察核心，希望
藉由比較性的視野，來就東方千禧年主義的課題，先能開展出合適的
問題意識，和引導出具有啟發性的議題，並也試圖能先提供局部性的
解答，以讓宗教社會學的文化比較性方向，能有更寬廣的發展。
而特別就大巡真理會《典經》中所描訴的千禧年藍圖為主，這已讓
我們看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東方式的千禧年圖像。在其中，人與天界需
要交往與相協調，這個交往，在歷史上，起自於西洋的利瑪竇，他在東
方遇到東方文明神，這些神不能在東方發展，卻被帶到西方，而使得妙
法行於西方，不過過於倚重物質，今日西方物質文明發達，卻未能解決
天界與人界失調的問題。這需要至上神的再來臨來做一調整。
天地度數的調整與解冤是需要共同來被進行。積冤充斥與天地之
間導致氣運汙濁，所以上帝要化解這些冤氣，讓其流轉順暢，同一時
間也要框定天地度數。化解冤氣還要靠上帝選定特殊地點的穴位以相
啟動。簡言之，汲取山河精氣、化解積怨以及框定天地度數，世界才
能天下太平。上帝並非任意可行任何事，而是必須根據一套數學原理
來進行調整，這背後的根據是先天河圖後天洛書之說的易學宇宙論。
但要將這開闢後天世界的藍圖加以具體實現，或是說轉化為可能
加以實現，這就涉及到千禧年主義裡的一個更重要的現實層次的課
題，也就是它的轉化與具體化。簡言之，千禧年藍圖的提出，具有觸
媒性的作用，能提高人們的行動意識，並產生差異性的生活方式。但
由這個觸媒性的作用，到能夠成為成熟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宗教組
43) Rodney Stark. “Why religious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A revised gener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11(2): pp.13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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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這中間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就此來說，就這三個能夠成功發展的宗教團體──大巡真理會、
一貫道與天理教──來做比較性的考察，相當具有宗教社會學的意
義。因為就某種程度來說，它們都是能在保持著既有的末世論的想
像，但卻又是經過了相當的轉折與變化以後，才能夠後續獲得社會大
眾廣泛的共鳴，並持續性的具有著歷久不衰的社會影響力。這種轉化
方式的對比性，是一個值得加以觀察的焦點。
以華人世界的一貫道來說，原本是充滿了現實意涵的政治性烏托邦
的創造，已在歷史上歷經了濃厚的家族化與禪宗化的洗禮，到了當代的
一貫道，它的政治性意涵變得薄弱，或是說已成為隱藏潛伏性的狀態。
隨著民主化社會的到來，這種轉化反而讓它獲得了永續發展的內在性基
礎，並為它在漢人民間社會裡，創造出來了極大的宗教版圖。
對日本的天理教來說，教主肉身離世以後，依據｢存命之理｣，教
主被認為是永恆即世的。一個典範性而且是無言的權威，從此常駐人
間，祂不再與世間有鮮明的衝突性，可以說千禧年王國，雖然未能達
成於集體性的全面落實，但已經發芽且正擴大於這個世間了。人們，
尤其是信徒，正生活在一個康樂共享的世界。出於處在一個永恆轉化
性的過程裡，世界不再完全是邪惡的了，而逐漸被轉化成一個理想性
的烏托邦。教團早期所存在的與世界有衝突，且期待至上神即刻降臨
的末世色彩已經變淡了。世界因信徒參與而改變，世界正默默地被轉
化，與正朝向理想化的國度而邁進當中。
一貫道的將天國予以內在性的轉化，天理教的由自身參與所創造
的烏托邦想像，韓國的大巡真理會則是另一種典型。姜一淳自居於上
帝，祂所帶來的具有革命屬性的視野，自他過世後，繼任的領導者只
能部分性的承繼其。權威經過稀釋和再轉譯，並加以保存。中間有各
種不同路徑選擇上的激烈競爭。路徑選擇中且與外在劇烈的社會政治
變遷中相互激盪，大巡真理會選擇的是一條將革命性的視野，轉化成
為社會改革性的實踐，它以多元的社會機構、學校與慈善活動，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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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著這樣的民族進步與社會改革性的新視野，並在整體社會裡，獲致
了相當大的成功，與建立了得以永續性發展的社會基礎。
分析性的來看，三個團體轉化的模式與方向有著很大的差異。一
貫道是將天國的藍圖，轉為設定在另一個永恆的國度裡，而將此世的
世俗人生場域，視為是修練本心的場所，是做為進道之階所必須。天
理教設定了教祖的永生，這創造出天堂在人間的落實，也激發成員與
超越性之間的相容相洽不相分離。大巡真理會把教祖直接視為拯救全
人類的開放性的上帝，他不只是拯救信徒，也要拯救全世界，尤其是
要創造以韓國為中心的美好世界的來臨。教祖開啟了後天世界，它其
實就在這個世間，但這個後天世界尚未完成，尚需要所有人員的努
力，這個努力有個人性的超自然的意義（個人要解冤、報恩和神人調
化），也有現實性的意義（布德天下，改造人間），這些努力乃是建設人
間成為理想天國的前提。
<表2> 千禧年中的時間向度與集體性的視野
千禧年的時間向度

現實世界裡達成

想像性的永恆國度

烏托邦的建構

天理教

基督教中的千禧年

改革主義視野下的社會

大巡真理會

一貫道

集體性的視野

表格是以兩個向度來做區別︰A千禧年的時間向度︰由現實世界
中去達成，或是必須還要出現一個截然有別的想像性的永恆國度；B千
禧年的集體性的視野︰需要在神聖超越性的基礎上去建立烏托邦，或
是可能由人心的改造中創造集體性的幸福。由此交叉對應中，我們可
能得到各種團體的相對位置。基督教中的千禧年，則只主要是來自於
一種理想類型的建構，因為基督教視現實世界是邪惡的，只有透過超
自然的力量才能扭轉，這在時間向度上是趨向於另外一個永恆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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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集體性的向度上則是趨近於烏托邦國度的建構，現實改革被認
為是並無太大的實質性意義。
需要稍做說明的是，關於改革主義的視野，依據Wilson44)，前面
已經提過，是指相信透過人心的淨化，整個社會就能夠變好。烏托邦的
建構，則是指人們既不拒絕也不去扭轉這個世界，而是要去尋找一個可
以做激烈重建的基礎。因為人類創造出了一個邪惡的系統，所以這個世
界是邪惡的。救贖要透過回歸到造物者為人類設計的基本原則來達到。
這個原則是由神明啟示或由聖典中得到，在這個基礎上，世界可以重
建，人們也不再憂慮。這個重建社會的手段本身，是理性的，不過他的
目的，則在於與超自然重新建立連接。｢烏托邦型｣與前述所提過的｢革
命型｣的差別，在於前者更著重於人類挺身而出來重建一個美好的社
群，而不只是在期待於神的降臨所帶來的新世界。
放大來說，本篇論文屬於一個較長期性研究計畫底下的初步探
索。這個研究計畫擬以韓華日三個最大的末世論教派為比較對象，並
以千禧年的藍圖想像、藍圖的再詮釋、藍圖的轉化、藍圖的制度化四
個向度，做為比較的重點。
本土性的千禧年運動，來自外力侵入所導致的土地和傳統生活方
式的喪失，所刺激出來的千禧年的想像，希望能透過魔術性的手段，
回復那些曾承接自祖先的元素，並希望本土社會的發展，也能達到如
外來侵略者那般的在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優勢。
大量的本土性千禧年運動，歷經各式各樣的歷史處境、和政治與
社會情境的變遷，只有少數能夠成功存活下來成為蓬勃發展的宗教團
體。奠基在教主原初的想像之下，它往往還需要經過某種轉化。轉化
是相當必要性的，一個本土性千禧年運動，如何能在保持原有的超越
性，不要激起激烈的政治壓迫，並對現實社會能有相當的投入以來創
造出永續性的發展基礎等，這些都是轉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相當關鍵性
44) Bryan Wilson，Religious Sects: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1970),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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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與步驟。
千禧年運動背後的末世論藍圖，它是幻想？還是夢想？還是理想？
這其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教團歷經轉化與變遷的時機，往往是在教主
逝世之後發生，由此來看，千禧年教團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領導人的
使命與天職，對於教團的生存與發展來說，就顯得是極端重要。
最後，以社會學的立場來說，千禧年主義或是千禧年運動的概念
上的引用，其來源雖然是來自西方，但做為一種末世論的原型，在社
會學的意義上，這些概念，仍是能相當有助於我們去思考當社會遇到
重大危難時的集體行動模式的。不過，筆者也同樣認為，當各種宗教
行動背後的文化想像差異極大，進一步的討論仍須結合各自文化範疇
裡的實踐邏輯，才能讓討論有所深化，宗教的對話與相互理解，也才
可能邁入一個新的水平與層次，這既是本文目前所存在的限制，也是
筆者未來還需要加以繼續努力的研究方向。
十九世紀末年，韓國的姜一淳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他的經由易經
邏輯的東方式數學思維，推算出宇宙更迭的節奏。他甚至自稱為上
帝，而可以調整世間的怨恨和天地間的｢度數｣。這個出場，是一個獨
特的東方版本的末世論，雖然背後也受到來自印度末劫觀的影響，但
整個藍圖看起來，相當獨特而有原創性，包括對先知角色的認定，以
及對宇宙運行內在自發性動力的理解等等，都是佛教的末劫觀不同，
不僅具有哲學與宗教學上的特色，也在韓國，後續引發了數以百計相
關的新興宗教運動。對這個千禧年藍圖的後續發展和動態性運作的理
解，無論就千禧年運動和新興宗教的課題來看，都至為重要。本文還
僅只是一個極為初步的探索，未來還有待收集更多資料，以能進行更
為細部與深刻的討論。

토착적 밀레니엄 운동의 형성과 변화 / 띵런지에 197

【參考文献】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典經》
，驪州:大巡真理會出版部，2012。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大巡指針》，驪州:大巡真理會出版部，2012。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大巡真理會要覽》，驪州:大巡真理會出版部，2012。
金勛，
《韓國新宗教的源流與嬗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金勛，〈韓國新道教大巡真理會的歷史與教理〉
，金勛主編,《中韓道教文化
比較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4。
孫亦平，
《道教在韓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深谷善和，
《天理教用語》，日本奈良縣︰天理教道友社，2017。
詹石窗，
〈大巡典經的公事考論〉, 金勛主編, 《中韓道教文化比較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Bryan Wilson, Religious Sects: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1970,
_________, Magic and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Catherine Wessinger, “Nativist Millennial Movements.” in Richard Landes eds,.
Encyclopedia of Millennialism and Millennial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David Kim, “Sangie and Samkye: The Cosmology of Daesoonjinrihoe in East
Asian New Religions”, Journal of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25(1), 2015.
Jean E. Rosenfeld, “Nativist Millennialism” in Catherine Wessing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mes F. Rinehart, Revolution and the Millennium: China, Mexico，and Iran,
Westport，Conn.: Praeger, 1997.

198 大巡思想論叢 第34輯 / 研究論文

John Jorgensen, “Taesunjillihoe”，in Lukas Pokorny and Franz Winter eds.,
Handbook of East Asia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Boston: Brill,
2018.
Ralph Linton, “Nativistic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5(2), 1943.
Robert Pearson Flaherty, “Korean Millennial Movements” in Catherine
Wessing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dney Stark, “Why religious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A revised gener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11(2), 1996.
Susumu Shimazono(島薗進)，From Salvation to Spirituality: 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in Modern Japan, Melbourne: Trans Pacific Press, 2004.
Thomas Barfield, eds.,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Oxford, UK.:
Blackwell, 1997.

本土性千禧年運動的建構與轉化 / 丁仁傑 199

토착적 밀레니엄 운동의 형성과 변화 :
한국 대순진리회를 중심으로 한 동아시아 비교연구
띵런지에 대만 중앙연구원 민족학연구소 연구원
국문요약: 본 연구는 한국, 중국, 일본 3개국의 가장 큰 신종교를 연
구대상으로 삼았으며, 밀레니엄 청사진의 상상, 청사진의 재해석, 청
사진의 변환 및 청사진의 제도화 등의 네 가지 방향을 비교 관점으로
삼으려 한다. 한국의 대순진리회, 중국의 일관도, 일본의 천리교는 역
사적 시간과 공간이 매우 유사하며, 100년이 지난 지금 현재 각자 전
세계에 백만 명 이상의 신자가 있다. ‘토착적 밀레니엄운동’이라는 개
념은 비교 연구를 진행하기 위한 도구이다. 외세의 침략에 따른 조상
전래의 토지와 전통생활방식의 상실은 자생적 운동으로 이어졌다. 기
적적/신화적 수단을 통해 외부세력의 힘이 갑자기 사라지거나, 신화적
인물 혹은 메시아의 출현, 공간/상황의 변화와 같은 궁극적 목표는 이
러한 요소들을 다시 회복하도록 하는 것이다.
궁극적인 목표는 본토 사람들이 기존의 생활 방식과 물질적 소유를
포기하고 헌신하도록 한다. 밀레니엄 청사진의 변화와 제도화에 초점
맞추기 위해 각 종교단체의 발전과정을 살펴보면 두 가지 방향으로
구별할 수 있다. A.밀레니엄의 시간차원: 현실세계에서 달성하려면 반
드시 다른 상상의 영원한 왕국이 있어야 한다. B.밀레니엄의 집단적
비전: 신성성과 초월성에 기초하여 유토피아를 건설하거나 인간의 마
음을 변화시켜 집단적 행복을 만드는 것이다. 이러한 교차대응을 통해
우리는 여러 단체의 상대적인 특징을 알 수 있다. 분석적으로 살펴보
면 세 종교 단체의 변화모델과 방향은 큰 차이가 있다. 일관도는 천국
의 청사진을 별도의 영원한 왕국과 이 세상의 세속적 사람들이 살아
가는 영역으로 나누어 설정한다. 그리고 속세는 본래의 마음을 수련하
는 장소이며 이는 도에 들어가기 위해 반드시 해야 하는 것으로 여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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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 천리교는 교조의 영생을 설정함으로써 인간 세상에 천국의 실현을
창조하였다. 또한 신자들과 초월성 간의 상호성을 자극하여 이 둘이
분리되지 않게 하였다. 대순진리회는 교조를 직접 모든 인류를 구제하
는 개방성을 지닌 상제로 여기고, 그는 신자를 구제할 뿐만 아니라 전
세계를 구제하고자 하며, 더욱이 한국을 중심으로 아름다운 세상을 만
들고자 한다. 교조는 후천세계를 열었으며, 후천세계는 사실 이 세상
에 있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 후천세계가 아직 완성되지 않았으며 여전
히 많은 사람들의 노력을 필요로 한다. 이러한 노력은 개인의 초자연
적 의의/가치(개인해원, 보은, 신인조화)와 현실적 의의/가치(포덕천하,
인간개조)를 지닌다. 이러한 노력은 인간이 이상적인 천국을 만들기
위한 전제조건이다. 본 논문의 비교 연구는 매우 초보적인 탐색일 뿐
이므로 이후 더욱 자세하고 심도 있는 연구를 위해 더 많은 정보를
수집해야 할 것이다.
주제어: 토착적 밀레니엄운동, 대순진리회, 일관도, 천리교, 신흥종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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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soon Jinrihoe as a Nativist Millennial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Ting Jenchieh. Researcher,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bstract: The nations of East Asia have simi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terms of going through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l
of them commonly experienced socio-political hardships. Thre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East Asian new religions, Yiguandao, Tenrikyo, and
Daesoon Jinrihoe, all emerged under similar soci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no mutual interchange, but the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share some analogous ideology. All of them
were types of nativist millennialism. The ultimate goal in all three is
redeeming lost elements by magical means—the sudden disappearance of
invading forces, the return of mystical heroes or messiahs, and an altered
landscape. As Stark said,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actual
rate of success, probably no more than one religious movement out of
1,000 will attract more than 100,000 followers and last for as long as a
century. By this standard, these three groups are certainly worthy of being
studie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and compare these three groups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the Messiah’s eschatology,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at
eschatology after the Messiah’s death, the rational transformations of
millennial dream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ose millennial dreams.
Analytically, I could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groups
through two dimensions: (1) The dimension of time, which can be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this-worldly or other-worldly; and (2)
Collective vision, which can be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utopia or
reform. The cross-classification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is sugges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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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avenues of Millennialism. Through these comparisons and
observations, light will be shed on the essence and dynamics of East
Asian Millennialist Thought by exploring deeper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Nativist Millennialism, Daesoon Jinrihoe, Yiguan Dao, Tenrikyo,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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