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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 

example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Florian C. Reiter 

 

If we speak about Buddhism and Taoism we want to consider the respective 
religious forms and expressions but we do not talk about any abstract 
philosophy. We also want to clarify from the very outset that we want to 
look at the theme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terms globalization 全 球 化 and regionalism 地 域 文 化 are rather new 
and currently popular expressions. If we speak about globalization we 
usually imply the new technolog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et brings all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b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to share 
directly ideas and knowledge immediately.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specific themes may lead to a shared opinion around the globe, and we 
readily speak about globalization of ideas and values which gloss over 
regional specialties. May be that regional opinions and even cultural values 
get watered down to become less specific and indicative of any concrete 
regional culture.  

We have to observe that even the European antique world knew 
globalization: Just think of the Roman Empire 羅 馬 帝 國 that exported the 
law system, the language and many cultural items to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o the regions of the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Latin 拉 丁 文 was that time the lingua franca very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that carri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mperial house through 
distant areas of what was to become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 and for this 
there was the expression “all under heaven”. These forms of globalization 
are very much connected with statecraft, military predominance and 
economic strength. However, we always have to ask which matter or object 
is said to become globalized. As to religion, we cannot compare it with 
matters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like the legal system that e.g. the Romans 
globalized in Europe following military conquest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pretty different if we look at religion and especially 
at Buddhism and Taoism. 

These days we may find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lso in USA. We observe that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Zen-school of 
Buddhism finds many adherents, for example in Germany.  Sometimes we 
have German or European persons who spent time in Asia and adop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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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faith. Zen-Buddhism 禪  宗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appeal to 
foreigners and we may ask for the reason.  

We can answer such questions if we consider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before taking up Taoism. 

In China, in the early phase of Buddhism foreign monks from neighbouring 
areas established Buddhist centres, for example K´ang Seng-hui (3rd. ct.) 康 
僧 會 who came from northern An-nan 安 南 to Chien-yeh 建 業 the capital 
of Wu-guo 吳 國 – today Nanking - where he effected miracles, and the ruler 
Sun Ch´üan 孫 權 built for him the monastery Chien-ch´u ssu 建 初 寺. We 
hav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Kao-seng chuan that report how Buddhism 
entered China where literati and scholars first focused on the sûtra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creating a Chinese-Buddhist terminology. The 
Indian missionaries had to rely on interpreters, had to learn Chinese and find 
ways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a way that the Chinese understood what they 
said and wrote.  

How difficult it was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can be seen from the various 
translations of the Lotus-sûtra 妙 法 蓮 華 經, the most renown translators of 
the sûtra were Dharmaraksa 竺  法  蘭  and Kumarajiva 鳩  摩  羅  什 . 
Translators, foreign monks, and Chinese scholars communicated in famous 
centres for example in Ch´ang-an and Luo-yang and in many other places 
throughout China which usually were suppor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China was a country where scriptures mattered most. We think of the 
imperial libraries where the scriptures called ching occupied the first rank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ibraries. The Buddhist texts used the same word ching to 
describe the books that originally were called sûtra. However, the meaning 
was different but the appeal was the same. Whereas the six classics Liu-i 六 
藝 were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legacy, allegedly edited by 
Confucius, the Buddhist sûtras reported the preaching of the Buddha.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sûtras wa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ripture, and yet the Chinese made the sûtras their own cultural 
property by translating them into Chinese and interpreting them for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 have grand studie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early Taoism. On 
the other side, the Buddhists had to use Taoist vocabular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but loaded them with different – Buddhist – meaning. For 
example, in early Buddhist texts the word Tao simply means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he truth of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ao was a 
familiar term – meaning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oists accepted or used new ideas that brought in 
new contents and enhanced the range of perception like the notion of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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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eat kalpa or the notion of rebirth and consequently, there were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of life. The alleged first Chinese sûtra: the Sûtra in 
Forty Two Paragraphs 四 十 二 章 經 taught the Chinese the Buddhist way 
of life which is celibate life.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about divinities or 
anything which we would identify with religion – it was all about the way of 
life. Buddhist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new convictions that sacrificed many 
traditional tenets, like filial piety: The monks had to quit the family life and 
abandon all social obligations. Who would care for the graves and the souls 
of the ancestors?  

New ideals for public social life came up like saving creatures: Buddhists 
took care of orphans and elderly people, providing shelter and support. The 
new institutions, the Buddhist cloisters became sure havens for noble people 
in political distress – here they were beyond worldly life. We can say that 
Buddhists stepped in with a helping hand where families and the state did 
not provide support.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n the early phase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re were no philosophical or specific religious contents that would have, 
for example, banished indigenous Taoist deities.  

Globaliz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was in fact the adaptation of Indian 
culture to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ppened on the level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We already noted that the Buddhists established new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the cloisters where the new literary culture crystallized. The 
cloisters g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achieved economic privileges and 
became the focus of common religious life in society.  

In some northern regions dynasties by foreign people like the Northern Wei 
dynasties were at least temporarily thorough Buddhist countries where rulers 
even posed to be the “turner of the wheel” - Indian Buddhism became a state 
religion in China.   

Buddhism had already spread to Central Asia, South East Asia, and later, 
since the T´ang period even to Japan. Regionally tainted versions of 
Buddhism evolved.  

We can say that Buddhism became globalized as much as it became 
regionalized. It is worthwhile to see how the infiltra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practically happened.  

In other words, the Indian missionaries must have had a missionary impetus 
to spread the religion abroad. The missionary impetus and a fin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sensations or miracles were the foundation for 
spreading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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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Buddhist missionary had two level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in 
China:  

1) the state and the scholars who wanted to know and to have scriptures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were supported and supervised through the state. 

2)  the religious knowledge, hope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e can see in the Records of Eminent Monks the story of the Parthian monk 
An Shih-kao 安 世 高 and learn how this worked out.  

An Shih-kao came in the 2nd century to Luo-yang, later then to Chiu-chiang 
九 江 near Mt. Lu-shan 廬 山 in Kiangsi province. At the foot of Mt. Lu-
shan and close to the costal line of lake P´o-yang hu 鄱 陽 湖 there was a 
temple with a god that controlled the wind on the lake and helped to steer the 
sailing boats in the direction the sailors desired. However, the sailors had 
first to offer goods to the god and pray in the temple. 

When An Shih-kao reached the temple he recognized that the temple god 
was his Buddhist comrade from a life about 600 years ago. The comrade had 
misbehaved and was banned for 600 years to be that temple god, and now he 
lived in the temple in the form of a formidable snake. The 600 years were 
almost over when An Shih-kao arrived. 

An Shih-kao intended to free his comrade from life as a temple-god and help 
him attain a new life in this world. He made the huge snake come forth from 
hiding behind the temple and spoke some Indian secret spells. In this way he 
freed his comrade who repented his former misbehavior. 

An Shih-kao took all the goods that formerly the pious sailors had donated to 
the temple god and built a new Buddhist temple. The old temple at the shore 
of the lake ceased to be magically effective as the snake-shaped god was 
gone. The snake had turned into a young man who paid An Shih-kao his 
respects and accepted Buddhism. What did the story prove to the Chinese?  

1) There will be retribution for the personal behavior and for deeds, good or 
bad, which all will matter for future life. 

2) It is possible to find salvation and get freed from misery in Hades – or 
from life in the shape of animals and other objects. 

3)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uddhist monk and his insight into the spiritual 
spheres. 

4)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or temples 
at the expense of loc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5) There is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as things could be plainly and 
convincing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Buddhist reasoning. 

6) It is exceedingly easy to join Buddhism and embark on an easy road to 
salvation – we think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 of Amitabha at 
Mount Lu-shan through Shih Hui-yüan 釋 慧 遠: one changes the w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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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swears an oath to Amitabha – so, everybody can do this. We 
remember the notice on lamp poles in Taiwan many years ago: 請 常 念 
阿 彌 陀 佛!  

7) An Shih-kao in his teachings especially stressed the methods of dhyâna 
禪  which included breathings techniques and resembled Taoist 
practices – insinuating a closeness to what was familiar Taoist practice. 
 
We see how Buddhism gets a foothold on a very popular level – 
replacing local cults without force but through mere persuasion and 
magic might. Basic religious convictions – like compassion - and magic 
effects were very much in the foreground when An Shih-kao transmitted 
Buddhism in China amongst common folks. In this way the region of 
Chiu-chiang and local religion came under the control of a Buddhist 
missionary and his establishment.  
 
It was easy for everybody to join such a magic master like An Shih-kao 
or Shih Hui-yüan. Life in Buddhist monasteries was not based on a 
demanding long-term ritual education but is a new way of life: a life of 
meditation, of pious veneration and freedom from society and politics. 
This way of life was realized in mountains where many cloisters were 
established – we think of the Tung-lin ssu 東 林 寺 and Hsi-lin ssu 西 林 
寺 at Mount Lu-shan (Shih Hui-yüan 釋 慧 遠 and Shih Hui-neng 釋 慧 
能). Buddhists adopted the Chinese preference for mountainous regions, 
where since antiquity regional culture crystallized.  
 
We notice that the Taoists for the sake of Taoism introduced the claim of 
internationality– another way to speak of globalization, and this 
happened in the 5th century shortly after the time of the monks Shih Hui-
yüan and Shih Hui-neng.  
 
The Taoists claimed that T´ai-shang Lao-chün travelled to India after 
composing his Tao-te ching. Having arrived in India he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Buddha Gautama and preached the Buddhist sûtras to create 
a religion that would fit the barbarians.  
 
The Taoists did not transfer Taoism to India but claimed to have created 
a new religion for the foreigners: Buddhism.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respective book has the title: Hua-hu ching 化 胡 經, Scripture of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rbarians.  
 
Taoism was said to be good for the Chinese who could achieve 
immort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Taoists perceived themselves as having 
a Chinese and Taoist identity that could not be transferred to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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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r shared beyond the borders.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no idea to 
make Taoism an object of missionary ac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ddhists countered the Hua-hu ching story with 
the claim that China once belonged to the realm of the Indian the 
Buddhist king Asoka 阿 育 王 and so China originally was a thoroughly 
Buddhist country!   
 
The Buddhists did not need to bolster that story with depreciatory 
statements about the Taoists. Buddhism could flourish anywhere. They 
even took up the story of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say that 
Buddhism was established by a Chinese saint – Lao-tzu/T´ai-shang Lao-
chün - Buddhism had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in China. In terms of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 Buddhism was also connected with 
competition as the Buddhists competed with the Taoists for influence in 
state and society.  
 
Religious Taoism 道 教 was basically different: 
 
Religious Taoism was boun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of China 
as realized in the many regional cultures of China. We know that the 
conditions of life in Shantung were different from Sichuan, Kiangsi or 
Fukien –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s and religious forms were different, 
albeit there was and is a common basis which was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religious Taoism.  
 
Taoism is realized in ritual which reflects theories of correspondences of 
calendar data and cosmological aspects which altogether is embedded in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 am sure –religious Taoism cannot to be 
globalized. Why should people in the West accept a scrutiny of their fate 
on the basis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e so-called eight characters 八 字? 
How could they ever come and ask the Taoist for help, asking and paying 
for small rituals 小 法 事? We have still some other considerations:  
 
In history Taoism developed to be a religious priestly profession – only 
the specialist tao-shih/fa-shih 道 士 / 法 師 performs and understands the 
ritual procedures and their meaning. Many of the necessary instructions 
are transmitted on an oral basi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usually happens 
within a Taoist family or clan. Important objects for use in ritual like the 
altar, ritual tools and manuscripts are family treasures and carefully 
transmitted to those family members who step in to become Taoists. The 
education of a head-priest may take many decades.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o globalize such a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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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the Taoist profession very much reflects regional culture – 
Taoism lives within regional cultures. We may remember the Taoists in 
Northern Taiwan and their 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hort 
formula Tao-fa erh-men 道 法 二 門 expresses. Taoists in middle and 
southern Taiwan do not display this motto. They all are firmly relying on 
and embedded in the respective local society. They make their living in 
that social and communal context.  
If we look at Indonesia or Malaysia, we certainly do find Taoist priests 
operating there – but they are embedded in the communities of Chinese 
settlers and immigrants.  
 
We always have to ask, which service provide the Taoist priests and for 
whom do they perform? Where is the demand? The demand comes from 
the Chinese individual – small ritual 小 法 事 - or the community - the 
offering 醮.  
 
An offering in the temple of a district or residential area is executed by a 
group of priests, in combination with a small music band. It is not the 
one man show that the small rituals are. – We understand clearly: A 
Taoist priest in Germany would be like a fish on the shore: there is no 
water to live in!  There is no point in trying to take Taoism abroad for the 
sake of globalization. It would not wor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seen independently from 
regional culture, is the target itself that these religions have and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Ther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life style with 
pious dedication that also the lay man can easily adopt (Buddhism),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 Taoist side, there is the priestly profession that 
focuses on ritual. 
 
 I do not think that we want to speak theoretically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but prefer to consider the realities of the social 
context and the function that every religion has.  
 
If we shortly look at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from its historical 
beginnings openly claimed to have a mission: Jesus told his disciple to 
spread the relig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this happened. Neither 
Buddha nor T´ai-shang Lao-chün gave such an order. 
 
The pope 教 宗 is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Rome deciding on the forms of 
veneration, on the very contents of the Christian teachings. In Latin 
America 南  美  洲  e.g. the people in Peru 祕  魯  mostly practice 
Christianity. Their Christianity reflects habits and religiosity that is still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nka traditions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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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one never can exclude regional culture which even in Europe is 
true. I remind of some elements of antique Germanic culture like the 
Christmas tree that shaped Christian festivities in Germany and 
nowadays in the whole world. Whe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regions of Germany it changed in many respects and 
adopted features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In this case we can observe both 
elements in one religi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teract and 
forming a new regional culture. I cannot see that this process could ever 
happen with religious Taoism.  
 
Finally I want to draw the attention to Taoist philosophy 道 家 which 
really was globalized and became a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 but 
Taoist philosophy also became totally separated from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reality. Philosophical texts were taken out of the 
historic context which largely remained unknown.  
The European or American intellectual used Taoist philosophy as an 
escape way from the limits which Wester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seemed to set. Western people relied on dubious translations of the Tao-
te ching 道 德 經 and dreamt about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thought to find in this book. All of this led to great misunderstandings.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Taoism in the sense of Tao-chia 道 家 really 
was and is an object of globalization. We see where the divide is: 
philosophy Tao-chia versus religion 道 教!  
As to religion, we repeat that Taoist religion cannot be globalized 
because Taoist religion will not make it across the barriers of Chinese 
regional and soci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end remains the 
dominant force which Buddhism shows wherever it was accepted and 
suitably adapted to our globalis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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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道教的歷史與復興（1949-2016） 
 

林振源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摘要 

    由於 1949 年以來的道教歷史還沒有足夠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可供參考，

導致我們對於這個時期的情況仍然所知有限。有鑑於此，我們認為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就是通過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對更多不同地區與多樣性的對象進行訪談，

系統性的蒐集有關當代道教的第一手資料。藉由研究團隊大範圍的資料整合與比

較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客觀的解讀 1949 年以來的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進而

討論一個基本問題，即當代中國道教「實際上」是怎樣？而非「應該」是怎樣。

初步研究成果發現，當代中國道教在經歷長時段的政治社會氛圍壓抑後，由於具

有本土宗教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大約自 1980 年代開始出現顯著而多元的復興

跡象。本文擬嘗試粗淺的描繪這段峰迴路轉的道教歷史復興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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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巡思想的解冤相生思想的倫理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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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大學 哲學系 

金泰洙 

 

摘要 

 

  此研究運用西方規範倫理學的概念來展示基於大巡思想無自欺概念的解冤相生思想

的倫理特點。解冤相生思想是朝鮮王朝末期姜甄山上帝提出的並成爲了天地公事主幹

的理論概念。也是代表大巡思想四大宗旨之一的根本原理。本論文根據西方規範倫理

學兩大脈絡的康得(Kant)的義務論倫理學和密爾(Mill)的功利主義思想來解剖無自欺

的思想特點。進而深入關注東方德倫理特點。 

  相比于自然權思想的義務論或功利主義倫理，大巡思想的倫理觀立足于東方的修

行論傳統。在此無自欺既是修行的目的也是倫理道德的修行根本。爲了悟道、人格的

完成而必須實現眞實的言行舉止。所以其思想當中已經包含著追求最高善的倫理要素。 

  另外，關於無自欺的義務論的層面表現在，以道通爲目的，扶正倫理，努力修行

而展現道德，從而恢復秉承天性的人類本性。爲了完成修道的目的-道通-並且實現倫

理道德，無自欺的實踐還具有相生的目的論說明結構。相互緊密聯關並且多重的思想

要素能夠更好的體現出無自欺概念的相生倫理層面。 

  解冤相生思想所說的“不結怨，誠利人” 既是實踐倫理也是天地自然的法則。此

思想基於人類的良心，因此與意味著相生調化的神人調化思想也有一定的聯繫。發源

於神道，基於無自欺，發展於相生倫理的解冤相生是立足於天地公事的思想。也就是

說，神明幫助人類參與修道與吉德的過程，從而解冤，並且同人類一起發展而進入道

通真境。就人類而言，爲了相生，首先要解冤。此目的可根據反省和調整自己的欲望

而修心練性來完成。根據修行，可逹到內心的無欲清靜和道通眞境，也能參與被稱爲

地上樂園的後天仙境的建設。因此，解冤相生思想具有目的論倫理特點，同時還具有

符合神道人品的道德倫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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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冤相生思想基於良心和倫理道德，所以還強調仁義禮智的展現，因此還具有規

範論的相生特點。其立足點在於良心和人倫，所以如同水往底處流，能夠把本性展現

出來，而且能夠實現相生。基於無自欺的解冤相生思想與其他宗旨有著多重的聯關性，

而表現出關系論、相生論特性。 

 

 

關鍵詞：解冤相生，無自欺，神人調化，宗旨，道通眞境，義務倫理，目的論倫理，

德倫理，規範倫理,        

        天地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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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in Daesoon 
Thought: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Kim Taeso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show the ethical featur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

deception’ in Daesoon Thought.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s a major 

religious doctrine of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undertaken by Sangje Kang Jeungsan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succession, it is suggested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representing the four tenets in Daesoon thought. 

In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ethical features of this principle, it spot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shown i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s the basi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For this, it is compared with Kant’ 

deontological ethics as well as Mill’s utilitarian view. Further, features of oriental virtue ethics 

i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omparing with deontological or utilitarian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rights or 

contract theory, Daesoon ethics stands on the tradition of cultivation theory. Her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s presented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as well as the method or 

deontological ground for practice, while encompassing the features of virtue ethics oriented 

toward the perfection of Dao.  

Here, the deontological aspect is interlinked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pursuing for the 

ethics and morals, while making it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the perfection of 

Dao. And this makes the practic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more active through 

facilitating mutu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expansion model of the innate good nature.  

With regard to the tene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this concept is 

presented as a positive ground for practicing virtues toward others without bearing a grudge. 

Further, as long as it reveals the great principle of humanity built on conscience, it com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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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ze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deities as an expression of beneficence. Moreover, 

starting from the Dao of Deities, this principle is expressed as the life ethic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net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while being grounded on 

the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Under this program, deitie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affairs of Dao by helping the 

affiliated human beings to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er World. And for human 

beings, 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re achieved by cultivating themselves not to indulge in 

habitual tendencies. Rather, cultivators can sublimate their impulses and desires in ethical 

practic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attempting to reach into the highest stage of continuity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Dao, which is freed from avarice. Likewise, by cultivating diligently 

and by continuing to be sincere in applying the four tenets, it reveals the teleological character 

in its objectives of attaining the enlightenment, while showing the features of virtue ethics in 

realizing the supreme virtue of Sangje within oneself.  

All in all, the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shows the 

relational and normative ethical features while being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ther tenets, 

since it is rooted in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 pursuing for perfect virtues of 

Dao. Accordingly, it naturally leads into fulfilling mutual beneficence, as the water flows 

dow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Keyword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Guarding against self-

deception,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Tenets, Unification with Dao, 

Deontological ethics, Teleological ethics, Virtue ethics, Normative Ethic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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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olution of the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in Daesoon 
Thought: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Taesoo Kim1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Ⅰ. Introduction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show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ne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shown in Daesoon Thought, a new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Fellowship of Daesoon Truth, coming up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Korea. I will examine how this principle relates to the other tenets as well as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s a ground for ethical practice, while constituting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Daesoon Thought. For the analysis, I will apply the major Western concepts of normative 

ethics, and thereby spotlight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se ethical views shown in Daesoon 

thought with regards to these four tenets of Daesoon Truth, which are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and ‘Unification with Dao’. Yet, the focus will be shed on 

the ethical featur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2  

                                           
1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This idea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is both a tenet of the religious order and one of 

its core principles. In this paper, I will just use the term,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nstead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Ⅰ. Introduction 
Ⅱ. Relation to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無自欺)’ in terms of Normative Ethics 
Ⅲ.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its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Ⅳ. The implication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n relation to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Unification with Dao’ 
Ⅴ. Conclusion: Relation to the Four Tenets as an Ethics fo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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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with the frameworks of normative ethics, I will examine ‘Guarding against self-

deception(無自欺)’ as the basis of these four religious doctrines and see how it relates to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Ⅱ. Relation to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無自欺)’ in terms of 
Normative Ethics 

 

1. The normative traits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n Daesoon Ethics 

In the West, the concept of self-deception has receiv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ttention 

as a topic for ethical discourse. Yet, it differs from the oriental concept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無自欺)' in that the major flow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centered o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and legal rights or contract theory.  

In modern Western ethics, most discussions on the question of self-deception were most 

being held between the deontologists and consequentialists. The way deontologists and 

consequentialists respectively approach philosophizing about ethics explains profoundly 

different interests in self-deception.  

Kant, 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deontologists argue that the ‘demand to know oneself is the 

foremost command of all duties to oneself.’3 He regards the sincerity with self as the formal 

condition of all virtues,’4 while laying stress on the dignity of oneself as an ends, as well as an 

autonomous and rational law giver.5 

Mill, criticized Kant for not realizing that moral laws are justified by a moral institution 

based on utilitarian principles that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should be sought. 

As basis for morality, Mill argued that his principle of utility has a stronger intuitive 

grounding than Kant’s emphasis on reason, better explaining why certain actions are right.6  

Yet, in Daesoon ethics, these two components of deontological as well as teleological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can also be fou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t is deontological in that it works as the ground for moral obligation to 

                                           
3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of Virtue, trans. J. Ellington(Indianapolis: Bobbs-Merill Co., 1964), pp.  

103-104; Stephen L. Darwall, Self-deception, Autonomy, and Moral Constitution, p. 408. 
4 Immanuel Kant, Handschrifter Nachlass, Vol. 23; Mary J. Gregor, Laws of Freedom(Oxford: Basil Blacewell, 1963), p. 

157; , p. 400. recitation. 
5 Stephen L. Darwall, “Self-Deception, Autonomy, and Moral constitution,”, Brian P. McLaughlin,  Amélie Rorty, 

Perspectives on Self-Decep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407;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llen Wood ed. and trans. with essays by J. B. Schneewind, Marcia Baron, Shelly Kagan, 
Allen W. Woo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1-54;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s a 
principle to guide one’s rational judgement, please refer to Immanuel Kant, op.cit., pp. 31, 33-40. 

6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8), pp. 8, 28-35,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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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true speech and action, while forming the right wa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cultivation, which is ‘unification with Dao.’ It is deontological especially because this process 

of cultivation is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and morals as the universal 

categorical imperative. Moreover, like Kantian principle of humanity, Daesoon ethics sees 

humanity as an ends in itself while treating others as the sons or daughters of Sangje.  

Y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ological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at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objective of cultivation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its aim. In this 

process,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and morals not only works as a normative ground for right 

cultivation, but functions as a method to produce a better result.7 Here, although this concept 

is proposed as the method, it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normative context than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 Likewise, in Daesoon ethics, both characteristics of deontological 

and consequentialist traits are found in that it is proposed as a normative ground or objectives 

as well as a method for achieving the best result.  

Related to these two aspects, we can refer to some examples from the Instructions of 

Dojeon. First are the part which has a deontological tone. 

 
We have to bas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s the ground of cultivation. When one base not-
deceiving oneself as the basis, and proceed to revere ethics and morals, he can naturally understand 
and unravel a movement of all nature.8 

 
Since it is said that “Every great and small affair is examined by the deities of heaven and earth”, 
cultivators should bear in mind not to deceive one’s mind even in the darkroom.9 

 
To guard against a mistake, it has been said as follows; “Deceiving oneself is to desert oneself, and 
deceiving mind is to deceive deities, and deceiving deities is to deceive Heaven.” Thus, we ought to 
think deeply where it can be pardoned.10  

 
Second are the part which has a teleological tone. 
 

In all matters, move on truthfully, basing oneself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without doing for 
mere form’s or pretense’s sake. When one proceeds to revere ethics and morals based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he will have a sound mind and body, and there we can find our 
Dotong(Unification with Dao; 道通).11  

 

                                           
7 In Confucianism, as shown in the sincerity chapter of Great Learning, which is one of the key Confucian scripture, this  

concept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s proposed as the method of achieving the Confucian Ideal in the context of 
cultivation; 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大學』「誠意」章)  

8 Instructions of Dojeon(1993. 4. 27)  
9 Daesoon Jichim[Instructions of Daesoonjinrihoe](Yeoju: Daesoonjinrihoe Publisher 2012), p.28. 
10 Ibid., p.42. 
11 Instructions of Dojeon(1992.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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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s the attitude of cultivator. One can reach into renewal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called as Dotong. If it’s not prepared, there is no Dotong. If one does not keep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lthough he knows that it is the basis, he does not believe, 
but just believe with pretense. Although he wears a mask of cultivator, he is not cultivator, Noting is 
being done. The right thing does not occur around him.12  

 
All of our aims that we aspire to achieve lie i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nd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e 
fact that through reconciling and uni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becoming one in body and soul, we can achieve 
Dotong and blessing of fortune.13  

 

In addition, the traits of virtue ethic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at the concept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 of agent, rather than specific acts or laws. 

Here, a moral principle implies a moral lawgiver, that is an individual cultivator who aspires 

to become a perfect moral gentleman with omniscience and power through realizing and 

spreading the virtue of Sangje in this world.  

Overall, in Daesoon Thought,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s presented as one of the 

main objectives as well as the method for achieving these aims. Thus, unlike Confucianism, it 

has more consequentialist and teleological character in that it is proposed as an objective 

producing best result as well as the basis for ethical obligation. Further, unlike Western ethics, 

it does not confine its argument to individual level, in that it works as the ground for 

achieving the other objectives.14 

Likewise, applying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thics, it not only encompasses both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ological objectives and deontological ethics, but also encompasses the 

concept of virtue due to its feature of oriental virtue ethics, which stresses much on the mutu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expansion model of innate good nature of each human being, while 

tracing its origin to the same principle of Dao of Deities(神道).15  

Yet, it differs from the expansion model of Confucian concept of benevolence(仁), or 

Buddhist concept of mercy aiming at Saint-king, Buddha or Bodhisattva, in that the main 

                                           
12 Instructions of Dojeon(1988. 12. 28) 
13 Daesoon bulletin12(1989), p.2.  
14 To be more specific, while achieving th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equals to actu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pirit', this concept functions as the ground for achieving the other objectives as well. That is, becaus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gives an impulse to achieve 'Renewal of human 
beings/Realizing earthly immortality', while carrying forward to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Creating an earthly 
paradise', it does not confine to residing in an individualistic ethical view. 

15 In this respect, Daesoon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can be a good example for Nussbaum’s idea of virtue ethics,  
proposing ‘the same principle with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texts.’ Nussbaum defines virtue as a 

trait  
for adequately coping with affair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Here, whereas the same principle corresponds to the Dao of 
deities (神道) or basic principle of yinlyun(人倫) like benevolence, propriety, righteousness and wisdom, different 
forms can be found in various expressions of yinlyun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ulture and time. Martha Nussbaum, 
“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Peter A. French, Theodore E. Uehling and H. K. Wettste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VIII, p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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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tus or ground for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tends to be prone to ‘resolving the 

grievances of other people and spirit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Further, in some way or 

another, ‘Three Tenets of Daesoonjinri’, which are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Unification with Dao in the world’ are related 

to the tene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n such a way that it reveals 

a distinguishing relational feature.16   

Therefor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in Daesoon Thought can neither be confined 

to residing in the context of individual ethics nor just expanding to the arena of other people. 

Rather, it should be seen as a positive ground for practice in life, while tending to resolve the 

grievances of others including spirits and divine being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both as an 

objective and deontological ground for realizing its aim and the Four Tenets. In this respect, I 

will examine more about the normative ground for this principle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tenets, 

while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al character.  

 

2. Relation to the Four Tenets 

1) Normative ground 

According to Daesoon thought, the progression from a society in turmoil is depend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four tenets. And these religious doctrin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since it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in a way to resolve the grievances or resentments piled 

up for ages, which were formed as by-products of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flict in the 

Former World. In turn,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denoting deontological character in that this principle represents respecting others, while 

treating others as serving Sangje.  

                                           
16 Since ancient times, Koreans have given gratitude to the spirits and gods, and have strived to create the city of God 

where  
they would be blessed. Moreover, the thought of Hongik Ingan(弘益人間) was not just for a specific people, nation, or 
class, but it shows the universal harmony of the spirit of peace, the ideal that Koreans have pursued, and the will of God 
that Koreans believe in. Choi Moon-Hyoung, “The Concept of God in the Idea of Hongik ingan”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12(3), 2009.9,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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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wise, on account of its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this principle can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 peace in a way to work as an effective model to counter alienation or 

egoism, in that it aims at creating an earthly paradise on this earth in which all beings practice 

reciprocit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sense, it has a relational character to 

produce a better consequence for the welfare of other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Then, how 

does the normative ground of this principle expresses its relational character in ethical sphere?  

With regards to the four tenets of Daesoon Truth, each tenet is grounded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while pursuing for recovering the human nature as is given from the 

heaven. Here, conscience is grounded on the moral principle of human relations(yinlyun; 

人倫), and the core of this moral principle lies in the five moral disciplines in human 

relations(oryun; 五倫). When this five moral disciplines of benevolence, courtesy, 

righteousness, wisdom and faith are revealed externally, it is expressed as oryun representing 

the five cardinal clause of yinlyun.  

Likewise, unlike the West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 or social contract, as well as the 

Christian emphasis on God’s punishment against Satan’s temptation, guarding against self-

deception in Daesoon thought does not confine to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faith. Just 

as serving Sangje in the middle of one’s heart, this moral principle guides people to respect 

others as well as oneself as high and noble, under the premise that everybody shares the soul 

in mind as is given from the heaven as sons and daughters of Sangje. In consequence, this 

principle manifests its spirit of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in human relations, while 

serving others with respect and learning from them as if one is facing and learning from 

Sangje.17  

2)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is attitude of respect, each individual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oleheartedly,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ng with one’s conscience. Overall, this is nothing but a natural 

principle, just as water flows down and converges into river and sea. Likewise, the five moral 

disciplines in human relations are revealed to human world as the natural principle, while 

basing itself on the expression of conscience of benevolence, courtesy, righteousness and faith. 

                                           
17 Here, it also directs one to serve oneself with sincerity, reverence and faith, which are the three cardinal clauses for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Essentials of Daesoonjinrihoe(Yeoju: Daesoonjinrihoe Religious Research and Edification department, 
2010), pp.9, 16-17; Basic Principle for Propagation and Edification 2(Yeoju: Daesoonjinrihoe Religious Research and 
Edification department, 2003) , p.6.  

20



研究大巡思想的解寃相生思想的倫理特點：與無自欺的關聯性爲中心 

Yet,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conscience as is given from Sangje, we also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selfish mind, originated from karma and greed. Thus, through resolving the 

grudges and grievances which were formed by failing to accomplish the aims that one pursues 

within oneself, one can reach into a pure mind without greed, upon receiving the energy from 

the great deities. That is, when one tries to reach into the level of ‘not deceiving oneself’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yinlyun(ethics and morals), the great deities can descend upon him. 

And only then,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an be achieved. It is because when one reaches 

into the level of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one can understand and encompass other’s 

grudges as well, while leading them into receiving Sangje’s grace. In consequence, one can 

draw a best result when he is following the path of yinlyun(ethics and morals) based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Likewise,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shown in the 

conceptions of ‘Resolution of grudg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incorporating both teleological, consequential as well as 

deontological traits. 

All in all, when one does not deceive oneself, he does not deceive others and deities. 

Hereupon,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can be 

achieved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ept. Further, since he gets to respect, while serving others 

and deities with a true mind, he can practice the golden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revealing Daesoon Truth. In turn, it can be said that ‘not 

deceiving oneself’ is the ground for practicing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n 

mutually complementary basis.  

3)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golden rule’ 

Here the basic spiri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can be found in 

the various expressions of golden rule preached by series of saints who came down to the 

earth as great kings or teachers. 

According to Lee Am’s Dangunsegi(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Dangun), there are sayings 

like, ‘extend my mind to reach into other’s mind’(推己秉心以及人心) or ‘devote to the 

welfare of mankind’(弘益人間) in the founding myth of Korea. This represents the idea of 

the golden rul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different expressions like Laozi’s wuwei(無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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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benevolence(仁), Menci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Buddha’s mercy and 

Jesus’ love.18 The famous expression of Confucius, saying “Do not force others to act which 

one does not want to act”(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in Lunyu(『論語』) has a common feature as 

the Jesus’s sermon on the Mount, saying, “So whatever you wish that others would do to you, 

do also to them, 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Matthew 7:12), or to put it more 

positively, “Do to others whatever you would like them (to do to you) since this is the essence 

of all that is taught in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19,  

And this idea of golden rule consists of the core spirit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 explaining the term, ‘Daesoonjinrihoe’ in 

Yeoju central headquarters temple, it preaches how this universal principle has handed down 

up to the present;  
 

All things pertain to the mysterious function of Taegeuk(太極) that many saints came down to the 
earth to convey the universal truth to save all humankind. For instance, those who came down as kings 
are Fuxi(伏羲), Dangun, Wenwang(文王), and those who came down as teachers are Confucius, 
Buddha, Laozi and our holy teacher Kang Jeungsan of modern period.20  

 
Related to this golden ru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Dojeon 

instructs as follow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s to make others prosperous without grudge.” And 
this leads to the true stage of unification with Dao based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which 
focuses on cultivating mind pure like mirror.21  

 
On this line, he goes on further like this; 
 

Religious order should aim at building an image of true cultivator respected as spiritual model through 
faithfully practicing the basic works of salvation of the world and redemption of people, and devote 
oneself to the reformation of human spirit and renewal of human beings based on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With this mind, we ought to propagate and edify people, purify society and take the 
lead in constructing the welfare state, while raising will of resolving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rewarding favors for mutual beneficence.22 

 

Here, Daesoon ethics attempts to build a whole image of gentleman embodied with 

heavenly virtue, 23 who is harmonized with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objectives and its 

                                           
18 The Taoist ideas of xuxin(虛心), wangwo(忘我) zuowang(坐忘), wangji(忘己)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is stage, but not  

in an active sense;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莊子ㆍ外篇』「天地」 9-1) 
19 Related to this issue, please refer to Adolf Neubauer, The Book of Tobit: A Chaldee Text from a Unique M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with Other Rabbinical Texts,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the Itala, Oxford, 1878. 
20 ‘Daesoonjinrihoe’, Inscriptions in Yeoju Central Headquarters Temple. 
21 Instructions of Dojeon(1985. 2) 
22 Daesoon bulletin2(1984), p.2.  
23 In general sense, virtue means ‘moral excellence.’ A virtue is a positive trait or quality deemed to be morally good and 

thus is valued as a foundation for food principle and good moral being. Personal virtues are characteristics valued as 
promoting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greatness. Yet, in Daesoon thought, it widens its connotation to incorpo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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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in reality, with the soul and the body, and with divinity and humanity. This sort of 

harmonization among humans and deities are well expressed as the other tenets of ‘Harmony 

of yin and yang’,24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etc. Here we 

can find an idea of Injon(Man the Venerable; 人尊) which realized the ideal of 

anthropocentric divinity with perfect virtue who recovered the innate nature given from God. 

Yet, although it has an anthropocentric character, the tenets aim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deities and humans. This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e ethics,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two 

traits of deontological and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while possessing the teleological character 

of achieving Dotong(道通) as the best result of cultivation, as well as making an effort to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and morals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Likewis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not only confines itself to constitut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ur tenets, 

but also expressing itself as the positive objectives of Dotong. Then, we will turn to the 

implication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ther 

tenets. 
 
 
 
 
 
 
Ⅲ.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its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1. The meaning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s seen above, the doctrines of Daesoon Truth take the four tenets as the essence of the 

religious teachings. Further, with the respect of ethics and morals, and with its basis on ‘not 

deceiving oneself’, it realizes its objectives.  

Among these, with reference to practicing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life’ along with ‘Repaying the gratitude for the 

                                                                                                                                    
meaning of 'Right mind and action' that encompasses saving all creation in which the universal nature or characteristic 
resides. 

24 According to their new order, ‘Harmony of Yin and Yang’(陰陽合德) guides the virtues of Yin and Yang so that they 
can be integrated in harmony to create a new life. All things exist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as relative entities of Yin and 
Yang. In this context,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can function as resolving these conflict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tate where human beings collaborate and help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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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represent two major principles while constituting the key 

doctrines for cultivation.  

To realize these principles, Sangje Kang Jeungsan gave primacy to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Won; 冤) resulting in reciprocation in hi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Hereupon, 

he aimed at resolving all the stored-up grievances, while making the world into an earthly 

paradise without mutual conflict. Likewise, thes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cence are 

suggested as the remedy for curing the diseases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realizing the idea of 

Injon(Man the Venerable) along with the peace of mutual existence and prosperi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ethics of mutual living, it is the truth not causing Cheok(grievances or 

resentments against others) and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positive act not producing Cheok, while resolving the pent-up grudges. And Repaying the 

gratitude signifies the duty of beneficence and reparation for the numerous favors that man 

has received throughout one's life.25 

Here, the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finds its trait of virtue ethics, while being 

characterized by its realization of moral virtue which respects humanity in everyday life. 

Likewise, when a cultivator practices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one realizes Injon through 

recovering one's own mind into the state of conscience and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Deities. 

Here, the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becomes the ethics of peace for the mutual existence 

and prosperity since it makes people realize how to promote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while 

promoting one's own welfare.26  

Meanwhile, it also shows a teleological aspect in that one should go hand in hand while 

trusting each other and harmonizing with the cooperative spirit to achieve Dotong on the road 

to the perfection of ethic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Moreover, this teleological aspect is related 

to deontological view in that one finds its normative ground for practice in the truth of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keeping this spirit deep in one's heart. In this way, one can prepare for the 

new age of earthly immortality suggested as deontological as well as teleological grounds.   

Further, in ethical perspectiv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解冤相生) 

reveals the perfect ideal of virtue ethics by describing the state of unconditional love where 

there is no resentment or regret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n other words, 

                                           
25 Basic Principle for Propagation and Edification 2, pp.5-10. 
26 Ibid.,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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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mplies that all human relationships are made up of trust and love with which people can 

respect each other and live in harmony and peace. 

In ordinary language, however, ‘resolving the grievances itself’ in itself can be negative in 

its connotation in that one can resolve the grudge either through revenge, or through 

satisfying his desires or greed, while requiring sacrifice or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other par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flict. For this,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in Daesoon 

theology, on account of Sangje’s changing of the course of the Universe from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flict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an be 

achiev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giving and cooperation.  

In turn, considering these two principl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Repaying the gratitud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s the major fundamentals 

of Sangje's Public Work of Reordering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is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an be performed successfully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Then, we shall examine how these positive as well as 

negative implication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解冤)’ can be viewed with regards to the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2. The implication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n the 

context of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We have seen that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and ‘Repaying gratitud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make a pivotal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ethical doctrine of Daesoon thought, while being closely related to cultivators' 

ethical practices.27 Among these, the spirit of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becomes the 

ground for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s well as for the ‘Repaying the gratitude.’ 

Hereupon,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nd Repaying the gratitude constitute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utual beneficence. 

In regard to the ethics of the Dao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Dojeon told us that “When the grievances are resolved through dissolving the grudges for 
                                           
27 Daesoon Jichim, pp.17-10, 25, 27-28; Basic Principle for Propagation and Edification 2, pp.6-10; “Since this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is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while making us realize that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is to make oneself prosperous’, 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ethics of peace of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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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sides, then the mutual beneficence comes true."28 The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To clarify this meaning of Instructions of Dojeon stating that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 is to dissolve Cheok’, we can refer to the various examples in 

Jeongyeong.  

In Jeongyeo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context of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The related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I (Sangje) let all be free to do what they want by eliminating the divis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from now on, I re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ies by correcting the posi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Gongsa 1: 32); “Deities of ancestors extricate their descendants from the spirits of Cheok and 
make them stand before ranks in these tim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Gyobeop 2: 14); "As it is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practice virtue and treat others properly."(Gyobeop 2: 20); "Facing 
with the tim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you should repay evil with good."(Gyobeop 3: 15). 

 

In these words, we can see that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ontrasts with ‘the age 

of the Former world’ where all the grievances are piled up and formed, while human beings 

and all things being governed by mutual conflict. 

While the age of the Former world is the period of making and bearing grievances, the age 

of Resolving the grievances through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can be defined as 

the times of resolving these grievances, and as a transitional age going on to the Later world 

of mutual beneficence, which is an earthly paradise.  

Following Sangje, the social class such as shaman, female, the lowly, and etc. who were 

afflicted with alien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Former Worl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flict get to be released from these fetters and gain the power, entering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s it's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t the very first, I deliver the teaching to the 
lowly.”(Gyowun 1: 32); “Facing with the era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those who do not have 
prestige will earn vigor and the energy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deserted earth.” (Gyobeop 1: 67): “It is 
the ag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and good times will come through resolving Cheok when people 
discard conventionalities of the noble men, while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lowly.”(Gyobeop 
1: 9) 

 

In this regard, Sangje Kang always used honorific languages even to a man of low birth. 

One of His disciples, Kim Hyeong-ryeol felt embarassed when Sangje used honorific words 

to his servant. Yet, Sangje advised the disciple as follows;  
 

“That man is your servant. What does h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me? You should respect anyone 
whoever he is. Hereafter, there will be no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low, or the 

                                           
28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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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te child and non-legitimate child…The good time will com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when you quickly discard the evil custom of the noble, while giving a special treatment to the man of 
humble birth.”(Gyobeop 1: 10); “Resolve the grudge of your enemy and love him as your savior, then 
he will turn into a virtue and be your fortune. Our work is a kongbu(practice; 工夫) not to incur a 
Cheok and promote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Taking the remaining fortunes would be sufficient, 
should you have made all the other prosperous.”(Gyobeop 1: 56)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lienated 

wield the power at his will or dominate others out of retaliation for their past discrimination or 

injustice. That is, although Sangje let people do anything as they please,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ies is being reestablished that one should repay evil with good and treat others 

properly. 

It is true that Sangje resolved grievances of all sorts ranging from the grudges of kings to 

revolutionaries as well as those of several deities. For instance, Sangje resolved the 

grievances of Jeon Myeongsook(Gongsa3: 2)29, Choi Suwun(Gongsa 3: 2)30, Jinmuk(Gwonji 

2: 37)31. Danju(Gongsa 3: 6), Qin Shi Huang(the emperor Shi of Qin kingdom)32, and those 

of deities(Gyowun 1: 17). Further, he remedied the grievances of the spirits of rebel with 

eternally indelible dishonor, while dispatching them to a sacred celestial star(Gyobeop 3: 6). 

Here, although Sangje conducts the Reordering of the deities accord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ir deeds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supreme good of humankind, he also conducted 

resolving the personal grudges caused by failed ambition, jealousy or obsession. Ye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reordering of personal grievances is derived from his design of actualizing a 

great plan to open an earthly paradise of the Later World of mutual beneficence. Thus, 

regardless of people’s aims being fulfilled, or their intentions of actions being public or 

private, Sangje resolved these grievances while allocating those to each reordering work to 

fulfill the idea of mutual beneficence for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people and spirits.  

In turn, the consequenc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people follows that Sangje resolved 

their grievances through letting them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cause, i. e., through taking part 

in hi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to create the Later World of an earthly paradise. Thus 

                                           
29 Jeon Myeongsook initiated Donghak peasant movement in the spirit of making peasants noblemen and men of low birth 

noble(Gyobeop 1: 2).  
30 By proclaiming the Eastern Dao, Choi Suwun endeavored to propagate the great Way(Dao), while receiving the 

heavenly mandate and teaching of the deities. 
31 Jinmuk went up to heaven so that he can learn every ingenious teaching to pass on to human beings, but he was killed 

by jealous Confucian scholar Kim Bongok.  
32 Along this line, it is noteworthy that he also proclaimed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 of China’(Gongsa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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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meaning of sublimation of desire through purification or 

cultivation of mind which are immanent in the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we can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angje’s Works of resolving the grievances in its full extent.  

Hence, as Dojeon explains, “the marvelous work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to reflect 

on vanity and ambition, while exercising vigilance with pur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mind 

when bringing oneself to one's bearings not to have any regret.”33 Furthermore,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ter World of 

an earthly paradise through reaching into 'the unification with Dao' based on the mind of 

purity and tranquility. 

For this, mutual resolution of Cheok is most essential.34 And this act of resolution is the act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great cause of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which focuses on resolving 

every grievance in heaven and earth, while accomplishing mutual beneficence.  

All in all, we can notice that a genuin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not to do with anything 

acted freely at one's own desire. On the contrary, true Resolution should lie in cultivating Dao, 

not in following the temptation of negative habitual tendencies, while resolving Cheok and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And this naturally results in unification with Dao.  

In turn, the ultimat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the cultivators can be found in reaching 

into the Later World of an earthly paradise with transformed mind and body following 

Sangje’s teaching, while informing the other sentient beings of the right way to go with.  

Thus, following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in which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prevail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real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Yet, it can be 

successful only when it is don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Related to this, Buddha also taught 

ethical teachings as follows; “Thus shall speak only when it is beneficial to others and 

yourself. ”35 In a similar way, this is how real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possible when it 

intend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Hence, wherea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a one-directional, i.e., unidirectional concept, 

presupposing sacrifice either of other or oneself(like benevolence, love or mercy),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an be closer to reciprocal concept where there is more emphasis on mutual 
                                           
33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opagation and Edification 2 
34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through remedying animos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a country nobleman and a petty 

official of a provincial town’ are described in Gongsa 1: 25. 
35『雜阿含經』14, T2, p. 292c; “於二義俱備，自利亦利他。謂言愚夫者，以不見法故.”; 『別譯雜阿含經』,  

T2, pp.432a29-432b12; “自如說行，亦復教人如說修行。若能具足十六支，此則名為自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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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ence, working as a buffer zone not flowing to the selfish, self-satisfying negative 

direction. And this ethical features of mutual-giving suggesting that ‘one has to perform 

certain speech and action when it is beneficial both to oneself and others’36 is the aspect of 

teleological-consequentialist ethics. Then, let us turn to the aspects of ‘Resolution grievances’ 

in relation to the tenets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Unification with Dao’. 
 

Ⅳ. The implications of Resolution grievances in relation to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Unification with Dao’ 

 

As seen above, since "Sangje gave primacy to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resulting in 

reciprocation,”37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it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Yet, this principle is related to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s also applied to the world of 

deities in that spirits also possess various kinds of grievances,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it in 

various ways.   

Yet, here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spirits, 

which also requires mutual beneficence. Following Daesoon Theology, since the age of the 

Former world is the period of making and bearing grievances, the spirits possess these 

grievances as well. Thus only when it is don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true resolution can be 

achieved for the spirits. 

 However, without know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Later world, which is run by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spirits might be inclined to resolve its grievances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flict. Yet, hearing and realizing that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has changed in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spirits can help the affiliated cultivator to fulfill their 

objectives of Dao as a public affair. And through their contributions, spirits can get a reward 

and be truly resolved from their grudges and sublimated into belonging to the sphere of the 

Later world. Here, the principle of teleological consequences is applied. In consequence, 

                                           
36 Please refer to Essentials of Daesoonjinrihoe, pp.19-21. 
37 Essentials of Daesoonjinrihoe,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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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Here the principle of reward and desert can explain why there follows any possible 

sacrifice in practicing act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love, 

benevolence, or mercy since these good acts might presuppose one party’s sacrifice. It is 

because that these acts can produce good results sometime after, when they reach into a 

proper moment to receive these, even in his after life, or in the period of his descendants. 

On the contrary, like the Arhat in Buddhism, although one reaches into the level of 

unification with Dao, he still has to receive the negative karma which were done before, 

including the actions of his previous life and those of ancestors. Since according to Daesoon 

philosophy, even the past actions get to be relat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under the closely 

intertwined principle of causality.  

Thus, without understanding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set by 

Sangje’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s not possible.38 In due course,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can be 

perfectly tuned to each other in harmonious and mutually complementary way that they can 

reach into the level of Dao as to be evenly transformed into ideal beings.  

Following Daesoon Thought, the human mind is an organ in which divine beings reside 

and use to make things happen(Haengrok 3: 44). Likewise, human beings come to achieve 

harmony with divine beings through their minds. Hence, when human beings keep clean and 

selfless mind, while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and live in union with divine beings for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they can reach into the stage where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fulfill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In consequence, human beings can share eternal blessings of life with deities, facing the 

period of Injon(Man, the Venerable; 人尊), characterized by the two principl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 and Repaying the gratitud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of all life.39 In this way, Daesoon ethics attempts to build a whole image of 

                                           
38 And if there were no solving of the program by Doju Jo Jeongsan who, following the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solved the program for the Later world in a way to be ruled and run by the principle of mutual-living and harmony,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Repaying the gratitude for mutual 
beneficence’ could not be actualized.  

39 In that the latter signifies ‘not disregarding the grace shown to you, while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it is also  
gr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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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leman embodied with heavenly virtue who is harmonized with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objectives and their realization in reality. Here, the individual aim lies in the unification of 

soul and body, and the unity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 This sort of harmonization among 

humans and deities are well expressed as the tenets of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and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Here, the idea of Injon is suggested 

as the ideal of anthropocentric divinity with perfect virtue who recovered the innate nature 

given from Heaven.  

Yet, although it has an anthropocentric character, the tenets aim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of both deities and humans. And this leads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virtue ethics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two traits of deontological and consequentialist ethics, while possessing the 

teleological character of achieving Dotong as the best result of cultivation, as well as basing 

oneself on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and morals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Ⅴ. Conclusion: Relation to the Four Tenets as an Ethics for practice 
 

According to Daesoon thought, Sangje Kang Jeungsan rectified the disord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opened a path to the everlasting Later World to rescue the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from their piled-up barriers and calamities with his Public Work of Reordering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Hereupon, this Work of Great Reordering results in reciprocation(Boeun; 

報恩), while making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Haewon; 解冤)’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by which the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make recourses to each other.  

And based on this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the four tenets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the other two tenets were established as the normative ground for 

ethical practice in the Fellowship of Daesoon Truth.  

In everyday practice of mutual beneficence, the major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s proposed as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without c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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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k.’40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ne is liable to go to the evil side when one does not guard 

against self-deception. Accordingly, one is advised to go against the various temptations 

which the evil spirits might cause one to think41and not to persist in claiming our thoughts out 

of selfishness which might hurt each other's emotion, resulting in formation of another Cheok. 

Thus, in order to prevent Cheok, one should not hate others, practice virtuous speech,42and 

be considerate to others' situations, while persuading them through our reasonable and 

righteous explanation. In this way, the principl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becomes the 

normative ground for the everyday practice  

In regard to the deontological aspect,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ethics of 

mutual beneficence. Upon realizing the fact that people around us are thankful beings who 

help our existence to be worthwhile and meaningful, one is advised not to spare efforts to help 

other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pirit of joining efforts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43And this 

fact is naturally related to the teleological aspects in that we can reach into the level of 

Unification with Dao, if we cultivate ourselves to respect people in this way. And this is how 

we embody and internalize the virtue of Dao through practicing the ethical principles 

consisting of five virtues of yinlyun(人倫) in different context.  

All in all, applying the Western concept of normative ethics, this spirit of mutual ethics not 

only encompasses both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ological objectives and deontological 

ethics, but also transcends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thics due to its feature of oriental virtue 

ethics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principle of Dao of Deities(神道), yet in different forms. 

Nonetheless, it differs from the expansion model of Confucian normative model or Western 

virtue ethics in that it aims at ‘resolving the grievances of deities as well as humanities for the 

mutual beneficence’, while trying to realize the ‘Three Tenets of Daesoon Truth.’  

Therefor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in relation to ‘Guarding 

against self-deception’ can be seen as a positive ground for practice in life, while reflecting on 
                                           
40 Daesoon Jichim, p.27. 
41 They might come to be affiliated with people either to make a revenge or to train certain person in a certain way. 

Especially in human relations, it often causes conflicts or misunderstandings while inducing different views of each 
part.   

42 Whereas these indecent minds or actions are the results of negative actions which might have been performed in 
advance,  

in one way or another, one can pray to Sangje for resolution of Cheok inside of one’s mind by repenting or appreciating 
to others by way of reciprocating the result or grace shown to us. Here, the essence of tru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constitutes respecting others with a thankful heart, since in this way, the possible Cheok can be melted down and evil 
spirits can eventually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other forms by sharing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heavenly program set 
by Sangje. 

43 Essentials of Daesoonjinrihoe,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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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 speech and action not to cause Choek, yet promoting the betterment of others. Further, 

this principle leads to ‘Harmonious union of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 

scope of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in Re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encompasses deities as 

well as human beings. Hence, this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cence should be understood both 

as a deontological and teleological ground for realizing its aim, while revealing oriental virtue 

ethic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ther te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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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體醫學」角度談「整體醫學」之發展 

劉劍輝 

天帝教 天人研究總院 天人炁功院 副院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 博士 
 

摘  要 

本文以「天人炁功」及「靈體醫學」為基礎，並匯總目前中西醫學內涵，嘗試建構

「整體醫學」之醫療系統概念與基本模式。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前言、首先簡

要提出完整身心靈生命結構體與整體醫學系統概念；第二部分、匯整探討「天人炁功」

之炁理機制與「靈體醫學」內涵，包括：其一、靜坐與天人炁功之炁氣運作要義，特別

是有關氣炁絪縕之機制，其二、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與內涵，主要涉及「自行性

過濾轉化機制」、「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以及整體機能與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其三、

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其四、「靈體醫學」基本內涵與深層作業程序；

第三部分、主要提出「整體醫學」架構與療癒模式，其一、先歸納闡述「整體醫學」架

構，其二、提出「整體醫學」之三層次療癒助力，其三、彙整提出「整體醫學」療癒模

式架構，其四、說明有關臨終照護與無形歸路，主要在認知靈體存在之前提下建構「生

死學」概念；第四部分為結語，提出從「天人炁功」發展「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

體醫學」及「整體醫學」之前景。 

 
 
 

關鍵字：身、心、靈、天人炁功、親和力、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整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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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完整身心靈生命結構體與整體醫學系統概念 

 
個體生命結構究竟為何？疾病與健康含括之層面又為何？目前人間科學所掌握之

廣度與深度是否已足夠？從宗教修持及整體生命的角度來看，個體生命應由「肉體」及

「靈體」兩個結構主體所組成1，兩者交會結合之後形成「身(身體)」、「心(心理)」、

「靈(靈體)」三個作用場，其中「身(肉體)」為一個短暫的生命結構體，「心理」屬靈

體與肉體結合後之無形交互作用場(心識作用場)，而「靈體」則為永遠不滅(永生)的生

命結構主體，是累世記憶的儲存處、人體潛能的源頭、人體神祕力量的來源、更是可以

進入靈界(信息場—高次元天界與陰間)的主體。身、心、靈三者其個別在偏離或失去正

常的運作模式時，皆可能產生病變，而且彼此之間也可能交互影響。 
針對身、心、靈三方面之病變，理論上應有個別所屬之醫學原理與醫療技術與之對

應，至今身、心醫學發展已有相當成果，對於身體與心理疾病，目前已經發展相當程度

的西方醫學、心理治療或精神醫學…等診察療理技術，且除了前述西醫系統之外、另有

其他獨立發展的醫療系統，如中醫系統、蒙古傳統醫學系統、印度醫學系統…以及其他

各種互補及另類醫學等，對於以身體為主及部份心理層面之病變，大致已能產生實質的

醫療效果，但對於以靈體為主的疾病或因靈體導致的心理或生理病變，現階段則尚未發

展適當、完整的基礎醫學理論及醫療技術內容。 
從基本的操作層面來看，顧名思義、「天人炁功」即是藉由合格的炁療者以求診者

之誠心為基礎，代為向無形之天醫神媒請求，進行相關病症調治的一種程序，實施炁療

者則擔任媒介的角色，並以其本身之心性修持，接引無形天醫所傳送的炁能及信息，協

助進行及完成炁療程序，因此「天人炁功」乃是一種「天人聯合調體」的治療程序。從

調治之層面來看、「天人炁功」涵蓋靈體與肉體，兼具修補、調整靈體與調治肉體之作

用，故其整體調治之效果較一般治療之層面為廣，為一種涵蓋有形與無形之炁療模式；

由於「天人炁功」兼具調靈與調體的作用，因此、即使對於壽元將盡的人，依據無形古

佛聖訓提示：「故當求治者如生理機能衰弱、肉體毀壞時，此時施予炁功則將是以拯救

求治者之『靈魂』為最優先，以調養肉體之生理為次要！」2，換言之、即使對於壽元

將盡、生命即將終了的人而言，從生命永恆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對其仍有正面效益。 
綜而言之、目前雖對身心疾病之診療技術已較成熟，但對靈體本身及其所導致的身

心疾病則尚未發展適當的醫學原理及醫療內涵，因此、人間實有必要逐步發展相關之「靈

理學」及「靈體醫學」等內容，以提供有關靈體基礎理論與治療技術之參考及實務所需，

其中「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的實際操作技術之一，可作為一個適當的切入點；

因應日趨複雜的文明發展與身心靈疾病狀況，更有必要在「靈體醫學」的基礎上，協同

既有的身、心醫學，發展完整的「整體醫學」系統。 
 
 

                                                      
1 劉劍輝，〈靈理學內涵初探〉，《第十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100.11.25.，p.575-601。 
2 無形古佛己巳年聖訓，〈精神療理名稱正式改為天人炁功〉，《天人炁功師訓與聖訓》，台中，天帝教臺灣省掌院編印，

85 年 4 月，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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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人炁功」炁理機制與「靈體醫學」內涵 

 
「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之實際操作技術，在架構「靈體醫學」內涵上具有

重要角色；在修持上、靜坐與天人炁功皆與先天炁的作用直接相關，在探討天人炁功療

病之炁理機制時，有必要理解天人炁功與靜坐之炁氣運作要項，在此先針對「氣炁絪縕」

機制內涵進行摘述探討；而當天人炁功實施過程中之三方(三角)關係形成且達到熱準

時，由施治者接引自天醫之炁療能量，打入求診者體內時，須經過兩大程序，其內涵為：

「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及「整體通貫運行路徑」，才能達成炁療效果，此部分屬於天

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3，並與整體機能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直接相關；另外、

有關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以及「靈體醫學」基本內涵與深層作

業程序，亦在此論述。茲分別彙整探討於下： 
 
(一)靜坐與天人炁功之運作要項—氣炁絪縕機制 
 

在靜坐或天人炁功實際進行或操作過程中，兩者有其相關之內涵；靜坐屬於精神鍛

煉之實修法門4，傳統靜坐過程隨著功夫進階可能經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等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與上、中、下丹田有關，吾人亦已針對“煉神還虛”與“上丹田”
之關係進行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 )實驗，並建立兩者間之多次元量子模型

(Multidimensional Quantum Model)5；在靜坐或天人炁功運作狀態下，都有可能達到「氣

炁絪縕(或氤氳)」的現象6，這是人體身心靈在炁氣層次高度調和的一種非常狀態，是低

階能態提昇至較高階能態的必須過程，也是傳統所謂「天人合一」現象的基礎。「氣炁

絪縕」的基本意義是指內在氣炁能量與外來氣炁能量，在體內不同氣場構形區域內，產

生融和交會、調整淨化氣炁內涵、並提升能階之整體現象；嚴格說來、「氣炁絪縕」現

象之引動產生有「由外而內」(陽氣順入)以及「由內而外」(陽氣逆出)兩種類型，並且

依據氣炁能量在體內不同氣場構形區域之變化，而分別有四種深度層次。 
由於天人炁功是引入外來炁能，在此先以炁能「由外而內」引動體內之炁氣變化層

次(陽氣順入)進行探討，並引用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傳示之聖訓說明於下：「…此時所

引入的大空之炁依序通過體外之各軌道、各電力作用區而與『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

產生第一層面似太極狀態旋繞方式的炁氣絪縕過程，經此調和過的氣化能量再進入『靈

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內產生第二層面的氣炁絪縕過程，逐次進入體內氣化系統之各電

流作用軌道、各電力反射區中發生第三層面的氣炁絪縕過程，最後進入生化系統中發生

                                                      
3 〈二一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四)基礎性施治過程〉，《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

92 年 6 月，p.290。 
4 李玉階等著，《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1997 年 10 月三版，p.93-100。 
5 Chien-Hui Liou (劉劍輝),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Quantum Model of Brain Activity: The Exploration of Increased 

Neural Energy States in Daoist Meditation, NeuroQuantology 14(3): 524-534. (Sep. 2016) doi: 10.14704/nq.2016.14.3.930. 
6 〈談首任首席修煉封靈的「氣炁絪縕」部分過程〉，天帝教《第五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85
年 8 月初版，p.3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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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面的炁氣絪縕過程。6」依據此段聖訓及彙整相關聖訓資料內容顯示：第一層次

之氣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體外能量發揮層(即「氣化系統外層」E4~E1 區域及D4~D1 軌

道)與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簡稱靈意網路)外層(A4~A1 區域及B4~B1 軌道)之間，第二

層次之氣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靈意網路外層(A4~A1區域及B4~B1軌道)與靈意網路內層

(b1~b4 軌道及a1~a4 區域)之間，第三層次之氣炁絪縕現象是發生在靈意網路內層(b1~b4
軌道及a1~a4 區域)與氣化系統內層(d1~d4 軌道及e1~e4 區域)之間，第四層次之氣炁絪縕

現象則是發生在氣化系統內層(d1~d4 軌道及e1~e4 區域)與生化系統(神、魂、氣、魄、

精等區域)之間。 
上述氣化系統(包括外層及內層，外層即是體外能量發揮層)、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

路及生化系統…等，皆為無形之氣(炁)場性結構體，可稱之為(無形)“氣場構形”。圖 1
則呈現炁氣絪縕變化層次與深度(陽氣順入)之四個概要圖示，由圖中可知、氣炁絪縕第

二層中，外入之炁能正作用在靈意網路外層與內層區域，其中心點恰為「熱準中心」(上
丹田)所處之「心性系統」高維度空間位置，此一位置為炁能「調靈與調體」之關鍵樞

紐；另外、「陽氣逆出」與「陽氣順入」之四個層次相同，惟氣之運動方向相反，為由

下而上(即由內而外)。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說明：此處以平面圖表現第一至四層氣炁絪縕過程之不同深度狀態，惟第四層氣炁絪縕狀態較難以平面

圖形表現，其實質為氣化系統內層與生化系統間炁能之多次元旋繞及共振形式。 

圖 1 “陽氣順入”之炁氣絪縕變化層次與深度 
 

(二)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 
 

天人炁功之基礎性施治過程主要包括兩大程序內涵：「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及「整

體通貫運行路徑」，茲簡要彙整說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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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7 

 
外來炁能是否能順利進入受診者體內並產生作用，與受診者之「自行性過濾轉化機

制」有關，此機制由四道接收關卡、三層轉化或轉譯作業及一層另類轉譯作業、共八道

程序組成，其作用位置自頭頂外部上方由上而下至頭顱內部大腦皮層之內，圖 2 顯示「自

行性過濾轉化機制」之程序及作用位置關係，外來之炁療能量，必須經過此一機制之作

用，符合求診者之靈質、靈氣、體質、體氣，才能被人體所感應、解讀、消化、吸收、

或運用。在實施天人炁功時、施治者左手金光及右手金針兩股能量之匯集處即是在大腦

松果體之高維度空間位置，松果體位置與前述熱準中心(上丹田)乃虛實有無之多次元重

疊關係。 
 
 
 
 
 
 
 
 
 
 
 
 
 
 
 
 
 
 
 
 
2.「整體通貫運行路徑」8 

 
當外來炁療能量經人體「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接收及解碼轉譯之後，此一帶有「指

向性治療訊息」9之能量已成為大腦可資運用之炁能(包括其中夾帶之信息與推運能力)，

                                                      
7 〈二一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四)基礎性施治過程〉，《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

92 年 6 月，p.291-299。 
8 〈二一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四)基礎性施治過程〉，《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

92 年 6 月，p.299-302。 
9 〈二一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四)基礎性施治過程〉，《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

92 年 6 月，p.294。 

1.第一道接收關卡 
－類似感測器 
(體外能量發揮層) 

2.第二道接收關卡 
－類似防護罩 

(體外能量發揮層 D1 軌道/ 
靈意網路 B4 軌道及 A4 區) 

3.第一層轉化作業 
5.第二層轉化作業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4.第三道接收關卡 
－類似混合器之開關 

(靈意網路之熱準中心) 
6.第二層另類轉譯作業 
－(靈意網路/大腦皮層) 

7.第四道接收關卡 
－類似轉譯機之開關 

(大腦皮層) 8.第三層轉譯作業 
－(大腦皮層) 

乙 

丙 

丁 

b4 

b3 

b2 

b1 

a4 

a3 

a2 

a1 

a 

A1 

A2 

A3 

A4 

A 
B1 

B2 

B3 

B4 

甲 

E1 

E2 

E3 

E4 

D1 

D2 

D3 

D4 

圖 2 「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程序及作用位置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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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在大腦皮質及有形無形生理機體中產生後續推動作用，主要是在體內稱為「整體通

貫運行路徑」之上進行操作。依據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之聖訓內容可知，所謂「整體

通貫運行路徑」是指生化系統及大腦皮層間之循環機制，有順行式與逆行式兩種路徑，

決定路徑之變數包括：求診者當下和子力與電子力之大小，以及生化系統與各臟腑間之

運作狀態。理想狀況下、生化系統與各臟腑間之運作狀態是以產生陽質能量為主，常態

下、外入之炁療能量通常有助於求診者趨向於此種理想狀態發展，因此該整體性之炁療

走向、一方面會以順行式之通貫運行路徑，由轉入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之作用開始，

並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之訊息傳遞，將炁療能量轉入臟腑經絡中，並與生化系統五大

能量區發生持續性之通貫作用，如此周而復始、循行不已，直至運行熱準降至某一界面

為止；另一方面、一部分之化生或損剋氣能，也會進一步在大腦皮層中持續發揮正面性

強化作用，以強化或調節求診者心理、生理機轉中原有氣化內容物及旋力方向，圖 3 呈

現「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之內涵。 
 
 
 
 
 
 
 
 
 
 
 
 
 
 
 
 
 
 
 
 
 
 
3. 整體機能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效應機制 

 
單純從肉體角度而言，肉體生命機能與結構是否可能恢復或再生、以及其關鍵因素

為何？值得深究，對於原先生命力枯竭的身體組織或細胞，由於缺乏氣炁浸潤滋養的活

圖 3 「整體通貫運行路徑」及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效應 

生化系統 
神魂氣魄精五大 
能量區之氣化運行 

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 
(陽質能量消耗) 

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 
(陽質能量產生) 

臟腑經絡 
體內各臟腑間 
之氣化運行 

大腦皮層 

(機體功能) 
中樞神經 
自主神經 

脊髓 
末梢神經 

內分泌系統 

 

炁氣絪縕 
第三/四層 
靈意網路、 
氣化系統與

生化系統 

炁氣絪縕第一/二層 
氣化系統與靈意網路 

 
心性系統 

外來炁療能量 

生命力漸趨旺盛 
充滿炁氣浸潤滋養 

生機逐漸旺盛 

生命力逐漸枯竭 
缺乏炁氣浸潤滋養 

生機逐漸衰微 

氣炁層次/次原子/ 
原子/分子/細胞/組織/ 
器官/系統/整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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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而逐漸衰弱毀壞，在此狀態下欲求恢復生機談何容易，但亦非完全不可能；在炁

療及靜坐修持狀態下，由於炁能之「調靈調體」作用，不僅在靈體之無形氣場構形受到

影響，從肉體之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結構、以迄整個生命個體，都可能受到炁能之

浸潤滋養，而受到炁能浸潤滋養的細胞及組織，將逐漸展現較為正常或旺盛之生命力，

其細胞、組織、器官、系統…乃至整個生命個體，由於炁氣充滿，因而生機旺盛，其中

牽涉到某種微觀之生命機能生發效應(可稱為「炁氣生發效應」)、以及「逆旋變化」之

生命機能逆轉回復效應(亦即：由原本衰弱之「逆行式」通貫運行路徑反轉為「順行式」

之通貫運行路徑)，使得損壞之有機體得以再生。 
整體說來、機體在炁療狀態之炁能供應下，逐漸呈現出結構體之生發能力，究其原

因、可能在前述較呈現理想狀況下之「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中，以外入之炁能幫助生化

系統與各臟腑間之運作狀態，並產生陽質能量，使整體之炁療走向反轉成順行式之通貫

運行路徑，並可能由轉入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之作用開始，經由末梢神經與細胞間之

訊息傳遞，將炁療能量轉入臟腑經絡中，並與生化系統五大能量區發生持續性之通貫作

用；另一方面、一部分之化生或損剋氣能，進一步在大腦皮層中持續發揮正面性強化作

用，以強化或調節心理、生理機轉中原有氣化內容物及旋力方向。8 
圖 3 中亦顯示在「整體通貫運行路徑」中之生命單元炁氣生發機制之簡單程序及層

次關係，由細胞結構或次於細胞結構(分子/原子/次原子)之層次，受到炁氣充滿之浸潤滋

養，使得基礎之細胞結構生命力旺盛，而漸次影響到組織、器官、系統…乃至整個生命

個體。 
 
(三)「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對人間醫學之意義 
 

有關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之間的關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曾提到：「就“炁”的
角度來看，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是一體的，但是就施行的方法、對象而言，天人炁功實

為靈體醫學在療理有形世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的一種媒介，也就是說天人炁功扮演著銜

接無形與有形之間能量差距的角色…」10，在高能階之先天炁狀態下，靈體醫學原本即

是對治高次元生命體的醫療方法，而對應較低次元空間之生命體，天人炁功則扮演能量

及訊息承接轉換的角色，如聖訓所言：「天人炁功可銜接先天炁能，並轉化成有形生命

體、生機體能夠吸收的機體能量，補充靈體、靈能，修補靈質或機體之破損，讓生命體、

生機體的原有壽命，獲得相當程度的療理效果，甚至具有換命、延命、加命、添命等不

可思議的改造力量」10，此處所論及之內涵已遠非目前人間醫學所能觸及。 
另外、從天人炁功之傳授方式、鍛煉方法、操作實施模式、體內之炁氣運化狀態、

身心靈之療癒效能…等層面來看，天人炁功自成一個醫療系統及操作模式。單純從醫療

的角度來看、天人炁功也可以與各種醫療方式配合，輔助各種醫療方式之效果，尤其當

中西醫療方式已宣告無效之狀況下，天人炁功仍可以依其原理獨立施作，而可能達到治

癒疾病的最終目標，有許多天人炁功實施之成果案例，顯現天人炁功之醫療價值。從醫

                                                      
10 〈二二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七)—與靈體醫學之關係〉，《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

版社，92 年 6 月，p.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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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理來看、由於人體「生命系統」包括「有形生命系統」及「無形生命系統」兩大部

分，其中「無形生命系統」所包括之各類無形運作系統，如：「心性系統」、「靈魂意識

交集引合網路」、「整體電力引合網路」(含氣化系統及生化系統)、「臟腑氣能循環系統」、

「經絡系統」…等部份11，除「經絡系統」與部分之「臟腑氣能循環系統」之外，其餘

部分已完全不在目前西方醫學及中國醫學之掌握範疇內，再從其運作之先天炁能來看，

更不是目前人間醫學之操作內容；另外，目前「互補及另類醫學」(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之發展，正是在主流醫學及療法之外，另行開闢途徑，希望

尋求人間醫學之突破，包括催眠(hypnosis，含一般催眠、深度催眠—前世回溯)、氣功

(Qigong)、靜坐(meditation)、針灸(acupuncture)、食物療法(macrobiotics)、植物療法(如
草藥及中藥等)、接觸療法(manual healing methods，如腳底按摩、推拿、脊骨療法)、尿

療法(urine therapy)、營養補充品(nutrient supplements)、同類療法及各種身心靈調合治療

法(mind body techniques，如坐禪、瑜伽、祈禱…等)…等，在某些大學醫學院中甚至已

將CAM納入正式課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de of Health)更是撥出

大量研究經費，對CAM進行深入研究，顯示其對主流醫學技術欲求突破之用心。 
「天人炁功」與「靈體醫學」在人類醫學上正是扮演者開啟新知的角色，在醫學原

理上，目前人間之生理學僅對肉體有研究之成果，而「靈理學」1之發展為未來必然之

趨勢，也可能帶動「靈性心理學」12之發展，同時有關「炁」與「氣」相關內涵之深入

探索11，配合人體各類無形運作系統之研究，將可能發掘中醫經穴氣脈理論之源頭，甚

至對神經科學之源頭理論發展亦將有所助益，從「天人炁功」或「精神治療」切入，到

「靈體醫學」及相關醫學技術之發展，可以看到未來醫學與「整體醫學」之前景。 
 

 
(四)「靈體醫學」基本內涵與深層作業程序 
 
1. 靈體醫學基本內涵13,14 

 
「天人炁功」實施內涵涉及「靈體醫學」之建構，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曾於民國

八十二年第四期師資高教班之聖訓中提到：「…『靈體醫學』是綜合診治『身、心、靈』

之整體醫學，其治療對象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及有形界之生命體與生機體，不僅是人類

未來尖端醫學科技，亦是整合科學、哲學、神學之未來學」。茲依據該聖訓資料將其中

包括之診治原則、診治過程、診治原理、人體組合等四個部分之內容摘述介紹於後13： 
(1)診治原則：包括「視、聽、言、行」等四項，此四項如同中醫學之「望、聞、問、   
  切」精神。「視」者，診望；「聽」者，耳聞、心聞；「言」者，審問、考證、質疑；「行」   
  者，實際診斷、檢驗暨醫療。 

                                                      
11 劉劍輝，〈炁理學內涵初探〉，《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98 年 1 月 9 日，

p.297-314。 
12 劉劍輝，〈靈性心理學內涵初探〉，《第十一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101 年 11 月

16 日，p.79-110。 
13
〈靈體醫學診治身心靈〉，《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83 年 12 月 1 日，p.69-71。 

14 劉劍輝，《新領域》，〈整體醫學〉，台北：帝教出版公司，2015.12.21 初版，p.36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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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治過程：包括「診、調、治、煉」等四項。「診」者，診斷分類；「調」者，調和修

補；「治」者，治療運化；「煉」者，修煉變化；此四項診治過程皆可針對身、心、靈

部分分別應用。 
(3)診治原理：包括外力與自力兩類，強調外力(神力)顯應與自力(人力)配合，即神力(神

媒)加持靈光及人力雙修性命之綜合作用。 
(4)人體組合：身、心、靈一體，有關人體身心靈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量變化關係如表 1

所示。身、心、靈對應之解析理論為生理學、心理學與靈理學，個別對應之本質形態

分別為體質、氣質與靈質，個體經過修持鍛煉，其內在精、氣、神之質量變化可提昇

為元精、元氣及元神。 
 

表 1 人體身心靈組合之本質型態與質量變化13 

人體組合 

組合結構 解析理論 本質型態 
質量變化 

私慾執迷 煆煉精華 
身 生理學 體質 濁精 元精 
心 心理學 氣質 濁氣 元氣 
靈 靈理學 靈質 濁神 元神 

註：所謂「濁精、濁氣、濁神」與「陰精、陰氣、陰神」之質量內涵比較有所不同；而「元精、元氣、

元神」與「陽精、陽氣、陽神」之性質亦有殊異，以上二點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按：依實義而論、

「濁」有成分濁雜、複雜的意思，且質粒較粗糙；「元」有成分精純、單一的意思，且質粒較精

細；「陰」與「陽」則分別代表能階之低與高。) 

 
2. 「靈體醫學」深層作業程序 

 
經由高次元傳示之訊息可知，目前已實施之「靈體醫學」實質作業程序，依據受診

者修持狀態之差異，大致有兩大類型：第一型作業程序為針對稍有靜坐修持者，此可歸

屬於一般身分形態，作業之目的是以身心靈之療癒為主；第二型作業程序則為針對靜坐

修持已略具「封靈」(為天帝教特殊之修持鍛煉法門)芻型者，此則屬於較特殊之身分形

態，作業之目的主要為身心靈內涵之調整或提昇為重點；茲依據高次元聖訓資料，將第

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彙整分析於下： 
若受診者稍有靜坐修持功夫，依據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提示，針對此類型受診

者，此時無形界相關司職神媒之「靈體醫學」作業內容包括「診靈換命」、「療靈延命」、

「護靈加命」、「補靈添命」等四大程序15,16,17,18,19，此「診、療、護、補」四大作業程

                                                      
15
〈八十、以診療護補四種方式調養凡靈〉，《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

p.98-99。 
16
〈九三、「診靈換命」即是「天命換人命」〉，《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

p.122-123。 
17
〈一 O 八、「療靈延命」強化凡靈達成延命目標〉，《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p.143。 

18
〈一一六、談「護靈加命」〉，《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p.151。 

19
〈一一九、補靈添命是針對病況急迫的緊急措施〉，《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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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修整靈體，乃是急速施治之權宜方式，屬無形醫療單位執行部分，目前已實施者為配

合五十五天閉關靜參修持、或是於天人炁功…等內容而進行。 
有關上述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顯示於圖 4 中。經過「

診、療、護、補」四個整修過程，應配合持續不斷奮鬥，培養正氣力量，其「換、延、

加、添」命之期限長短，端賴天命的執行與培功立德而定。人間的醫學大致是以藥物施

行治療為主，而靈體醫學之施治除了天藥外，另配合有金光、神光以及更高階之光能。

名為「靈體醫學」主要是以「醫治靈體」為對象，但非一成不變，乃因應時空、施治對

象等條件而有所制宜。上述四大作業在實際施治時，乃是以「診、療、護、補」交錯施

用，有多種因應變化方式。靈體醫學操作對於凡靈凡體並沒有負作用，但如靈肉之間不

能協調，效果即大打折扣。由於後天凡體受病源入侵功能損壞嚴重，無形藉由整修之刺

激帶動活化凡體機能，活化效應可以自然增強生命機能，再持續不斷配合每日至少二坐

，最後可以確實斷除病根。20 
現階段之靈體醫學實施對象局限於天帝教神職同奮，主要是因為參加五十五天閉關

的四階段修煉，無形中已對這些同奮相關之主要體質、靈質與靈肉之間反應詳細紀錄，

此為適用靈體醫學之先決條件20，並且是在閉關之「先天炁養成期」階段實施，由於通

過「後天氣養成期」(或包括「煉元神養成期」)之鍛煉，對於神光加持之生理適應狀況

紀錄，以及元神功能已強化等已有基礎。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到，個體能受到無形醫療單

位之非常關愛，而獲得「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之整修實須有相當的機緣，以目前來

說、多半是當事人在人間願意進行正念正信的生活，並發願承擔天人之間調和運化的工

作—也就是所謂「願意承擔天命」，因而能有此「天命換人命」之機緣；當靜坐與天人

炁功之推動時程與經驗逐步累積，相信一般社會大眾有緣人，亦有機會得到靈體醫學推

廣之效益，如先天一炁玄靈子老前輩所說：「原則上，只要求診者的因緣具足，有心向

道，並誠心接受無形天醫的加持，均有機會進一步再受到天醫們的特別愛護，而為其等

之凡靈、肉體做持續性的靈療與體療的淨化作業，使該求診者能夠在不忘天德、天恩之

餘，持續完成己身所應承擔之既有天命」21。 

                                                      
20 〈一五七、靈體醫學施治實以四大作業交錯施用〉，《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版社，92

年 6 月，p.208-209。 
21
〈二二四、天人炁功的學理探討(七)—與靈體醫學之關係〉，《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新店，帝教出
版社，92 年 6 月，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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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醫學」架構與療癒模式 

 
此處綜合中西醫學及靈體醫學內涵，嘗試提出「整體醫學」架構；另外，考量所可

能涉及之三重(層次)療癒助力，提出「整體醫學」療癒模式；倘若已盡醫療全力而病症

仍未好轉，則如何善盡臨終照護與認知無形歸路，為當事人、家屬及醫護人員之重要課

題，在此亦稍觸及包含靈體觀念下之「生死學」概念。 
 
(一)「整體醫學」架構 
 

說明 1：第一型「靈體醫學」作業程序一般乃針對受診者為稍有靜坐修持者。 

說明 2：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如上所示，在實際施治時則是以「診、療、護、補」交錯

施用，有多種因應變化方式。 

說明 3：經過「診、療、護、補」整修過程，配合後繼持續不斷奮鬥，培養正氣力量，

「換、延、加、添」命之期限長短，端賴天命的執行與培功立德而定。 

圖 4 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基本程序及內涵架構圖 

第一型「靈體醫學」四大作業程序 

修補/增添:肉身病症明

顯,衡量靈肉個別與互動

反應,予以強制修補 

補靈添命 一般在三個月以內 

或其他療程 
否 

診察 / 更換 : 對壽元將

盡、業力糾纏、冤孽深

重者直接施以整治 

診靈換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先行診修凡靈,如無法

適當診修,則加以換靈 

是 

否 

或其他療程 否 

治療/延長:排除凡靈受

病症業力干擾,強化凡靈

生命力,延長肉體壽命 

 

療靈延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至少延命六個月以上 

是 

否 

或其他療程 
否 

護持/增加:以先天炁能

與金光光能護住傷重凡

靈,抑制急速退化現象 

護靈加命 

完成整修 療程終止 

一般延命三個月以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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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論、針對人體身心靈疾病，完整「整體醫學」架構應包括「身體醫學」(針
對肉體部分)、「心理醫學」(針對心理部分)、與「靈體醫學」(針對靈體部分)等三大部分。

「身體醫學」部分包括已有之西醫系統、中醫系統以及其他互補及另類醫學中屬於肉體

診療的部分；「心理醫學」部分則包括目前精神醫學中之心理學、精神科學、心理治療…

等屬於心理診療之相關內容；而「靈體醫學」部分則應包括天人炁功、個人養生修持之

身心靈鍛煉(特別是靈體鍛煉部分)、以及無形醫療系統所實施的靈命修護部分。換言之、

在現有中西醫學、精神醫學及互補醫學基礎上，人間醫學發展必須涵括「靈體醫學」方

才可能完整；另外，依據先前所引先天一炁玄福子老前輩之聖訓：「…『靈體醫學』是

綜合診治『身、心、靈』之整體醫學，其治療對象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及有形界之生命

體與生機體…」13，此一聖訓資料顯示：原本「靈體醫學」概念即已涵蓋身心靈等層面，

但由於人間中西醫學等內涵已有既定之意義，考量此一實際發展成果，在此特別作兩點

說明與界定：其一、從宇宙生命整體角度來看，「靈體醫學」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不在

本文探討範圍)及有形界生命體與生機體，而人間中西醫學亦涵括於其中，此說可歸屬

於廣義的「靈體醫學」意義，亦即：廣義的「靈體醫學」即是「整體醫學」概念。其二、

為兼顧人間醫學發展之歷程以及簡明顯示人間醫學系統內涵，本文以「整體醫學」代表

前述廣義的「靈體醫學」；在此概念下、(狹義的)靈體醫學僅針對人間生命體中靈體部分、

或靈體與肉體結合後之作用部份等相關醫療內涵而言，本文逕以「靈體醫學」代表之。

茲將「整體醫學」之體系架構關係簡要顯示於圖 5 中。 
 
 
 
 
 
 
 
 
 
 
 
 
 
 
 
 
 
 
 圖 5 「整體醫學」體系架構圖 

說明：從宇宙生命整體角度來看，「靈體醫學」涵蓋無形靈界之靈體(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及有形界生命體與生機體，

而人間中西醫學亦涵括於其中，此屬於廣義的「靈體醫學」意義；為簡明顯示及方便人間醫學系統之發展，本文

以「整體醫學」代表前述廣義的「靈體醫學」；在此概念下、(狹義的)靈體醫學僅針對人間生命體中靈體相關部分

之醫療內涵而言，本文逕以「靈體醫學」代表之。 

整體醫學架構 

精神醫學 

心理學 
精神科學 
精神病學 
精神分析學 
身心醫學 
心理輔導 
心理治療…… 

心理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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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醫學 
(主要針對肉體部分) 

生理學 
神經學 
免疫學 
藥理學 
檢驗醫學 
神經醫學 
(其他)……… 

中醫藥物學 
中醫診斷學 
中醫病理學 
針灸/經絡學 
方劑學 
溫病學 
(其他)……… 

中醫系統 西醫系統 

一般氣功 
(體/氣) 

其他各類互

補及另類醫

學……… 

其他互補醫學 

靈體醫學 
(主要針對靈體部分) 

願力,佈施,承擔,
功德—個人部分 

協調,仲裁,償債,
整修—無形部分 

靈體修護 
(靈/命/氣) 

無形醫療系統 個人養生修持 天人炁功系統 

性命鍛鍊 
(精/氣/神) 

 

性功鍛練 
—心性內涵 

命功鍛練 
—身命內涵 

天人炁功醫學 
(身/心/靈) 

靈理學 
靈性心理學 
宗教心靈學 
炁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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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重療癒助力與能力 

 
人體自身原本具有自癒能力，當致病因素之強度大於自癒能力，通常首先需要外力

之介入或支援，將大部份致病因素消除後，然後再由體內自癒能力接手而逐漸康復，所

需外力支援之程度則與病症類型及狀態、以及個體自癒能力有關。依據身、心、靈等醫

療救護相關經驗，完整的療癒機制內涵應至少包括如下三重療癒助力： 
1. 第一重(層次)外在助力：屬於西醫、中醫、精神醫學、以及其他非涉及靈體之另

類醫學…等；當一般性身、心疾病發生時，首先宜尋求此等級與類型之醫療助力。 
2. 第二重(層次)外在助力：屬於天人炁功、深度催眠、靈療、及涉及靈體之另類醫

學…等相關之有形炁療、靈療團隊及無形醫療團隊；對於一般不涉及靈體層次之病症，

通常採用上述第一層次之醫療助力即可，若已尋求第一層次之醫療助力，仍尚無明顯效

果，可考慮尋求此第二層次療癒助力，惟建議仍應同時維持第一層次之助力。 
3. 重症之自我內在深處療癒機制及能力：排除非由業力引起之自然老化、缺乏自我

生理照護、以及願力承擔…等所產生之重症(當然、此類病症若亦採用下述機制，自亦

有功效)，並在配合前述第一及第二層次外力支援下，若症狀之改善尚未明顯，恐須深

入解析病症之內涵，並由淺而深，逐階啟動自我療癒能力以及配合各項可能之外在助

力，以改善症狀。需確實注意之層面，大致包括下列由淺而深之項目：(若非針對病症，

平時即能依下列步驟調整，則自體身心靈及人我交互關係已漸呈調和) 
(1)調整作息、恢復生機：調整正常作息之目的，是讓小我生命之生理運作與天體自

然運作同步，在相當時間之交互感應、協同調和之下，漸次調整恢復生理機能。 
(2)洗滌心靈、自省自新：深入內心省察，盡可能檢點覺察導致傷病及心中不平之可

能因素，並逐漸調整思惟模式、言語及應對進退方式、價值觀、行為模式與態度…等，

藉由疾病之刺激、改善個人心理與行為之本質與表現。 
(3)修護療癒、氣炁絪縕：在前述程序操作當中，若能持續接受天人炁功調理，甚至

進行靜坐修持，則在體內氣炁絪縕之作用下，對於身心靈之修護療癒，將有極大功效，

可加速改善病情。 
(4)補償回饋、佈施積德：於前述內心自省過程中，若覺察有虧欠處，即予以實際行

動之補償，並持續實行，直至心中平靜、問心無愧；實施之層面可能包括財施、法施、

無畏施等，若是有機緣實施大功德或誦持皇誥，真正發揮及提昇個體生命存在之社會價

值，則對病症之改善已注入極大之善向動力因素。 
(5)關鍵仲裁、解冤釋結：若在持續前述中、西或各類醫療之執行下，且對於調整作

息、自省自新、補償回饋…等功課行之已久，病症與心中不安仍未完全解除，則由於病

症可能涉及較深之前世因果業力，仍需堅定持續執行前述功課，靜待無形高次元司職仙

佛依據公平正義原則予以仲裁及安頓，以求解冤釋結，病症方可能有真正解除的契機。 
 
(三)「整體醫學」療癒模式 
 

依據上述之三重療癒助力與能力，吾人可據以建立「整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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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圖 6 所示，在尋求第一及第二層次之外在助力時，宜同時進行調整作息以恢復生

機，以及洗滌心靈、自省自新等自修功課；若疾病尚無法療癒完成，除應持續前述助力

及功課之外，應啟動深入之自我療癒機制，例如持續炁療、學習靜坐，並依正念正信進

行補償回饋、佈施積德，以待關鍵之仲裁及解冤釋結；倘若已盡全力，最後病症仍未好

轉，則上述作為之用心實行，對於個體相關之靈命與因果關係，已有正面效應，於來生

之靈命趨向已有善向導引助力，此時因生命可能即將終止，應啟動適宜之安寧照護作業。 
 
 
 
 
 
 
 
 
 
 
 
 
 
 
 
 
 
 
 
 
 
 
 
 
 
 
 
 

圖 6 「整體醫學」療癒模式架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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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體醫學」角度談「整體醫學」之發展 

 
(四)臨終照護與無形歸路—靈體觀念下之「生死學」概念 

 
從永恆寬廣之生命角度而言，生命終結前後之安頓極為關鍵重要，倘若安頓得宜，

當事人靈體將較易脫離肉體、且靈體亦較能安心離開人世並有較適當之歸路與去處。一

個人在重症過程中、若有機緣接觸正信團體或宗教，無論最終療癒與否，於其靈命與因

果關係已有正向作用。茲就生命即將結束前後應留意之關鍵概念與作為，概述於後： 
1. 若依據生命自然法則，個體壽元即將終了，其是否有「天命換人命」之機緣，能

再續生命、留存於世，除與當事人客觀之病體狀態有關外，主要涉及其主觀之認知深度，

重點在於是否能發揮及提昇個體生命存在於社會之正面意義與價值，此即所謂「發揮生

命價值」與「承擔天命」之概念。 
2. 若是壽元已將終了，在臨終前所有正向之心念與作為，都將轉化為實際之作用力

量，投射在靈命之上，所有此生功過都將作一總結清算與記錄，作為下一世生命之依據

與基礎，若因重病過程中之善向心念與作為，尚未能明確改善病症，甚至尚有未解冤孽，

都將因前述正向心念與作為，而有所削減改善。 
3. 當事人若有機緣接受天人炁功，若因壽元將盡，則雖可能無法救助肉體，然已有

安靈、撫靈之實質功效，若當事人真能接受正信宗教或廿字真言之教化，對於其生命終

了後、靈體的安頓與去路，也將有較佳的安排。 
4. 當事人與親屬在面對臨終情境時，關鍵概念為： 

(1)加強正面作為、洗滌心靈，以減輕過去所做負面事件對心念或靈體之影響。 
(2)加強正向心念、安頓心靈，以利當事人靈體得以平靜及容易離開肉體。 
(3)為當事人永續生命的下一段旅程，尋求較適宜甚或較佳去處。 

5. 上述概念的實際作法大致包括： 
(1)儘可能與當事人事先協議急救措施及飾終程序，適宜掌握醫療資源，有尊嚴

地對待當事人的身體與心靈，為臨終時靈體之平和離開肉體預作準備。 
(2)臨終當下前後時間，應維持祥和、莊嚴、清靜…之環境。 
(3)有正信宗教信仰者，於臨終當下應確實履行教團之臨終關懷與終期助念儀

式，協助當事人靈體安心離開並有較佳去處；無宗教信仰者，亦應於當下維

持平和莊嚴之心念。 
(4)臨終過往之後，有正信宗教信仰者、應依據宗教處理模式及時程，持續進行

持誦經典之作為，協助當事人於靈界安頓及有較佳去處；無宗教信仰者，親

人仍應維持精神之正向助力，最好亦能維持平和心念至少持續四十九日，協

助當事人靈識轉換及靈界過渡。 
亡者最終之去處，親人雖不見得知曉，但仍可從一些狀態及徵候得知概況；人生相

聚即是有緣，能協助親人、好友、有緣人…走最後一段路，甚至安排好的去處，也不枉

此生機緣，同時、聚集善向的心念與力量，不單可以調和局部人事關係，累積更大的善

向力量，更可以調和氣運，改善現實人生與靈界狀態。 
下一生是否能出生於好人家、或是到低、中、高次元天界持續進修，決定於此生認

知及作為、併同過去生造作之累計加總有關，宇宙之中能量守恆、業力守恆，所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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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都必回到自我身上，由自己承受，究竟是否能夠超脫力場束縛、依願力投往較高

次元時空，或是為業力束縛，墮落輪迴，完全操控在自己手中。當然、若是離開人世時

能夠無疾而終、而且確知回天有路，將是此生功果圓滿的一項指標；更不可思議的是、

有些宗教大德不只生前佈施，甚至在臨終前承擔眾生共業，作了靈肉大佈施，已不能以

一般知見論述，只能讚嘆而已！ 
 

肆、結語—從「天人炁功」發展「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 

    及「整體醫學」 

 
人類從早期醫治傷病之經驗，摸索到建立獨立的醫療模式，包括中醫、西醫及地區

性之治療方法，已有千百年的時間，對於人類身心之治療有著相當之貢獻。而文明之發

展，促使人類生活方式大異於從前，導致各種身心靈疾病叢生，然而由於現階段科學發

展對於靈體研究之闕如，亦直接影響醫學知識及技術之成長。目前發展中之模式為朝向

整合中醫、西醫及互補醫學之方向，這一個方向基本上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將受限於人

類對靈體研究的認知程度，換句話說、未來醫學之發展將受到靈體研究之限制或是引

導，若是掌握靈體研究之積極進度，將可能促使人類醫學躍昇進步；因應日後高科技、

高文明發展，人類內在之身心靈衝突將相對提高，可能導致許多不明的文明病、心因性

疾病、精神性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等，人間現有醫學恐將窮於應付，依據先天一炁玄

靈子老前輩之聖訓資料22，天人炁功屬於「靈體醫學」的重要媒介，基於人間傷病療癒

之實際需求，未來醫學發展之方向應該從掌握「靈體醫學」並整合中醫、西醫、互補醫

學…等之「整體醫學」層面下手，並將「天人炁功」實施經驗科學化、數據化，且朝向

實用性、普遍性發展，「天人炁功」所提供的參考模式，將有助於人間醫學之進步以及

「靈理學」、「靈性心理學」、「靈體醫學」和「整體醫學」之發展，同時亦能增進人類之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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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與入世之融調： 

當代臺灣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之修道與弘道
＊
 

 

臺灣道教研究會 陳敏祥 ＊＊ 

 

摘要 

源起中土的道教，除了全真派建立道士出家制度外，其他道派雖有出世修

道者，但仍以火居道士為多見。當代臺灣，道教的傳承因應地域性的特色而產

生了新變。位於臺灣南部的高雄道德院，是由一位愛道居士郭騰芳於民國四十

九年所創立的道教宮廟，自民國六十三年該院出現出家坤道以來，至今已有兩

代共八位未婚出家的坤道住觀修行。高雄道德院為當代臺灣唯一僅見的出家坤

道修道院，該院師承並非全真派傳統，卻成為多位坤道住觀修道之地，並自創

「道教太乙真蓮宗」，以弘揚正統道教為使命，在戰後臺灣的道教發展史上有著

十分突出的特殊性。本文以田野調查、歷史研究、資料分析、歸納等法，對於

高雄道德院眾坤道出家入道緣由、心路歷程與住觀生活，以及她們在翁太明住

持帶領下，以出世之姿，積極入世弘道之實際作為進行探究。此外，並關注戰

後臺灣女性參與宗教的自主意識議題，對《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一書

與本文相關之資料提出補正與評述。 

關鍵詞：臺灣道教、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出家、坤道、女性自主 

 

                                                      
＊
當代臺灣道教著名的女性修道者有「在家」與「出家」兩種，前者如松山慈惠堂的郭葉子

堂主有家庭、子女，至於南投草屯慈聖宮的全真派黃崇法道長亦有家庭、子女，自稱「心

是沒全修，身是全淨」的「半出家」，筆者仍將其歸於「在家」類。高雄道德院的八位出家

女性修道者均是未婚出家，住觀修行，為了與前二者做一區別，本文重新定義「坤道」之

意涵為強調「性別」意義之「女性道士」，在「坤道」一詞之前冠以「出家」二字旨在強調

其出家住觀之特點。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文學博士，曾任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現為

臺灣道教研究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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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祥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

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易‧坤‧文言》  

身為女子，志似男兒，悟來跳出門兒。道上搜尋，戀甚美女嬌兒。性

似孤雲野鶴，世塵緣、不惹些兒。真脫灑，便堪稱，比箇大丈夫兒。—

馬鈺〈滿庭芳  贈零口通明散人害風魏姑〉 1 

壹、前言  
根據李貞德的研究，民國 70-80 年代，宗教史與婦女史在臺灣逐漸受到學

界的重視，但是宗教女性或女性信仰生活的相關研究，在臺灣並不多見。在古

今中外的宗教團體中，都可以看到女性與宗教密切的關係，女性信徒經常在人

數、事奉與獻金各方面，都有超過男性信徒的現象，因此，婦女與宗教之間的

關聯與互動，如經典與教義對女性的態度，女性在宗教組織中的地位問題，以

及宗教對女信徒生活的影響等主題，都值得進一步進行探究。臺灣學界在中國

婦女與宗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崇拜對象（女性神祇）和崇拜者（女性信徒）

為主，前者的數量又多過後者。 2 

除了此二主題外，在女性修行者部分，佛教方面有關比丘尼研究在臺灣學

界尚屬邊陲，遠不及它在國際所受到的注目，且研究者幾乎多為留學歐美的學

者。 3李玉珍即為早期投入此方面研究的學者之一，至今她在比丘尼、佛教與

女性以及齋教等的研究著力甚多。 4相對於佛教，民國 70-80 年代臺灣學者在

道教女性修行者之研究寥寥無幾， 5經過二十多年，此方面的研究數量依然有

                                                      
1 馬鈺，〈贈零口通明散人害風魏姑〉，《丹陽神光燦》HY1142，31a。  
2 以上參見李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994），
頁 251-253。另可參林富士，〈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張珣、江燦

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頁 328–351。  
3 李玉珍，〈比丘尼研究─佛教與性別研究的交涉〉，《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2（2002），頁

11-16。  
4 其專著如《唐代的比丘尼》，臺灣學生書局，1989；《中國婦女與佛教》，聯經出版公司，

2009。另有中英文相關單篇論文近百篇，近作則以個別宗教師作為研究對象，〈雲水不住——
曉雲法師的比丘尼形象樣式〉，《玄奘佛學研究》，25（2016），頁 73-104。詳見國立政治大

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網站李玉珍個人著作細目：

http://cscr.nccu.edu.tw/members/bio.php?PID=81605#personal_writing（2016.10.05 上網）  
5 （一）期刊部分：張修蓉，〈唐代女冠與娼妓詩歌〉，《聯合文學》， 2:5（1986），頁 1 8 - 2 2 。

李豐楙，〈唐人葵花詩與道教女冠：從道教史的觀點解說唐人詠葵花詩〉，《中外文學》，16:6
（1987），頁 36-63。 李秀娟，〈元代的幾位女冠〉，《道教學探索》，4（1991），頁 398-406。
賴漢屏，〈營妓、女冠、詩人——唐代才女李冶、薛濤和魚玄機的詩作〉，《明道文藝》，205
（1993），頁 50-57。沈惠英，〈唐代女冠詩人——女中詩豪李冶〉，《  能仁學報》，7，（2000），
頁 217-233。（二）碩士論文部分：謝麗卿，《唐代女冠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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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主要還是集中於唐代女冠詩與女冠研究，大致從文學 6與歷史 7二角度切入；

至於宋代女性入道的研究， 8則是近五年才看到的主題。三十多年來道教女性

修行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僅及於古代。  

李貞德認為從宗教史研究的成果來看，宗教組織中的婦女，或婦女的宗教

生活著墨則較少，出現了「婦女在哪裡」（Where are the women?）的問題。 9

我們對於當代臺灣道教女性修道者研究的闕如也深有同感。位於臺灣南部的高

雄道德院，是由一位愛道居士郭騰芳（道號藏應，1923-1998）於民國 49 年（1960）

所創立的道教宮廟，自民國 63 年（1974）該院出現臺灣首見的出家坤道翁太

明住持 10與太悟師以來，至今已有兩代共八位未婚出家的坤道住觀修行。 11

高雄道德院為當代臺灣唯一僅見的出家坤道修道院，在臺灣道教發展史上十分

特出且值得研究。  

就筆者目前所蒐集的資料，自高雄道德院出現出家坤道後，便陸續有國內

外學者來訪。 12第一篇有關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的學術論文 “Daoist Nu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是美籍臺灣人學者何婉麗（Ho,Wan-Li）於 2003 年在美

國波士頓大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同年，此文被Catherine Despeux（戴

思博）and Livia Kohn（柯莉雅）合著之《道教中的女性》（“Women in Daoism”）
                                                      
6 楊昌年，〈女冠詩情魚玄機〉，《歷史月刊》，165（2001），頁 108-111。盧博文，〈談唐代

的女冠文學〉，《中原文獻》，48:3（2016），頁 1-9。葉怡菁，《全真女冠孫不二及《孫不二

元君法語》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郭雅鈴，《女冠、女仙與

唐代社會》，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李曉培，《唐代入道女性世界中的性別與

情欲》，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蘇貞妃，《唐代女冠現象研究》，華梵

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7 林雪鈴，〈唐詩中的皇家女冠綜述  〉，《東方人文學誌》，1:2（2002），頁 39-60。林雪鈴《唐

詩中的女冠》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黃選郿，《唐代女冠詩人魚玄機

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陳美文，《唐代女冠與文學》逢甲大學中

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陳桂文，《青樓詩人薛濤詩歌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陳昕昕，《唐代女冠詩人與道教文化──以李冶、薛濤、魚玄

機為核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8 僅見於碩士論文，臺灣期刊尚未見學者之研究論著。林宛璇，《宋代女性入道考述》，國立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12。蔡傳宜，《宋代入道女性形象與社會關係：以《歷

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仙傳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9 李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頁 266。  
10 筆者訪談翁太明住持時，經她提醒，其正式名銜應為「住持翁太明三清太乙大宗師」，因

為她是「太乙真蓮宗」第一代宗師，所以稱為「三清太乙大宗師」，以後代代相傳，依序為

「三清太乙二宗師」、「三清太乙三宗師」等等。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按〕

本文為行文簡潔，以下均以「翁太明住持」稱之。  
11 據翁太明住持說，當年繼她與太悟師出家後，還有太音師、太籙師兩位出家。太籙師約民

國 66-68 年出家，太音師比太籙師早出家，她們兩人在民國 71–72 年時就還俗嫁人。依據

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按〕本文以目前在高雄道德院住觀的出家坤道為主

要研究對象，故未將這兩位列入。  
1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55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A5%8A%E6%98%8C%E5%B9%B4$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AD%B7%E5%8F%B2%E6%9C%88%E5%88%8A$&la=ch&requery=true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9B%A7%E5%8D%9A%E6%96%87$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4%B8%AD%E5%8E%9F%E6%96%87%E7%8D%BB$&la=ch&requery=tru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2&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2&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1&h1=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9%9B%AA%E9%88%B4+Lin%2C+Hsueh-ling+$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D%B1%E6%96%B9%E4%BA%BA%E6%96%87%E5%AD%B8%E8%AA%8C$&la=ch&requery=tru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12&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10&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9&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XHYq/record?r1=9&h1=2


陳敏祥 

 

 

 

13所引用。 14何婉麗之文除了介紹高雄道德院創建歷史沿革，院中供奉的神明

與出家坤道，及信徒經常研讀的道教經典，現任翁太明住持的領導特質與斬赤

龍，出家坤道們的日常生活與丹道修練，翁太明住持與信徒的互動外，並說明

翁太明住持帶領之下，高雄道德院推動道教教育、學術研究、慈善救濟、社會

災害的賑濟，以及與其他宮廟的往來互動。何婉麗認為「高雄道德院根植於正

一派（科儀）與全真派（丹道），但很多重要的部分又和二者有所區別」， 15

可視為一種對道教傳統的挑戰，並對臺灣的道教傳統做出重大的改革，因此成

為高雄道德院與眾不同的特色。進一步肯定翁太明住持的領導特質與出家坤道

們對道教與社會關懷的全心奉獻。  

相較於外國學者對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的研究腳步，臺灣學者則落後多年。

臺灣第一篇與高雄道德院相關的研究論文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康詩瑀

的〈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出家法師所做的「禮斗祈安

過限消災」法事為例〉（2011）， 16該文因主題重點不在出家坤道之研究，故僅

有七頁內容涉及高雄道德院的六位出家坤道。 17 此文後來成為康詩瑀於民國

102 年（2013）提交的博士論文《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

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之一部分；  2015 年康詩瑀將

博士論文正式付梓出版，更名為《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因該書內容重

                                                      
13 Catherine Despeux and Livia Kohn, Women in Daoism ,Cambridge, Mass.: Three Pines 

Press, 2003.  
14 Ho, Wan-Li.（何婉麗）2003.“Daoist Nu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ao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其 後 ， 何 婉 麗 將 此 文 修 改 ， 以 “The First Women Renunciants Community in 
Taiwanese Daoism—A Case Study of the Gaoxiong Daode Yuan”之名在高雄道德院與國立中

山大學共同主辦的「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11.10-12）發表。2009
年被美國《道教研究雜誌》（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學術期刊所收錄。 Ho, Wan-Li，“Daoist 
Nun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Gaoxiong Daode Yuan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2
（2009） ,  pp137-164.〔按〕何婉麗是臺灣人，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在臺灣神學院取得

碩士學位，至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取得宗教學博士後在美國數所大學任教，

2001 年至艾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任教，已於 2016 年春季退休。引自艾默里大學

Wan-Li Ho 網頁 http://realc.emory.edu/home/people/faculty/wan_li_ho.html（2016.09.02
上網）  

15 Ho, Wan-Li，“Daoist Nun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Gaoxiong Daode Yuan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2（2009） ,  pp148。  

16 康詩瑀，〈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出家法師所做的「禮斗祈安過限

消災」法事為例〉，頁 75-160。  
17 同前註，頁 113-118。次年，康氏又於《高雄文獻》分兩次發表〈從寺廟發現歷史——以

高雄道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一文。見康詩瑀，〈從寺廟發現歷史——以高雄道

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上）〉，《高雄文獻》，2:2（2012.06），頁 24-56；〈從寺廟

發現歷史——以高雄道德院的創建過程與社會變遷為例（下）〉，《高雄文獻》，2:3（2012.09），
頁 8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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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樣， 18出家坤道方面的研究僅占全書一成多 19的篇幅，然而，康詩瑀此書

在當代臺灣道教女性修行者的研究進程仍有其開創性的意義。  

此外，與高雄道德院有關的學術研究，尚有筆者近三年來對於高雄道德院

的道教教育、推動道教學術、慈善救濟等方面進行的研究， 20以及在 2015 年

亞利桑那大學Paul Allen Jackson研究高雄道德院與高雄義民廟宗教語言的博士論

文，文中依何婉麗之說介紹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 21另有李麗涼《弌代天師——
張恩溥與臺灣道教》一書約有三頁提及高雄道德院以及翁太明住持父親和張恩

溥的交誼。 22三者的研究都有一部分涉及高雄道德院的介紹與書寫，但均未深

入於出家坤道方面之研究。  

近三年來，筆者為了論文主題之書寫，多次到高雄道德院口訪 23翁太明住

持與其他出家坤道，部分訪談所得的資料與康詩瑀博士論文相關內容對照後，

發現有些地方與筆者訪談所得的內容不盡相同，甚至還出現訛誤之現象， 24

                                                      
18 包括高雄道德院的發展史、戰後台灣道教的發展與郭騰芳的宗教理念、道德院出家法師與

孫氏道士家族、出家法師與火居道士的儀式活動四章。  
19  有關的敘述主要在第三章第一節道德院出家法師的形成、第二節出家法師的培養，共有

72 頁（頁 258-330），占全書 547 頁（不含參考文獻）之一成多（13％）比例。  
20 （1）〈高雄道德院對臺灣道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華人宗教研究》第 4 期，

2014，頁 69-145。（2）〈近二十年臺灣青年學者道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宗教與心

靈改革研討會」論文為中心〉，「第 18 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高雄：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主辦，2015.11.28）（3）〈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入世

精神的現代實踐——以高雄道德院四十年公益慈善事業為例〉，《2015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2016），頁 1-92。（4）〈奉道度眾生—
高雄道德院社會關懷的多樣面向〉，「臺灣道教的宗教關懷與社會服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

文，（臺北：輔仁大學宗教系，2016.05.29.）。  
21 Paul Allen Jackson,“These Are Not Just Words：Religious Language of Daoist Temples in 

Taiwan” , Ph.D. diss.,  Arizona University, 2015,pp.204-207. 
22 李麗涼，《弌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臺北：國史館，2012），頁 293-294、301。  
23 以登門拜訪為主，間或透過電話訪談與電子郵件通信往來。  
24 例如：康詩瑀論文（1）87 頁（＊139），談到「修真道學院」舉辦「三期」，經筆者參考

莊宏誼〈台灣道教的學院教育初探〉一文，比對高雄道德院提供相關資料，並向翁太明住

持查證後，確定是「二期」才對。康文所言的第三期時間「民國八十年九月九日至民國八

十一年三月九日」實際上是錯置「道學研習班」的開辦時間。（2）88 頁（＊140），談到「道

教宣講師培訓班」成立於民國七十九年，經比對相關資料與查證，應該「民國八十二年」

才對。（3）89 頁（◎142），提到「宗教與心靈改革研討會」邀請國內相關學者評論研究生

發表宗教與心靈相關「碩博士論文」，事實上發表者多是「研究生」，碩博士論文當時尚

未完成。（4）89 頁（◎142），提到「宗教與心靈改革研討會」至民國一百年（2011）止

已經舉行第十二屆，事實上是第十四屆。（5）頁 89（＊143）提道「早些年的道教學術研

討會主辦地點在台北木柵，當時是和政治大學中文系所合作。」根據高雄道德院提供之 1-18
屆（1998-2015）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共 18 本論文集所載，前八屆在台北主辦（第九屆

以後都在高雄舉辦），其合作對象為漢學研究中心、如實佛學研究室、文山教育基金會，舉

辦地點為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涵月堂、文山教育基金會（台北縣新店市），康

文所述與事實不符。〔按〕以（＊）表示《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一書之頁碼，但文

字與博士論文相同，未做更改。以（◎）表示《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一書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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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出家坤道的家庭背景、出家歷程與心路部分，出入甚大。 25康詩瑀聲稱

口訪道德院的出家法師，然而有具體時間記錄註記的，僅見於翁太明住持與太

嫺師部分， 26其他坤道的訪談則以「口訪出家法師」方式說明。 27筆者至高雄

道德院訪談時，太悟師、太文師、太任師、乙乘師均言沒有接受過康詩瑀的訪

談， 28翁太明住持則說康詩瑀來院訪問她的次數不多。 29 

有鑑於高雄道德院多位出家坤道認為康詩瑀著作中有關她們個人背景資料

的書寫 30與事實有出入，加上去年（2015）高雄道德院新增了兩位出家坤道（乙

彣師、真奕師），筆者覺得有必要重新對於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的入道歷程

與修道生活進行訪談與研究，透過口述之歷史記錄還原當事者所認知的事實，

以供我們進一步了解當代臺灣首見的女性入道者群像。  

本文以下將探索高雄道德院八位出家坤道出家的動機為何？她們從在家到

出家的歷程（包含個人心路與家人、朋友的反應）如何？出家當時的社會背景

為何？出家後住觀修道的生活樣貌與心態如何？她們出家修道卻又入世弘道濟

民，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其弘道的宗教實踐？這樣的作為在世人對出世與入世的

認知方面是否存在著衝突與矛盾？抑或是一種與修道目標融攝調合的進道之舉？

                                                                                                                                                                      
錯誤，以下皆依此例對照。此外，翁太明住持表示，康詩瑀的論文對高雄道德院的科儀活

動說明不清楚，而且有相當的出入。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25 因問題甚多，多數留待後文附註敘述，此處僅舉三例說明：康詩瑀論文（1）178 頁註 17
（＊259 註 4），「筆者訪問出家法師們過去聽經習道的過程，她們說：『老師（恩師）終生

教人學道，常親口傳授，不厭其煩，孜孜教導，誨人不倦，四十三年來不分晨昏晝夜寒暑，

傳道授業解惑毫無間斷，有曠課缺席的學生，絕無曠課缺席的老師。為正統道教培養（不

少）人才，他（恩師）常說學道難，傳道更難，傳道者甚勤，學道者反而懶，傳道者耐煩，

學道者可不耐煩嗎？』這股堅毅的傳道精神至今仍記憶猶新，印象深刻。」〔按〕郭藏應道

師 1998 年逝世，康文在「她們說」後所引之文字與自翁太明住持之〈代序—緬懷追念恩師〉

一文內容如出一轍（括弧中文字為〈緬懷追念恩師〉原文），見第二屆（1998）《「宗教與心

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道德院，1999），頁 V。（2）179 頁（＊262）「民

國七十五年（1986）翁太明師接任住持職務後，於民國八十八年（1999）左右收入一名出

家法師－郭玟秀 (法名：郭乙乘 )，她則是在民國九十年（2001）出家」，據乙乘師之說，

她民國八十九年（2000）皈依（康文 189 頁（＊279）「民國八十八年皈依」亦誤），但

當時並未出家，翁太明住持尚未收她為弟子（康文說「收入一名出家法師」是不正確的），

直到民國九十年，乙乘師才出家，正式拜翁太明住持為師，成為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之一

員。依據訪談乙乘師記錄（2016.01.25）（3）370 頁（＊541）結論部分「道德院從民國

六○年代開始，迄今已經陸續培養七名坤道的修行」應為「六」名坤道的修行；又「每位出

家法師的原生家庭子女人口數，平均大約都在五名左右」，事實上各出家坤道之原生家庭

子女數，翁太明住持 8 名、太悟師 7 名、太文師 4 名、太任師 12 名、太嫺師 3 名、乙乘師

5 名，平均數在 6.5 名。依據訪談六位出家坤道記錄（2016.01.25-26）。  
26 康詩瑀論文、30 頁（＊54）、139 頁註 65（＊200 註 65）。  
27 康詩瑀論文 6 頁（＊10）、30 頁（＊54）、32 頁（＊57）、179 頁（＊262）、183 頁（＊

265）、197 頁（＊291）。  
28 依據訪談上述五位出家坤道記錄（2016.01.25-26）。  
2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30 康詩瑀論文 185-196 頁（＊27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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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年草創到今日，在前後任郭藏應、翁太明兩位住持的帶領與推動之下，高

雄道德院在五十六年間的變與不變有哪些？都是本文關注與探索的要點。  

 

貳、出家因緣與歷程  
高雄道德院是個重視傳道佈教的道教宮廟，「道德」之名為創院者郭騰芳

道師（道號藏應，1923–1998）所定，他被尊為「高雄道德院開山宗長」。 31

翁太明住持在〈緬懷追念恩師〉一文提及高雄道德院成立的目的：  

弘揚正統道教，大量培養道教人才，講經說教，以道德為宗，以道德為

教，乃命名為「道德院」。 32 

郭藏應道師推崇老子《道德經》之教化，以「道德」二字作為傳道處所之名，

實寓寄其尊道貴德、紹承道統之用心。  

郭藏應道師是高雄市三塊厝人，祖籍福建漳州龍溪縣，祖先世代務農，他

早年留學日本，「精研儒釋道三教聖典，對道教五大派之學理尤有獨到之悟得，

博覽群典，勤求修真之理」 33，鑑於「大道廢弛，人心陷溺，萬教齊發，正邪

並立，正統道教之教義教理乏人宣揚，不良之徒假借道教神意之名為非作歹，

加以異教徒之排斥毀謗，道教名義受損，其教義教理受歪曲，致使道教衰微不

振。」 34民國 44 年（1955）他在高雄市舊大港保安宮開設全國首創的道教佈

教所，擔任臺灣省道教會傳教師，展開一連串之傳道佈教活動。民國 47 年（1958）

11 月遷至新興區八德一路電信局後方，設「道善堂」繼續宣道；民國 49 年（1960）

由鼎金保安宮提供金獅湖現址做為建廟基地，11 月以「高雄道德院」為名的道

廟正式建立（實為臨時行宮）， 35民國 50 年（1961）正式成立管理委員會。

民國 55 年（1966）高雄市士紳長啟清之母陳孫款女士捐獻後殿用地五百坪，

其後信徒響應集資興建廟宇，同年 11 月破土拆除臨時行宮，興建前後兩殿。

至民國 65 年（1976）完成前殿（無極聖殿、太極聖殿）與廟室東西廳鐘鼓樓，

                                                      
31 翁太明住持，〈本院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之簡介〉。郭藏應道師過世後，翁太明住持為他鑄

像奉祀於高雄道德院中，她說：「當初因為尊敬老師，感念他傳道之心，要讓他萬古流芳，

所以把老師請上去。」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32 翁太明住持，〈代序‧緬懷追念恩師〉，頁Ⅱ。  
33 翁太明住持，〈本院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之簡介〉。郭藏應道師「其閱書範圍之廣，包羅萬

象，無論儒、釋、道三教經文哲理，或是易、卜、命理等書籍，乃至醫藥、自然、社會、

科學等學科均有涉獵而亦見精通。」見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

行誼略紀〉，頁 157。  
34 翁太明住持，〈緬懷追念恩師〉，《性與命》，8，頁 166。  
35 高雄道德院創院初期的發起人，除了郭藏應道師外，還有其他十七名信徒，其中有一位孫

番 賓 道 長 ， 後 來 在 高 雄 道 德 院 教 授 誦 經 團 與 正 一 科 儀 。 依 據 訪 談 翁 太 明 住 持 記 錄

（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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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0 年（1981）開創「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 36民國 73 年（1984）後

殿（萬神總元殿）修建完成。 37高雄道德院的整體結構自民國 73 年（1984）

建成後，至今未再做任何增建。  

高雄道德院建立至今已五十六年（1960-2016），現在院內出家坤道共計

八名，民國 60 年代與 70 年代各有二位出家， 38民國 80 年代與 90 年代各有一

位出家，民國 104 年則有二名。大約每十年就會出現一至二位出家坤道，出家

人數可說是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她們在出家前，個人家庭與道教都或有因

緣，而到高雄道德院聽講道經課程，幾乎都是影響她們決定出家的關鍵因素。

以下分項述之。  

（一）個人家庭與道教的因緣  
翁太明住持民國 41 年（1952）出生於高雄市， 39家住新興區民主路，有

五位哥哥兩位姐姐，是家中的么女。小學就讀高雄市建國國小，因為家族幾代

都是道教徒， 40從小學三年級起便和父母親常到高雄道德院參拜，所以認識當

時高雄道德院的住持郭藏應道師，以及在廟中服務的孫番賓道長。民國 52 年

（1963）2 月 15 日，高雄道德院在新廟址舉行清醮，恭請第六十三代張恩溥

天師舉行拜斗儀式，當時翁太明住持的父親擔任醮典的主會，張天師與翁父一

見即結緣：  

那時我爸爸博（指擲筊）到四大柱的主會，最大的，他們當時都不能回

去，三天都住在這邊，借當時的大飯店水上飯店，租地方給他們住。天

師要吃飯時把我爸爸牽著，要睏時也把我爸爸牽著，我爸爸不會說國語，

                                                      
36 「道教太乙真蓮宗」是郭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師生二人共同商討創立，名稱也是翁太明

住持以擲筊的方式請示道祖而產生，早期為了尊師重道，都說是郭藏應道師所創，故稱他

為開宗道長。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4.06）又，「不是說自立門派，只是把道教

做個一宗派的總合、綜合，給大家知道至高無上的尊神，知道修持的方法，知道道教在世

有個精神寄託的信仰。」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3.14）。  
37  以上高雄道德院創建歷史沿革資料見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簡介〉，收入《道德經講

義》。  
38 康詩瑀論文 178 頁（＊260）提及民國 63 年有太籙師、太音師、太悟師、太明師四人出

家，據筆者訪談翁太明住持，她說康文所言有誤，當年只有她與太悟師二人出家。依據訪

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39 康詩瑀論文 185 頁（＊272）提及翁太明住持「出生於臺南縣鹿耳門鄭仔寮，……後來搬遷

至高雄大港埔（新興區）」。筆者訪談翁太明住持，她指出康文之誤：「我出生於高雄市，

臺 南 縣 鹿 耳 門 鄭 仔 寮 是 我 祖 父 的 時 代 所 居 住 之 地 。 」 依 據 訪 談 翁 太 明 住 持 記 錄

（2016.01.25）。  
4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按〕康詩瑀論文 186 頁註 41（＊272 註 28）

引述郭國賢（郭藏應道師之子）語，認為翁氏家族是一貫道徒，與翁太明住持所述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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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天師）不會說臺語，但是天師就是很喜歡我爸爸。後來六十三代

天師每次來高雄就住在我們家！ 41 

翁父當時在新興區民主路經營旅社事業，張天師來高雄，「都安排他住在我家經

營的旅社那間最大的客房，前有花園，還有客廳。」張天師曾畫了很多天師符

送給翁父，翁太明住持說，當時不知道那麼寶貴，人家來索討就給人，「到最後

一百多張都給人討光光，剩兩大張錦布的。」後來翁父於民國 55 年（1966）

過世時，張天師還特地到翁府弔慰。 42 

自民國 50 年代起，翁家即與高雄道德院有所往來，也因為這樣的緣份牽

引著翁太明住持來院聽道經課，以至於在高雄道德院出家修真奉道。  

與翁太明住持同樣於民國 63 年（1974）出家的太悟師，俗姓陳，出生於

民國 45 年（1956），家住高雄市三民區覆鼎金，離高雄道德院不遠，「那時

覆鼎金到道德院要坐「排仔」（竹筏），那時還沒做橋。」 43她說起自己小時候

對宗教的喜愛：  

做小孩時，就很愛來廟寺拜拜，看到神明就很歡喜。有一次我們這裡（指

高雄道德院）作醮， 44就跑來這邊拜拜，很歡喜！我爸媽很忙，當時生

一大群孩子， 45大人沒空帶我們來  就自己跑來。  

十六歲（民國 60 年，1971）時，有位鄰居（是高雄道德院的信徒）到家裡來

邀她參加院中的誦經團， 46「我本身就很喜歡來道德院，聽到這裡有誦經團，

                                                      
4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以下有關張天師與翁父的往來內容均出於此記

錄，不另加註。  
42 轉引自 2009.5.30 李麗涼訪談翁太明資料。李麗涼，《弌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

頁 301。  
43 依據訪談太悟師記錄（2016.01.25）。以下有關太悟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按〕「太悟師」之名稱前二字「太悟」為道號，其後的「師」字為民間對佛、道出家者

尊稱「師父（傅）」之簡稱，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彼此之間以此互稱，本文除了翁太明

住持以職位稱呼外，其他出家坤道均以「○○師」稱之。  
44 高雄道德院在民國 60 年（1971）以前舉行醮典的時間，計有民國 52 年（1963）新廟址

的清醮，民國 57 年（1968）11 月舉行道廟（高雄道德院、鼎金保安宮、本館龍池宮、灣

仔內朝天宮）聯合祈安清醮 7 天。見高雄道德院，〈道德院簡介〉，收入《道德經講義》。 
45 家中共有七個孩子，五女二男（2 個弟弟），太悟師排行第四。  
46 根據日本學者松本浩一對誦經團的解說：「誦經團是提供民眾消災祈福、葬禮、做七等誦

經儀式的職業性或半職業性團體。儀式主要內容是以唱誦經典、寶懺為主，這些儀式也包

含道教禮儀，可以看到佛、道混淆的顯著傾向。主要附屬於祠廟，團員以家庭婦女為主，

人數根據祠廟規模而有不同，少則十個人左右，多則幾十個人。祠廟會舉辦講習會，聘請

老師教授團員誦經的方法與法器的用法，誦經主要是用臺語的文言音，或念或唱在法事中

使用的經典、寶懺。主要課本有《佛門必備課誦本》，內容為朝課、午供、晚課中需念、

唱的咒文、讚、經典；以及《法華經》、《普門品》、《金剛寶懺》等佛教經典、寶懺，

另外也兼及《北斗經》等道經。當祠廟舉行法會，如春、秋兩次的禮斗法會、中元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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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加高興，說好啊！一口答應要來。」太悟師說「當時因為家境不是很好，

只讀到國小畢業， 47就去公司上班，晚上八點下班後，趕來上誦經課，人家已

快下課了。」因為無法全程上課，後來她怕影響團體學習進度而退出。經過兩、

三個月後，鄰居又來找她去參加誦經團，從此與道德院結下不解之緣。參加誦

經團外，太悟師也聽郭藏應道師講解道經的課程，因為郭老師的一席話啟動了

她出家的念頭（詳情於下文說明）。  

郭藏應道師在民國 50 年代末期至民國 60 年代初期成立一個名為「玉女組」

的女子誦經團， 48太悟師在十六歲時來高雄道德院聽課、學習誦經，是「玉女

組」成員之一，但翁太明住持當時因為還在大專讀書，只有寒暑假才來道德院

聽道經課，並沒有加入「玉女組」。 49 

高雄道德院另一位出家坤道太文師，俗姓王，出生於民國 43 年（1954），

家住高雄市三民區覆鼎金鼎西里，身為長女，下有弟妹各一，從小跟著祖父拜

觀音；雙親務農，因為一年只有兩次收成，為了分擔家計，在國小畢業後便出

去工作。 50太文師在民國 63 年（1974）初來院聽經，當時還沒有人出家：  

                                                                                                                                                                      
農曆初一或十五的消災祈福（祈安）法會，附屬誦經團要義務參加。」引自文化部臺灣大

百科全書網站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792（2016.08.20 上網）  
47 康詩瑀論文 185 頁（＊271）提及太悟師「學歷是國中畢業，家庭環境普通，她國中時因

家裡距離道德院很近，以及個人興趣使然，因此利用下課時間至廟裡學習道經，聽著郭氏

體悟道教經典義理，隨著聽經講道的時間一久，也習得不少道法能力。加以郭騰芳有意將

道德院做為培養坤道的修行，可讓她們終身住廟，就日後的發展性來看，可讓女性減輕原

生家庭的經濟力，省去出社會工作的經濟壓力，與結婚生子等傳統禮教的束縛，也為未婚

女子解決身後事的一個途徑，這也是讓玉女組成員選擇出家的原因之一。」其內容有多處

與筆者訪談太悟師的資料不符。此外，其言聽郭老師講道「習得不少道法能力」亦有問題，

根據訪談翁太明住持、太悟師、太文師（2016.01.25）的說法，郭藏應道師只是講道經，

並不會誦經與科儀法事，孫番賓道長則教導誦經與科儀法事。  
48 康詩瑀論文 145 頁（＊211）、177-178 頁（＊258-260）。  
49 太悟師談起參加玉女組誦經團時說：「我們就是玉女組第一批，有十幾位，詳細不記得，

十位出頭，只有我一人未嫁，只有我出家，其他大家都嫁。孫老師教我們誦經，不是每日

教，是用錄音機錄起來，大家放著聽。」依據訪談太悟師記錄（2016.01.25）。又，翁太明

住持說：「玉女組是誦經團，當時大家都還未婚，來學誦經。太悟師當時是玉女組之一。

誦經團多在晚上上課，而民國 60-62 年間，我都在臺北的銘傳商專讀書，怎麼有時間參加

誦經團？只是在寒暑假時帶著大專同學一起來聽郭老師講道經。」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

錄（2016.01.25）。  
50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以下有關太文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按〕康詩瑀論文 187 頁（＊275）提及太文師「家庭環境普通，是玉女組後期的成員，

加入的時間與翁住持相近，學歷是國中畢業。」又，康詩瑀論文 146 頁（＊212），177-178
頁（＊258-261）均提到翁太明住持、太文師是玉女組成員之一，但對照上註翁太明住持

說法，以及太文師說法：「我（民國 71 年）出家前因為以前很年輕，不怎麼想誦經，所以，

我跟宗師聽道理，沒參加誦經。」康文所言與事實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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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道德院聽經是為了親近道祖，當時尚未有人出家，曾跟宗師說，以後

她如果出家要跟她修。當時講經的地方就在此（指翁太明住持現在的接

待室）。後來宗師出家後，我想出家的心就更堅定。 51 

當年她都是利用下班後的時間來聽道經課、當義工，民國 70 年（1981）開始

住在高雄道德院中，民國 71 年（1982）正月初一正式出家。據她表示，從年

輕時就有出家的想法：  

出家願力我早就有，自小就有，十八歲時的中秋節，在家中四合院見到

太陰娘娘，跟她說我要像你一樣修成仙女，那個願力就一直在心內。出

家前，有一次約二十三、二十四歲時，經過「明賢聖堂」，求得一籤：「碧

玉池中開白蓮，莊嚴色相是天然。生來骨格超凡俗，正是人間第一仙。」

是上上籤，一見即知是修道之籤。願力早定，籤詩之言只是輔助。這是

上天給我的天命。 52 

明賢聖堂奉祀關聖帝君，太文師的生日又剛好與關聖帝君同一天，所以她覺得

自己跟道教很有緣。也因為自己願力早定，所以太文師在來院聽經前後八年的

時間，便開始與翁太明主持一起切磋擲筊問事的技巧，累積成日後她為信徒擲

筊問事的重要能力。  

前三位出家坤道都是在二十歲前後與高雄道德院結緣，太任師則是略晚些，

此或與她住在高雄縣， 53與高雄道德院距離較遠有關。太任師，俗姓林，出生

於民國 43 年（1954），家住高雄縣鳥松鄉仁美里，商專畢業，有十個哥哥，一

個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兒。 54民國 73 年（1984）因為一位高中同學邀她參

加高雄道德院的法會，開始與高雄道德院有了聯繫：  

                                                      
51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  
52 「明賢聖堂」即今「三教靈玄聖堂」，當時高速公路還沒蓋，可從高雄道德院直接過去，

現在則要繞路。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按〕康詩瑀論文 187 頁（＊275）
提及太文師出家的動機：「國中時因家裡距離道德院很近，最初因個人興趣使然，常常利

用下課時間至廟裡學習道經與學法，聽著郭氏體悟道教經典義理。時間一久，便對修行道

法與聽經講課有著很深刻動力，期間也習得不少道法能力，得知道德院後來有意培養坤道

的修行，規劃廟宇內部結構可讓她終身住廟，促使想出家的動機。如此一來，首先是可以

解決家中父母撫養孩子的經濟、教育問題，其次更可讓她免去日後繼續升學，或出社會謀

求工作等現實環境壓力，最終可以解決女性將面臨結婚生子等傳統禮俗的壓力。加以她自

國中畢業後也無再升學的考量，也將意識到爾後在職場上謀求工作的競爭力會是比較艱辛，

在學歷不高的限制下能找到較好的工作實屬不易。家庭、經濟、婚姻等多重因素的考量下，

與自身對太上道祖的崇信及精研道義的興趣下，最終她便選擇了出家這一條路。」康文有

關太文師的說法與太悟師的敘述部分頗為近似，然而卻與筆者訪談太文師的說法十分不

同。  
53 民國九十九年（2010）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正式合併改制，但此處為忠於史實，沿用當

時的地方行政區劃名稱。以下相同的情況皆如此書寫。  
54 依據訪談太任師記錄（2016.01.26）。以下有關太文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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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同學說，這裡（指高雄道德院）很好，去拜拜，可以給道祖請

麵，有麵吃。當時南北斗星君降臨，做法會，感覺很好。結束後，宣布

此地有講經（郭老師），就每天晚上來。一開始來聽聽看，越聽越進去。

55 

太任師對於參加法會過程的感覺很好後，開始嘗試來聽郭藏應道師的道經課，

沒想到「越聽越進去」，且發心要出家修道。從此，除了在家努力與父母溝通自

己的想法外，下班後晚上天天騎機車來院聽課或當義工，假日也來當義工。民

國 77 年（1988）元月 1 至 3 日她參加高雄道德院「道教太乙真蓮宗第一屆皈

依大會」團體皈依儀式，當年皈依弟子達 300 人。 56這是院方第一次舉辦團體

皈依，至今（2016）已進入第 29 屆，皈依弟子總數超過五千名。 57民國 79
年（1990）太任師正式出家，她說，出家時父母也一起來皈依，是她感到最得

意的事，心中很感謝道祖。出家後十年間，雙親因年邁相繼離世，從此心無罣

礙，全心為道祖服務。  

另一位同樣來自於高雄縣的出家坤道是太嫺師，俗姓梁，出生於民國 37

年（1948），家住鳳山市三民路，與太文師一樣是長女，下有弟妹各一。 58國

小畢業後，去補習班學裁縫，在家幫人做衣服。太嫺師從小因為身體不好，給

家附近鳳山龍山寺的媽祖做「契子」（即義子）， 59這是她與宗教的因緣。民國

76 年（1987）她經人引介來高雄道德院參加法會，此情況與太任師一樣：  

朋友介紹我來這邊拜拜。有人說此地有在上課，因為離開學校已久，聽

聽也不錯。當時朋友是此地的信徒，度我度得很熱（指很熱誠），一直

說，如果要來聽，我就載你去。因為我不會騎摩托車。來聽課後，心想

                                                      
55 康詩瑀論文 188 頁（＊276）提及太任師：「她之所以會出家的原因，主要也是個人的心

願與性格的因素，因對於結婚生子並無太大的興趣，也無心於組織婚姻及家庭生活，深知

自身並不合適傳統的婚姻生活，更不願親人煩惱她爾後身後事的安排，僅想要選擇較為清

淨的出家修行做為生活方式。加以她對於太上道祖的崇信，促使她想要以出家的方式做為

實踐生命的方式，代替太上道祖服務道德院內的眾多信眾與信徒。」此說與太任師的說法

有出入。  
56 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  
57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58 依據訪談太嫺師記錄（2016.01.26）。以下有關太嫺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康詩瑀論文 188 頁（＊276）提及太嫺師，將「嫺」字誤為「嫻」字，康文言：「是家中的

長女，底下有弟、妹數名。」與筆者訪談太嫺師的說法有出入。  
59 臺灣民俗信仰認為孩童小時候不好養育，所以有拜認神明為契父（義父）、契母（義母）

的習俗，以護佑孩童順利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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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道理，感覺冥冥之中有緣份，感覺似曾相似，但是以前都沒有

接觸過。 60 

當時朋友載她來道德院聽課，後來朋友到其他地方去，她只好自己騎半小時的

腳踏車來院上課，但因晚上路暗，還有狗會追人，所以在徵求翁太明住持同意

後，上課的當夜就住在高雄道德院中，隔天早上再回家。太嫺師說她從小開始

就沒想要走結婚這條路，也沒想過出家，但是愛好郭藏應老師說的道理，也增

加了對道教的認知。「來這邊看到道教也有出家眾，不是只有佛教有，心裡有時

會想是否需要投入？」開始思考是否出家的想法，成為後來她在民國 81 年

（1992）正式出家的遠因。  

繼太嫺師之後，時隔九年，高雄道德院出現第二代的出家坤道乙乘師。她

俗姓郭，出生於民國 57 年（1968）的高雄市前鎮區，後來舉家遷至鳳山市定

居。身為家中長女，下有弟妹各二位，高中畢業後至臺北德商經營的電信公司

工作，後因要外調大陸，父親不同意，要她辭職回高雄跟著舅舅做事，才有機

會與高雄道德院接觸。她出家之後仍利用時間進修，民國 94 年（2005）畢業

於高雄市空中大學。 61因為父母親曾是高雄慈惠堂主委，她與高雄道德院的緣

份即因雙親而起。民國 87 年（1998）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高雄道德院在中

正體育場一連九天舉辦一場十分盛大的「全國道廟聯合萬神朝元護國佑民祈安

清醮大法會」， 62當時父母親都去當義工，乙乘師基於好奇去看一下武當山道

士的表演，但並沒有實際參與活動。直到一年後，父母親有個機緣要到高雄道

德院拜訪翁太明住持，她跟著來，對高雄道德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民國 89 年（2000）年底跟著高雄道德院到臺北參加院方主辦的第四屆「宗

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聽教授學者對道教的研究心得。此後，她開始利用下班

時間到院中聽翁太明住持講授道經，假日也來做義工幫忙院務。民國 90 年

                                                      
60 康詩瑀論文 188-189 頁（＊276-278）提及太嫺師出家之因主要在身體健康部分：「為何

她會選擇以出家修道為終身的志業？據她表示，在未接觸道德院之前，一直以來都有身體

健康上的問題，尋求醫療診治也都無法有所改善，因此在友人的引薦之下便來到了道德院

參拜。在此之前她並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為了祈求讓身體恢復健康，更成為逢廟必拜的

信眾，舉凡台灣各地的大廟或香火鼎盛的知名廟宇都已參拜過，直到在友人帶領下使讓她

開始接觸道德院之後，心理產生一股莫名的感受，彷彿能和太上道祖能產生契合感與安穩

的信念，此後才開始以道德院做為較為固定的祭拜廟宇。」但，未提及太嫺師上郭藏應道

師的道經課對她的影響。此外，康文說「筆者在民國一百年（2011）訪問她時約為七十三

歲左右」，實際應為六十三歲。  
61 依據訪談乙乘師記錄（2016.01.25）。以下有關乙乘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62 詳細內容見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

（197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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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因為面臨工作上的困境，事事不順，母親來院中請示道祖的結果，改

變了乙乘師的人生：  

從臺北回來後，求職的路很不順，跟朋友做美容，買了貨卻賣不出去；

跟會準備出國，臨要出國前卻被倒會，出不了國。我媽就來道德院問道

祖，結果博杯（「擲筊」的閩南語）都博沒有。後來她叫我來幫她一起

想，我來後，也想不出怎麼問。我媽當時胡亂念說：「要不，就我女兒

來這邊出家，會比較順嗎？」，結果連應好幾杯。我不相信，再博一次，

三杯呢！我想哪有這麼奇的？不可能，我們再博一次！我媽說我們下一

次再來博。 63 

乙乘師母親改日再次來請示道祖，結果還是一樣。「我的感覺是道祖叫我們來，

我們就來。神明這樣講，我們就來！」於是，在徵得翁太明住持同意收她為徒

弟後十天，乙乘師正式拜師出家，住觀修道，成為高雄道德院第 2 代出家坤道，

由翁太明住持親自傳授。  

在乙乘師之後的十五年間，高雄道德院未曾再出現任何出家坤道，直到去

年（民國 104 年，2015），翁太明住持才又收了兩位入門弟子——乙彣師、真

奕師，成為高雄道德院第二代出家坤道的新生力軍。 64 

乙彣師，俗姓簡，出生於民國 62 年（1973），家住高雄市小港區，是家中

的么女，上有兄姐各一。家中父母拜的是廣澤尊王的四太保、觀音大士，故與

道教也有因緣。 65在專科國貿科畢業後，曾從事美容業，擔任美容老師的祕書，

後來與乙乘師的妹妹合開早餐店。她與高雄道德院的關係就是透過乙乘師而產

生了連結。  

民國 89 年（2000）乙乘師要到高雄道德院皈依，除了帶自己的弟妹外，

還找乙彣師一起去皈依。早在這之前，乙彣師為了事業順利，尋找皈依的宗教，

其中過程歷經了佛教、道教的轉折：  

                                                      
63 康詩瑀論文 189-190 頁（＊279）提及乙乘師：「生於民國五十九年（1970），高雄市人，

民國八十八年（1999）皈依太乙真蓮宗法門，民國九十年（2011）出家。家中過去是高雄

慈惠堂的分會，父親更擔任高雄慈惠堂分會的堂主。…出家的原因，主要是因個人與神佛

的緣份，她覺得自己與太上道祖有種特殊的緣份，雖然家中過去是信奉慈惠堂的信徒，但

同屬於道教拜神的系統，自小對神佛接觸的早，也對信奉道教信仰產生興趣。她在未出家

前常至道德院拜訪翁住持，期間翁住持也告訴她許多關於個人對於修道的義理，與生活經

驗的分享，兩人的關係像是亦師亦友，幾經商談之後，透露出自己心中的想法與規劃，無

想要走向結婚生子的人生規劃，反而對於崇奉道教與修行較有興趣，加以她對於太上道祖

的崇信，翁住持後來也因此鼓勵她出家，之後選擇拜翁住持為師，最後在道德院出家。」

其內容與筆者訪談乙乘師資料出入甚多。  
64 太嫺師說：「現在有些年輕人進來，很讓人欣慰。」  
65 依據訪談乙彣師記錄（2016.01.25）。以下有關乙彣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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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乙乘師妹妹提起，算命先生說皈依才會讓事業順利。本來說要去慈濟

（皈依），繳了一年功德費，說隔年就可以讓我們去慈濟皈依，結果沒

有啊！還要我們繼續繳。後來我媽怕我們走佛教，就帶我們去高雄慈惠

堂拜拜，說這樣就皈依了。後來，看到道德院的皈依單，我們（乙乘師、

我和她妹妹、弟弟）就相招一起來皈依。  

乙彣師是先皈依後才開始到剛院中聽道經課及做義工。她從皈依（2000）到出

家（2015）時間長達十五年，是八位出家坤道當中時間間距最久的。十五年間

她經歷兄長因病過世、母親病重的衝擊，經過向太上道祖的請求與太文師協助

問事處理，讓她對人生有另一種體悟，對道祖的信仰更加堅定，至去年（2015）

機緣成熟，正式出家入道。  

真奕師，俗姓林，出生於民國63年（1974），家住雲林縣斗六鎮，是院內

坤道住家離高雄道德院最遠的一位。為家中長女，下有弟妹各一，高中畢業後，

在父親經營的店中做事。真奕師小時候有段經驗與她後來出家有關：  

我從小孩時候（從懂事）就說：改天我要出家。但我看到佛教師傅（指

僧、尼）會怕，以前不知道道教，那時只看到佛教師傅。小時候去給人

收驚時，對方說這是要修的命，我跟我媽說我要出家，當時我媽並不以

為意，只當我是小孩胡亂說。那時也不知道要修的意思。 66 

至於與高雄道德院的緣份，起於一位來店裡的老師，他提到高雄道德院的道經

課程內容，意外地引起了她想去聽課的念頭：  

民國九十四、九十五年時，聽一位老師說在道德院上課，問他上甚麼？

當時聽了之後，就一直想去。第一天聽到宗師上課講《道德經》，當下

就想，這是我想要的！很感動！每週一、三（晚上）上課，我很愛聽課，

都不會打瞌睡。看到出家老師（指院中的出家坤道）這樣好，這樣有福

報，回家跟媽媽說，如能在那兒出家多好！  

真奕師說當下聽了就是沒來由的喜歡，也因為這喜歡之情，民國95年（2006）

她不辭路途之遠，開始每週一、三到高雄道德院聽道經課程；民國100年（2011）
進一步住在高雄道德院內，全心投入協助院中大小事務。到了民國104年（2015）

元旦，與乙彣師一同拜師，正式出家。真奕師在出家之前，已先在高雄道德院

住了五年，接近於半出家狀況，她這樣的經歷在眾坤道中算是比較特殊的。  

綜合上述高雄道德院八位坤道個人家庭與道教的因緣，我們可以看到她們

各自不同的經歷，到最後都與高雄道德院產生了連結，而且因此大幅轉變了她

                                                      
66 依據訪談真奕師記錄（2016.01.25）。以下有關真奕師的資料均出於此記錄，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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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生方向。由入世走向出世的關鍵原因除了這一項外，高雄道德院的道經

課程是另一個十分值得我們關注的影響力量。  

（二）聽道、慕道至入道——兩任住持講經說道的激盪與啟發  
高雄道德院創建後，郭藏應道師擔任第一任住持，擔當闡揚道教正理之任

務，在院中開課講授道經，曾講述譯解過《道德經》、《清靜經》、《玉皇心印經》、

《南華真經》、《太上感應篇》、《易經》、《定觀經》、《陰符經》、《金剛經》、《六

祖壇經》、《列子沖虛經》、《三官經》、《北斗經》等三教經典，但以道教經典為

主。 67高雄道德院在完成結構主體後，聽課者更加踴躍，信徒大增， 68民國 63

年（1974）翁太明住持與太悟師同年出家，成為高雄道德院最早出家的兩位坤

道。  

根據筆者訪談二人的記錄顯示，她們在決定出家之前，已來高雄道德院聽

郭藏應道師的道經課程數年，對郭老師講課的內容十分感興趣。 69郭藏應道師

以閩南語講課，他的博學與授課口才從民國 44 年（1955）在高雄市苓雅區佈

教講道的情況可以窺其一斑：  

民國四十四年，騰芳公在高雄市苓雅區佈教講道，此乃全臺道教宏道之

先聲，多位基督教及佛、道界人士到場參觀。因首開道教講經風氣，居

然無人入座而僅站後排試聽，當年傳道之艱難，由此可見。直至郭公以

《道德經》開場白，時而《金剛經》、《華嚴經》，並引用《易經》，不看

講稿，滔滔而談「道」，十分鐘之後，後排人士始紛紛入座前位，專注

聆聽，全場聽眾莫不佩服這位青年傳教師具有深厚的學養和優異的口才。

此乃郭公首次公開演講論「道」，時年三十三歲。從此郭公發心義務傳

教講道，夙夜匪懈，授機解惑，廣結善緣。 70 

郭藏應道師博通三教經典，引用儒、釋經典會通道經之義理講解，建基於他驚

人的記憶力和推理能力，他可以把整本《易經》、《道德經》、《金剛經》、《南華

真經》默唸三次，且對於其內文應用自如。 71太悟師追憶當年聽郭老師課時的

印象是他口才很好，可以用很淺白易懂的話講解《道德經》深奧的文句，讓她

一聽就能體會：  

                                                      
67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62-163。  
68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59。  
69 翁太明住持在民國 60 年來聽郭藏應道師講道經，民國 62 年銘傳商專畢業，來高雄道德院

當會計管帳一年，民國 63 年正式出家。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太悟師

說她民國 60 年略早於翁太明住持來院參加誦經團課程，並聽郭藏應道師講道經，出家的時

間與翁太明住持同一年。依據訪談太悟師記錄。（2016.01.25）  
70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58。  
71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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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道可道，非常道」，老師說：「看得到、摸得到的不是道，真

正的道是看不到的，是恆常不變的，才是道。」 72 

郭藏應道師早年曾開設過書局，因此看了不少書，成為他後來傳道佈教講課的

豐富資料來源：  

（郭藏應道師）曾短暫開設書局、文具店等，廣進各類宗教、哲學之書

籍，然其不求聞達、不好營利的個性，使原本欲售之書籍竟成己用，成

為個人修道、講道之資料。這段期間潛隱探討，修持心性，用功尤勤，

終至開悟天命，以佈教講道為志。 73 

他在閱覽群籍的過程中，不只因此修持了心性，還立下講道佈教的志向。曾言：  

講道，乃是我的天命，若有人喜歡聽道理，我願用我生命的每一分鐘替

他講道理。 74 

如此一位對道充滿熱情與犧牲奉獻精神，可以用每一分鐘的生命為人講道理的

道教傳教師，我們可以想見他在講課時的用心與努力。郭藏應道師長年在高雄

道德院授課講經，甚至直至民國 87 年（1998）臥病在床，當翁太明住持等門

生去探視他時，「仍不忘諄諄講述道教正理，將病痛視為磨煉成仙之過程而絲

毫不減對道祖之信心」。 75 

這樣一位視講道為天命的郭藏應道師，熱誠而始終持續不懈地在高雄道德

院講經，讓來聽他講解道經義理的人感受深刻，我們以出家坤道為例，翁太明

住持與太悟師就是因為來院聽道、慕道進而決定出家入道。翁太明住持回憶當

年決定出家時的想法：  

剛來院時，道教很衰微，這是老祖先傳下來的宗教，但看到外來教（佛

教）顯揚，這麼多比丘、比丘尼擔當如來家業，卻沒人擔當道祖的道德

家業，所以就說我明天就出家！說出家就出家！說吃素就吃素！這應也

是因為有道心、有善根才能如此堅持多年而不破戒。 76 

                                                      
72 依據訪談太悟師記錄（2016.01.25）。  
73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58。  
74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61。  
75 郭公騰芳官藏應道師委員會，〈郭公騰芳藏應道師行誼略紀〉，頁 161-162。  
76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此外從她另一則記憶：「小時候跟媽媽來這邊拜

拜，但我也不知道我是道教，以前學生時代填表都填佛教，因為沒聽過道教這個名詞啊！

來這裡聽老師講經後，才知道道教。」（2016.01.25）我們可以想見在民國五、六○年代的

道教多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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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太明住持因為在聽郭藏應道師講課時，提到當時（民國 60 年代）道教很衰

微，不如佛教在當世的顯揚，義憤填膺地興起出家之念。太悟師的出家動機也

有類似的情形：  

出家動機就是開山宗師在此（指現在翁太明住持的辦公室）上課，在黑

板畫線，基督教畫這麼長，然後是佛教，道教就這麼一丁點，我看了心

裡就很感慨。他說道教是我們本土的教，才這麼一點。那時看了很心酸，

那樣就要來護持！以前的人只知道佛教，不知道道教。  

由於來高雄道德院聽道，得知道教在當時臺灣社會的發展狀況不佳後，二人因

此都興起了愛道、護道之心，決心以出家方式全心奉獻、護持道教，擔當起道

祖家業。郭藏應道師諄諄講道與傳教的虔心，讓高雄道德院產生了首批出家坤

道。太文師曾言：  

聽經是對道有興趣。我在公司上一天十二小時的班，七點下班，吃完飯

後就趕來高雄道德院聽經，因為有精神意志力，一點都不覺得累。甚至

老師上課到十二點後，還與三清太乙大宗師以及其他信徒繼續討論道

經。  

翁太明住持與太文師在聽完老師的道經課後還討論不輟，可以想見郭藏應道師

講道內容對她們思想激盪的餘波不已。太任師也提及道經課對她的影響：  

遇到下雨天，還是要去。從接觸到道祖後，就開始奮鬥（指與父母溝通

出家之事），不肯找對象，因為來聽經後，就已發心。  

因為聽經，讓她萌生出家之念，並開始與家人溝通，經過六年後終於得償入道

之心願。太嫺師談到自己在聽課的過程中，對道教與道經的了解逐步成長：  

郭老師講經，多數是《道德經》，講很多次，有時講《清靜經》或其他

經典。他有時會拿其他宗教（的義理）來跟《道德經》對照，讓我們做

比較，讓我們聽了之後，覺得了解了很多，還能去理解。  

郭藏應道師開設道經課程，主要是為了弘道佈教，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增

進學習者對道教與經典的認識方面有其一定的貢獻。  

高雄道德院的第一代出家坤道（「太」字輩）早期主要是在郭藏應道師的

講經課中汲取道教與經典義理的養分，民國 80 年（1991）起院方陸續開辦「道

學研習班」（1991）、「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1992）、「道教宣講師培

訓班」（1993–2016），授課師資除了郭藏應道師外，翁太明住持也是重要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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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一。 77第二何婉麗代出家坤道則是聽翁太明住持講解道經而增長道教知識。

前後兩任住持均肩負著傳道的重任，並虔心致力於講經弘道。  

乙乘師在民國 89 年（2000）開始來聽經，當時郭藏應道師已過世，所以，

她在道教教義與經典知識的成長，完全得自翁太明住持所開設的道經課程，她

談及當年聽課過程：  

我從旅行社工作回來都晚了，但還是來高雄道德院上課，人家都快下課

了，還是來，很認真的呢！聽十分鐘也好，聽完後，我就回家了。剛來

都聽不懂，聽久了，也就知道差不多在聽甚麼。  

不論時間多晚，還是想去上課，求道之心已在當時顯現，翁太明住持講課的吸

引力也不容忽視。乙彣師則說：  

三清太乙大宗師很厲害，講課都不用課本，她上課很活，都用很淺白的

話講解道經，還會搭配實例說明，讓我們很容易就聽懂。如果上課日的

前後，遇到神明的生日，就會介紹神明的故事，讓我們對拜拜的神明有

進一步的了解。我們院中的師姑、師伯們（指男女長輩信徒）都很喜歡

聽她講課。  

翁太明住持曾言，她在院中「講述《道德經》長達十一、十二年，從不同角度

講解」， 78對照乙彣師的說法，翁太明住持上課已到了不用看書就能旁徵博引

說解道經的境地，可見她對經典內容的高度熟悉與融會貫通。另一位真奕師談

到上翁太明住持道經課的感受：  

我是從半途聽三清太乙大宗師講《道德經》，我很喜歡上她的課，覺得

她就是個人才。她很會講，而且都講得很詳細。一直到現在，她說課的

內容，我很容易接受，我就覺得她就像偶像一樣，讓人崇拜與佩服！  

從上述兩位新近出家坤道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翁太明住持熟諳道教經典的

文句義涵，以深入淺出的講課方式與內容，獲得習道者深深的肯定與讚譽。  

在高雄道德院聽道經課的人有多種類型，除了院內出家坤道、誦經法師與

皈依信徒外，還有其他道教宮廟道壇的神職人員與社會民眾，翁太明住持入道

已逾四十年，她由當年一位初學者逐漸蛻變為後來的講道者，其修習講說過程

中，應已意識到必須兼顧不同學識背景學習者的需要，所以她已發展出一套有

個人特色的講課方式與風格。筆者在多次訪談她的過程當中，以及看她在不同

學術研討會場上，以其抑揚頓挫的語調侃侃而談，落落大方，展現出流利之口

                                                      
77 陳敏祥，〈高雄道德院對臺灣道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頁 83-84。  
7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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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與充分的自信，擔任授課教師一職，對她來說，應是遊刃有餘。因此，能普

遍獲得學習者對她的讚美，有其一定的道理。  

所謂「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道教之衰微需得依靠有心之士才能弘道

顯教，一位優秀的傳道者，往往能吸引集結眾多信眾聽他講經說道，歷史上如

此，當代亦然。高雄道德院的「道教太乙真蓮宗」，自民國 70 年（1981）由郭

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共同開創此一法門後，至今已三十五年，這兩位高雄道

德院前後任住持透過開設道教學程講經說道，除了宣揚正統道教外，目的也在

培養道教人才，如今八位出家坤道的產生，兩位住持講經的魅力與弘道的努力，

可說是居功厥偉。  

 

参、出家後的道院生活  

 
道教在東漢初創時，並無出家修道之定制，當佛教傳入並確立其僧伽制之

後，加速刺激了道教教團，逐漸形成住觀修行之制， 79道教出家修行制度的正

式定型，一般認為是金元時期王重陽（1112–1170）創立的全真道派，該派模

仿佛教的僧侶制度，要求道士出家投庵，「形成一個出家道士的叢林團體」。 80

由於全真派在元初受到帝王的支持而盛極一時，道士住觀修道與煉養內丹成為

該派的重要特色。相對於早期全真派道士的出家修道，道教的正一派道士則是

以在家火居 81的方式，過著俗世的家庭生活，在民間以法事儀式進行其宗教實

踐與服務，罕見出家之道士。  

一般認為臺灣的道教是明清時期隨著閩、粵移民所傳入，以正一派為主流，

至今仍如此。此外，根據蕭進銘的研究，臺灣全真派於二次大戰後由少數全真

出家道士與在家居士傳入全真教法，以丹道為主；民國76年（1987）兩岸未開

放時，來自香港的全真龍門宗第二十五代法裔張銘佳，在臺灣傳授全真齋醮科

儀；同年七月解嚴後，兩岸開放交流，開始有臺灣的宮觀人士到大陸學習全真

教法後，回臺傳教，以全真齋醮科儀為主，丹功次之。至今為止，全真派在臺

灣的傳承以在家傳承為主，且是小眾。 82 
                                                      
79 李豐楙，〈情與無情：道教出家制與謫凡敘述—兼論《紅樓夢》的抒情觀〉，頁 183。  
80 黎志添：〈廣東道教歷史要述—以正一派、全真教及呂祖道壇爲中心 ,兼論三者之間的互動

關係〉，頁 91。  
81 關於臺灣道教的火居道士相關說法可進一步參考劉枝萬，〈臺灣的道教〉，收入福井康順等

監修，朱越利等譯，《道教》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31-132。李

豐楙，〈制度與擴散：戰後臺灣火居道的兩個宗教面向──以臺灣中部的道壇道士為例〉，《臺

灣宗教研究》，2 期 1 卷（臺北：臺灣宗教學會出版，2002），頁 109 - 144。  
82  蕭進銘，〈全真道龍門宗伍柳法脈在臺傳承的調查研究 ——以陳敦甫一系為核心〉，頁

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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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在當代臺灣道教現象中，有其不同於傳統道派的外顯特色 83：

其一，它是臺灣第一而且是唯一的道教女性修道院，現有八名出家坤道住觀修

行；其二，出家坤道們為民眾進行祈福消災的科儀，傳承道教正一派傳統科儀。  

如果從正一派的傳統來看高雄道德院的「出家」特色，顯然與正一派火居

傳統並不相同；如果從全真派的出家清修面向檢視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卻

傳承正一派的科儀，又與全真派的傳統不同。高雄道德院的道派歸屬如何界定

或看待，引起學者的注意與研究，何婉麗認為高雄道德院根植於正一派（科儀）

與全真派（丹道），但很多重要的部分又和二者有所區別，可視為是一種對道教

傳統的挑戰，並對臺灣的道教傳統做出重大的改革。 84康詩瑀則認為「道德院

出家法師平時雖採以部分全真道的修行方式，終日在道德院裡修行茹素，平常

雖以清修簡約為原則，但卻憑藉著己身習得的正一道的法事科儀，為一般民眾

消災解厄，…戰後台灣地方社會正一道與全真道的關係，在道德院的神職人員

身上做出最真實的呈現。」 85兩位前行研究學者的共同點是點出高雄道德院融

攝道教正一與全真二派的部分特質，但何婉麗基於此一特性更提出她的看法，

認為高雄道德院這樣的做法是挑戰道教傳統並做出新的改革。於此，筆者暫不

表達己見，以下我們先了解眾位坤道出家的道院生活後，再回頭來重新思考這

個問題。  

（一）道號與道服儀容  

 出家離俗，住觀修行，自然要擺落俗世的一切，包括將俗世之名改

為道號（一說法名），食、衣、住、行生活起居行事等都有重大的變革，過著一

種與俗居完全不同的修道生活。  

1.道號  

高雄道德院已成立將近一甲子，首批出家坤道產生至今已四十二年，並開

創「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弘揚道教，但凡皈依此宗的弟子，均有一專屬的道

                                                      
83 至於高雄道德院在推動道教教育、道教學術研究以及進行全國甚至跨國性的慈善救濟、災

害救助等等特色，此處暫且不談，留待下節〈入世弘道，利益眾生的宗教實踐〉部分再加

說明。  
84 Ho, Wan-Li，“Daoist Nun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Gaoxiong Daode Yuan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2（2009） ,  pp137-164。  
85康詩瑀論文提及「部分全真道」見 183、197、198、280、372 頁（＊267、290、291、295、

420）。其論文 198 頁（＊291）指出高雄道德院出家法師的產生與全真派的同與異：「郭

氏在進行出家法師的培養過程中，他採取全真道的立觀度人、師徒傳承、茹素與不婚的原

則，然而立觀是全真道派出家制度決定的。」又說，全真道分「傳經」與「傳戒」兩類，

道德院的出家法師則是由「經師」（孫番賓道長、高卻道士）與「道師」（郭騰芳）所培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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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由於翁太明住持與太悟師正式出家時間早在「道教太乙真蓮宗」創立之前，

故當時並不存在所謂的「皈依」問題，她們的「道號」是出家後才取的。根據

翁太明住持之說，首字「太」由郭藏應道師所定，至於第二字則是事先翻閱字

典準備一百多個字，自己以擲筊方式一字字向道祖請示後得來，其後院中的出

家坤道或是皈依弟子的道號命名也都是沿用這種方式。 86早期信徒很少，所以

「太」字輩一直到「道教太乙真蓮宗第一屆皈依大會」時（1988）的皈依弟子

都還是「太」字輩，太任師與太嫺師即是。目前高雄道德院的皈依弟子已到「宗」

字輩，翁太明住持說她將增定新的傳承宗譜以供未來皈依弟子之道號使用。 87 

2.髮式  

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的髮式，修道服飾樣式是由翁太明住持所設計制定。

88何以郭藏應道師任由她主導這一切？翁太明住持說：  

我來廟（指出家）第二年，老師就想讓我接住持，在道祖前博杯一百多

次，道祖都有應杯，但是當時我不願意接受。老師平日不太管院中事，

看到我很好又很能幹，又太為道教，所以希望我當住持。我出家都住在

廟中，都是我在管，我老師都在家，沒有甚麼管理。後來一個一個度，

進來就照我的規矩，大家都很有規矩。 89 

雖然當時她不願意當住持，但郭藏應道師很放心將出家眾的管理責任交與她，

所以，翁太明住持當時便開始處理院中大小事務，直至民國 75 年（1986），

                                                      
86 康詩瑀論文 146 頁（＊212）提及「郭氏對於道教傳統五大派（即：積善派、經典派、丹

鼎派、符籙派、占驗派）之學理亦有獨到的見解悟得，並以此分類做為出家法師的法名（即

太籙、太悟、太明、太音、太文等）」之說」，此外，在 185 頁（＊271）太悟師道號的介

紹：「太悟師為人寬厚、個性溫善，在郭氏培養出家法師的過程中，賜法名為『太悟』，

主要是依道教五大教派而做區分，太悟師所屬的派別是依道教的丹鼎派，相傳此派主要是

研究養生術，正修精氣神，鍊成內功而達神功。」；另在 186 頁（＊273）翁太明住持道號

的介紹：「郭氏以『太明』為其法名，這是依照道教五大派的分屬，『明』字有說經講道

之義，故屬於經典派，相傳此派主要研究聖人經典及道藏經典而傳道說教，加以翁住持的

口才流利、反應靈敏，能言善道、能力充足，也是多名出家法師中，學歷最高者，可見郭

氏希望她能擔負出家法師傳道解惑的功能，發揮經典派的精神」；又 187 頁（＊275）太文

師道號的介紹：「（郭藏應道師）賜法名『太文』。此一法名主要是依道教五大派的占驗派，

相傳此派主要是研究曆算、星相、命卜、堪輿。加以王銀寶為人宅心仁厚，性格溫和良善，

待人謙遜有禮，故郭氏希望名如其人，以太文師做為代表道教行善占驗派的典範，並能發

揮她所屬的能力並為信徒做出貢獻。」經筆者就此請教翁太明住持，她說康文所言與事實

不符。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87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8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8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關於她的能幹從以下可知：「管委會決議購買的

東西都比我的貴，常買到中盤價。有一次租遊覽車，我問到源頭，一個人可以少 300 元，

一只金差 10 元，管委會因為不關心也不知道，公開招標的價錢反而貴，所以經過我多方

比較後，常能以低價購得，幫廟省下不少錢。」（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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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藏應道師經過擲筊，舉薦她接任住持一職，經信徒大會通過後，翁太明住持

正式接任高雄道德院住持。她自出家後長達十二年的時間，都在院中操持大小

事務，早已累積出豐富的經驗與多方面的能力，民國 75 年（1986）接任住持

可說是無縫接軌，駕輕就熟。據高雄道德院的年度大事記所載，民國 60 年代

只有三條重要記事，民國 70 年代記事從民國 77 年（1988）後每年重要大事記

載豐富多樣，可以看到翁太明住持上任後，多方推動院務的成果。 90   

翁太明住持對於服儀的要求，以「莊嚴」為重點， 91她認為全真派坤道蓄

留長髮，再於頭頂挽個太極（髮髻）的髮式，在南臺灣高雄高溫炎熱的氣候環

境並不合適，她考量天氣太熱而流汗多，需天天洗髮，吹乾頭髮及挽髻均頗耗

時，為了「把握時間做事情，不要常常在梳頭髮」， 92所以規定將頭髮往後梳，

束繫於腦後，目前多數出家坤道束髮長度及於肩部，這樣的長度方便清洗吹髮

與整理，省下的時間可以多做點接引眾生之事。至於誦經團法師的頭髮長度、

是否束髮，則無一定之規定，然而因為出家坤道們亦為誦經團成員之一，故其

他誦經法師也會束髮，以與出家坤道們的服儀一致。  

3.道服  

出家坤道的服裝分平時穿著與儀式道袍兩種。平時穿著樣式是寬鬆的白色

長袖唐衫，深藍色長褲，腳著黃色布鞋。以白色搭配深藍色，符合翁太明住持

「莊嚴」的原則。在色彩與心理的聯想方面，白色予人潔淨、神聖、完美的感

覺，深藍色則給人沉著、穩定之感，黃色有輕快、光輝、希望等感覺， 93在宗

教儀容形象上是頗為適合的。翁太明住持說，四季都穿這樣顏色的制服，這些

服裝與鞋子不支用高雄道德院的經費，都是出家坤道們自費購買，故只要樣式

相同，衣服的質料與厚薄，視各人需要自己購置。 94 

                                                      
90  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 1974–

1998）。  
9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9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93 李振華、劉洪祥，《美術設計師完全手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頁 37-38。 
94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按〕高雄道德院院方會按月發給出家坤道微薄

的薪水，但比起她們過去在俗世工作之月薪少很多。高雄道德院如果出國救災或做道教文

化交流，因為出國的旅費都要自行支付，出家坤道的家人都會護持，常是她們的旅費支援

者。翁太明住持說：「出家眾吃廟、睏廟（指住在高雄道德院中），廟方會打薪水給她，只

是薪水不高而已。為了出家，辭掉工作的薪水是出家的兩、三倍，出家的錢很少。」

（2016.09.10）；民國 87 年 11 月起，翁太明住持不再支薪，全力當高雄道德院的義工。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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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家坤道穿著這樣的服裝外，後來皈依「道教太乙真蓮宗」的弟子，

不分男女也穿著相同的服飾。根據高雄道德院提供的歷史照片顯示，民國 60-70

年代出家坤道們已開始穿白衣、藍褲，黃鞋，雖然樣式統一，但白色上衣與今

日我們看到的白色寬鬆唐衫不同，比較像是日常一般民眾穿的便服。 95翁太明

住持說，因道為郭藏應道師平日都穿便服，為了不與老師有太大的區別，所以

如此穿著。民國 80 年（1991）四月郭藏應道師率團前往大陸陜西函谷關樓觀

臺老子祠謁祖廟，參訪朝聖回國後，翁太明住持向老師建議，希望能有團體的

道服，才有今日高雄道德院的統一服裝。 96在民國 81 年（1992）元旦皈依典

禮的大合照上，便留下皈依弟子們穿著白衫藍褲的珍貴影像。 97去年（2015）

起為了因應出訪大陸武當山冬季嚴寒氣候，增置深藍色背心與厚外套，由院方

訪價後，委請製衣廠商統一裁製，依然是各人自費購買。 98 

出家坤道們與誦經法師們參加科儀展演時穿的儀式袍，主要依據道教傳統

長袍樣式，早期長袍的顏色與現在所見的有所不同。民國 60-70 年代有黃色斜

襟的天藍色長袍、天藍色斜襟的黃色長袍兩種，均帶有白色水袖， 99在儀式演

示時可以增添美感；民國 70 年代中期改為黃色緞面對襟長袍，亦有白色水袖，

長袍背後並繡有三台與太極圖案，沿用至今。 100 

此外，翁太明住持與太悟師因為民國 65 年（1976）通過「爬刀梯」儀式，

成為道教高功道長， 101在科儀法事中常扮演中尊角色，其道服則是依道教傳統

的罡衣（一稱絳衣） 102訂製。翁太明住持有時配合重大場合 103需要，也會著

罡衣盛裝出席。  

（二）日常修道生活  

                                                      
95 見附錄二相片。  
96 依據訪談太任師記錄（2016.01.26）。  
97 高雄道德院編，《合宗明道集》書前附錄相片，（高雄：高雄道德院，1994）。  
9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99 依據高雄道德院所提供的歷史相片資料（2016.01.25）。見附錄二之相片。  
100 見附錄二之相片。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01 自民國 76 年政府解嚴後，兩岸開放交流，院內其他出家坤道則是由翁太明住持率領她們

與皈依弟子們至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受籙。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102 「罡衣的製作十分考究，其裝飾主要採用刺繡，通常以黃、紅色的綢布為底，其上刺繡

各種具有道教意義的紋飾。罡衣正面的紋飾主要有八卦、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或四獸（虎、豹、獅、象）、雙龍或雙鳳、官將或八仙等；背面的紋飾則有太極八卦、寶

塔、三台、金烏、玉兔、四靈或四獸等。」謝宗榮，〈臺灣傳統道教服飾〉，頁 19-21。  
103 例如 2007.12.06 翁太明住持率團至日本參加日本文化振興會與高雄道德院聯合主辦的慶

祝中華民國總本部開設三十週年紀念大會。高雄道德院，《道德經講義》書前附錄照片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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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出家生活  

高雄道德院從創立至民國 60 年代是十分冷清的，香客、信徒很少，翁太

明住持回憶說：  

以前我小時候（國小三年級時）來拜拜，來好幾次，也沒碰到半個香客。

那時一個廟公在這裡，我媽都會買很多水果，還有香菇、一些菜料，買

來給他吃，給他煮。我出家那時，來廟的人很少，廟很沒落，少有人跡，

下雨天時，一星期都沒一人來廟裡。 104 

沒有香客，無人添香油錢，就無法維持廟的生存。翁太明住持說：「廟裡沒有為

人服務，廟就要關門。」 105所以翁太明住持與太悟師以及後來的太文師努力勤

練擲筊問事技巧，為民眾提供收驚、問事、消災、祈福方面的宗教服務，以接

引眾生。  

（1）擲筊消災  

擲筊向道祖請示是高雄道德院很重要的決事方式， 106翁太明住持說，民

國 62 年（1973）她來院中當會計時，就開始以擲筊向道祖請示的方式為信徒

問事服務，出家後在會計工作外，還要幫人收驚、消災唸經，更是積極為信徒

服務：   

民眾有事才會到廟中拜拜問神，廟不能只要人來添香油錢，民眾有事卻

不為他們服務。院中為信徒擲筊，純粹是服務的，不收紅包，不為人求

財。 107 

這些能力並非憑空而來，需要時間培養與練習。太文師說：「郭老師只教我們

道理，沒教我們擲筊，全部都是自己摸索來。」 108擲筊問事，就需要思慮周延，

設想多面：  

                                                      
104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2016.01.25）。  
10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4.06）。  
106 例如：「道教太乙真蓮宗」之名與高雄道德院甲仙道場「三清真道修鍊院」的名稱都是翁

太明住持當年擲筊請示道祖的結果。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4.06）。  
107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2016.01.25）。  
108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又翁太明住持說：「沒人教啊！博杯沒人教。我們老

師只教道經，不懂科儀，當時科儀主要是孫番賓道長教的。」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6.01.25）〔按〕康詩瑀論文 181 頁（＊264）：「郭氏過去深入研究《正統道藏》與其

他道學專書裡各式各樣的簡易科儀，如：〈拜斗〉、〈宿啟〉、〈神誕祝壽〉、〈朝真禮斗〉、〈祈

福〉等傳統道教醮事科儀，以及一般民間小法術如：〈收驚〉、〈祭改〉等，並將自身研究

多年所習得的醮事、小法與經驗傳授給門下弟子。」與翁太明住持、太文師所言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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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杯腦筋要清楚，要用智慧，不能隨便博，而且要研究探討，事情緣由

怎樣？應該怎樣來辦？需要考慮到那方面？ 109 

為民眾消災辦事，常要忙到晚上十二點多才能休息，不像一般佛教寺廟，晚上

六點即關廟門。 110翁太明住持回想起當年大家拚命為信徒服務的狀況：  

我老師有家庭，都是晚上有閒時才來（指講課），白天接引信眾都是我

們這些孩子。那時才二十多歲啊！人家沖到、煞到，都是我們在收驚，

在給他們淨改，博杯也是我們在博啊！信徒有甚麼困難來這裡說，也是

我們在給他們幫忙。  

當年我們年輕小孩憨憨（傻）啊！他們來這邊說要消災，都用博杯的，

有博那個透早四點、五點的，有博半夜一點的，也有博半夜兩點的。後

來想說一天十幾場，太忙，就集中在一起，現在都集中在十點。  

起先沒經驗，慢慢累積經驗。那時道心很堅定，人家說「學道如初，成

道有餘。」那時年輕又有力，又很愛唸經，要幫人消災要唸完一本經， 

很愛唸，唸很快！ 111 

早年過度投入到不眠不休的地步，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所以後來開始調整做

法，這也是經驗累積後的成長心得。後來信徒一直增加，歸功於早期三位出家

坤道不懈的努力，翁太明住持說：  

道德院就是由我們幾位出家眾發心為道教奉獻，當時很靈驗，大企業家

都來找我們。 112 

後來高雄道德院在民國 77 年（1988）舉辦第一屆「道教太乙真蓮宗」皈依大

會的皈依弟子人數達三百位，即是她們打拚努力的初步成果。  

（2）清簡奉道  

由於高雄道德院當時尚在整建中，經費有限，信徒也不多，故翁太明住持

與太悟師當時出家的生活極為清苦，她回憶說：  

以前廟沒錢，我們都不甘（不捨）讓廟花錢，每天都煮一樣菜，吃那樣

菜而已，也常醬油拌飯。初一、十五拜水果，都在菜市場結束後，去買

                                                      
10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4.06）。  
11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11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2016.04.06）。  
11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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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那個剩下來的來拜拜。然而因為愛道、歡喜心與道心，一心向道，

生活雖艱辛，但甘之如飴。 113 

翁太明住持出家前的家境十分富裕， 114能捨棄優渥的生活享受，安於清貧修道

的出家生活，她一心向道、愛道的心應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太悟師提及當時她

們出家所住的地方：  

當時住紀念堂，觀音大士後面那間，有隔間，大家睡在一起。那時沒有

禪房，那時廟的規模很小，只是蓋個屋頂，後面都還沒有。  

然而，即使如此簡陋的生活環境，她們二人為道奉獻的心至今沒有動搖過。所

謂「禪房」是指後來高雄道德院在民國 65 年（1976）完成的前殿東西廳部分，

分別在前殿的龍虎邊，當時是規劃要給進香團住的地方，龍邊是男香客，虎邊

是女香客。但是落成後根本沒有甚麼香客，所以，虎邊的禪房就給出家坤道居

住，改稱「靜房」，原龍邊禪房改為圖書館，收藏與道教相關的古籍今著。 115

早期出家生活的清苦，民國 71 年（1982）出家的太文師也經歷過，她說：「早

年出家生活，吃飯只配豆腐乳，配花生。」 116高雄道德院從民國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出家生活景況似乎沒有太多的改善，或許如此清苦的生活正是上天對她

們道心是否堅定的考驗。從今日高雄道德院已逾五千名皈依信徒來看，她們已

通過這些試鍊。  

（3）煉養丹道  

翁太明住持自民國 60 年來高雄道德院聽課，郭藏應道師談到內丹煉養， 117

便開始對丹道很有興趣，自己買很多書來看，「還沒出家就在練丹道」，金丹大

道是當初讓翁太明住持決定出家修行的另一個原因。 118然而，男女丹道練法不

盡相同，所以她只能自己摸索、研究，無所謂師承自哪一丹道門派： 119 

                                                      
113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2016.01.25）。  
114 翁太明住持說：「我家有兩三百坪，從小就吃好，穿好，用好，山珍海味都隨我吃；小時

候父親帶孩子們去岡山佛寺，都會分給每個小孩兩百元的零錢，沿路去布施。」依據訪談

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1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靜房只是單純的房間，不是套房，廁所設在樓

梯旁，浴室則在一樓。」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16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  
117 可從以下資料可以略知郭藏應道師內丹說的部分內容。郭藏應道師，〈簡說內丹與太乙〉，

《性與命》：2（1995.07），頁 6-8。  
11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19 胡孚琛、呂錫琛將女子丹法略分七派：中條老姆派、丹陽諶姆派、南嶽魏夫人派、謝自

然仙姑派、曹文逸真人派、孫不二元君派、女子雙修派。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

道家‧道教‧仙學》，頁 59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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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師有說一些丹道煉養的理論，但他是男性，無法教女丹，實際修

練是我們自己看書摸索、研究，我買了很多丹道的書。我不是哪一道派，

我是所有派。其實，祖師們教的大同小異。教你要清靜無為，你要淨心，

你要淨身，身心靈都要淨，才能修。 120 

出家後，由於早期的信徒少，翁太明住持與太悟師有比較多時間修練內丹。經

過十多年的修練，翁太明住持在約三十三、三十四歲時，練到女丹斬赤龍 121

的階段。 122由於自己看書摸索，過程中也曾遇到各種考驗，亦曾傷到自己身體，

但「要守自己的心，堅守一個清靜」，最終掌握到修丹關鍵是「不要太有為法、

還是無為法最好。」 123此應與陳攖寧的最上乘丹法口訣「抱一守中」相近。 124

翁太明住持說：  

斬赤龍後除了沒有月事外，體力很好，一天只睡幾個小時都沒關係，做

事都比較乾淨俐落，頭腦清明，斷事如有神助，尤其在擲筊請示或進行

科儀法事時，特別靈感。 125   

筆者觀察到翁太明住持現年六十四歲仍一頭烏髮，相較於其他第一代出家坤道

的髮色灰白，她顯得十分特別，此應是她練得斬赤龍的外在徵驗之一。  

練成斬赤龍後，接下來的修練功夫階段雖然男女大同小異，但仍需有明師

指導，所以郭藏應道師指點她去拜師：   

練到斬赤龍後，我老師要我去了解（內丹）西派，要了解必須要拜師。

後來去拜馬合陽道長為師，西派的傳承東西現在我這邊。 126 

                                                      
12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21 李翠珍有兩篇有關斬赤龍研究，道教部分的訪談對象即為翁太明住持。李翠珍，〈道教斬

赤龍初探〉，「第六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2008.0104-06），頁 182-198；〈道教與天帝教斬赤龍之比較〉，「第六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

討會」會議論文集，（南投：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2009.12.11），頁 133-144。此外，有

關女丹修練的經典，可參胡海牙總編，《中華仙學養生全書：陳攖寧先生對健康長壽學說

作出的獨特貢獻》（全三冊），上冊卷三，（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頁 495-608。女丹

修練相關研究可另參張珣，〈幾種道經中對女人身體描述之初探〉，《思與言》35（2），（1997），
頁 235-265；Catherine Despeux and Livia Kohn,“Women in Daoism”（2003）；Elena Valussi, 
“Female Alchemy and Paratext: How to Read nüda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sia Major 
21.2 （2008）,pp.153–193；賴慧玲，〈陳攖寧之「女金丹法」述論〉，收入李豐楙等著，《丹

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205-251。  
12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23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24 賴慧玲，〈陳攖寧之「女金丹法」述論〉，頁 235。  
12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26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關於臺灣內丹西派之研究可參蕭進銘，〈內丹西

派在臺灣的傳衍〉，《臺灣文獻》，63：2，（2012），頁 30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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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拜臺灣内丹西派的馬合陽道長（1923-2002）為師，翁太明住持如今亦成

為内丹西派的傳人。高雄道德院其他出家坤道都有修練內丹，每天都要利用時

間靜坐，煉養心性；第二代出家坤道均拜翁太明住持為師，都由她親自指導傳

授。  

（4）習演正一科儀  

當高雄道德院出現出家坤道後，郭藏應道師為了培養她們的宗教服務能力，

在她們出家當年開辦「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停止玉女組課程，科儀班招收

對象除了出家坤道必學外，還有誦經法師（先前玉女組的成員）與對研究道教

有興趣者，當時商請高雄市守真壇的孫番賓道長（1990-1981）來教授科儀。 127 

孫番賓道長是高雄道德院創院初期的發起人之一，他傳承家族道業，是第

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在臺灣最早（民國 44 年，1955）授籙的弟子，民國 55 年

（1966）成為天師府提派的八名大法師之一。 128翁太明住持說：  

現在高雄道德院傳下來的正一科儀，大部分是孫番賓道長傳授的，另有

一位高卻道士，教的是普度的一部分科儀。 129 

在初期學習階段，太文師在參與普度誦經時，曾因經驗不足而傷到自己：  

當年在院中多是聽道理，沒參加誦經，才來一年時，因為對普度誦經事

宜不熟，曾在普度時被無形傷到，那時  在布棚內，燈光滅了，後來開

始胃痛起來，我從沒胃痛過，後來痛了快一個月。 130 

即便遭遇如此磨難，太文師仍堅心於道業，時至今日，她目前是高雄道德院多

位為信徒擲筊問事的出家坤道中，最資深且經驗豐富的一位。翁太明住持回憶

當年她們學習科儀的情況：  

孫老師他先演一次給我們看，順便要教你唸調。那時學一首調，要學很

久。後來有錄音機，就可以錄下來，回去反覆聽。要不，當時都用講的。

131 

                                                      
127  高 雄 道 德 院 ，〈 高 雄 道 德 院 創 建 以 來 在 開 山 宗 長 郭 藏 應 道 師 領 導 下 之 年 記 大 事 〉

（1974-1998）。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按〕李麗涼，《弌代天師——
張恩溥與臺灣道教》書中只記錄孫番賓生於 1900 年（170 頁），未註卒年。筆者訪談翁太

明住持，她說孫道長活到 81 歲，故本文加註其生卒年。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6.01.25）。  
128 李麗涼，《弌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頁 167-171。  
12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30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  
13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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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出家坤道們從孫番賓道長與孫卻道士學習的正一科儀，內容包括祈福、消

災的陽事科儀，以及度亡拔度的陰事科儀。經過多年學習與實際操作，這些技

能讓她們後來參與院方自辦或與其他道教宮廟合辦的禮斗祈安法會、禳瘟法會、

黃籙超度法會、普度法會等科儀時都能展演自如，獲得感應。 132 

2.今日道院生活  

自民國 63 年至今，經過多位出家坤道為道奉獻，弘道布教與接引眾生，

相較於早期修道生活的艱辛，目前的道院生活已有多方面的轉變。  

（1）居住環境  

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的居住環境，從民國 65 年（1976）禪房改為出家

坤道居住的靜房後，目前八位出家坤道分別住在七間房間（二樓有四間，三樓

有三間），除了乙乘師與真奕師同住一間房外，其他皆一人一間。 133對照早期

出家坤道們睡在一起的情形，現在已改善很多。  

（2）三餐飲食  

早期出家生活清苦，一天只吃一餐，一樣菜，現在則有三餐供應，而且各

有輪值負責做飯的人。早餐部分，除了兩位高功道長免輪值外，其他的出家坤

道大家輪流烹煮（每人一週），約在早上六、七點開始煮，菜色、做法自由發

揮，約九、十點多大家一起吃早餐。午餐部分，則是由義工師姑們幫忙，平常

院中約有十幾個人一起吃午飯。晚餐部分，則固定由太嫺師與乙彣師負責。 134

翁太明住持說：「平時有分工，等廟中有事忙時，大家連義工都投入幫忙。」

135至於做菜所需的食材、菜料，則由太文師負責大量採購：  

冰箱十幾台，自由發揮，各人煮自己拿手的菜，各有特色，大家都說我

們道德院的菜很好吃！來這裡出家的人，要會收驚、博杯，幫人淨改，

要會煮飯，如果不會，就不用來出家了（笑）。 136 

高雄道德院這麼多冰箱儲蓄各樣食材、菜料，以備院中舉辦嘉年華會、法會等

活動時所需，或者交陪境、其他訪客來拜訪時，隨時能有充份的食材供應餐食。

                                                      
13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詳見下文出世弘道部分有關高雄道德院祈福度

亡法會的敘述。  
133  乙彣師所 住之房 間， 在中午時 間則提 供給 神職人員 休息用 。依 據訪談太 任師記 錄

（2016.01.26）。  
134 依據訪談真奕師記錄（2016.09.10）。  
13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36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82



出世與入世之融調：當代臺灣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之修道與弘道 

 

筆者親自參觀過廚房幾個大冰箱，其中各式食材的份量之多與種類之多，只能

以嘆為觀止形容。  

（3）院務分工  

早期出家坤道少，大小事務都要親力親為，連翁太明住持當年都要拿掃帚

打掃環境。 137現在出家坤道已有八位，除了翁太明住持外，其他七位均須分擔

院務，除了輪煮早餐外，每人早上還要輪流（一週）負責不同區域的院務工作，

包含敬茶、供花、早（晚）課 138、誦經、清掃整理等等。且以筆者訪談時那一

週輪值分配為例，一樓大廳是太悟師、太文師；二樓萬燈會、真武壇 139是乙乘

師；三樓後殿、教室是真奕師；廚房是乙彣師（代班）。這些廟務在大清早就各

自工作（例如敬茶在早上五點半開始），等大家做完後，才一起共進早餐。 140 

以上高雄道德院早期與現在道院生活的轉變，是隨著信徒數的增加，廟務

工作量的成長而來。除此之外，出家坤道們仍延續早期的做法，各自利用空暇

時間靜坐練氣養神。對於新進出家坤道在收驚、擲筊、科儀等能力的培養方式

就是讓她們在旁觀摩之後，「要跟著做，做久了就會了。」 141看前輩坤道怎麼

做，跟著學，讓新進出家坤道從做中學，是因應高雄道德院院務繁忙後的一種

變通的學習方式。  

（三）大道一家親：道德大家庭  

道教重要經典《度人經》云：「仙道貴生，無量度人。」 142強調欲求仙道

必須珍視生命，度濟眾人。高雄道德院以弘揚正統道教為使命，雖然出家修道，

但是依然關懷眾生，進行救度眾生之工作。翁太明住持等出家坤道認為「在家

只顧一家，但是出家可以利益眾生。」出家坤道們雖然離家住觀生活，但她們

做的都是救度眾生之事。高雄道德院走過將近一甲子的歷史，能有今日的規模

與聲譽，得力於早期翁太明住持等出家坤道們竭力接引信眾，弘道佈教而獲得

信徒的大力支持，因此與信徒之間建立起緊密的互動關係。  

翁住持對待來高雄道德院的信徒都十分熱誠親切，從早期出家時即如此： 

                                                      
137 依據訪談太任師記錄（2016.01.26）。  
138 每天誦早晚課，初一、十五誦《三官經》。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39 萬燈會、真武壇給信徒安「太歲元神光明斗燈」一萬多支，每天要誦《北斗經》。依據訪

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40 依據訪談真奕師記錄（2016.09.10）。  
14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42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HY1，《正統道藏》第 1 冊，1：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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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如果拜完後，就請信徒吃。我們都對信徒很好，信徒如果沒吃飯  我

們就去買那個麵條，去買一把白菜，煮一煮給信徒吃。 143 

雖然只是青菜煮麵，但是這番心意已讓信徒倍感窩心。她與其他坤道們都把信

徒視為家人般看待與關心，也因為這樣的善意關懷，讓信徒更喜歡來高雄道德

院走動，或是來當義工，幫忙院務。由於院中只有八名出家坤道，人力有限，

當高雄道德院辦理各項大型活動時，都是仰賴義工信徒的熱誠參與，共襄盛舉，

才能讓活動圓滿完成，因此，翁太明住持對信徒們的鼎力幫忙充滿感激。以近

六年（2011-2016）來高雄道德院全力投入全國各縣市低收入戶慈善救濟活動

為例， 144每一次救濟活動出發前，都要整理出數千包的救濟物品，就是依靠這

些如螞蟻雄兵的義工信徒們一包包的分裝整理才得以完成。翁太明住持說：  

這些義工做日做暝的（指從白天做到晚上），都沒在抱怨，我都感動在

心！天氣冷到不行，人家不敢出來，他們還出來！我跟他們說，你們出

心、出力、又出錢，你們都是大功德主！不是出錢的就是大功德主，你

們這些出心、出力的，都是大功德主！我很感謝你們！沒有你們，這些

東西誰包啊？  145 

來院幫忙的義工有很多都是年邁的長者，他們大清早就來高雄道德院，無怨無

悔地認真幫忙分裝物資，翁太明住持都會特別關心他們是否餓了、渴了，不時

會拿東西給他們吃，或要他們休息一下；甚至當他們要回家時，還不忘讓他們

帶包糖果餅乾回去。她說：「不能要人家做，人家饑、渴，你都不知道。不管小

孩、老人，我都疼！」 146曾經有人到過其他佛、道教的廟寺，後來到高雄道德

院覺得特別舒服，她很喜歡翁太明住持與出家坤道們，她覺得來高雄道德院就

像是回家一樣。 147翁太明住持也曾說過：「大道一家親，高雄道德院就是一個

道德大家庭！」148她以一個大家庭的概念來看待與帶領高雄道德院的出家坤道

與信徒們，身為大家長的她，肩負重任，自我期許也很高：  

我跟他們說，道祖很偉大！你怎麼看出道祖很偉大？就是我這個住持在

做！如果我做得很糟，人家就會說那個道祖廟有夠糟的，我就讓道祖失

                                                      
143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44 詳見下節〈入世弘道，利益眾生的宗教實踐〉之內文。  
14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46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147 轉譯自何婉麗（Ho, Wan-Li）2003 年訪談一位「Wang Yinmei」中年女信徒的話。Ho, Wan-Li，

“Daoist Nun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Gaoxiong Daode Yuan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2（2009） ,  pp145. 

14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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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如果人家說，道德院有夠好的，那道祖就很有面子。所以，住持

打算壞（指做不好），人家罵道祖，住持打算好，人家就信道祖。 149 

她從出家後便承擔起道祖家業，日以繼夜接引眾生以弘揚正統道教，擔任住持

一職後，更是積極推動各種與道教相關的活動（詳見下文的內容），如果做得好，

就是讓道祖顏面添光。長期跟她相處的太任師認為她：「待人很公平，眾生有，

我們大家都有。她當老師很慈悲，會指導如何加強、改進的地方。」太嫺師則

說：  

三清太乙大宗師很慈悲，與我相處時，都會跟我說些讓我們可以接近的

話。她平常也會鼓勵人，她人很好，有遺傳到老師（指郭藏應道師）的

不貪不求。有時看了很心疼，身體不舒服還一直做。她也是盡量為道教

在付出。 

太任師與太嫺師不約而同地都用「慈悲」一詞形容翁太明住持，或許這正是她

最吸引人接近她的人格特質。她的慈悲應該是得自母親的遺傳： 150 

以前曾受三清太乙大宗師媽媽幫助的人，都會來廟裡找她。過年時來找

她，感謝她，說現在生活改善了，孩子長大了，感謝她以前幫她們，以

前租房子給她們，沒錢時，也沒有跟她們收錢。 

在廟裡，她媽媽照顧的也很多，像誦經這事，她都怕小女生被騙去，每

次要出去為人誦經時，就帶她們出去，怕她們被人騙去，怕她們餓到、

冷到，還做衣服、做鞋子給她們穿，每天顧條條（指仔細照顧）。 151 

有女如其母般慈悲待人，我們在翁太明住持身上看到一位虔心奉道者的宗教悲

憫情懷，《度人經》的「齊同慈愛，異骨成親。」 152的大愛已然在她與人相處

時自然流露，無怪乎她可以獲得出家坤道與眾多信徒們的信任喜愛與崇敬，成

為「道德大家庭」的大家長。  

綜合上述，我們回到本節前文擱置未答的一個問題——要如何看待高雄道

德院的道派歸屬問題。首先，高雄道德院在科儀方面師承自正一派，這一點並

無爭議；至於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的修道生活具有出家與修丹兩項特點，是

否便可視之為全真派或部分全真派？筆者對此持保留的態度。我們從上文有關

                                                      
14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9.10）。  
150 此亦可從翁太明住持民國 62 年到高雄道德院聽經時後即發起慈善救助之事可見。關於詳

見下節「以慈善救助進行社會關懷」單元。  
151 依據訪談乙乘師、真奕師記錄（2016.01.25）。  
152《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HY1，《正統道藏》第 1 冊，卷 1，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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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的歷史沿革，八位出家坤道的產生歷程以及她們的道院生活，可以

看到高雄道德院已與傳統的正一派與全真派有所區別。其一，高雄道德院自創

「道教太乙真蓮宗」，以弘揚正統道教為使命，並不依附其他傳統道教宗派。其

二，院中多數出家坤道是因慕道、愛道而出家修道，並非為了要學正一派的科

儀而入道，也不是像全真派弟子是為了修丹而出家清修，已跳脫傳統成為正一

或全真弟子的模式。其三，她們是在出家後才由正一道長傳授科儀，學習科儀

主要目的是為了濟度眾生，弘揚道教積善度人之教理教義。其四，翁太明住持

女丹練得斬赤龍階段是自學而成，並無明確內丹宗派的師承，她本人認為自己

「不是哪一道派」，故不能貿然冠以全真派之名，或將她直接與全真派做一聯

結。  

從以上四點我們可以看到，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雖然宗奉實踐傳統道教

教理教義，但是，她們又十分不同於傳統道教道派，無論是道號宗譜、生活起

居、弘道方式（詳見下節內容），或是她們與信徒們的互動情況，都和傳統的正

一派與全真派大為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既不是正

一派也不是全真派，她們所皈屬的「道教太乙真蓮宗」是根植於傳統道教之沃

壤所開出的一朵奇葩，在當代臺灣道教生態上顯得「和而不同」，獨具特色，我

們認為一個適應當代臺灣時代社會的道教新道派已然產生。  

 

肆、入世弘道，利益眾生的宗教實踐    

 

自民國 60 年代起，高雄道德院在翁太明住持的帶領下，眾位出家坤道與信

徒們共同全力投入各項入世弘道之宗教實踐與社會關懷活動，四十多年來，不

論是在慈善救濟、道教教育、學術研究或是宗教醫療等面向，都已取得豐碩的

成果，以下分四項說明。  

（一）憫苦濟貧：以慈善救助進行社會關懷  

道教是重生、貴生的宗教，濟世度人為傳統道教重要教義，時至現代，依

然為道教徒所宗奉實踐，力行不輟。道教經典中的有關慈善、慈愛的思想傳達

出重視生命、以生命為貴的理念， 153這種對生命的關懷，展現於各種濟助眾生

                                                      
153 如《道德經》第 67 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第 77 章：「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太平經》的「承負說」

強調《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坤‧文言〉）的思想，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云：「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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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上，就是道教社會關懷的具體實踐。高雄道德院以弘揚正統道教為使命，

創立「道教太乙真蓮宗」，長年來致力踐履道教教義，以關懷濟度蒼生為己任。  

慈善救助是高雄道德院最早投入的社會關懷行動。據翁太明住持自述，自

幼即常喜助人，民國 62 年（1973）在高雄道德院聽道經課時，她便發起慈善

救濟之舉，與當時一起聽講道經的道友們達成共識，一同出資行善。 154翁太明

住持回憶當初情景時說：  

當時一共有六人，因道德院正在修建中，沒有經費再做慈善工作。但是，

道德院名為「道德」，怎可不做慈善工作？所以每月各人出一百元至幾百

元（我出得較多），把錢集結一起，看到報紙報導有可憐的家庭，便把錢

寄給這些家庭，以高雄道德院之名，不以個人的名義。 155 

高雄道德院另一位資深女性道長太文師回憶起這段往事如是說：  

民國六十二年三清太乙大宗師在招慈善會時，當時正在聽郭道師講經，

三清太乙大宗師發起一人一月交一百元印善書（當時在講《道德經》），

印一本書可講很久（至少 1 年），每人仍按月交一百元，拿這些錢來做

善事，一開始幾個人，當時我尚未出家，但已來廟中當義工，所以也一

起參與慈善會。 156 

民國 63 年（1974）翁太明住持出家入道後，繼續與幾位志同道合的道友一同

聽講道經，一起行善濟世。民國 64 年（1975）高雄道德院附設慈善會正式成

立，翁太明住持擔任第一屆創會會長。慈善會草創之初會員人數雖不多，翁太

明住持依然帶領高雄道德院慈善會會員持續不懈地濟助弱勢百姓，這如磁石般

的善念善行正面能量吸引了更多信徒、社會人士人加入慈善會，民國 99 年

                                                                                                                                                                      
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積善事未

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抱朴子內篇‧微旨》云：「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

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

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

不嫉妒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度人

經》云：「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太上感應篇》：「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積德累功，慈心於物」、「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

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154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8）。  
15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8）。〔按〕括弧（）內文字「我出得較多」是訪談翁

太明住持時她所補充之說明，因為當時她的家境不錯，且是慈善義舉的發起人，因此捐出

更多的金額行善。  
156 引文中括弧（）文字為太文師自述時她所補充之說明。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5.06.28）。  

87



陳敏祥 

 

 

 

（2010）時，慈善會會員人數突破了 2,000 人，在民國 102 年（2013）時會員

人數達於巔峰，計有 2,162 人。 157   

時至今日，高雄道德院附設慈善會已創會四十一年，長期以來賙窮濟急的

對象，以社會上的弱勢為主，如家境貧苦、或遭遇不幸亟需救助的個人、低收

入戶，或財力甚弱的私立育幼院、老人院、殘障教養院等社福機構，以及清寒

學生、無家遊民，有需要時，甚至還及流浪的動物。 158此外，臺灣或外國發生

重大的意外災害時，高雄道德院慈善會更是積極進行救助。  

弱勢的個人與社福機構是高雄道德院民國 62 年（1973）最初期的慈善賑

濟對象，自慈善會創會後一直延續至今，是賑之不輟的重點項目。翁太明住持

說：  

出家以前便曾有過心願想蓋幾間育幼院，救助這些可憐的孩子；後來出

家後，開始長期做慈善，救濟育幼院、老人院、殘障教養院等，救助了

更多不幸的人。在家時一人只顧得自己一家，出家反而可顧到眾生。 159 

「出家顧眾生」之理念也是高雄道德院眾位出家坤道的重要宗教實踐理念。以

下就個案資助、災害救助、低收入戶濟助、清寒學生營養午餐費與獎學金贊助、

無家游民的救助幾方面簡述之。 160 

1. 個案資助  

個案資助的對象有二種，一為個人，一為團體，前者指家境貧苦、或遭遇

不幸亟需救助的個人，後者多為財力較弱的私立育幼院、老人院、殘障教養院

等社福機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歷年（1987-2015）救濟總人數已達 9,516 人，

161以下將各年度救濟的個案人數以柱狀圖表簡示之。  

                                                      
157 見民國 102 年（2013）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37 屆大會會報表。  
158 在流浪動物的關懷方面，民國 82 年（1993）至民國 85 年（1996）間持續捐錢給高雄市

流浪動物保育協會，四年間共捐助 14 萬元。民國 84 年（1995），濟助流浪動物之家 12,700
元，民國 96 年（2007）捐 15,000 元給救援小港區大坪頂流浪狗的相關單位。見高雄道德

院慈善會第 18、19、20、21、32 屆大會會報表。  
15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8）。  
160 詳見陳敏祥，〈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入世精神的現代實踐——以高雄道德院四十年

公益慈善事業為例〉，頁 1-92。  
161 依據高雄道德院慈善會歷屆（1987-2015）大會會報表統計，下文個案救濟總金額統計亦

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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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慈善會長期進行個案之救濟，以現存資料（1987-2015）所載，近

27 年來個案救濟累積總金額已逾 7,794 萬元。 162歷年來個案的救濟金額也迭

有成長，以下將個案（含個人、團體）救濟金額以柱狀圖簡示之。  

 

2. 災害救助  

災害救助是屬於不定期偶發性的賑濟行為，然而，高雄道德院慈善會仍全

力投入，並不因其偶發性而稍減「愍人之苦、賙人之急」 163的慈心善行。臺灣

的自然災害以地震與颱風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傷害與影響最大，因此，高雄

道德院慈善會在臺灣幾次重大震災或颱風帶來的嚴重水患，均適時進行災害救

助。除了在國內的災害救助外，高雄道德院對於臨近他國遭逢重大天災的及時

援賑，並未受地域之限。  

                                                      
162 共計 77,946,530 元。  
163 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HY1177，卷 6，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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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份，如「九二一震災」（1999.09.21）濟助款 164逾 847 萬元，「桃芝

水災」（2001.07.31）濟助款 165逾 235 萬元，「八八水災」（2009.08.08）濟助

款 166逾 323 萬元。這三次重大自然災害的賑濟款共逾 1,405 萬元。  

至於國外部分，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對國外的救濟最早可溯自二十三年前，

民國 83 年（1994）九月救濟泰國清萊復華中學 30,000 元。 167高雄道德院中

資深道長太文師憶及此事時說：「高雄道德院的慈善會做善事沒有宗教的區別，

沒有國界的限制。」 168當「南亞大海嘯」（2004.12.26）發生時，地震及震後

海嘯對東南亞及南亞地區造成巨大傷亡，高雄道德院在民國 94 年（2005）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成立關懷馬來西亞南亞賑災團出國濟助受災民眾。 169「中

國汶川大地震」（2008.05.12）時，翁太明住持率團至當地救災賑民外，並舉行

法會超度亡靈，善款總數達人民幣近 170 萬元（約新臺幣 850 萬元）。 170「日

                                                      
164 臺灣中部南投集集山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的大地震，造成極大的人員傷亡損失，高雄道

德院慈善會當年收到會員與各界捐助的「九二一震災」500 多萬賑濟款（含賑災、賑棺、

回向等項）專款專用外，慈善會另外襄賑 300 多萬元，至中部全力賑災。高雄道德院慈善

會在民國 88 年（1999）收到會員與各界捐助的「921 震災」賑濟款 2,248,716 元，民國

89 年（2000）收到的「921 震災」捐助款計 1,625,940 元，兩年共收到 5,149,252 元。慈

善會這兩年在「921 震災」賑濟款支出共計 8,471,019 元，遠超出會員與各界捐助的賑災

款達 3,321,767 元。以上金額統計分別取自《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24 屆大會會報表》，頁

I；《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25 屆大會會報表》，頁 I。  
165 桃芝颱風於 7 月 30 日凌晨在花蓮縣秀姑巒溪口登陸，造成嚴重水災，以南投縣、花蓮縣

災情最為嚴重，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在桃芝風災當年收到會員捐給「桃芝賑災」的款項近 45
萬元之外，高雄道德院管理委員會及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增加贊助救濟金 55 萬元，加上全

國道教宮觀廟宇與社會團體、大德共 104 筆捐獻，桃芝賑災的總金額逾 235 萬元。高雄道

德院管理委員會 300,000 元，高雄道德院慈善會 250,000 元，全國道教宮觀廟宇與社會團

體、大德共 104 筆捐款，金額共計 2,351,500 元。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26 屆大會會

報表》，頁 I、頁 8-11。  
166 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中南部破歷史紀錄的強降雨造成臺灣 50 年來最嚴重水災，僅次於

1959 年的八七水災。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在莫拉克風災八八水患的賑災款總數近 240 萬元。

次年（2010），持續關懷八八水患的災區，再投入近 84 萬元賑災，兩年總計賑濟逾 323
萬元。民國 98 年總支出計 2,394,590 元，民國 99 年總支出計 839,500 元，兩年共捐賑

3,234,090 元。《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34 屆大會會報表》，頁 I、60；《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35 屆大會會報表》，頁 I、38。  
167 《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19 屆大會會報表》，頁 18。  
168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5.06.28）  
169 翁太明住持授旗派出家道長太文師率領 18 名慈善會會員至馬來西亞發放救濟金，計有吉

打州瓜拉姆拉巴馬卡多村 111 戶，吉北沙拉港華人居民 24 戶，每戶致贈 350 令吉馬幣（約

新臺幣 3,000 元）。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

大事〉（1998-2007）、太任師提供之資料（2015.04.24）。  
170 中國四川省汶川地區發生強度 8.0 級的大地震，造成近 7 萬人的死亡，37 餘萬人受傷，

近 18 萬人失蹤，是唐山大地震（1976）後傷亡最慘重的一次。翁太明住持率領高雄道德

院出家法師、眾皈依弟子及聘請全真壇、禪和壇、正一壇高功道長法師共 73 人到四川，

攜帶賑災物品、藥物前往救助受災災民，也前往受損道觀表達關懷之情，並在成都鶴鳴山

道源聖城及青羊宮道觀舉行祈福除瘟禳災超薦法會，賑濟善款總數達人民幣近 170 萬元（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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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一一大地震」（2011.03.11）造成重大傷害，翁太明住持邀約臺灣道教宮廟

團體 50 間主事大德共同組團前往關懷與救濟，賑災善款達日幣 5,120 萬元（約

新臺幣 1,810 萬元）。 171「菲律賓海燕風災」（2013.11.08）超強颱風海燕登陸

菲律賓釀成災害，高雄道德院捐助款逾新臺幣 600 萬元。 172多年來，在國外

四次重大災害救助的捐資總額已逾 3,312 萬元，加上前文所述的國內災害救助

金額，自 1994 年至 2013 年的十九年間，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在災害救助方面的

救濟善款總額已超過 4,717 萬元。  

3. 清寒學生贊助  

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對於在學清寒學生的關懷主要集中在營養午餐費的贊助

與清寒獎學金的發放兩方面。  

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在民國 94 年至 98 年（2005-2009）五年間關懷全高雄

市各行政區國小、國中的清寒學生，在營養午餐費部分，共贊助 6,404 名學生，

總金額近 1,600 萬元。 173在連續五年賑濟清寒學生的營養午餐費後，因為政府

單位開始對經濟弱勢學生營養午餐費進行補助，所以，慈善會便停止這類的贊

助，轉而去救濟更多的眾生。 174 

                                                                                                                                                                      
新臺幣 850 萬元）。高雄道德院捐濟四川 512 大地震賑災總支出為人民幣 1,696,230 元，

受益者多達 51 座道觀，3,373 戶災民及 536 位道長。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

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98-2007）。  
171 至少近 16,000 人死亡、近 2,600 人失蹤、傷者 6,000 餘人，遭受破壞的房屋 120 萬餘棟，

是日本二戰後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邀約臺灣道教宮廟團體五十

間主事大德共同組成關懷日本震災親善團，5 月 22 日、23 日起分二梯次前往日本賑災，

總計 5,120 戶受災戶，賑災善款達日幣 5,120 萬元（約新臺幣 1,810 萬元）。高雄道德院，

〈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98-2007）。關於此次

震災傷亡人數，引自「維基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2011%E5%B9%B4%E6%97%A5%E6%9C%AC%E4%B8%
9C%E5%8C%97%E5%9C%B0%E6%96%B9%E5%A4%AA%E5%B9%B3%E6%B4%8B%E8
%BF%91%E6%B5%B7%E5%9C%B0%E9%9C%87，2015.08.22 下載）  

172 此颱風在菲律賓中部造成毀滅性破壞，官方確認逾 6,300 人死亡，菲律賓紅十字會表示失

蹤人數多達 25,000 人。高雄道德院捐給濟災民救助款款菲國比索（菲幣）6,000 元，計 1,157
戶，並捐助禮智省首府獨魯萬市鳴遠學校菲國比索 60 萬元，共計新臺幣 6,008,400 元。《104
年宗教團體表揚大會活動手冊》，頁 291。颱風傷害資料引自「維基百科全書」（2015.08.24
下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7%87%95_(2
013%E5%B9%B4) 

173 第 1 年贊助範圍先在三民、新興、苓雅、鼓山、左營 5 區，第 2 年則在另 6 區：前金、

鹽程、前鎮、小港、楠梓、旗津，第 3 年擴大為 10 區：前金、鹽程、前鎮、小港、楠梓、

旗津、左營、新興、苓雅、鼓山，第 4–5 年則是全高雄市 11 個行政區（前金、鹽程、前

鎮、小港、楠梓、旗津、左營、新興、苓雅、鼓山、三民）都納入贊助範圍。見高雄道德

院慈善會第 30–34 屆之大會會報表。  
174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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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懷並鼓勵經濟弱勢的學生努力向學，高雄道德院慈善會在民國 85 年

（1996）第二十一屆後，便不定期 175的捐助獎學金給清寒學生，以高雄道德

院所在的大高雄區國中、國小學生為主，如：甲仙、六龜、桃源、茄萣、永安、

燕巢、仁武、林園等區；此外，也及於臺南地區的龍崎、麻豆，屏東地區的琉

球，主要以較偏遠的地區學生為捐助對象。民國 88 年（1999），第二十四屆慈

善會開始比較多地關注偏遠弱勢學生，分別在甲仙鄉、琉球鄉與茄萣鄉發放獎

學金， 176其後至今仍有清寒學生獎學金之發放。多年來，以琉球鄉、茄萣鄉兩

鄉接受捐助的次數最多（各五次），獎學金累計金額超過 98 萬元。 177 

4.低收入戶濟助  

據高雄道德院慈善會會報表所載，民國 80 年（1991）在雲林縣口湖鄉與澎

湖縣已開始進行低收入戶之賑濟，救濟款項逾 22.5 萬元，占當年救濟款總額的

百分之二。此後，隨著慈善會不同屆會務之推展，低收入戶之賑濟除了高雄市

外，陸續擴及臨近的高雄縣、屏東縣市、臺南縣等外縣市，主要還是以高雄市

的低收入戶為主。 178 

高雄道德院最近五年（2011-2015）救濟低收入戶的範圍擴及全國各縣市，

是太上道祖的降爐啟示 179的結果。於是，本來多在南部地區所做的低收入救濟，

自民國 100 年（2011）起，改為至全國各縣市賑濟， 180由於全國救濟所需的

金額遠超過慈善會的年度會費收入，所以，由高雄道德院管理委員會挹注經費

全力支援。一如個案救濟之執事小組出勤的開支都由執事們自行負擔，參與全

國性救濟活動的所有高雄道德院道長、信徒也是一樣自付餐費、住宿費、交通

費等費用，大家都是為做慈善而義務的奉獻。 181 

                                                      
175 分別是 21、24、26、27、29、31、34、37、38、39 屆。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該屆大會

會報表。  
176 甲仙國中獎學金，23 位 92,000 元，每位 4,000 元；琉球清寒獎學金，29 位 58,000 元，

每位 2,000 元；茄萣鄉獎學金，12 位 46,000 元，平均每位近 4,000 元。見《高雄道德院

慈善會第廿四屆大會會報表》，頁 39。  
177 琉球清寒獎學金（第 24、26、27、28、35 屆）共 348,800 元，茄萣鄉獎學金（第 24、

26、27、29、31 屆）共 634,600 元，二者總計 983,400 元。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該屆大

會會報表。  
178 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16、17、19、24、26、28、31-34、36-39 屆之大會會報表。  
179 「民國 100 年 4 月 30 日向道祖請杯指示，民國 100 年劫難多，指示中北部多少作善事。」

見高雄道德院提供之民國 100 年（2011）賑濟記錄。  
180高雄道德院全國慈善救濟對象是依政府社政單位列冊的一、二、三級貧民戶及身心障礙同

胞，每戶一份救濟物資，內容計有五公斤裝白米一包、食品一包（含豆鼓一罐，菜酥、麵

條、米粉、冬粉各一包，及其他食品等）  
18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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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來，以高雄縣市救濟戶數最多，超過 11 萬戶；其次是臺南縣市，近

2.7 萬戶；超過 1 萬戶者依序為彰化縣市、屏東縣市、雲林縣、新北市、嘉義

縣市；5,000 戶以上的則有臺中縣市、臺東縣市、花蓮縣市、南投縣；其他各

縣市至少都救濟逾 3,000 戶以上。五年來（2011-2015），高雄道德院至全國各

縣市賑濟的低收入戶總數已超過 25.8 萬戶，數量頗為可觀。  

在臺灣，慈善救濟範圍達於全國各縣市的宗教團體，以佛教界的慈濟最有

名；高雄道德院近五年以來進行全國性低收入戶的慈善救濟，成為臺灣道教宮

廟團體中第一個賑濟貧戶及於全國各縣市的道廟。  

此外，高雄道德院慈善會自民國 87 年（1998）開始關懷高雄市的遊民，

182民國 93 年（2004）擴及於高雄縣的遊民。慈善會關懷遊民的方式，主要是

捐增白米、食品等物資給高雄縣、市的遊民收容所。 183賑濟遊民持續至今已近

三十年，翁太明住持曾提及，高雄道德院中常備有 300 多箱泡麵，以備不時之

需救濟遊民， 184她對待遊民的關懷的態度與善心，影響了高雄道德院的出家坤

道與信徒，起了上行下效的正面作用，帶動了更多人對遊民的關懷。  

高雄道德院自民國 62 年（1973）開始行善濟人，至民國 87 年度受到高雄

市政府績優宗教團體獎勵，同年並被高雄市政府推薦至內政部接受表揚； 185

此後，年年均獲高雄市、內政部雙項績優宗教團體獎，至 2015 年已十七年。

尤其在 91 年度，高雄市接受內政部表揚的宗教團體只有六間，高雄道德院不

但是其中之一，捐資金額在當年更高達高雄市績優宗教團體總捐資金額的三分

之一，表現十分突出與亮眼。民國 97 年度，更獲得行政院獎勵與表揚。 186 

                                                      
182 這一年是捐贈 20,000 元給高雄市遊民收容所慈心園。見《高雄道德院慈善會第 23 屆大

會會報表》，頁 23。〔按〕此年後，改以發放白米等物資。  
183 高雄市遊民收容所捐贈屆次：23、27、28、29、30、31、32、33、34、35、36、37、

38、39；高雄縣遊民收容所捐贈屆次：29、30、31、32、33、34、35、36。以上資料依

據該屆會報表所載。  
184 翁太明住持曾說：「附近有街友、遊民沒錢吃飯，他們會來要一箱泡麵吃，高雄道德院都

會給他們。如果是我遇到他們，還會再為他們添飯吃，以免他們因挨餓去搶劫、傷害別人。

所以，反而很樂見他們來院中要泡麵。有時還會自掏腰包，拿幾百或一千、兩千元給他們。

不只我如此，院中出家法師與信徒也一樣。甚至有時我要掏錢救助，出家法師與信徒還會

搶著要救濟，因為他們說我太常出錢了，這次讓他們出就好！」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5.06.27）。  
185 內政部以達到一定的捐資金額做為獎勵表揚的標準，民國 66 年（1977）開始表揚臺灣省、

臺北市的績優寺廟、教會。在程序上，績優宗教團體必須先經地方政府（臺灣省政府、臺

北市政府）頒獎表揚後，由地方政府推薦、報請內政部表揚，才能獲得內政部獎勵。  
186「各款事蹟請獎年度前十五年內，連續十次或累計十二次獲本部表揚者，由本部專案報請

行政院獎勵。」見〈內政部辦理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獎勵要點〉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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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 17 年來（未包括 88 年度 187）共捐資近 6 億 5,000 萬元，如果

將 88 年度的捐資款（至少超過 1,000 萬元）加入，總捐資額至少超過 6 億 6,000

萬元，平均每一年投入的金額將近 4,000 萬元。高雄道德院並不像佛教的慈濟

功德會那樣擁有各界豐沛的捐款、不虞匱乏的救濟基金，高雄道德院的捐款主

要來自小眾百姓小額幾百或幾千元的涓流細款，看似微少，但是每一筆都是出

自信眾真誠的善心與慈心。翁太明住持說：  

高雄道德院身為正統道教之廟，以度生度死、救苦救難、濟世救人為宗

旨，院中出家道長法師修真奉道度眾生，因為不忍眾生苦，故在能力上

能做多少，便盡力而為。信徒、慈善會慈友大德受到我們影響，大家都

很有慈悲心、很發心的，所以才能共襄善舉，一年年累積更多的經費。

越多善心人發心，老天會感應到臺灣慈悲的人多；有錢人一次拿出五千

萬，但只有一位善人，不一定能消弭災劫。行善重要的是大家的善心、

慈悲心、願力共襄善舉。 188 

越多善心人發心做善事，老天會感應到臺灣慈悲的人多，才能消災弭劫。。這

是出自一位發心為道教奉獻的道教高功道長的衷心之語。  

（二）布教興學：推動道教教育  

高雄道德院是個重視傳道的道教宮廟，對於道教教育的重視，從其信徒的

皈依典禮流程中要上課即可窺其一斑：決定皈依的信徒必須先上完一整天有關

道教教義、教理的課程後，才能參加晚上的「道教太乙真蓮宗」皈依法會，經

過院中眾位道長法師演行皈依科儀法事，恭讀、焚燒皈依疏文後，才頒發皈依

證書，正式成為高雄道德院的皈依弟子。 189以下就「道學科儀教育」、「道教

專題演講」與「廣播宣道」三部分略述高雄道德院在道教教育方面的推動情況。

190 

1.道學科儀教育  

                                                      
187 88 年度以「興辦社會教化事業成效卓著不計金額」獲獎，未列金額。見《內政部 88 年

度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社會教化事業績優表揚大會手冊》，頁 22。  
18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5.06.28）。  
189 依據高雄道德院皈依弟子上課手冊所載，皈依當日先經過皈依典禮（有科儀）與團體拍

照後，開始上課，總共要上「皈依意義、教理教義探討」、「誠謁聖真、誦念聖號」、「道教

經典解析」、「道法傳授」、「太乙靜功、東方長樂法門」五堂課（每堂 50 分鐘），上完課時

已是下午五點，其後經過皈依法事科儀與頒發證書，結束時間是晚上七點。  
190 以下關於高雄道德院推動道教教育的詳細內容見陳敏祥，〈高雄道德院對臺灣道教教育與

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頁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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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自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即開始陸續舉辦以內部教育訓練為主的

不同道學研習班，有法事科儀班，有學院式課程，也有道學研習、培訓道教宣

講師的班次「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修真道學院」、「道學研習班」、「道教宣

講師培訓班」。  

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是高雄道德院第一任住持郭藏應道師在民國 63 年

（1974）開辦的道教科儀班，招收對象為院中的出家坤道（必學）、誦經法師

與道教研究者，當時聘請高雄市苓雅區的孫番賓道長教授正一道的醮事科儀。

此研究班主要目的在培養高雄道德院的出家坤道們及誦經法師們演練科儀的能

力，除了可為院內祀典、法會與信眾服務外，對外亦能參與各地交陪境廟宇的

儀典。 191 

在解嚴後次年，民國 77 年（1988）的元月 1 至 3 日，高雄道德院首辦道

教「太乙真蓮宗」信徒第一屆皈依法會，皈依弟子有三百名。 192當年 10 月，

在翁太明住持的精心擘畫下，成立全國首創之道教學院——高雄道德院附設「修

真道學院」，目的在為「出家道長法師及皈依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在家修道眾，

提供研習經典及靜修道功的學習場所。」 193此外，有志於道學研究的社會大眾

亦可參加。  

「修真道學院」的課程設計是經由高雄道德院管理委員會委員討論後，再

與臺南市道教協會道長、成功大學丁煌教授共同商議後確定。 194對照道教學者

李豐楙在民國 88 年（1999）發表的〈臺灣宗教教育中道教學程的規劃與檢討〉

一文中，談到的道教學程課程四期的規劃， 195高雄道德院早在十一年前（1988）
即已為「修真道學院」規畫了類似的課程主題，與李氏大學宗教系道教課程的

規畫相較並不遜色。 196「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1989.12-1990.12）在開辦

                                                      
191 以上「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之說明內容，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192 依據高雄道德院歷年（1974-2015）大事記資料統計，自民國 77 年（1988）第 1 屆皈依

大會至民國 104 年（2015）第 28 屆為止，皈依弟子共計 4,411 人，平均每年近 160 人皈

依。  
193 見高雄道德院，〈道德院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頁 5。  
194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10）。  
195 （1）道教（含文化）概論（2）道教（流派）史、道藏導讀、道教養生學（3）道教教義

（含老莊哲學、易學）、道教聖事或儀式學（含道教神譜學、道教科儀）、道教實務（含：

道教行政與宮廟實務、道教術數概論），（4）道經專題、道派專題、專題課程（如：道教

藝術、道教文學、道教戒律學、全真或丹道、丹道學、科儀調查、宮觀調查）、道教義學

研究（如：道教神學、道教倫理學）。李豐楙，〈臺灣宗教教育中道教學程的規劃與檢討〉，

頁 49-50。  
196 關於「修真道學院」課程規畫詳細內容見陳敏祥，〈高雄道德院對臺灣道教教育與學術研

究推展的貢獻研究〉，頁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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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以外，還增加八場特約講座，講座師資多數是從北部延聘蒞院做專題演

講的知名學者專家。 197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如此費盡心力，自各方延攬宗教

學者南下授課，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南臺灣的道教界，實為難能可貴，即使是

當時的學界，也罕見同一單位在一年內辦理八場宗教演講會之情形。  

民國 80 年（1991）九月，高雄道德院與中華民國道教會高雄市分會共同

主辦「道學研習班」，招收對象為各道廟宮觀推薦有志於道學研究者，課程內容

為：《道德經》、《清靜經》、《太上感應篇》、道教簡史、道教基本教義與道教科

儀， 198學習特優者則保舉為傳教士，培養正統道教宣道人才。  

高雄道德院在推動培訓道教宣教講師的過程，經歷半年班（1991「道學研

習班」）、一年班（1992「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 199）的階段性辦理

後，民國 82 年（1993）6 月又開辦的「道教宣講師培訓班」。翁太明住持說，

這些班次依然延續當年創辦「修真道學院」培養道教人才之初心，只是名稱不

同，但是在課程內容規劃上，更貼近道教實務與學員的需求。 200 

自上世紀 80 年代至今，高雄道德院的道教教育班次雖然在名稱上有所變異

更迭，然而皆以弘道布教、培養道教人才為目的。這些班次以院內出家道眾、

信眾、其他道教宮廟人士以及社會各界有志於道學研究者為主，二十多年來仍

開班不輟，顯示高雄道德院堅定宣道傳教之使命始終如一。  

2.道教專題演講  

高雄道德院多年以來經常邀請學者專家蒞院做不同的專題演講，已成為其

推動道教教育的另一重點。信眾們與其他社會人士透過聽講，不但可以提升其

對道教義理、內涵的認識與了解，社會人士也因此改變過去對道教的刻板印象。

這樣的道教專題演講與開班授課一樣具有教育的功能，因為其時間的短暫性

（2-3 小時），一次一主題，可以讓聽者在短時間內有一定主題知識的收穫與成

                                                      
197 邀請學者與講題如下：（1）文化大學程光裕教授—漫談皖、浙、閩、臺的寺院及宗教信仰

（2）臺灣大學陳捷先教授—滿州人的信仰及清代宗教政策（3）中研院民族所莊英章所長—
臺灣北、中部宗教調查心得（4）政治大學李豐楙教授—道教的特質（5）嘉義師院鄭志明

副教授—臺灣民間信仰（6）故宮博物院莊吉發研究員—清代的秘密宗教與結社（7）中研

院民族所劉枝萬研究員—道教的雷法與雷神（8）淡江大學中文所蘇瑩輝教授—敦煌道教文

物。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招生簡章〉。  
198 授課師資如下：郭藏應道師—《道德經》、《清靜經》、《太上感應篇》；翁太明住持—道教

基本教義與科儀；沈武義老師—道教簡史。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199 民國 81 年（1992）五月延續「道學研習班」培養道教宣道人才的精神開班，由半年期增

長為一年期，目的在於透過較長時間的積累，厚實培訓講師在道教方面的相關知識與宣講

能力。  
20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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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於無法長期來院聽道的信眾與社會人士而言，是另一種認識道教的途徑，

就院方而言，可視為是另一種形式的傳道佈教。  

民國 77 年（1988）7-8 月高雄道德院舉辦一連串的「道教學術演講會」，

聘請成功大學教授及道教研究學者來專題演講，這是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第

一次邀請學者蒞院演講，開啟了與學界互動與交流之大門。兩個月內安排 8 單

元的演講， 201  此次演講會的後續影響有三：（1）「道教學術演講會」中的多

位講者，後來成為當年 10 月開辦的「修真道學院」部分課程的師資。（2）日

後高雄道德院開辦的部分道教教育班次，亦加入學者專題演講。 202（3）自民

國 95 年（2006）後，舉辦多次的「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可視為此演

講會的延伸。  

民國 87 年（1998）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高雄道德院舉辦十五場「道

教學術文化意涵演講會」，由臺灣及大陸資深道長、學者專題演講，主題涵蓋道

教教義、教理、性命雙修與提昇道德生活、哲學、藝術、學術文化意涵。 203

民國 90 年（2001）六月，中國四川省社科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李遠國，來

院進行交流訪問三天，並發表四場學術演講。 204透過大陸學者、道長的道教專

題演講，提供兩岸學者、道教信眾以及社會人士在道教議題方面有交流與觀摩

的機會，在充實聽講者道教知識之餘，進一步開展其道教視野。  

民國 98 年（2009）3 月，經由中山大學中文系廖宏昌教授引見，來自美國

的Elena Valussi 205至高雄道德院拜訪翁太明住持，並在院內進行一百分鐘的演

講，題目為「西方道教研究的現況」。民國 102 年（2013）12 月，高雄師範大

學國文系林文欽教授陪同英國趙豔霞博士蒞院拜訪，並以「什麼是道？道家在

西方四十年」為主題在院中演講。 206 

                                                      
201 講者與講題分別為：（1）黃典權教授—清代臺灣的寺廟（2）成功大學丁煌教授—《太平

經》中的理想國及其他（3）日本筑波大學博士候選人丸山宏—正一（上章）儀式的歷史及

演變（4）何培夫講師—從裝飾物看臺灣的宗教信仰（5）林金泉講師—陰陽五行與漢代道

教（6）王嘉祥道長—道家吐納、服氣與採補（採補自身與天地正氣）（7）成功大學江建

俊—魏晉神超形越養生論（8）高雄師範大學王賢德博士—日本酒井忠夫先生對道教學研究

的貢獻。「道教學術演講會」內容見《合宗明道集》黃頁附錄。  
202 如「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開辦八場特約講座，「道學研習班」不定期辦特約講座。  
203 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  
204 講題分別是：（1）「九十年代道家道教的研究」（2）「陳摶祖師的睡功法」（3）「雷法與丹

道」（3）「道教法印」。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

記大事〉（1998-2007）。  
205 美國芝加哥市「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Chicago）教授。  
206趙豔霞博士為英國威爾斯大學道學研究中心主任。此外，民國 103 年（2014）9 月 19 日，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施芳瓏女教授蒞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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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大陸或歐美道教學者，他們會來院拜訪、演講，此現象與高雄道德

院自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主辦、贊助多場道教相關學術研討會有關。

多年以來，高雄道德院與學術界的互動頻繁，在學界也累積出頗高的聲譽，因

此，吸引國外道教研究學者來院與翁太明住持研討道教相關議題。  

高雄道德院還有一個持續長年舉辦的「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頗引

人矚目。此演講會自民國 95 年至民國 100 年（2006–2011）間共舉辦十一場

次，平均一年兩次，每次邀請兩位專長於道家、道教研究的學者專家 207蒞院進

行一百或一百八十分鐘的演講，均於星期日舉辦。 208這些演講的聽眾主要是高

雄道德院的信眾，以及其他道廟人士、一般民眾，筆者曾訪談院方多位信眾有

關聽講的感想，都認為能聽到大學教授或道教專家的講課，是很興奮的，聽講

的興致頗高，而且自覺受益甚多。  

3.廣播宣道  

自民國 75 年（1986）翁太明住持接任高雄道德院住持職務後，率領院中

幾位出家坤道積極推動廟務，至民國 84 年（1995）時在高雄地區已建立一定

的聲譽。當時有不少電視臺及電臺慕名而來，邀請翁太明住持開班上課，但是

因為道務繁忙及時間的關係，僅應中國廣播公司之邀，在AM頻道開設「道教三

清太乙」節目，以廣播的方式進行宣道。 209 

二十多年來，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透過開設內部教育班次，培養教內宣

道講師；舉辦多場道家道教學術演講會，邀請學者於假日蒞院專題演講；在廣

播電臺開立節目，對社會大眾宣揚道教教義與教理，雖然舉辦形式不同，然而

皆不離其推動道教教育之理念。  

（三）育才弘道：舉辦道教學術研討會  

                                                      
207 依據高雄道德院提供之大事記資料內容，歷次演講的學者計有：江建俊、李隆楙、李豐楙、

林文欽、沈武義、洪碩峰、張超然、張家麟、莊宏誼、陳宏銘、謝聰輝、鄭燦山等（依姓

氏筆畫排列，以下皆同）；演講的主題包括道教經典、道教科儀、道家哲學、丹道修練、

道教神像、民間道壇、易經、術數。  
208  選擇假日的原因，主要考慮講者與聽講者的時間便利性。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5.01）。  
209民國 84 年（1995）7 月 9 日首播，每個星期日晚上 8：00–9：00 以臺語播出，至年底連

續半年，共計 26 次。節目內容主要有六大重點：（1）正統道教之基本教義、教理（2）道

教信修講解（3）道教神聖仙真介紹（4）道教科儀法節介紹（5）道教經典講解（6）道教

性命雙修方法。依據訪談高雄道德院信徒簡小姐記錄（2014.05.10）。另〈中廣開播臺語道

教節目〉一文亦有簡略介紹，該文收入《性與命》，2，1995.8，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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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辦理與贊助學術活動，一方面希望藉由學術研究，闡明道教教

義教理，改變世人對道教的刻板印象，對道教有更正確的認識與了解，另一方

面則是希望培育學術界研究道教的人才。 210 

民國 81 年（1992）3 月，日本大正大學今枝二郎教授帶領其中國學一至

三年級的學生來到道德院，與院方「道學研習班」學員共同舉辦的「道教學術

研討會」，是為濫觴。 211民國 86 年（1997）開辦「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以後，陸續與不同學術單位及道教團體聯合舉辦研討會，如：「宗教生命關懷學

術研討會」（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與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系）、「道教思想與臺灣道教學術研討會」（與輔仁大學宗教系）、「 .

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洞

宮），此外，近年來亦參與舉辦和儒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等等。  

1.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1997-2016）  

民國 86 年（1997），高雄道德院在學術活動的參與上跨出更大的一步，開

始正式主辦學術研討會。當年 7 月高雄道德院在國家圖書館與漢學研究中心、

如實佛學研究室聯合主辦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至今舉辦十九屆。

212這樣一個由宗教團體長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在臺灣並不多見，成為高雄道德

院在推動道教學術研究的一大成就與特色。  

翁太明住持表示主辦此研討會的宗旨在於：「希望透過研討會喚醒大眾兩件

事——其一是宗教與學術應密切配合，其二則是各宗教之間應相互聯誼攜手合

作、共度眾生。」 213她看出道教在臺灣的發展，除了從事傳統度生、度死及救

苦救難儀典之外，還要提升至與學術界的交流，透過學術研究將道教豐富的內

                                                      
210以下關於高雄道德院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的詳細內容見陳敏祥，〈高雄道德院對臺灣道教

教育與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頁 87-110；又，〈近二十年臺灣青年學者道教研究之回

顧與展望——以「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為中心〉。  
211民國 83 年（1994）12 月 6 日，大陸學者團參訪道德院，有一場「道教文化學術座談會」

已具學術研討會之雛型，與會學者多為中國知名的道教研究學者，如：卿希泰、馬西沙、

牟鐘鑒、王卡、李遠國、黃海德、韓秉方、沙銘壽等。同年 12 月 10-11 日，高雄道德院

贊助由道教文化雜誌社與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海峽兩岸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

部分經費，這是高雄道德院首次參與國內大學舉辦的道教學術研討會，開始觀摩並見習了

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模式。高雄道德院，〈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

下之年記大事〉（1974-1998）。  
212

原訂於 2016 年 12 月 3-4 日舉辦第十九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後因高雄道德院院務繁

忙，臨時改為 2017 年 1 月 14– 15 日舉辦，但本文仍將本屆研討會視為 2016 年所辦之研

討會。  
213 翁太明住持，〈序〉，（1998），頁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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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示現於世，並藉此機會與不同宗教對話，增進彼此的了解，「使各宗教彼此尊

重、理解，進而互相配合，共同為接引眾生互度互助互愛的工作而努力。」 214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目前已舉辦十九屆，前八屆立基於臺北，引導、

鼓勵碩博士生投入道教研究，後十一屆則深耕於高雄，致力培養在地道教研究

人才，至今產出 199 篇 215不同研究面向的道教論文；當年曾在本研討會歷練

成長的研究生李麗涼、張超然、蕭進銘、謝聰輝、謝世維、鄭燦山等人，如今

已被視為臺灣「當今道教學界的第二世代學者」。 216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有著不同於其他學術研討會的五大特色：（1）

宗教團體長期主辦 217（2）研究生的宗教論壇 218（3）屆數、會期、研討時間

皆長 219（4）專業的講評師資 220（5）高額的獎助學金 221。在民國 80 年代中

期的時代社會背景下，本研討會開辦之初已獨樹一幟，至今依然可謂一枝獨秀。  

2.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2008-2016）  

                                                      
214 翁太明住持，〈序〉，（2000），頁Ⅰ。  
215 陳敏祥，〈近二十年臺灣青年學者道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論文為中心〉。  
216 謝世維，〈台灣當代道教研究回顧〉，頁 334。  
217 19 屆以來，高雄道德院、如實佛學研究室雖然曾與不同學術機構（國家圖書館、文山教

育基金會、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聯合主辦過研討會，然而，有關研討會議程的規畫，論

文講評人的邀請，研究生論文會前的約稿、集稿與會後的修稿聯繫，以及會議論文印製等

重要工作均由如實佛學研究室負責承辦；翁太明住持說，本研討會所有經費皆由高雄道德

院承擔，會場一切佈置、點心茶水、早晚餐皆由高雄道德院義工皈依弟子承辦。依據訪談

翁太明住持、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07；2016.09.10）。  
218  參與論文發表者多為大學研究所的碩、博士生，而非在學術研究上有專精造詣的學者專

家。  
219 本研討會在臺北舉辦時期（前 8 屆），以 3 天會期為常態，唯一的例外是在第 4 屆（2000），

會期縮減為 2 日，第 9 屆後回到高雄，以 2 日為常態，固定在週末假日舉辦。再者，每篇

論文的研討時間長達 1 小時，平均發表人 15 分鐘，講評人 25 分鐘，綜合討論 20 分鐘。  
220本研討會講評師資多為台灣知名的道教相關研究學者如：李豐楙、李秀琴、李世偉、李麗

涼、呂錘寬、吳永猛、林富士、林美容、胡其德、許麗玲、張超然、莊宏誼、陳志榮、蔡

怡佳、謝聰輝、謝世維、鄭素春、鄭志明、鄭燦山等。陳敏祥，〈近二十年臺灣青年學者

道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為中心〉附錄一〈「宗教與心

靈改革研討會」第 1-18 屆道教論文一覽表（1997-2015）〉。  
221本研討會旨在鼓勵研究生研究宗教（主要是道教），因此，高雄道德院提供高額的獎助學

金給每一位發表人。第 1 屆不論碩博士每人 6,000 元，第 2 屆起提高為 1 萬元，後來經過

許洋主居士向翁太明住持建議，希望依據碩博士生的不同研究能力，給與不同的獎助金額，

此建議獲得翁太明住持的肯定與認同，自第 8 屆開始，提高博士生的獎助學金為 1.5 萬元，

碩士生則維持原來的 1 萬元。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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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辦的「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的因緣肇基於第一屆， 222然而正式聯合主辦則是民國 97 年（2008）的第二屆，

223至民國 105 年（2016）為止，高雄道德院已連續參與主辦九年。  

第二至四屆（2008–2010）研討會以論文發表與討論為主，參與學者多為

當今道教研究的知名學者， 224第五屆（2011）改變舉辦方式，全為「專題講

座」，共計七場演講（附帶七篇演講論文）。民國 101 年（2012）後起擴大為國

際性研討會，唯民國 103 年（2014）例外。本研討會九年（2008-2016）來累

積的論文數量已達 88 篇，專題講座則有三十三場。 225 

3.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2008-2014）  

本研討會主要是讓研究道家、道教的學者無論是老參或新學皆能齊聚討論。

226此研討會以一日為常態，民國 102 年（2013）擴大為兩天的國際性學術研

討會，據高師大國文系林文欽教授言，此次擴大辦理目的在「提倡學術風氣，

提升並促進研究成果之交流推廣，特集結海峽兩岸專家學者，透過兩岸之對話，

將有助於提升其實用性，更有望進一步鞏固與深化臺灣在海峽兩岸此領域的學

術地位。」 227大會邀請海峽兩岸知名的道教學者 228外，還有高師大國文所博

                                                      
222 民國 96 年（2007）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是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與研考

處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龔金柯文教基金會、中國儒教會協辦；

當時高雄道德院則是帶領 30 多位同道參與研討會，並贊助會場之點心、茶水。正修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第 1 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頁 1；高雄道德

院，〈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98-2007）。  
223 據翁太明住持言，當年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丁孝明帶同事龔瑞祥（正修科大校長龔

瑞璋之胞弟）到院拜訪，邀請高雄道德院參與主辦第 2 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224 如：林富士、胡其德、張超然、莊宏誼、蕭登福、鄭志明、鄭素春、鄭燦山等。  
225同為高雄道德院主辦，且以學者專家為主要對象的學術研討會，「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與下文提及的「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不同之處在於：（1）每年有不同的主題（2）
舉辦方式有所變化。在本研討會開幕典禮後，先由高雄道德院誦經道長高功法師進行一個

小時「宗教生命禮儀觀摩」的展演，每屆都有不同的道教科儀主題，藉此增進學者與教外

人士對道教科儀的認識。此儀式後，則邀請一位學者專家發表一小時的「專題演講」，接

著才是跟一般學術研討會相同的論文發表與討論。歷年研討會在議程最後則進行近一個小

時的「綜合座談」，邀請在座學者就當屆的主題參與討論與分享其生活體驗。有關本研討

會不同會議主題與道教科儀主題見歷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26 見林文欽，〈養生的多元對話〉，頁Ⅰ。  
227 見林文欽，〈養生的多元對話〉，頁Ⅰ。  
228 如：中華民國輔仁大學鄭志明，臺中科技大學蕭登福，中國四川社科院李遠國、四川大學

張澤洪、張崇富、郭武，武漢大學吳功正等人。見「2013 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養生學術研

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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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學生共同參與研討養生方面的議題。本研討會舉辦七年以來（2008-2014）
229已累積逾百篇的學術論文，每次研討會後均將論文結集出版。  

4.道教思想與臺灣道教學術研討會（2009-2016）  

高雄道德院基於鼓勵道教研究的立場，從本研討會第一屆（2009）起至今

（2016）連續八年參與協辦， 230每年除了贊助經費外，翁太明住持都會帶領

院中出家道長法師與義工信眾包車北上參與研討會聽講，並為大會準備茶點服

務。  

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連續辦理五屆，前五屆主題依時代斷限，分別是「魏

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學術研討會」（2009）、「唐朝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2010）、

「宋金元時期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2011）、「明清以來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

（2012），至第五屆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則以「道教教義與實踐—慶祝李豐楙

教授六六華誕學術研討會」為名（2013）。近三年的研討會主題改為關注「臺

灣道教」，分別為「當代臺灣道教發展學術研討會」（2014）、「臺灣道教儀式與

文化學術研討會」（2015）、「臺灣道教的宗教關懷與社會服務」（2016）。  

5.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2009-2014）  

民國 98 年（2009）11 月，高雄道德院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

洞宮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工南館）共同主辦第一屆「九天玄女聖姆

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是由高雄市龍鳳慈明宮 231附設的中華道

教慈明弘道協會邀請高雄道德院、仙山靈洞宮參與主辦。由於龍鳳慈明宮是本

研討會的發起者，因此，便以廟方所供奉的主神「九天玄女」做為研討會主軸，

此研討會至 2014 年共舉辦六屆。 232 

本研討會與高雄道德院主辦的其他學術研討會有幾個不同之處：（1）聯合

主辦的單位是道教團體與宮廟，而非學術界的公私大學。（2）研討主題集中於

道教某位女姓神祇「九天玄女」。（3）舉辦方式完全是邀請道教學者專家進行

專題講座。 233（4）參與對象大多是高雄地區道教宮廟的信眾  

                                                      
229 高雄道德院自民國 104 年（2015）起因故停止參與此研討會的主辦。依據訪談翁太明住

持記錄（2015.11. 15）。  
230 依據本研討會歷屆研討會會議論文手冊記載，除了高雄道德院外，還有其他數個道教組織

或宮廟參與協辦，但是並不固定。  
231 龍鳳慈明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288 巷 16 號，主祀神為九天玄女。  
232 依據高雄道德院提供之大事記資料。  
233 每場演講為時 90 分鐘，邀請的學者專家與講題，如第 2 屆（2010）3 場講座：蕭登福「九

天玄女與太乙救苦天尊信仰探論」、張簡敏郎「從《道德經》印證九天玄女救世修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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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研討會（1999-2016）  

高雄道德院除了上述學術研討會外，另外還有與國內其他公私立大學、社

會團體（學會）短暫合作的研討會，合作過的單位包括：（1）南華管理學院宗

教文化中心「第二屆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會」（1999）（2）高雄師範大學 a.

經學所「第一屆經典系列研討會——經典與宗教」（2005）、「道教經典國際學

術研討會」（2012）、「2015 海峽兩岸道教經典學術研討會」、「2016 海峽兩岸

道教道家學術研討會」；b.國文系「第一屆眾神之美學術研討會」（2012）（3）

中山大學 a.中文系「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b.通識中心

「中華海峽兩岸首屆道德經與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2009）（4）義守大學通

識中心、高雄市孔孟學會「2012 儒家精神與企業文化國際研討會」；義守大學

通識中心、高雄市孔孟學會、中華文化教育學會「經典閱讀與應用—儒道教化

對青年品格素養之提昇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5）儒聯中國學會及高雄市

孔孟學會「2015 恢宏儒道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  

高雄道德院因為長期參與舉辦、贊助學術研討活動，與學術界保持良好的

互動與交流，不但增進學術界對道教的認識，一改其過去對道教的刻板印象，

對於道教形象的提升，有很大的裨益；同時也帶動學術界道教研究的風氣，促

成更多學者投入道教研究的行列。道教學者李豐楙教授對於翁太明住持長期推

動道教學術研究的用心予以高度肯定：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宗師支持道教學術活動，早年既已跟隨郭藏應道長到

處訪道……。而學界所推崇的就是長期提供道教獎學金，民間大廟雖多，

而有此見識及魄力者並不多，晚近更擴及高雄數個大學所辦的學術會議，

從道教生命關懷甚而及於儒家經學。這種不自囿於一教並能帶動風氣者，

其宗教胸懷確實值得欽佩！ 234 

翁太明住持表示，未來還將繼續參與辦理各種學術研討會。高雄道德院積極鼓

勵道教研究與培養道教人才，不論對於道教界或是學術界而言，可謂互蒙其利

而且相輔相成。  

（四）濟生度亡：高雄道德院的道教醫療服務  

                                                                                                                                                                      
法」、李豐楙「九天玄女信仰的本相與變相」。第 3 屆（2011）四場講座：張簡敏郎「九天

玄女聖姆的現代修持觀」、吳永猛「法教九天玄女的法門」（一個主題分上下兩場演講）、

李豐楙「九天娘娘的道法及特色」。第 4 屆（2012）四場講座：李豐楙「丹道實踐與《陰

符經》思想」、鄭武俊「人生從此開大運：孝、笑、效」（以上一個講題各分兩場演講）。〔按〕

高雄道德院的提供資料中，第 1 屆演講資料闕如。  
234 李豐楙，〈編序〉，《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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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廣義的道教）醫療是特定歷史文化積澱的結果，也是道教中人在長

期生命探討過程中的智慧結晶；道教醫療做為一種宗教醫療方式，必然打上信

仰的烙印，包含許多神秘性因素。 235道教醫學模式是熔合生理治療、心理治療、

精神信仰治療和社會治療於一爐的綜合性、多元化醫學模式。 236道教的醫療文

化是民間宗教醫療文化的基底，臺灣的民俗醫療與道教文化的醫療保健觀息息

相關。 237道教醫療指道士或法師以法術、或特異的方式為人治療身心的疾病，

238醫療方法多樣，有道德療法、儀式療法與環境療法等。 239高雄道德院以弘

揚正統道教為使命，以傳統的道教醫療服務：收驚、問事以及透過法會儀軌之

儀式療法為民眾進行身心之醫療服務，此為高雄道德院入世宗教實踐的重要做

法之一。  

1.收驚與問事      

高雄道德院自民國 63 年（1974）有出家眾以後，即開始為一般民眾進行

收驚、問事等宗教醫療服務。翁太明住持曾言「廟裡沒有為人服務，廟就要關

門。」此處的「服務」一詞含有為民解困之意。太文師補充說，民眾有事才會

到廟中拜拜問神，廟不能只要人來添香油錢，民眾有事卻不為他們服務。 240 

高雄道德院免費為民眾提供收驚 241與問事服務，民眾如要感謝院方為他

們所做的這些服務，可以各隨自己的經濟狀況與意願自由為院方添油香錢。翁

太明住持說：「來院中請問事情的都沒有收錢，高雄道德院的家風是不能收錢，

但信徒可以自由添香油錢。」 242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在科儀法事方面的師承，

先後來自高雄市苓雅區正一道孫番賓道長與左營區高卻道士的傳授；至於為民

                                                      
235 顏文強、詹石窗，〈道教醫療的現代價值〉，頁 51。  
236 蓋建民，〈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頁 51。  
237 廣義的民俗療法指的是正統中、西醫療法以外的任何民間用的醫療方式，其中包括自然療

法與超自然宗教療法，前者如草藥、推拿、氣功、江湖郎中的祕方等，後者如乩童、扶乩、

尪姨、關落陰、算命、卜卦、摸骨、收驚、米卦、風水、抽詩籤、抽藥籤、拜神、符水、

祭星、補運、蓋運、進花園、謝外方、送流蝦、做獅等。張珣，〈道教與民間醫療文化——
以著驚症候群為例〉，頁 427-457。  

238 莊宏誼，〈宋代道教醫療——以洪邁《夷堅志》為主之研究〉，頁 73。  
239 道德療法，是透過善惡問題的心理反省來治療疾病的方法；儀式療法，指通過齋醮等儀

軌制度為人消災解難，祛病健身；環境療法，指調整或改變人所居處的環境，或改善人與

環境、人與人關係的一種療法。顏文強、詹石窗，〈道教醫療的現代價值〉，頁 50-51。  
240 太文師回憶相關事情時引用翁太明住持的說法。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6.01.25）。  
241 關於臺灣正一道法師為人收驚的詳細法術操作過程，見李豐楙，〈收驚：一個從「異常」

返常的法術醫療現象〉，頁 293-304。高雄道德院神職人員為著驚者收驚的梗概，見康詩瑀，

《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

心》，頁 271-272。  
242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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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問事，擲筊向道祖請示的之技巧與問事能力則是早期院中出家坤道經過多年

自學而成。翁太明住持在民國 75 年（1986）接任住持一職之前，一直是高雄

道德院重要的問事神職人員之一，擔任住持後則以推展院務為重。目前院中長

期專職為信徒處理問事事宜的資深法師是太文師，她自民國 71 年（1982）出

家至今，為道祖服務的年資已逾三十年，幫民眾問事的經驗十分豐富。 243 

高雄道德院目前有多名出家坤道與神職人員為民眾進行收驚與問事服務，

在問事部分，共同的做法是透過擲筊方式請示道祖，逐步確認問題的核心與如

何處理的方法，不同於一般道壇宮廟扶鸞靈乩之問事。翁太明住持曾說：  

我們既不會通靈，也不是先知，可是我們知道虔誠信仰，自然會有逢凶

化吉、消除災劫的感應，要不然每個人對宗教的信仰為何如此虔誠呢？

只要有真誠信仰心及關懷大地眾生之心，上天自會也所庇佑感應。 244 

透過對太上道祖的虔誠信仰，高雄道德院許多事 245都以向太上道祖請示的結果

做為執行的依歸。  

2.祈福度亡法會  

道教的齋醮法會類型分為祈安禳災的陽法事與濟幽度亡的陰法事，道教認

為法會的舉辦對於其所祈禳的對象（不論是陰陽界的個人或社會群眾）具有一

定程度的安頓與撫慰功能，對於參與法會的民眾尤能產生心理療癒的效果，是

一種具有神祕性的超自然宗教心理療法。  

高雄道德院現今保存的大事記內容所載錄歷年進行的各項法會，大致有以

下幾種類型：其一為黃籙超度法會， 246其二為禮斗祈安法會（含祈安清醮、建

                                                      
243 有關太文師為處理民眾問事案例，陳敏祥，〈奉道度眾生—高雄道德院社會關懷的多樣面

向〉，頁 33。  
244 翁太明住持，〈道教的生命關懷〉，收入《道德經講義》書前附錄粉紅頁。  
245 如皈依信徒的法號，慈善救助的日子與數量，舉辦法會或研討會的日期，慈善會會長、

副會長、執事的遴選等等，舉凡院中重要大事均會向太上道祖擲筊請示。依據訪談翁太明

住持記錄（2016.01.25）。  
246民國 81 年（1992）五月廿二日起一連四天在臺南縣下營、中營鄉通往麻新公路之七號大

橋附近舉辦，超度該地區附近發生車禍的亡魂。此後，常為天災人禍的亡者舉辦大型黃籙

超度法會，甚至還至對岸為天災受害者超度，如：九二一震災（1999）、桃芝水災（2001）、
華航澎湖空難（2002）、阿里山森林鐵路火車事故（2003）、中國汶川大地震（2008）、八

八水災（2009）、高雄石化氣爆事件（2014）、復興航空澎湖空難（2014）、復興航空南港

空難（2015）、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故（2015）、臺南永康震災（2016）等。高雄道德院，

〈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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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醮等）， 247其三為普度法會， 248其四為禳瘟法會。 249高雄道德院透過齋醮

科儀關懷社會民眾所遭遇的各種苦難與災禍，正是發揚道教生命關懷教理的具

體作為。高雄道德院資深道長太任師在整理為高雄氣爆事件舉行法會的文字記

錄中如此說：  
為祈求災區早日從寧靜中揮去，唯有心靈重建與提昇，方能凝聚與發揮

力量，重新擁有光明的未來，體會生命的可貴與無常，得以進一步珍愛

自己進而更愛別人，深刻體會道教「度人度己」的思想價值。……不幸罹

難者「度亡」拔薦儀式祈求太乙救苦天尊接引煉度，助其受度得救、離

苦得樂，同時為罹難者陽世子孫、受災戶、救災者（國軍官兵、消防救

難人員及投入各類專長義工）祈福受災心靈重建，以達道教「度生度人」

無量的精神，並祈求國運昌隆、乾坤交泰、天佑台灣、化消災劫為吉祥，

萬物均歡、災星匿影、國家興旺、社會祥和、萬事如意、四時平安。 250 

道出高雄道德院奉行正統道教無量度人的教義，舉辦法會為民紓困、解民之苦，

尤其是在災後的心靈重建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心理醫療意義與功效。  

宗教與人類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更是一股安定社會人心的重要

力量。高雄道德院主祀太上道祖，是一個以弘揚正統道教為使命的道教宮廟，

翁太明住持帶領院中出家坤道們以及五千餘名的信徒積極奉行道教教義，以該

院所宗奉的太上道祖降旨做為重要行事指引，長年進行慈善救助、教育興學、

社會教化與宗教醫療等方面的社會關懷，在今日的臺灣社會中，已型塑出道教

宮廟的正面形象，並獲得民間、政府以及中外道教界、學術界的深度肯定。  

                                                      
247高雄道德院在民國 52 年（1963）恭請第 63 代天師舉行清醮，「爾後信徒日增，香火更盛，

逐年增建廟宇內部」（見〈高雄道德院簡介〉），以「護國祈安」為名的清醮法會是高雄道

德院經常舉辦的大型法會之一，通常都是聯合多間道廟共同參與，舉辦的時間為 5-9 天，

翁太明住持聯合各道教廟舉辦一同為國家、社會與百姓祈安祈福的法會，一則展現道教「無

量度人」關懷眾生的教義，此外，對於提昇道教在社會的正面形象與地位也產生積極的作

用。  
248 分為自辦與參與協辦兩類，詳細內容見陳敏祥，〈奉道度眾生—高雄道德院社會關懷的多

樣面向〉。  
249這類以袪疫禳疾為主要訴求的法會在高雄道德院歷年所舉辦各種法會中，為數不多，如：

民國 92 年（2003）贊助高雄道教會啟建自 6 月 26 日起 6 天的「抗 SARS 疫情祈安法會」；

同年，另與真源道場於 7 月 6 日起 7 天在臺中市合辦「全國宗教聯合祈安護國五瘟醮大法

會」；民國 104 年（2015）12 月 14 日起 2 天為高雄登革熱疫情舉辦舉辦「太上覃恩為海

峽兩岸四地禳災掃瘟化災化劫祈安祈福大法會」。  
250摘自〈高雄道德院民國 104 年大事記〉。11 月 2 日高雄道德院與湖北省武當山道教協會暨

國內道教宮廟、宗教團體、善心團體等假高雄道德院前廣場共同舉辦「湖北省武當山玄天

上帝祖庭紫霄宮六百年玄天上帝神尊蒞臺巡安活動」，並為高雄氣爆事件罹難者再度進行

法會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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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易經》坤卦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至柔至靜，但一旦行動則剛強

有力，它的德性方正，不強於人先，總是居處人後，順是它的常道，它含蘊萬

物而煥生光明。坤道的規律何其柔順，它稟承天意而四時運行。以此對照高雄

道德院眾坤道在出家修道與入世弘道的種種面向，我們似乎看到了《易經》坤

道意涵的顯揚與光大。  

坤道以順為美德，以居人後為常道，但是不代表沒有行動力。《道德經》

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第六十七章）其「不敢為天下先，

故能成器長。」意理與《易經》所言的坤道特質可以互通詮解。  

當代臺灣的道教以正一派為主流，然而，民國六○年代在南臺灣的高雄市

出現一座既非正一派，亦不是全真派傳承系統的清修坤道院——高雄道德院，

隨著出家坤道的入道清修與院務發展至今，高雄道德院已為臺灣道教史寫下不

同於傳統道教宮廟的新頁。  

高雄道德院是民國四十九年（1960）由一位愛道居士郭藏應道師所創立的

道教宮廟，目的在剷除迷信，弘揚正統道教。經過他長期孜孜矻矻地講授道經

傳道布教後，民國六十三年（1974）該院出現臺灣首見之出家坤道——翁太明

住持與太悟師，在當時的臺灣道教生態中，可說是兩朵脫俗的清蓮。她們在民

國六十五年（1976）通過爬刀梯儀式，成為道教高功道長。民國七十年（1981）
郭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師生共創「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稟承道教「齊同

慈愛」、「無量度人」教義以濟度眾生。民國七十五年（1986）翁太明住持受

到郭藏應道師之舉薦，出任第二任住持，信徒人數逐年增加。民國七十七年

（1988）年舉辦「道教太乙真蓮宗」第一屆皈依大會，皈依弟子達三百位。高

雄道德院在前後兩任住持的開拓與努力下，目前有兩代共八位未婚出家清修的

坤道（翁太明住持、太悟師、太文師、太任師、太嫺師、乙乘師、乙彣師、真

奕師）住觀修行，皈依「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的信徒超過五千名。  

八位出家坤道們在高雄道德院出家的因緣，除了個人家庭背景與道教有各

自的因緣外，郭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在道經課程精彩的講道內容，更是讓她

們因聽道、慕道而毅然出家入道的關鍵主因。出家後的道院生活，以茹素為其

飲食特色，平日要輪流分擔院內大小事務；此外，在接引信徒方面，以擲筊請

示道祖的方式，免費為信眾進行解厄消災之宗教服務。再者，出家坤道均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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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道，境界各有不同，其中，翁太明住持在三十多年前已練得「斬赤龍」之境

地。出家坤道們並學習孫番賓道長與高卻道士傳授的正一派科儀，為社會大眾

提供祈福、度亡科儀法事之宗教服務。  

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雖然出家修道，但是並不摒絕塵世，相反地，她們

積極入世，濟度眾生，社會參與度極高。翁太明住持與出家坤道們對於皈依信

徒均非常親切照護，信徒們也經常義務參與高雄道德院所舉辦的各項活動，院

方與信徒們的關係十分緊密，翁太明住持說高雄道德院是道德大家庭。如此溫

馨如家氛圍的營造，得力於翁太明住持的慈悲待人，因此深獲出家坤道們與信

徒們的喜愛與崇敬。  

自民國七○年代以來，翁太明住持帶領高雄道德院在國內外進行各種社會

關懷活動，其入世弘道，利益眾生的宗教實踐面向有四：  

其一為慈善救助，翁太明住持創立的高雄道德院附設慈善會，四十餘年來

持續推動多項慈善救助，救濟重點主要集中在關懷濟助社會的弱勢，至今依然

賑之不輟。近年（2011-2015）來，低收入戶濟助區域擴大至全國各縣市，賑

濟低收入戶總數已超過 25.8 萬戶，數量頗為可觀。自民國 87 年（1998）起至

去年（2015）為止，高雄道德院在慈善公益方面捐資總額近 6 億 5000 萬元，

並連年獲得內政部績優宗教團體的表揚。高雄道德院慈善救助的範圍已由大高

雄區的地域性括及全國各地，甚至達於海外，這樣由地區性–全國性–國際性的

行善作為，突破了臺灣道教宮廟慈心濟世的傳統做法。  

其二為佈教興學，高雄道德院為弘揚正統道教，致力推動道教教育，培養

道教人才，自上世紀七○年代起，陸續開辦科儀道學班，計有道教法事科儀研

究班（1974）、臺灣第一所道教學院——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1988-1989、

2013-2016）、道學研習班（1991）、道教宣講師培訓班（1991-2016）。再者，

高雄道德院經常邀請中外學者專家蒞院做不同的專題演講，已成為其推動道教

教育的另一重點，除了提供無法長期來院聽道的信眾與社會人士另一種認識道

教的途徑外，同時也是一種傳道佈教的方式。此外，翁太明住持亦曾透過「道

教三清太乙」廣播節目宣揚道教教理教義。  

其三為育才弘道，自翁太明住持出家後，國內外學者陸續至院中參訪研究，

民國八十六年（1997）高雄道德院主辦「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首開臺灣道

教團體主辦學術研討會之舉，在臺灣道教界與學術界均深具歷史意義，至今已

連續舉辦十九年（1997-2016）。另外，與公私立大學聯合主辦的「宗教生命關

懷學術研討會」（2008-2016）、「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2009-2014），近

幾年都已擴大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協辦輔仁大學宗教系的學術研討會八年

（2009-2016），與道教團體合辦之「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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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六年，還有與其他公私立大學、學會合辦的學術研討會數量亦

不少。高雄道德院透過道教學術研討會的舉辦，一方面藉由學術研究闡明道教

教義教理，改變學術界與世人對道教的刻板印象，另一目的在培育學術界研究

道教的人才。如今，當年在研討會中歷練的研究生如李麗涼、張超然、蕭進銘、

謝聰輝、謝世維、鄭燦山等都已成為學界新一代的道教學者。  

其四為濟生度亡，高雄道德院做為正統道教之廟，以度生度死、救苦救難、

濟世救人為宗旨，透過參與法會展演科儀法事，積極從事度生度死之救度工作。

在宗教醫療服務方面，以收驚、問事為民眾進行身心紓困的療癒；不論是平時

或是在重大天災人禍後，高雄道德院舉辦超度拔幽、祈安植福等法會安頓亡靈

與眾生，對於民眾的心靈重建產生一定程度的功效。  

「坤至柔而動也剛」，翁太明住持帶領院中出家坤道們在當代臺灣積極為

弘揚道教而努力，如今已有多方面的成果展現。她們的女性柔順特質，並不影

響其進行各種社會關懷與宗教服務，其「動也剛」，行動力與處事成效並不遜於

男性，甚至可以說十分卓越。八位出家坤道捨棄俗世，出家奉道的抉擇，可視

為女性自主意識的擡頭，尤其是在民國六○年代還頗傳統保守的社會環境背景

中，顯得十分可貴。就兩性平等觀而言，翁太明住持帶領院中出家坤道們透過

各種社會參與方式進行宣教傳道，相較於臺灣傳統正一派道壇道士仍侷限於以

道法科儀為民眾進行宗教服務的作為，全真派在家居士沉潛於丹道修練，鮮少

進行社會關懷而言，高雄道德院「道教太乙真蓮宗」這批出家坤道們除了實踐

傳統道教的宗教服務之外，還積極培養道教內部人才與道教研究的學術人才，

她們可以說突破傳統道教宮廟的行事作風。翁太明住持為了弘揚正統道教，其

勇於開拓的魄力與膽識，更是可以與男性相提並論。以馬丹陽：「身為女子，志

似男兒，悟來跳出門兒」，「真脫灑，便堪稱，比箇大丈夫兒」之語來看翁太明

住持以及其他出家坤道們，她們的確是「大丈夫兒」。  

僅以此文向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致敬，並回應李貞德所提宗教史研究成

果出現「婦女在哪裡」（Where are the women？）的問題，以翁太明住持為首

的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們已活躍地在當代臺灣為弘道佈教持續奉獻四十餘年，

請看，「道教女性修道者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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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雄道德院出家坤道皈依、出家個人資料表  
 姓名  道號  出生

年份  

聽經  

年份  

皈依  

年份  

出家

年份  

個人家庭與道教的因緣  居住地  

 

第  

 

 

 

一  

 

 

 

代  

翁○珠 太明 1952 1971 無  1974 小學三年級與母親來道

德院參拜 /父親因任本院

主會而與 63 代天師結緣  

高雄市新興區

民主路  

陳○座 太悟 1956 1971 無  1974 從小就很愛來廟寺走動  高雄市三民區

覆鼎金  

王○寶 太文 1954 1973 1981 1982 18 歲中秋節向太陰娘娘

發心修道成仙  

高雄市三民區

覆鼎金   

林○鸞 太任 1954 1984 1988  1990 拜大道公，五府千歲  高雄縣鳥松鄉  

梁○珠 太嫺 1948 

 

1987 1988 1992 小時候給媽祖做「契子」 

（因為身體不好）  

高雄縣鳳山市  

 

第  

二  

代  

郭○秀 乙乘 1968 2000 2000 2001 父母為高雄慈惠堂主委  高雄市前鎮區  

後居鳳山市  

簡○潔 乙彣 1973 2000 2000  2015 家中拜觀世音  高雄市小港區  

林○慈 真奕 1974 2006 2011  2015 小時候就說想要出家  雲林縣斗六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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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三清太乙大宗師  翁太明住持 高雄道德院開宗祖師  郭藏應道師 

  

  
早期的高雄道德院（約 1960-1966）  高雄道德院現狀（1984 年完成至今）  

  

  

加拿大沙市卡其灣大學包如廉教授率團來訪

（1986.12.21） ＊早期團體服 

太悟師,太任師,翁住持,太文師,乙乘師,真

奕師（左而右,2014.12）＊現在團體服 

111



陳敏祥 

 

 

 

  

 翁太明住持完成爬刀梯 （1976）  太悟師完成爬刀梯 （1976） 

  

奏職授籙儀式  郭藏應道師,翁太明住持,王玉

雲市長, 太悟師 (左起 1-5,1976) 

      每日早上誦北斗經(二樓萬燈會)  

  

太悟師,翁住持、,太文師（左起 2,3,5）    

＊早期科儀道袍（黃色斜襟藍袍,約 1982 前後） 

真奕師,乙乘師,翁住持,乙彣師（左起 1-4）

現在科儀道袍（黃色對襟緞袍,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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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嫺師 ,乙乘師,太文師,太悟師,翁住持,太任

師,乙彣師（左起 2-5,7,10,11；2005,四川）.  

翁太明住持展演科儀（中尊）, 江西龍虎山

（2000.11）   

  

  

宗教服務--收驚  太文師（2016.10） 太悟師展演科儀（中尊）北港朝天宮

(2016.04.17) 

  

2006 道教太乙真蓮宗第十九屆皈依典禮  2011 高雄道德院聯合道教團體日本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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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太明住持率領慈善會員北上救濟（2015）  慈善會全國救濟運送物資的大貨車（2015） 

  

  

一包包救濟物品,均由義工們辛苦協助整理   每包內的各項食品,計有 15 項.   

  

  

慈善會歷屆大會會報表（1987-2014） 救助個案寫給高雄道德院的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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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復興航空空難法會（2015）  高雄市登革熱法會（2015）  

  

  

第一屆「修真道學院」結業典禮（1989） 翁太明住持在「道教宣講師培訓班」講課  

  

  

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1997）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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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雷霆：作為道教生命操作的清微雷法修行 

 

王 馳 

上海道教學院 副教務長 
 

摘 要 

肇始于兩宋的雷法並非僅是一種法術技藝體系,更是中國道教特有的「生命操作」。

它在融攝以往自道門至民間諸般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完成了道教法術從符籙技術到身心

性命之學的最終轉化，從而成為道教中一門修行證道的履踐學問。本文特以考察宋元時

期清微派之雷法為中心，揭示其向內涵養心性功夫，修煉金丹大道，感應天地間雷霆玄

機而形諸法力，彰顯上乘道法境界的生命行為。此種高明修行可稱為「心地雷霆」，對

今人真實解悟華夏宗教文明之特質，無疑大有裨益。 

關鍵詞：清微雷法、心性、內丹、心地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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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Thunder: Qingwei Leifa Practice as a Life Operation of 
Taoism 

WANG CHI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Leifa is not only a kind of magic skill system, but also a unique "life 
operation" of Chinese Taoism. On the basis of all elements integration from past Taoism culture to folk 
culture, Leifa completed the fin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lisman technology to the knowledg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thus becoming a practice knowledge which is to confirm the truth of Taoism.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Qingwei Leif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reveals its life behavior 
which including connot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mind, practice of Jindan, induction of thunder myster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o have powers to highlight the superiority of Taoist world. Such clever practice 
can be called "heart thunder", no doubt it has great benefit to Chinese people today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Huaxia religious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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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雷霆：作為道教生命操作的清微雷法修行 

 

壹、前言 

    作為宋代以後集大成的道教法術，雷法是整個漢民族本土法術從理論到實踐的巔峰。

它精緻、系統且又充滿中國古老的智慧，故十分有必要從華夏文明的大視野中，對其體

系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總體來說，道教雷法的修行是複雜而全方位的生命行為，其中

有著廣博精微的法術元素。對這些法術元素切實地去施為，才能真正在宗教意義上將雷

法的精神意蘊和思想內涵展現出來。行雷法的法師能夠將內煉之功充分發揮其效力，皆

因這種施為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動態的過程，包含了精密的方法、手段與程式。 

道教雷法宣稱能調動役使天界的雷部正神，並與妖魔精怪為敵，這大大超乎常人認

識範圍。故在一般的宗教學研究中，往往將這種現象歸結為“神秘主義”範疇。實際上，

“神秘主義”是一個寬泛而又模糊的領域，我們可以用物質世界的一般常識作為劃分

“神秘”之門的邊界。宗教神秘主義的基礎，在於宗教體驗。以雷法而言，法師的修法、

行法體驗構成了雷法作為「神秘主義」的核心內容。法師絲毫不懷疑其修行與施為的真

實性，但不修煉法術的外人則只能以「神秘主義」目之，或通過法師的體驗描述（如《道

法會元》中的大量道經）來大略知其內奧一二。考察可知，在雷法借助齋醮科儀而行的

過程中，神秘之事會集中體現在：參加法事的眾人，其常規理性逐漸在宗教氛圍下退位，

代之顯現的是道教世界人神溝通的境界；參與者進入到一種共同感動的氛圍中去，從而

實現了對法事效果的整體推進。也即是說，雷法的現世實現，離不開宗教感情的參與，

它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操作，而是一種道教的「生命操作」。這一點，從宋元清微

派的雷法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從廣義上說，包括清微雷法的修煉、施行在內的一系列行

為都屬於「道教生命操作」。從早期的《清微元降大法》到後來的《道法會元》和《清

微神烈秘法》，清微雷法的修行體系經歷了一個逐步精緻的過程。 

 

貳、心起萬雷：直感天機的心法施為 

 

在分析清微雷法的生命施行時，必須看到：唐宋間思想的內在化轉向，已經無孔不

入地滲透在雷法之中。因此，不斷脫離外在物質因素的束縛，已經成為雷法在邏輯上的

必然發展方向。清微派特別注重渾然天成的心性功夫，故其雷法修行最推崇不落後天的

先天大法。所謂元神為體、淩空書符等等，都是其話語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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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清微高道多主張法師要充分開發心性功夫，並借之由體而用，直接感應天地間

雷霆之玄機，從而普施道法而達至上乘境界。這種高明的修為，或可稱之為「心地雷霆」。

即如《道法會元卷九》所雲：「凡行持之際，先淨口、心、身，要內外一塵不著，清淨

圓明，身心與虛空等。然我即天地，天地即我，相忘於彼我之間。誦咒若空中琅琅然有

聲，所召立至，所禱立通。平昔須是熟紀念頭，不生疑惑，方謂之行持。」
1
平時苦煉，

臨壇卻需要念頭空空方有法術妙用，這正是清微高道對天機和人心的深湛把握。 

與儒、佛二家相比，道教雷法派所謂純粹的心性理論著述並不太多，但其篇篇字字

皆無浮語虛詞，均是從千百次道法施行中錘煉的生命結晶。我們先來看一個典型的例子。

《道法會元卷四》中的《清微道法提綱》，傳自西山清微派熊道輝宗師。其中，對於清

微雷法祈晴禱雨、治病驅邪諸法術的修持方法，有較為全面論述： 

凡祈晴，師默奏書符召將畢，立限祈禱。次齋沐入室靜默，一意居中，斷除雜想，

廓然太虛，與吾身等。後於混沌中，一點陽光如流星，漸大如日輪，照曜天地，

表裡圓明，萬籟俱肅，一塵迥無。如此數時，或一日，或一夜，直候晴明，方出

室。 

凡禱雨，師默奏書符召將畢，立限祈禱。次齋沐入室，收視返聽，攝念存誠，目

光上視，握固凝神，元炁上升，微思山澤通氣，雷風相搏，天地晦冥，淋雨大作。

如此數時，或一晝，或一夜，候應方出室。如起電，同此。 

凡治病，師當虛心靜默，秉筆書符差將，以吾之靈明元神正炁聚于一符，攻彼患

身不正陰炁。陽證加水筆，陰證加火筆，隨證治療。 

凡芟邪，靜默行符，差將作怒遣往患家訖，當入室默思雷神，激雷起電，揮戟钁

斧，前往患家擒捉妖邪，俱令殄滅。如此分明，方出室，不令其邪知之。
2 

很明顯，不管法師行持何種類型功能的雷法，基本上都是源自心法的施為。在元神

真性充分開發的前提下，真炁方可催動符籙而形成法力。其中奧妙，即在於「心性靈光」

的妙用。眾所周知，心性之學一直是中國的古老傳統，甚至於東方哲學在數千年的歷史

中亦多是圍繞心性進行發掘。那麼清微雷法是如何將心性學引介入法術生命操作中，終

而圓融形成一體的呢？ 

                                                             
1
 《道藏》第 28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17 頁。本文所引《道藏》

皆用此版，下不贅述。 
2
 《道藏》第 28 冊，第 693—6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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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整個宋代的思想界，「宇宙即是吾心」並非陸氏心學的獨家專利，它表

達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普遍觀念：宇宙全體的本質完全可以由內在的人心去體悟，

儒、釋、道諸家的修證之學則為其奠定了基礎。其中道教之士更為關注的是，在這個「宇

宙——人心」的模式下，其道術修真如何進行全面提升和突破。上接重玄學諸家直至鐘

呂內丹學術圈，愈來愈多的高明人士均加入到修煉和闡發心性的隊伍中來。特別是在重

視內丹的各個門派中，以「心性」為本來面目進行性命雙修，是一切丹家的共識。如金

丹南宗始祖張伯端在《青華秘文》中即提到「心者眾妙之理而宰萬物也，性在乎是，命

在乎是。」北宗的教祖王重陽則直接說「本來真性喚金丹」，甚至在《重陽授丹陽二十

四訣》中將「心」與「道」至於同樣的地位：「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

無心也。」從時間上看，這要比南宋陸九淵的宇宙吾心說要早。雖然談不上王重陽對南

宋心學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從大背景來看，南宋以後的儒學和佛學都在沿著這個理路行

走。入元以後，內丹中派的祖師李道純也說：「以心觀道，道即是心；以道觀心，心即

是道。」似乎成為了道門通用語言。 

宋元道教雷法的心性論，正是在這種思想氛圍下成長起來，並形成了自身獨具特色

的體系。由「一心」來統攝「萬法」，是雷法理論在逐漸發展中所達成的共識。北宋末

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是雷法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心說》明確提出：「夫心者，

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為神明之主宰。」
1
在《法

既是心》頌裡說：「此心心外元無法，咒訣符圖少合真。心真將何為妙用，靈光一點運

元神。」
2
張繼先還把心性所開發了悟的「先天道妙」，作為雷法之真功能的根源：「先天

道妙工夫到，咒訣符圖可有無。」
3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並非要取消傳統的法術符咒，而

是為它們找到了「主人公」，找到了「神」。其後闡述雷法心性論者，尤以南宗祖師白玉

蟾為代表
4
。元代松江的神霄高道王惟一著《道法心傳》，自稱是真正得雷法奧妙者。而

其奧妙本旨，即在於：「萬法從心起，萬法從心滅。曉得起滅處，生死事方決。」
5
他的

《萬法歸心圖》非常簡明扼要，是實際作法的真切經驗，並將之上升到心性學的理論高

度。 

清微雷法，是尤為注重心性修煉的道法體系。以符籙諸道派而言，清微派無疑站在

                                                             
1
 見《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卷一，《道藏》第 32 冊，第 368 頁。 

2
 《道藏》第 19 冊，第 849 頁。 

3
 《道藏》第 19 冊，第 850 頁。 

4
 具體可參考本人發表的學術論文《會歸禪心與道心——融禪入道的白玉蟾心法》，載於《禪和之聲——

2009 廣東禪宗六祖文化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第 273—282 頁。 
5
 《道藏》第 32 冊，第 4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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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宋元道教與心學、禪宗對話的最高峰。重視心法的代代相印，成為清微雷法傳承的主

要特色。《道法會元卷四•清微宗旨》記載：「昔雲山保一真人，书後数语，示眉山混隐

真人谨守此语，勿示非人。其辞曰：外有举动，劳怠氣神。内有所思，败血伤精。冥冥

漠漠，與道相亲。不喜不怒，心和氣清。内有交媾，发为雷霆。又曰：父母生前一点灵，

不灵只为结成形。成形罩却光明種，放下依然彻底清。」
1
可見，在南宋初清微派大興於

世之前，清微雷法的修習即與內丹心性功夫充分結合了起來。《清微道法樞紐》記載：

「師曰：大道無言，可以神會。妙法無傳，可以心受。善行持者，行道不行法。善求師

者，師心不師人」
2
可以看出，宋元清微雷法的心性論傾向是非常強烈的。雷法高道們在

追求一種禪學式的「直超頓入」，力求直接抓住雷法奧秘的根本之處。因此，清微高道

相當重視對本派雷法特質的闡明。《道法會元卷二十九》的「清微祈禱奏告道法」有署

名「青山無影道人」的序言，即指出：「夫清微法者，乃元始一炁，父母未生前混沌妙

明之性也。不垢不淨，無欠無餘。空洞清虛，自然而然。大包乾坤，細藏空界。斡運璿

璣，顛倒陰陽。倏然雷電，倏然風雨。」
3
此處之義，實指清微道法是對人身生命中「元

始一炁」、「混沌妙明之性」的開發與運用。所謂「不垢不淨, 無欠無餘」等所形容的，

即是此「元始一炁」、「妙明之性」的本質，也是清微道法的特質。因此，該序言認為

清微道法「皆出自己日用常行之道，洞觀無礙，澄澄朗朗」，並引述《清靜經》的「人

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之語以證之。 

清微派關於修心的見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太上老子道論的啟發。《清微道法樞紐·

法序》言：「夫天地以至虚中生神，至静中生炁。人能虚其心则神见，静其念则炁融。」
4

這是對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之義的充分發揮。而在宋元內丹心性學的思想語境中，

又引入了對於心性本體的闡釋。「當知法本真空，性源澄湛，了一心而通萬法，則萬法

無不具于一心。」
5
與其它諸派雷法比較，清微雷法確實非常重視自身心性的修養。在這

其中，「真心」的概念值得關注。「真心」說基本上源於大乘佛學，兩宋雷法將其納入

「道——炁——身——心」的理論框架中，視其為感應雷神的根柢。神霄派名師鄒鐵壁

就認為：「但無妄念，一片真心，不知不識，心與雷神混然如一，我即雷神，雷神即我，

隨我所應，應無不可。」
6
清微雷法更是把這個觀念推向了極致，而且將之放在「體用論」

的哲學背景下重新加以闡發：「至於呼沆瀣，吸风雲，役鬼神，驱雷电，此皆一真之妙

                                                             
1
 《道藏》第 28 冊，第 691 頁。 

2
 《道藏》第 28 冊，第 674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838 頁。 

4
 《道藏》第 28 冊，第 673 頁。 

5
 《道藏》第 28 冊，第 673—674 頁。 

6
 見《道法會元卷七十七》，《道藏》第 29 冊，第 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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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出方寸之经纶。前人有雲：念头未动，體合天心。意氣才萌，便当下笔。」
1
這是真

正臨壇過來人之語，妙用之前的念頭未動，即是保持著「一真之心」；意氣才萌，就是

真心生起了妙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清微雷法講究心性修煉，發覺對生命的關懷，尤常用「正心誠

意」一語來表述和強調。《道法會元卷二十九》的《清微祈禱奏告道法序》中即指出：「但

正心誠意，端守常法，無不靈驗。」
2
尤其是「誠」，這一源出於儒家《中庸》的概念，

在清微雷法的心性學說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微道法樞紐》在對道符靈驗的解釋

上，即突出了「誠」的重要性，認為「符者，阴阳契合也。唯天下至诚者能用之。诚苟

不至，自然不灵矣。」
3
「法有出於同门，其符同，其诀同，用之辄不验者，诚不至也。

诚不至，则自信不及；自信不及，则疑贰之心生；疑贰之心生，则中无所主矣。中既无

主，何以感通？」
4
正是在進入「至誠」境地的前提下，任何形式的道符才有了它真正的

靈魂。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說「法法皆心法，心通法亦通。」作為生命操作實踐的書符

程式，也必須秉承著誠敬的心性工夫修養。無疑，「誠」作為一個哲學和倫理概念，充

分貫穿了清微雷法形上與形下的兩個層面。 

同時，「誠」也是天、人、萬物之間交流無礙的基礎。《清微齋法》雲：「蓋行持以

正心誠意為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

故雖萬裡，可呼吸於咫尺之間。非至誠孰能與於此？」
5
在這裡，「誠」不僅被賦予了倫

理道德的意義，更具有了溝通天道的超越意義。於是，在清微雷法行持中極具宗教神學

色彩的「請神召將」，也就與「誠」緊密關聯起來。《清微道法樞紐》認為：「鬼神之情状无穷，

精神之变化有限。《关尹子》曰：有诵咒者，有事神者，有朱墨者，有变神者，皆可以

役神驭炁，变化萬物。惟不诚之人，难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为之。苟知尽诚，

有不期然而然者。」
6
因此，清微道士堅信「大道無私善，似光中之影；至誠有感應，如

穀裡之聲。」
7
故各類清微雷法的修習和行持，其實都是至誠之道的外在流露。天界雷部

諸神是否能聽從法師驅役，取決於法師本身的心性誠意，在每一個環節中皆如此。 

舉例而言，可以看一下用於超度亡靈，關懷逝去生命的濟世法門——煉度法。清微

                                                             
1
 見《道法會元卷一》，《道藏》第 28 冊，第 676 頁。 

2
 《道藏》第 28 冊，第 838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674 頁。 

4
 《道藏》第 28 冊，第 675 頁。 

5
 《道藏》第 4 冊，第 286 頁。 

6
 《道藏》第 28 冊，第 675 頁。 

7
  見《道法會元卷三十•紫極玄樞奏告大法》，《道藏》第 28 冊，第 8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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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認為：「凡行煉度，首初具錄誠意上聞慈尊，瓊書上諸師，家書申祖元君，備牒城隍，

專差徐符使追攝。」
1
即是說，法師在煉度儀式開始之前，都要對所召請的各級神靈仙真，

以章表文書表達其誠心真意。趙宜真更在《玉宸經法煉度內旨序》中認為，作為主持該

法的煉師，「本為幽冥鬼神之模範。」
2
如果欲達到法事超度的真實效果，則需明白「矧

鬼神之於人，非可以聲色相通，惟可以心誠相感。若我悟他亦悟，我迷他亦迷。其幽冥

境界，亦隨心念化現。我心昏昧猥小，則幽冥之境亦成夜府窮鄉。我心廣大光明，則幽

冥亦成天宮淨界。我能修持正道，則鬼神感悟，亦返邪歸正矣。倘自己身心邪妄，而口

說正法，徒為鬼神窺笑，愈增障蔽，又安能承水火煉度之功哉！」
3
在這裡，至誠之心不

僅具有了道德修養的含義，更成為宗教神靈世界中道法操作的根基。煉師承擔著度脫亡

魂的神聖責任，故必要保證心地的光明正大。這樣的誠心，才可能有感動兩界的法術效

果。因此，在具體的「玉宸經法煉度」中，即有名為「解釋」的法事環節，是法師向亡

魂解說因緣果報之理，使其放下妄心，而從冥界苦海中獲得自身解脫： 

焚解釋符，命符使為亡者區分冤業。師當太啟慈悲，憫其愚執，妄認業緣。昔為

有身，遂有眷屬。今骨肉已離，冤親何有，而猶思報復。只為妄想之心未化所致，

如本無繩而自縛者也。凡一切罪，皆由心起。覓罪於心，了不可得。複有觀心，

心本無相。心既無有，罪業亦空。能作是觀，一時解脫矣。4 

可見，法師所以能夠使無形的冥界亡靈生起變化，關鍵還在於使其明白心法生滅之

理，複能變其心態，而非單純通過外在法力來度脫解化。因此，無論對於亡魂還是活人，

都可以根據不同的心念來決定其歸宿去向。所謂「喪其良心，則自速於罪戾；守死善道，

又何有於拘囚。苟方寸之虛靈，即天堂之快樂。」
5
而清微法師行煉度法，即使在最後的

環節中，也要「回向惟在至誠。此日必當簡節俗事，寡欲清心。」
6
其心性要求嚴苛如此。 

歷史地看，無論是武當清微派還是西山清微派，其將清微雷法之本體歸諸於心性功

夫的傾向，與全真道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武當清微派的形成，本身即是全真南傳過程中

與符籙道派充分融合的結果。而西山清微派趙宜真所承三大道脈，全真龍門正是其中之

一。當然，宋元清微雷法的心性論，也並非是對全真心性學的生硬搬用。作為新符籙派

雷法理論的重要代表，清微心性之學與其獨特的道法施行實踐緊密結合。特別是「修心

                                                             
1
 《道藏》第 28 冊，第 873 頁。 

2
 《道藏》第 28 冊，第 772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772—773 頁。 

4
 《道藏》第 28 冊，第 775 頁。 

5
 見《道法會元卷二十一•玉宸經煉返魂儀》，《道藏》第 28 冊，第 790 頁。 

6
 見《道法會元卷三十四·清微龍天通明內煉秘旨》，《道藏》第 28 冊，第 8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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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性」之涵養，乃有一套獨特的內丹法門為支撐，並指向「發起大用」的生命行持。 

 

参、丹成法用：獨具特色的清微丹法 

     

  關於宋元時期的內丹研究，近些年來道教學界成果愈來愈多。其中，有不少論著對唐

宋的「內在化」與「內丹」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剖析，認為道教內丹學的興

起與中國人精神由外在轉向內在，在文化進程上恰好是吻合的，或者說其二者之間存在

著必然的聯繫。這種判斷在大致上並無差謬，但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尚值得探討。 

比如，籠統地將唐以前道術的主流歸之於外丹，歸之於對外在宇宙的取法，這就失

之武斷。六朝江南上清派、靈寶派的道士，就非常注重內心的齋戒與存思；北方影響巨

大的樓觀派道士，則以《道德經》為中心進行著行氣導引的修煉。即使是以法籙符咒為

鮮明特色的天師道，也不離《老子想爾注》這類解經文本的規範。更不必說《周易參同

契》、《黃庭經》這類具有豐富內煉思想的道教經典，被不斷地進行著傳播。因此，道教

的門派繁多和道眾分散，導致今人很難確認某種道術就是某段時期道教修煉的「大傳統」。

如以唐、宋之交為歷史分界線，則「外丹」與「內丹」無疑都在這分界線的前後延長存

在著，剩下的只不過是其被道門內外所接受的程度問題。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將唐宋以

來內丹學的態勢稱之為「凸顯」，而非是單純的「興起」。宋元四百年間正是內丹凸顯的

大時代，內丹法也基本上依道教組織而大行於世。因此，這一時期的內丹修煉必然與各

種道術進行著千絲萬縷的交流。這其中有碰撞，有契應，亦有媾和。無論如何，其結局

對近世道教的發展方向，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會道歸元」的背景下，清微派在宋元雷法諸派中，是最為重視和闡揚內丹學的

一家。本節將對清微丹法的淵源、經典和修煉，進行一些具體化的考察。 

南宋陳采所編《清微仙譜》之「清微道宗」，記載了數位駐世于秦漢時代的清微派

祖師。其中的「通妙元化太一沖和元君謝晉剛」能夠「默運樞軸，策役萬靈，不假符圖

紙朱有形之物，隨寓成形，發揮道妙，有內訣口口相傳於世。」
1
這種不借符籙有形之物

而妙運道法的「內訣」，是否在秦漢時確實存在，今難以有更多的文獻證實。但重要的

是陳采對謝元君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宋元清微雷法注重內修的特色。在這個基礎上，內

                                                             
1
 《道藏》第 3 冊，第 3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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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能夠深入清微派是很正常的事情。以前學界多認為，雷法主要流傳於江南地區，故與

內丹南宗有著緊密的聯繫，如出現了白玉蟾這樣的典型人物。清微派的大本營可以說在

江南，但其融合南北道教的特色相當明顯，故其丹法來源甚廣。武當清微派系融合全真

道的產物，其宗師多承北宗全真丹法之傳。據《長春殿增塑七真仙範紀略》記載：「若

夫原陽趙真人，學北派金丹之傳者」，可見西山清微派的趙宜真，亦兼清微雷法與全真

內丹兩家之法脈。趙宜真的《原陽子法語》，率多北宗丹道之理，而又有獨到心得。他

把“自性法身”作為丹道的根本，尚可見全真道早期力主「三教合一」的宗風。 

今人瞭解清微派丹法最主要的經典是《清微丹訣》，該經對於以雷法為背景的丹道

修煉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其按照「煉精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的三個階次，

來論述內丹修煉的訣竅。如其「清微坐功」之法是：「凡入靜室，跣足端身正坐，兩手

握固，萬緣放下，定心如在太極混沌未判之先，虛空圓光之內，又如在圓光一竅之中，

混沌一同，身心俱無，澄澄湛湛，普照十方,天地莫測，鬼神莫知。」
1
這樣看來，清微

丹法最終的證道追求，與唐宋以來內丹道教的終極追求並無二致，也是要「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只是它其中有所謂「見一景物光如金橘」等，是明顯的存思法痕跡。這說

明清微派的丹法有鐘呂內丹道及上清法的綜合影響，並結合著符籙道法的要求，形成了

自己獨特的風格。當代丹道學者胡孚琛先生在其《丹道法訣十二講》一書中提到：「正

一道所傳神霄派、清微派、天心派等雷法乃至劍仙派功夫，亦屬虛空陰陽的功夫。」
2
並

舉了美國學者蘇海涵（Micaael Saso）拜師臺灣道士學習雷法之例子。胡先生複言藏傳佛

教密宗寧瑪派的大圓滿法，漢地直超頓悟的禪宗以及丹道之中的文始派丹法，皆與此雷

法派丹法同屬一類。筆者認為，從上述文獻中清微雷法及其丹訣的特色來看，清微丹法

當屬虛無丹法的典型代表。 

其它關於清微派的內丹修煉，尚有《道法會元》中部分文獻留有記載。在《道法會

元卷二十九》的《清微祈禱奏告道法》中，有三小節較為詳細的說明： 

大丹妙旨之圖 

                                                             
1
 《道藏》第 4 冊，第 964 頁。 

2
  胡孚琛著：《丹道法訣十二講》（中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第 3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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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著青衣 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 

郎君披素練 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 

夫大丹妙旨者，龍五十日，虎五十日，共一百日後，便戊己守玄關，則龍虎自然

交姤。戊己守十日，無晝夜守之。 

三九合一之道 

酉守丹田至子，卯守絳宮至午。仙經雲：恍恍惚惚，龍從火裹出。杳杳冥冥，虎

向水中生。邵康節雲：乾遇巽時探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風姤，此時守真炁，

居泥丸。地雷複時，聚炁在中丹田。工夫成後，默坐，目光常在玄關中。便用灌

溉行沐浴之道。以舌拄上齶，自有舌下二竅甘泉漸漸滿口，灌漱津液如白浪，微

微頻咽之。此即玉液還丹。百日金液還丹作用：想一身內外金光灼爍，次元炁周

流，遍體溫清，不畏寒暑。想神光自尾閭夾脊而上，直至泥丸宮。各一百日。鼻

息有香，津液有味，耳若波濤，電光在日月之上，漸漸滿溢，如金波下流，從鼻

流入玄關。溫養大丹，即目有神光。此即金液還丹之妙，始行朝元之法。 

朝元法 

以大定神光安守，神炁既足時能出關。昔日紫虛道士曾修丹入仙，有偈雲：先天     

一點無，後天都是屋。廓然若忘形，猶如狗過竇。若要再歸來，梁山雙竅開。此

神炁往來出入，要純熟。久而金體堅固，隨所念升天入地。鬼神莫不欽伏此即道

成也。閒時只宜  大定守養。”1 

從以上三段引文中，可以清楚看到：清微雷法道士在修煉內丹的環節上，與一般內

丹道士之修習並無太大差異。但由於雷法是一個內外溝通並施用的過程，因此，清微丹

法更加側重了「出神」、「朝元」等與外在宇宙溝通的元素。類似的還有「服雷炁法」，

這是一種介乎純粹丹法修煉和法術施行之間的重要法門。此方法在神霄派中已有記載，
                                                             
1
 《道藏》第 28 冊，第 841—8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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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派亦明言要服春雷之氣。《道法會元卷八》載有此法，其修煉方法據稱來自《正一

盟威經》：「按《盟威經》雲：每歲遇春雷初發聲時，凝神叩齒請炁，咒雲：吾受雷公

之炁，電母之威聲，以除身中萬病，百姓同得以治形。令吾得使五行之將，六甲之兵。

斬斷百邪，驅滅萬精，急急如律令。呪畢，鼻吸雷炁九次，九咽液，畢。又口納雷炁十

次，十咽之。常宜存養。凡治疾驅邪，布炁行符，無不驗矣。凡遇雷動皆可為之。但不

若新雷初動之為妙也。」
1
這種服雷炁之法的原理，很明顯是采攝天地間陰陽二炁激剝之

精華，為我所納，繼而內炁外用。雷炁來自於體外，通過內丹功的接引，化成道士自身

之功力。相比較而言，內丹修煉最終雖也可以陽神出竅、神遊太空，但在內丹經典的論

述比例中，這種接洽外在宇宙能量的環節並非是重點，故缺乏較多文字的指示。 

為了更好地理解清微丹法對生命的開發和妙用，筆者著重分析兩個核心性的內修概

念： 

一、「一點靈光」：在清微雷法乃至整個道教雷法中，「一點靈光」是非常獨特且被

經常引述的概念。它與內丹道教的「一點真炁」堪相對映，實際上也被認為是「一點真

炁」在雷法施行中的代名詞，是宋元道教心性論在雷法中的特殊體現。宋元時期的雷法

高道，多認為「一點靈光」是本派法師修煉丹道所必須覓得的東西。如神霄祖師薩守堅

《內天罡訣法》雲：「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枉費墨和朱，上士得知勤秘守，飛仙也只

在工夫。」
2
認為煉出「一點靈光」，自然能夠產生法力神通，甚至不需要外在有形的符

籙。清微雷法更是多論「一點靈光」，如《清微道法樞紐》雲：「一點靈光，通天徹地，

精神所寓，何者非符？可虛空，可水火，可瓦礫，可草木，可飲可食，可有可無，通可

變，是謂之道法。」
3
這裡對靈光妙用之描述，極盡神奇，它甚至是與道同在的一種力量，

否則無法完成“可通可變”的神跡。「靈光」之謂，也典型地體現了雷法作為法術的本

色——非通靈現光，無以證神通之妙。雷法諸般妙大用，皆是此一點所生髮。 

《道法會元卷二十九》專門有《一點靈光圖》，從修持學理上對於「一點靈光」進

行了闡釋。其圖如下： 

 

“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1
 《道藏》第 28 冊，第 715 頁。 

2
 《道藏》第 29 冊，第 215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6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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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 

很明顯，這個圖像對「一點靈光」的闡釋來自于《道德經》對「道」的描述。所謂

「虛無一圈」，即是清微雷法將「一點靈光」看做先天虛無道體的一種顯現，以及修道

者對於此種顯現的一種覺受和運用。如何去運用這點靈光呢？該圖後面接著指出：「夫

此靈光者，不內不外，不前不後，不上不下，亭亭當中。此謂之中道。閒時工夫，只是

守中，謂之守一。朱文公雲：半畝方塘一鏡開。彼時文公亦默合此義也。不則是一竅，

大則是天地○。須臾大定，○光與天地俱在乎恍惚之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杳冥希夷，無想無見之間，則即是先天一炁。諸念不生，萬景俱滅。書

符○定後光，即是天地圓象。寂然無有，則見元始洞章，即吸吹於光中光○。」
1
眾所周

知，采得「先天一炁」是內丹修煉中真正進入仙術的門階。這裡指明了雷法道士在何種

狀態下可以遇得「先天一炁」的產生，繼而如何用道法的方式來利用此炁，外現為靈光。 

在清微雷法中，與「一點靈光」近乎同義的一個概念，即是「金光」。《道法會元

卷三十三》的「上清通明龍天煉度玄科」中，法師誦念金光咒，即有如下景象：「三境

慈尊，諸天梵炁，下映兆身。」於是「師斂息規中，默運金光，透出頂門，上接霄漢，

監度眾真，法中將吏浮空而至，洋洋左右。」
2
在行法中，默運金光，能起到「監度眾真」，

使仙官降臨的功用。如非「靈光一點」之「光」，斷然無此效驗。因此，清微派專門有

修煉「金光」的法門，以求將其運用純熟，得心應手。《道法會元卷四•清微宗旨》中

的「日月炼真习定」之法，正是這一法門。其有一圖像如下： 

 

其功夫修煉則謂：「凝神静虑，平炁定息，瞑目端坐，意居中宫。俟其大定，物我

两忘，渐运金光自两规中出，合为上，符篆在面前。金光渐渐开广，充塞天地。存兆身

在太虚中，俯视梵炁充塞於前，萬神环拱聽令。久之，如此出有入无，自然合道，行住

坐卧，皆可为之。诗雲：看定虚空摸不着，休把精神都乱却。急忙收拾在眼前，便见一

团光烁烁。霎时现出许多般，本来面目元初樸。若人认得这些兒，有作有为还见错。」
3

這裡比「上清通明龍天煉度玄科」講得更清楚，金光可以通過法師的「存思」，成為召

集神將的一個信號。而無論「金光」還是「一點靈光」，都建立在丹功性命雙修的基礎

                                                             
1
 以上見《道藏》第 28 冊，第 841 頁。 

2
 《道藏》第 28 冊，第 868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6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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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它們並非玄奧難解，實際是修道者明心見性後，所見宇宙本性之光的不同表現形

式而已。 

二、「玄關一竅」：「竅」在內丹學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清微雷法的內修中，

同樣也將“竅”作為其道法之本。只是在不同語境下，「竅」之內涵所指亦有所差異。

如《道法會元卷二十九》的《清微竅法》即言：「天地未判之前，洪蒙未立之原，氣質

未生之始，混沌未生之根，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出死入生之門，是謂之竅。得之

者神仙不遠矣。」
1
這裡的「竅」明顯是指突破凡身所限，得以溝通「大道」的路徑樞紐。

當然，落實到雷法施用的層面，這個「竅」也就成了道法靈驗的根本。清微雷法所謂的

「竅」，更多是與宋元內丹學的核心概念「玄關一竅」密切相關的。 

「玄關一竅」向來是丹家關心並著力探討的問題，因為此竅的獲得直接關係著修道

者能否步入先天境界，從而邁入神仙天地。《道法會元卷六十七》之開篇，是題為張善

淵所述的《雷霆玄論》，以雷法道士的視角對「玄關一竅」進行了界定：「唯玄關一竅，

先天一炁，難比諸法各言派頭，各分立門徑，界限之拘拘然。夫靈寶、神霄、縱璣、清

微、洞玄、太極、斬勘諸階雷法，至於諸階考召正法，各有家數，宗派不同，而玄關一

竅，先天一炁之妙，左右逢其原，貫通諸法之說，古今之所不易也。」
2
這就把「玄關一

竅」置於修行諸家雷法之根基的地位上，當然也包括了清微雷法。因清微雷法之士尤為

注重內修，故也對於此問題關注甚多。如《清微丹訣》認為此竅「正對臍上一寸三分者

是也」，這也許是某位或某些清微高道，在其具體修煉中所感受到的情況，故與其它諸

家丹經所論有異。而且，清微丹法中的「竅」還有很多名相，具體所指也多有不同。如

《道法會元卷三十一》的《玄樞玉訣秘旨》中，有一段引述祖師的話：「學者下工行用

之時，不要執著。但只空虛一所，無形無影，似有似無，一意居中，無一絲毫之染著。

赤灑灑，活潑潑，圓陀陀，光爍爍地。諸司無此而不行，萬法無此而不立。得此一竅者，

惟道自真，得法自靈。立基在此，結胎在此，沐浴在此，脫胎在此，行工在此，灌溉在

此，無不在此。凡朝奏之時，從此面前俓上，謂之黃道也。從背後上，謂之黑道也。」
3

這段描述中的「一竅」，很明顯指的是作為丹功與雷法施為之共同根柢的能量樞機，或

者說，是溝通凡間與天界的橋樑。修道者只要能打開這個通道，就像是佔據了關口，可

以源源不斷地獲得來自於先天的能量。  

「規中」，是清微派丹法中代稱「玄關一竅」的概念。元代丹家陳致虛即有《規中

                                                             
1
 《道藏》第 28 冊，第 839 頁。 

2
 《道藏》第 29 冊，第 211 頁。 

3
 《道藏》第 28 冊，第 8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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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而《清微道法樞紐》中更有「規中」的圖像： 

 

      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 

      神混混而往來，心澄澄而不動。 

師曰：規中者，如一規之中，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也，不著物也，不泥象也。在       

身中之中，意中之中，如大圓鏡中之一我。但正心誠意，為中心柱子。當萬慮俱 

      泯之時，真人出現，如魚居深淵，浮游守規中矣。
1 

這裡對《周易參同契》的「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進行了闡發。很明顯，「規

中」不居一端，只在道心澄淨時顯現，即是丹家所謂的「玄關一竅」。對於這個「一竅」，

《清微道法樞紐》援引了張伯端的話語，進行了如下的闡發： 

紫陽翁曰：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非心非腎，非口非鼻，非肝肺脾胃，非臍   

輪、尾閭，非膀胱、穀道，非兩腎中間一點，非臍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

關元氣海。能知此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火候、脫胎俱在此矣。蓋此竅亦無

邊傍，更無內外。乃神炁之根，虛無之穀，造化之源。只在身中而求，不可求於

他也。前真雲：此竅非凡竅，中中複一中。萬神從此出，真炁與天通此即雷霆之

竅。得之，則雷霆樞機不必外求矣。至人用之，所以沖舉。2
 

可見，清微道士將「玄關一竅」同時也視為發動雷法的根本。於是，內丹與雷法就

成為了修行之路在不同方向上的延伸。所謂「至人用之，所以沖舉」，更是明確了：清

微雷法的修行，其終極旨歸併非法術神通的無限彰顯，而是與內丹家一樣，歸向身心性

命的超越。 

 

肆、結語 

 

                                                             
1
 《道藏》第 28 冊，第 677 頁。 

2 《道藏》第 28 冊，第 677 頁。 

135



論文發表-王馳 
 

世界上的每個宗教，均始於對生命本初的關懷，而及於對宇宙終極的探索。肇始于

兩宋的道教雷法並非僅是一種法術技藝,更是玄門特有的「生命操作」。它在融攝以往自

道門至民間諸般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完成了道教法術從符籙技術到身心性命之學的最終

轉化，從而成為道教中一門修行證道的履踐學問。浩然的道炁、奇特的符籙、精深的丹

功乃至於神仙的果位，都在雷法中被層層串聯了起來。故今人如欲瞭解道教文化之廣博

精微及對生命奧秘探究之深湛，誠可以從諸家雷法中取若干瓢引，其妙味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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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教的生命教育及其普世價值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嘗試以佛教的生命教育來因應現今人類面臨之兩大問題，（1）以佛教「緣

起教法」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以解決「自我」之迷惘與

意義感的失落問題；（2）以佛教「理性實踐」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

命價值」，以解決傳統品格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關鍵詞：生命教育、緣起法、生命自覺、正念正知、理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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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間的相遇、碰撞、交流、彼此互比競

爭或互益吸收、甚至相互的轉化都很自然。原本宗教的立意，就在試圖追尋真理，

以幫助人們建立安身立命的坦途。因此，不同的宗教各自創造投己所好的真理，

並且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所信奉的正是唯一真理也很自然。但是一旦不同立場的

團體為此而相持不下，甚至不惜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之時，宗教的良善美意就變

質成為國際間乃至國家、種族間的不斷紛爭，甚至頻仍戰爭。於是始終以發揚非

暴力的傳統，加上強調理性、慈悲、智慧，特別是主張自覺覺他、自利利他修行

法門的佛教，正逐漸在廣為傳布，受到更多歐美有識之士的重視1。起因於物質科

技所帶來的生命威脅和心靈壓迫，令人感受到生命的困頓、生命的沈淪。面對擁

有高科技，但缺乏高思維的廿一世紀，國際間的關係詭谲不安，互不信任，乃至

對立、衝突、仇恨；人際關係則日漸疏離，人心澆薄，功利主義昌盛，物質科技

蓋過精神文明，導致了崇尚物質科技的現代人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更缺乏心靈的

慰藉，承受更多內心空虛、徬徨、迷惘的痛苦，物慾橫流、道德淪喪、價值觀念

混淆；酗酒、毒癮、暴力等社會問題叢生，精神病患人數急速遽增。生活在這治

安敗壞，犯罪行爲、環境污染層出不窮的功利社會，生活充滿壓力，生命變動不

已，身心難以安頓，導致生命茫然、焦慮不安，自然興起了生命究竟該何去何從

的感嘆？ 

 

人，畢竟是由精神與物質兩方面共同組合而成的，在唯心思想蓬勃的世代，

雖然唯心的迷思不能給予生命正確的解答，但人們起碼還承認以精神品質作為區

分貴賤賢愚的標準；如今在科技掛帥的工商社會裡，一面倒的唯物崇拜卻只會讓

人以經濟效益買賣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萬事萬物皆以商品交易看待，人生成敗

全靠獲利多寡衡量，就連心靈、精神、情感的需求也憑藉消費手段獲取。人們不

僅以唯物的角度面對周遭環境，也用同樣的態度面對自身，倫理道德的訴求再難

具有說服力，人生失去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來作為生命的依循，生命價值、生命尊

嚴、生命希望就此失落，生命沈淪、生命陷溺甚至慘遭滅頂。 

 

                                                 
1例如在法國，佛教目前是最流行的「新宗教」。在美國麻州波士頓的一家出版商，單單出版的藏

傳佛教書籍便多達五十種。從佛教書籍市場銷路的廣大，不難了解人們對佛教教義的渴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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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命教育的緣起 

 

首先在 1970 年代，澳洲牧師諾福士（Ted Noffs）倡導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並且於 1979 年在雪梨成立「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al center: LEC)，爾後在

香港、紐西蘭、南非、泰國、英國、美國等地推廣，使其成為一個國際組織。其

設立的宗旨，在致力於「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制2。而台灣當局對生命

教育的重視，係在 1999 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為了心靈重建，於是教育部在

2000 年成立「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並宣示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陳

榮裕 2001﹔徐欣瑩 2003）「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曾為「重

建區推動生命教育」編印六單元的生命教育教材，其主題為：(1)浴火重生（歷史

記實）、(2)災難省思（教育傳承）、(3)生存環保（人與自然）、(4)生活更新（人與

社會）、(5)生命禮讚（價值重塑），以及(6)終極關懷（生命禮俗）。由是，政府有關

生命教育的理念，不限於身心上消極性的療傷與復建3，而更進一步定位於較積極

的自我與自然、社會的和諧關係，以及尊重生命與重塑價值的人生理念。（邱兆偉

2004） 

 

然而，國內教育政策長期以來受到世俗功利主義以及物質科技掛帥的影響，

導致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將思想與精力，長期盲目地致力於市場導向的功利追

求，短視近利、重物輕人的結果，因而藐視倫理、道德、人性及精神文明，加上

國際競爭的壓力以及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過度偏重「人才培育」，忽略「人的培

育」。結果反而使犯罪行爲、環境污染層出不窮，社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心理

疏離問題。一般年輕學子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下，沾染世俗習氣，沉迷於高科技帶

來的物慾享受，以追求名牌時尚為務，棄道德倫理於不顧，不知不覺中自然鄙視

精神生活的價值，其結果則是教育的功利化、人才的工具化，甚至人格的扭曲化。

誠然，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人才，但人的培育應更為根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本不立，道難生，教育理想亦將難以達成，培養出的人才恐怕也難以發揮大

用，甚至可能造成大害。靜觀近來的整個社會現象，民粹理盲、是非顛倒，以及

                                                 
2參閱：http://www.lec.org/lei2.html。 
3孫效智亦曾對生命教育的意義，提示一個周延原則，即：生命教育在意涵上應力求深度與廣度周

延，避免片面與狹隘。例如，生命教育不該等於自殺防制，否則內涵就太狹隘；生命教育也不該只

是生死教育，還應關懷生死兩點之間的「安身立命」並涵蓋整個人生價值觀的建立﹔生命教育也不

該只是悲傷輔導，而是面對悲傷後面所涉及的思想課題，亦即人生哲學的終極關懷與倫理學的思辨

議題。（孫效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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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企業的食安問題、工業廢水惡意污染河川等現象，甚至街頭少年血氣方剛，

稍有不順其意者，就刀槍相向，聚眾互毆，罔顧人命。而不管所傷害的是別人或

是自己，都顯示出部分國人並不重視「生命」，不重視別人的生命，也不重視自己

的生命。由此深觀，人才教育固然重要，但人格的培育則更為根本，人如果只爲

表面的事物而活，從不試著去了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則將無法去營造生命的尊

嚴與希望。這些現象正顯示出國人對於生命觀念的輕忽，心無所繫、情無所托，

自然欠缺有意義的人生目標，自然對人我生命不尊重，終將令心智覺性無法發展

而日漸封閉萎縮。自我懷疑和憤世嫉俗的情緒會消磨掉生命的自信、自尊與希望，

進而造成生命的焦慮不安，導致生命的困頓、沈淪，更侈談生命的自覺、生命的

智慧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生命教育的目的即是要協助人去瞭解「生而為人」的意義、價值、尊嚴與希

望，進而珍惜生命與人生，樂愛生命與人生，能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自然，

使其在互相尊重個人尊嚴與價值中，進而認識自我，實現自我，過有意義的人生，

並使自我功能充分發揮，貢獻人群，善盡責任，造福社會。並經由人文陶冶，從

教育中找回人類最珍貴的理性智慧、慈悲同情、利他共享等特質，早日進入「超

物質化、超功利化的社會」，以避免因科技化、資訊化造成人際疏離與對立。誠如

鄭石岩所說：「教育應該建立在對生命的敬重、了解和終極關懷上。每一個人的天

賦不同、環境各異，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使命：認識生命的意義，接納自己，然後

悅樂地展開他的人生，並負起責任。」4  

 

參、生命教育的新方向 

 

基於生命教育已是當前教育最重要的新主流，更基於對生命實相的「終極關

懷」，本文嘗試以佛教的生命教育來因應現今人類面臨之兩大問題：（1）「自我」

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2）傳統品格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藉由筆者對

佛教生命教育的體現，本文嘗試建構出「生命涵養」的體系架構，認為此體系至

少可包含兩個生命教育的新方向： 

 

（1）以佛陀「緣起教法」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 
                                                 
4鄭石岩：〈生命教育從何著手〉，《北縣教育》，2000，33，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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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佛教「理性實踐」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命價值」 

 

這兩種生命教育的新方向，均以「佛陀教育」為生命教育的核心理念，強調「自

覺、覺他」之一體性，「自重、尊他」之融合性。依此來培養解決面對兩大問題的

生命素養。而佛陀的生命「緣起觀」，正是體悟與反思每個生命在「自我」心理層

次、社會文化層次，所面臨的困頓處境、矛盾與兩難，並以佛陀所教導的生命智

慧來謀求解決之道。佛陀的生命緣起觀，正是處於科技叢林，面對生命困頓、社

會紛擾的現代人，在失落了人間的愛與關懷，在迷惘於虛擬空間的人際網絡時，

所亟需尋求的生命智慧。因此，筆者以佛教的生命教育為題，希望藉此闡揚佛陀

的生命智慧，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與理論基礎，期盼增加學習者對於生命

自覺的觀照能力，並進而提升學習者的生命層次與境界。 

 

肆、造成「生命困頓」的兩大議題 

 

人，因為有苦痛、有感情、有思想，所以需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求意義和價值，

需要繼續存活的理由、理想與目標。事實上逆境是覺醒的契機，許多人平時無視

於老、病、死的脅迫，或是聽天由命、或是自恃少壯、或是忙於追逐世俗價值，

但當人們面對生命困境，以所有熟悉的方法都無法解決後，才肯更深一層去省思

生命、探討真理的覺醒。只有佛法自始至終不逃避無可閃躲的生命議題，積極面

對現實，針對「生命困頓」的議題，提出解決之道。現今造成「生命困頓」的兩

大議題，筆者認為是： 

 

 （1）「自我」之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 

 

從工業革命、資訊革命以來，隨着科技的快速發展，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

人類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危機！由於功利主義的昌盛及過度倚重物質科

技，大多數人都沉迷於高科技所帶來的物慾享樂，只爲表面的事物而存活；人的

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而無力去面對問題、處理問題，事情只要稍微有一點不

如意，就立刻去尋求迅速、直接而最不耗費心力的消費方式，來逃避纾解或延遲

痛苦。這種只求避免眼前問題的自我欺瞞心理，會造成注意力及覺察能力逐漸模

糊，終而形成了心智盲點。這是一種「困惑時代」的精神匮乏病，也是造成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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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泛濫成災的首要成因。 

 

美國賓州大學心理學講座教授塞利格曼，則把現今這個時代稱爲「憂鬱症的

時代」，認爲它已像傷風感冒一樣普遍。依據他的研究，上世紀初和世紀末得憂鬱

症的比例是 1：10。而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全世界約有 3％、近兩億人口罹

患各式各樣的憂鬱症。「如就單一疾病而言，憂鬱症排名第一，這很驚人！」；據

統計，有高達 70％的自殺者可能正罹患某種憂鬱症。另外，超過 8 成的憂鬱症病

人有自殺念頭，約一成五的病人甚至自殺身亡。而憂鬱症患者自殺的比例，比一

般人高 30 倍。5 

 

一般人即使生命有目標，往往也只是浮泛地從财富、名利與權位中去肯定自

己。以爲追逐顯赫於外的名位、權勢、财富，或者藉由謀略的分析技巧，就能回

應自己内心深處所渴望關切的生命需求。人們享受文明成果所帶來的各樣肉體的

安適，卻不知如何自處，也頓失生命的方向。大部分人經驗的世界似乎如同虛擬

實境一片混沌。事實上，專家們可以用豐富多元的知識向我們解釋外在世界的任

何事情，然而我們對生命的了解卻愈來愈感不足。「自我」的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

如果僅以知識的累積、追逐利益效率，視爲一切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會喪失

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2）傳統品格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一個人的生活形態與生存方式，常決定於主體對於生命本質的認定與對生命

價值的判斷。不同的生命觀點，形成不同的生活態度，也塑造出不同的文化型態。 

因此，從歷史文化的發展可知，不同時代的人們，隨著客觀外在環境的改變及主

觀認知的差異，遂形成不同的生命面貌。 

 

當高科技與物質文明取代傳統倫理、道德、信仰及精神文明之後，並沒有爲

人類帶來幸福，隨之而來的倒是更大的焦慮，更多更新的心理、精神、生理病態

的出現。生活在這樣一個資訊爆增、價值混淆、變動不安、競争激烈的惡質環境

中，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理性思辨能力來應對外界的種種誘惑、刺激和干擾以保

                                                 
5取自《康健雜志 26 期》--你可以走出憂鬱症—特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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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内心的安寧，便容易形成空虛、不安、焦慮、倦怠和絕望的心理傾向。由於對

高科技上瘾而陷溺、崇拜，短視近利而講求速效，從營養、醫療學習、成長甚至

宗教信仰，都急於尋找速戰速決的簡易方案。而最足以安身立命的倫理、道德、

信仰及精神文明反而在不知不覺中澆薄淡化，人心也因此變得脆弱退化！如今面

對現代資訊發達、高教育水平的時代，古代保守封閉、克制自我的倫理教育已然

無法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重新正視生命教育，擬定新的方向、找尋新的良方正

逢其時。 

 

教育，顧名思義，是「教」導培「育」人的活動。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計

畫的傳授知識技能、培養品德人格、發展心智和體能，使人能全面成長進步的活

動。「生命教育」一詞本應涵蓋於此廣義教育定義之内，然而現行教育體系多半偏

重於提供技術性的實用知識，而當代社會文化所關注的也不外乎實用科技、政治

經濟、飲食男女等現實議題，嚴重的忽視培養理性思辨的生命智慧，自然對於養

成倫理道德、人格塑造的生命價值觀也就失枝脫節、也就難以達成安身立命的教

育目標。 

 

教育的本質本應是心智的培養、醒覺、反省和在生活中的實踐，本就意味著

要從生命中去探究學習，它和生命本身有著相同的目標。教育應重在啓發培育自

省自覺的理性思辨智慧，不斷的去探索提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目前過於偏重實

用功利主義的教育似乎不是在開啓學習者的心智，而是反其道而行。過去也從沒

有出現像今天這麽多的家庭和校園問題以及種種社會的惡質與亂象，主要的原因

即在於缺乏「覺性教育」。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麽愛搜集資訊、知識，而將智慧

與資訊、知識混爲一談，相對的卻又這麽的不重視處世的智慧，品德與人格，更

談不上「生命自覺」心智的培養。 

 

一個人對生命無知，自然無法尊重别人的生命，更不懂得活出自己生命的尊

嚴。須知，生命的可貴，乃在於發揮人性的光輝，展現人的精神、道德、勇氣、

毅力、愛心等高貴情操；能以一己之命發光、發熱，去成就群體的生命。而修學

佛法就是要來破除無知、無明，要來開啟智慧、解脫煩惱。佛法告訴我們，一切

痛苦的根源都是來自於無明愚癡而造作種種煩惱的業，所以感到痛苦。煩惱的出

現就表明我們缺乏智慧，沒有破除無知、無明的智慧力量，所以會盲動地去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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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身、口、意的惡業。如何來對待我們自己内心的貪、瞋、癡？就要從教育開

始、從生命的教育、從佛法系統的生命教育開始，要從人自身的認識，從人的生

命觀方面開始去觀察、去思維、去改變、去建立。佛法教人正確認識生命的實相、

正確對待自己和眾生世界，培養智慧和悲心，達到「自覺、覺他，自利、利他」

的目的。這就是佛教生命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因此，佛法作爲一種以理性爲基礎、

以智慧和慈悲爲根本，追尋生命覺悟爲目標的教化，它能夠讓我們的内心更明覺、

更清淨。 

 

伍、以佛教教育建構出「生命涵養」的架構體系 

 

（1）以佛教「緣起教法」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 

 

一般來說，宗教是以信仰爲基礎的，信仰各種神明或信仰宇宙造物主的神。

因此，將「有神論」與宗教劃上等號，是很自然的。但就佛教而言，佛教徹底否

認宇宙萬物有一個造物主的神，也否認有決定人類和支配個人命運的各種神明的

存在，就此而言，佛陀說，生命是緣起而有的。「緣起」是什麽？就是由很多的因

緣條件合和而有，它不是單一存在，不是神造，也不是突然而有。 

 

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 

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爲諸衆生分别演說，開發顯示，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6 

 

之所以稱作「緣起」，便是著重在其待緣而起的特性，只要是必須借助因緣條件的

相互作用才能存在的事物，依緣而有，也依緣而無，並沒有實質內容，它僅僅解

釋了「每一態勢依前一態勢為緣的簡單發展過程」，就只能視為一種現象、一種假

借條件而暫時存在的因緣所生之法。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說明「果」依待「因緣」而生起與存在的法則。

任何事物的生起與存在，必有原因、條件與結果。「此」指因緣，「彼」指結果，

用「故」字表明因與果之間的關系。「彼」之所以如彼，不是因爲自己如此的，也

                                                 
6 《雜阿含 299 經》卷十二(T02，85b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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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無因而偶然的，必須在此因彼果的相對關系下，由於「此」而如此的，彼此

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無對有說，滅對生說，只要因緣成熟了，有的必然要歸

於無，生的也必然要歸於滅。緣起，不但說「此有故彼有」的生起，而且說「此

無故彼無」的還滅。當眾緣和合時我們就以為它生。同樣地，諸法的消逝與還滅，

也是由於緣起，當因緣散了我們就以為它滅，所以說「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此表明諸法發生的因果關係是：諸「果」同等地依靠諸「緣」的聚合而生起，這

顯示了沒有單獨的因能夠產生單獨的果，也沒有單獨的果能夠緣於單獨的因而生

起。反之，永遠都是一組的緣產生一組的果。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憂悲、苦、煩；如是集起一切 

苦蘊。又無明滅盡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愁、憂悲、苦、惱滅；如 

是滅盡一切苦蘊。7 

 

「十二緣起法」（也稱十二因緣法）是佛陀自修自證得到的真理，指從「無明」到

「老死」這一過程的十二個環節，十二緣起只是一連串的因果，它只是一種因和

緣的關系。十二緣起只是因果現象的自然狀態（生滅的實相），每一個環緣起下一

個環，而造成相續不斷的生滅。在十二緣起裡只有說及一法是另一法的緣，這麼

說是為了指出在一組緣當中最為主要的緣，以及指出它與一組果當中最為主要的

果之間的關係，這是「緣起」定義的具體說明。一切諸法都依託眾緣和合而生，

緣盡則散滅，故謂「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依因緣而有、而生；依因緣而

無、而滅，這緣生緣滅就是緣起法的特性，故名「緣起」。十二緣起只是因和果的

組合，因果之外並沒有一個我或外力的主宰，在主宰此一世界，沒有人或外力可

以造成這種現象，這就叫作「緣起法」。 

 

所謂「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不論是否有人發現真理、

提倡真理，真理始終一如地運作不輟，亙古不替地主導著一切生命的行為法則。 

真理不因時間地點的差異而作任何彈性調節，不配合人們的主觀認知而提供多元

的風貌，更不可能接受人為的控制與支配。 

 
                                                 
7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3 冊》，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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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就是無知、不明白、迷惑。這種無知、不明白、迷惑不是世人所謂的智

能不足、糊塗或沒受教育。它和聰明與否或智商高低並不相干，無明，是指生命

的盲動；眾生的意欲大多是盲目的，以盲目的意欲指導行為，因此造成了眾生諸

多苦難，這盲目的「生之意欲」，就稱為「無明」，無明是眾生本能流露的意欲。

因此，「緣起法」中的無明，正是要很刻意的指陳出，眾生對自己生命實相的不了

解，即便是一個舉世公認為天才的聰明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生命的實相，那他就

仍是個無明的人。 

 

生命的由來，是世界各地、從古至今、人類一致關心的課題，宗教師創造了

神造世人的神話；哲學家想像生命的本體、自性；科學家則研究基因、物種的進

化。人類開展啟發各種學問的終極目的，無非是期待生命根本問題的解釋：生從

何來？死從何去？生命意義何在？因此，對所有未見「緣起法」的眾生而言，生

命的由來是個令人不解、遐思的謎。不由得，人們開始臆測起生命的起源。歷史

記錄了人類尋找真理、探求存在本質的各種努力，但人們總是難免誤入歧途專注

於生命之外，縱使花費許多心思探究，結果總是選擇最能投合人類偏好的理念作

為真理。因此，佛陀告誡弟子們： 

 

多聞聖弟子不作是念：「何所有故此有？何所起故此起？」然彼多聞聖弟子 

知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8 

 

在佛世，思想界有些相當盛行的基本論題，如「六派哲學」9。當時的人們熱衷於

探討世間有無極盡？生命最早的起源為何？人死之後是否繼續存在？懲罰獎賞由

誰審判等等。每當有人向佛陀或佛弟子提出這些疑問，所能得到的回覆若非「此

是無記！」，就是默然不答，這便是早期佛教經典中著名的十四無記。因為這些問

題無論是否真能得到答案，對生命所實際遭遇的困頓都毫無助益，徒然流於爭執

戲論。可是重點被忽略了！怎麼可能離開生命本身求得生命的意義？怎麼可能在

生命以外的事物上建立生命的價值？就這樣人們普遍與真理失之交臂。 

 

                                                 
8 《契經．雜因誦》，(T01，12 b92c)。  
9古印度哲學傳統上，凡承認吠陀聖典權威性的婆羅門教哲學都被稱為正統派哲學，凡否認吠陀聖

典權威性的哲學流派被稱為異端派。前者因為共有六派，即：彌曼差、吠檀多、數論、瑜伽、勝論、

正理論，所以又被稱為「六派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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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起來，佛陀所談的緣起法，則相當簡明扼要地關注在生命真實活動的過

程中，它們依序是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

死憂悲惱苦等生命活動過程中的十二種狀態。是以緣起法所談論的，僅限定於每

一個眾生本身的生命過程，緣起法只解決生命自身的問題，不去處理「形而上」

諸如「宇宙最初如何形成」這類疑惑。可是跟隨佛陀學法的弟子，一旦了悟這「十

二緣起法」，就覺知到生命僅是無常、苦、無我的虛幻現象，從此不再墮入這項迷

思，如同已由夢境中醒過來的人，不會視夢境為真而繼續陷溺其間。聖弟子們體

會到十二緣起法雖然涉及到生命和痛苦的原因，但實際上這其中無有主宰者、沒

有作者、也沒有受者。正如《阿含經》所說：「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

陰相續」10，這一客觀的事實將幫助他們確立一切只是「緣起法」和「因果律」，

非關神明創造、也非神力干預支配世界，這一理性的認識。因此，「緣起」具有「真

理客觀性」，與科學主張「實事求是」、「普遍客觀」的精神相通，凡是真理，必定

是本來如此的、也是必然如此、普遍如此的，不分時空永遠都是如此的。所以說：

「緣起」是「法界常住」，更是放諸四海而皆準、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它正是佛法

的根本思想。 

 

依據《阿含經》的記載，當佛陀被外道問及佛教的宗趣時，佛陀開宗明義的

回答說：  

 

我論因、說因……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11 

 

由此，可確定的說，「因緣」12，或又稱「緣起」是佛法的根本思想。凡符合「緣

起」法則的思想，就體會到佛法的精神，就掌握到佛法的精髓以及生命的真諦。 

「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

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緣老死苦」這個法，稱作「十二緣起」。佛

陀在《緣起經》中說流轉的「十二緣起」正是： 

  

                                                 
10 《雜阿含經》，(T02，12c92 b)。 
11 《雜阿含經》，(T02，12c21~25)。 
12 「因緣」是舊譯，「緣起」是新譯，兩者可互用，然本文統一採用「緣起」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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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  觸，觸緣受，受緣 

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13 

  

這段經文所說的是流轉的緣起，代表生命的沈淪，共有十二個因果的鏈子：無明、

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順着這十二個，前一個

是後一個的緣。也就是說，由於無明、無知的存在，造作種種身心的行爲，並使

識與名色、六處依次受到影響；在内、外六處接觸的當下，就會隨着自己的好惡

而生起苦樂的感受而隨之起舞：對苦受生起瞋心、對樂受生起貪心、對不苦不樂

受生起癡心，由於對感受的愛、取，造作出新的行爲稱作「有」；結果，個人的生

活便一直處在貪、瞋、癡的籠罩下而生命沉淪，隨着年齡的增加，生命的意義與

光彩便日漸黯淡。一旦面臨生活中的重大挫折時，在無明的陰影下，更覺得生命

沒有任何的價值。一個人的生活，若處在貪、瞋、癡的籠罩下，就會做出錯誤的

行爲，就是生命的沉淪，因此，要想不再生命沉淪，依據緣起的道理，就要把根

本的「無明」去掉。 

 

當然，「無明」也絕非生命最基本的元素或創造生命的至高本體，人們不能期

盼一切生命從無明流出，最終亦回歸無明。無明一樣是在生活過程中再再生起的

緣起現象。而在正法中，因緣法說明的是一連串生命緣起流轉的現象，是以它並

非試圖解釋萬物的組成結構中沒有最基本元素、沒有最高的一元本體。人們大可

發揮豐富的想像力，花費許多力量去證明宇宙一切萬法皆是因緣合和所生，沒有

任何實質的存在。但這對於說明及消解生命本身的困境，並無任何助益。真正的

智者堅定、敏銳地覺察自己感官和心意的一切活動，不令隨逐世間而翻滾攪動，

並藉這樣的觀察，透視生命的真相、解決生命的問題。 

 

然而，大多數的眾生備受生命的煎熬，卻仍然頑固地兀守對人生的憧憬，盡

心盡力地滿足需索無度的生活所需，再無餘裕去探索生命的真相。即便是關心生

命終點的人，也只期望能安詳滿足地死去，從不曾真正面對自己生命的嚴肅課題。

於是，一心期待生活更順利滿足、期待在信仰的支持中能得神助的人，多如大地

之土；願意平心靜氣、深入生命真相而出離世間的智者，則是少之又少。法句經

說：「你應該自己努力尋求解脫，佛陀只是教導你如何成就的導師。」絕大多數的

                                                 
13 《雜阿含經》，(T02，12c54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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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固執於愛戀生命、愛戀自己的思想、認知與心靈，真正有志尋求生命真義的

人並不多見，願意致力於解脫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對那絕大多數的人而言，宗教

是必須的、重要的。 

 

佛教的生命理想就是人內在覺性的啟發，「佛陀」，是印度發音（boddha）的

音譯。在印度文化中，「佛陀」的意思是指圓滿覺悟的人，也即「覺者」。「教」字

的本義是「教化」、「教育」。簡單地說，佛教就是覺悟之教。佛陀明白，唯有正法

能昭示生命的真相、引導生命的解脫。於是他以長達四十五年時間，善巧地向世

人宣說正法，這四十五年的教授、教誡，意在讓真正的智者有機會認識緣起正法、

走上正道。緣起法是佛法的核心，是世間的真理、是生命的法則。凡依自己的智

慧體悟緣起法者，即成為「覺悟之人」。 

 

（2）以佛教「理性實踐」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命價值」 

 

當某種「教化」立足於「信仰」、「崇奉」，我們可以稱它是一種「宗教」，但

當某種「教化」根基於「理性」和「智慧」之時，我們還能說它是一種「宗教」

嗎?佛教，正是這樣一種立足於「理性」、根基於「智慧」的教化。所以，佛教與

一般以信仰爲基礎的宗教有極大區别，它充滿了理性内容，乃是一種理性的信仰，

故通常也稱爲「正信」、「智信」，也就是有智慧的信仰或建立在正知正見基礎上的

信仰，以區别於「迷信」和「盲信」。在佛教裏，佛陀之所以堪以信賴，正是因爲

他徹底證悟了生命的「緣起法」，並將之開示給尚未覺悟的衆生，誠如西方哲學家

弗洛姆所說：「他(佛陀)的教義不是訴諸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宏揚理性。」14可見佛

教的信仰極富理性，並不神秘。緣起法是整個生命最完整詳實的、動態的、流程

的觀察記錄。佛法所關心、照護、處理的對象就只有生命，無論是五受陰、六入

處、世間或其他法的觀察講解，全都離不開對生命的如實觀照，換言之也就全都

離不開緣起流轉的運作過程。 

 

因此，對於佛教而言，不存在「信主者得永生」、「信則得救」的問題，因爲

「解脫」、「得救」的關鍵在於自己對於正知正見的「實踐」，而不是靠外在他力的

神。佛教的「信」永遠是個知見的問題，不是信仰的問題。佛的教誡曾被形容為

                                                 
14羅睺羅·化普樂著，顧法嚴譯《佛陀的啓示》，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4，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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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ipasika」，就是請你自己「來看出」、「來看清」，而不是「來相信」！這意思是

說，佛陀所教導的方法，是實證的，是隨時都可以練習的，是大家都可來看出的。

因此，佛教信仰是為了找出面對生命的真實智慧，什麼是真實智慧？要找出面對

生命的真實智慧，就必須先認識生命的實相。 

 

「來看出」：即找出問題的癥結及看清楚它的本然；「來看清」：即往内來看清

自己的身心，看清生命事實的真相，能「看出」、「看清」，才是「正智慧」，才是

「真實智慧」，才是引導走向事實的、解脫的道路，更是每個人都可親自體證的。

這就是「覺的教育」的實踐原則，因此覺性的訓練適合所有的人，與年齡、性别、

職業、教育、國籍、宗教信仰無關，沒有任何的典禮、儀式。任何人都可以練習，

都可以得到實證、自證的效果。 

 

佛陀教誨會他的弟子們，單憑對他或他的教義的信仰，是無法獲得解脫的；

一個人必須逐步的了解人生的實相，而後徹底的以智慧安住於實相真理之中，才

能解脫於憂悲苦惱。因此，「覺的教育」除了理論的教導之外，最重要的是身體力

行，培養強而有力的覺性，用以看清事物的真相，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而能以

智慧及慈悲來面對人生、處理問題，這樣的價值是無法被任何其他東西所取代的。 

在原始佛典裏，一位佛陀的弟子對另一位比丘說：「沙衛陀同修啊！不靠禮拜、相

信，沒有貪喜偏愛，不聽耳食之言及傳說，不考慮表面的理由，不耽於揣測的臆

見，我確知、明見生的止息即是涅槃！」15 

 

釐清涅槃、解脫的正見與正道。沒有正見怎知煩惱云何生、煩惱云何滅？而

不修正道又怎能止息煩惱生滅？正見是眼目、正道是實踐，不知正見不足以行正

道；不行正道亦無由明正見。由此可見，佛教「正信」的實質，重點在「知見」

上，「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知見。」 （《法華經》）。

而「知見」的獲得，正是修行、實踐的結果。如依賴佛陀、法師、善友等而對佛

教産生信仰，只是一種「信仰」；而通過聞思與修行，對佛法的道理産生確定不移

的信解，則是一種「解信」；直至親證真理而確立的信，方爲真正的「正信」。所

以佛法強調要「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聞」是指聽聞佛法、學習

佛教經論；「思」是指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研究、體認，而不是聽聞後就盲信；

                                                 
15《佛陀的啓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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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則是在聞與思的基礎上、獲得了對佛法確定的信解後的修行實踐。佛陀說

過：「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我的教義」（《法句經》），因此《大智度論》

卷七謂：「聞說而信者，此中不名爲信；智慧知已，名爲信。16」可見佛教的信仰

與修行實踐、正知正見是融爲一體的，與一般宗教之「相信」、「信仰」有本質上

的不同。佛陀說：「比丘們啊！我說離垢祛染，是對有知見者說，不是對無知無見

者說啊！」17 

  

佛陀的出世，就是要開示衆生什麽是生命的實相，探求生命的緣起因果，進

而悟入緣起的真理，免於憂悲苦惱。佛陀宣說的「緣起法」：「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就已說明生命是彼此相互關系的存在。依於緣起的定義與法則，佛陀推

論出「四聖諦」、「八正道」等實踐真理的方法；其次，再推論出契合緣起的生命

觀「緣起性空」及生命意義。當生命意義有了依托的標準「緣起法則」後，再依

「四聖諦」中離苦得樂之「道諦」，確立生命教育的目標及内涵；最後遵循「十二

緣起」的法則，就生命的起承轉合，掌握各個不同生命階段應有的需求與發展，

或以「八正道」來實證佛陀生命教育的理想。這些都能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的本質、

了解生命的意義、創造生命的價值，活出生命的希望。所以，佛教最爲注重實踐。

在佛教裏，一個人最終的解脫，不是靠信仰的虔誠、特殊的奇迹或莫名其妙的神

力，而是修行實踐的結果，尤如科學實驗一般，其理論和實驗過程的各個階段以

至最終的實驗結果，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從一個迷惘的普通人到逐漸開啓

智慧的修行者直至最終圓滿證悟成佛的整個修行過程，在佛法上有具體的實踐次

第：由正念正知下手，依次而有「守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身輕安、

樂、定、如實知見、厭、離欲 、解脫」的達成，最後證得涅槃，這便是佛教生命

教育的目標。 

 

誠如佛陀在《中阿含》的《念經》中告訴比丘們說： 

  

若比丘多忘無正智，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 

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 

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不多忘有正智，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 

                                                 
16 《大智度論．卷七》(T25，5b35~38) 
17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3 冊》，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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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 

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18 

 

以上經論指出，要想解脫一切貪、瞋、癡，證得涅槃（涅槃就是貪瞋癡的止息），

就必須訓練自己的内心，依次達到(1) 護諸根、護戒，(2)不悔，(3)歡，(4)喜，(5)

輕安(止)，(6)樂，(7)定，(8)如實知見，(9)厭，(10)離欲，(11)解脫。因此，佛法對

生命教育的訓練過程是有次第性的。從護諸根、護「戒」，達到「定」，而後生起

如實知見的「智慧」，最後便從貪瞋癡中解脫出來，整個過程也就是戒、定、慧的

三無漏學的訓練。 

 

在《中阿含》的《涅槃經》中佛陀與諸比丘問答說： 

 

涅槃有習非無習。何謂涅槃習？……答曰：無明爲習。是爲緣無明行，緣 

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緣愛受， 

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緣老死苦，習苦便有信，習信便有正思惟， 

習正思惟便有正念正智，習正念正智便有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 

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習解脫便得涅槃。19 

 

佛法，就是要徹底解決世間的一切苦，而苦的根源，在於對生命的實相不能覺悟，

也就是「無」法「明」白一切法都是緣起的愚癡──「無明」。想要提升生命，就要

依據緣起的還滅過程來解除「無明」的束縛，佛陀說：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處滅，六(入) 

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 

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20 

 

這段經文所說的是還滅的十二緣起。將因果鏈子的根源「無明」滅除，那麽整個

生死之苦就滅除了。也就是說，在内外六處接觸的當下，就要「明」，不再生起無

                                                 
18 《雜阿含經》，(T01，p485c)。 
19 《雜阿含經》，(T02，p490c)。 
20 《雜阿含經》，(T02，p8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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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再執着身心爲「我」或「我所有」，因而滅除後續對「受」的愛取與執着，

如此後續的生滅之苦就不再産生，也就達到究竟離苦得樂的境界。 

 

在佛法十二緣起的流轉與還滅過程中，一個人的生活，若處在貪、瞋、癡的

籠罩下，就是生命的沉淪；若不斷脫離貪、瞋、癡的束縛，就是生命的提升。生

命的沉淪與提升，決定於苦的生起與止息。佛陀要我們勇於面對痛苦，培養出正

念正知來超越痛苦。因此，佛法的生命教育是落實在自己生活的一舉一動之中，

在眼見色、耳聞聲的當下，不生起貪、瞋、癡的習性反應。進而就不會做出錯誤

的行爲，逐漸擺脫對世間的執着，生起厭離之心，進而滅除貪愛，最後終於從貪、

瞋、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完全體悟生命的意義，並成爲真正自在的人。這便是

生命教育的目標。而這些都是可以對任何人公開的，並不是什麽葵花寶典、乾坤

秘籍，秘不可宣。任何人，只要具備理性信仰和實踐的條件，都可以學佛、修行

以至證果。其中的關鍵只有修行解脫的智慧。雖說信仰是進入佛教之門的先決條

件，但最終能否抵達彼岸、修行解脫，則取決於「智慧」，故說「智爲能度」。必

須要有智慧，才能自度度人。但佛教所說的「智慧」不同於通常所說的聰明智慧

或一般科學、哲學之智。而是「般若之智」。因為佛教的智慧是指契合法性、覺悟

本心的「般若之智」，是一種親緣真如的無分别智，非一般的分别、推理、計度所

産生的「妄識」。「識」貴「了别」，是歸納演繹、分别計度、比量推理的結果。「般

若之智」則是需要實踐親證的，故佛云：「我法甚深，唯證乃智」。學佛修行，也

就是要證悟這一「般若之智」。佛教強調「依智不依識」，正體現出注重理性、實

踐的特點。而生命教育亦是需要理性、實踐，要有標的，要能兌現，因為知道不

代表成就，成就是經由實踐而獲得。生命教育的立場，正是要大家去實踐，實踐

後才會發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正如佛教強調並非只重信仰、並非只憑信仰就能

獲救，佛教主張「信、解、行、證」，必須理解實踐、依法修行，解行並重、有修

有證，才能最終親證實相「般若之智」，證悟佛陀的圓覺境界、亦即生命的真如實

相。 

 

從佛陀智慧的眼光看來，生命只是色、受、想、行、識五種功能的交互作用，

稱為「五受陰」，世間一切煩惱很單純地只是源於自己五受陰不穩定、不安適、不

能自主的性質，世間一切問題都出在每個人對自己的「五受陰」無明與煩惱，正

因為如此，所以佛陀耐心解說五受陰、教導斷除煩惱的滅苦之道。佛陀講解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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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並非只為創立一種富麗堂皇的學說以充實人類的知識，而是為了幫助眾生認

識生命的真實相貌，進一步更要能解決生命苦迫的困境！是以佛法的內容，絕不

會天馬行空地作些無關眾生切身問題的發揮。眾生不知生命僅只是一連串無常、

苦、無我的虛幻假象，雖汲汲追尋世間的真象，卻不知只須往自己的生命現象中

探尋便是。如果世間指的是外在的人、事、物、境，那麼一個缺德自私的人所傷

害毀損的就只是別人或公共設施；但正因世間是自己的「五受陰」，所以他作踐糟

踏的其實是自己的生命情境與生活品質。人們在生活中承受各式各樣的不如意、

困頓與苦迫，卻不知問題的癥結就在於：自己還有必然要招攬苦惱的生命現象「五

受陰」的存在。人們能看出幻術、魔術是障眼法，無有真實，卻看不出自己的認

識作用也是障眼法、無有真實。一切生命現象既是自己造作的結果，也就只有自

己能夠承擔了。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負全責！世間的困頓與束縛，逕向自己的「五

受陰」中求解脫！如若不然，即使週而復始地為生命的存在與安適而奮鬥；也就

必定週而復始地面對同樣的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既然所謂的現象世界，是從「感官接收的資訊」而來，是從自身的「五受陰」

而來，佛陀從不將萬事萬物獨立於生命之外作研究，離開生命本身，根本就談不

上世界、宇宙的大道理。然而一旦錯將注意力轉移到研究有如科學家破譯人類基

因圖譜、環境評估專家處理各項數據一般，雖然主題仍是針對著人或人的生活，

但卻非關研究者的切身大事，他要理解、評估、修正的是所研究的「那個」對象

或理論，而不是自身的生命、生活。一旦將緣起相生的重點放在萬法之上，則將

忽略了對生命無常、苦、無我等現象應作的深入剖析，以及將忽略對生命根本、

直接的困頓，及自身老病死、憂悲苦惱的關注。知苦滅苦才是佛陀正覺緣起法則

的契機，試圖突破生命困境，讓人取得根除生命中所有痛苦的能力，才是佛陀出

家修行的真正目標。沒有對生命及生命活動全盤的洞悉、了然、掌握，就沒有覺

者、沒有佛陀。 

 

一切苦難的由來全然不逾於生，有生就有老病死、有生就有憂悲苦惱，無論

遭遇什麼磨難，緣起法法說的重點在於提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的法則，

這項法則能夠合理解釋生命活動的原由：生有故老死有，生起故老死起。不同於

一般人追究生命起源的思考模式，佛陀從生命的現實狀況中去找解決方法，佛陀

務實地推敲生命真相。既不同於宗教信仰者以熱情奔放的想像力創作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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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也不像儒家學者保守地抱持「未知生焉知死」的訓示，佛陀在現有的生命

現象中搜索引發苦難的最基本原因，並一路回溯生命各項流程，這一切都沒有離

開眾生現實的生活過程。唯有對緣起法則的正確理解，才能與日常生活的脈動緊

密相扣，才不致流於空談。由此可見，佛教的信仰是多麽的具有理性。佛教的理

性，不僅表現在其信仰上，更體現在對佛法的實踐上，實事求是，並且勇於深入

探究，正是佛陀追尋真理的基本態度。 

 

從上可見，佛法的目的，只是很單純地幫助人們透視自己生命的真相，再指

引一條使人們對自己的生命實相有所認識的道路。當審視過自己的生命現象之

後，發覺佛法果然是正確的，那麼就承認它、接受它的指導；若認為它不切實際、

無所助益，那麼大可直接否認它、拒絕它的理論。佛陀從不因他人不接受正法而

感到沮喪，佛陀只希望人們實際地以自身生命實驗各種哲學理論的可能性，真正

去洞悉念頭的無常、苦、無我，進而體悟自我意識的無稽、進而發現生命意義的

極至。生命既然存在，痛苦煩惱必然如影隨形，並不因人們的努力與奮鬥，就能

消弭生命的缺陷。許多人費盡心血將生活改造成自己滿意的狀況，但在生命無常、

苦、無我的現象中，一切都會不斷、不斷地再度面對、再度奮鬥、再度承受痛苦。

人們總是不肯面對現實，困頓不是外在條件造成的，而是生命自身永遠不會安分

地滿足於任何狀態。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未知與不確定，唯有在深刻反省生命的價值、存在的意

義、人生理想的建立及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之後，才能掌握人生的方向。佛法緣

起的生命觀，可讓迷失於物慾而空虛迷惘的人心獲得安頓。即便，科技文明，日

新月異，科學知識的領域不斷轉換，但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雖說傑出的菁英才

俊各有不同的題材可供鑽研、探究，然而隨著時空舞台的轉變，再熱門的學問也

會降溫、褪色、終被汰換，因為它們全在生命之外的周邊問題打轉，並非針對無

可逃避的生命實相作深入的探究。但生命因果關係的釐清，遠較其他幫人享受物

質科技的枝末技術更為重要，也才是一切科學的終極目標。除非人類能具備理解

緣起法則的智慧，否則永遠無法認清自己生命的真相、無法處理自己的生命困頓。 

人們在生、老、病、死之間承受著憂、悲、苦、惱，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佛陀成

道之前深切關注這項無可避免的殘酷事實，並為此出家尋求因應之道。所有佛世

時代各教派對法的觀點經佛陀審視之後，發現它們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假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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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假說設定的法只能存在於肯接受的人心中，不是實際遍及一切生命的超然法

則，佛陀放棄以臆測、想像的方式虛擬真理。最後，佛陀親自從實際的生命觀察

中發現正法。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的緣起法則中，佛陀所探究的都是最基本的生命歷

程必備條件：老病死、憂悲苦惱的首要條件是生，只要生了就必有老病死；在老

病乃至死的流轉過程中，當觸動自身的受，不論是樂受、苦受，就會生起愛與不

愛的執取，在生活過程中，有太多執取的狀況發生，要處理這些令人應接不暇的

瑣事煩惱，如果找不出禍根，那就僅是治標不能治本，永遠都會有剪不斷、理還

亂的憂悲苦惱和無力感。佛陀告訴我們，當我們以智慧觀照時，將發現愛是否生

起關鍵在於「受」，而不在對象。可是眾生受無明蒙蔽，總無法掌握問題的癥結，

一直不能找出生活被困擾的真正原因是「受」，也就是佛陀所宣說的「五受陰」，

但眾生處理生命問題總是找錯了對象而產生更多問題；解決煩惱總是錯用了手段

而製造出更多的憂悲苦惱。人們太習慣在次要、表面的枝末細節上大作文章，以

致不但無法正覺緣起，甚至當現成的緣起法，條列分明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時，仍

頑固地以自以為是的妄認思惟作生命的詮釋。 

 

在尚未有佛陀出現世間講說緣起的世代，眾生受無明的蒙蔽，對生命、對自

我滿懷憧憬與期望，怎麼都無法想像生命實相，竟會僅是種緣起相生的不實現象，

不論是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也仍對生命、自我滿懷愛戀，

沒有任何省思、警覺。因為，只要不明真理、不知正法便無可避免地承受自己錯

誤觀念的折磨，也不可避免地以錯誤的方式處理生命困頓；當習慣於自以為是地

闖蕩出各種生活歷練、參究出各式修行心得之後，人們變得更加固執、更無心反

省正法。這樣的惡性循環令人很難跳脫出離，但由於正法是對生命實際現象的觀

察而不是某種神秘經驗的追求，而所觀察的對象又是每個眾生都已然具備的生命

跡象，並沒有特殊、特別、特定的條件限制。是以正法可以普遍傳授給所有求法

者。在佛陀的教法中，生命現象的正確描述是很重要的一環，透過描述，幫助眾

生順著正確的步驟觀察自己的生命，直到發現生命的真相。因此只要我們正視生

命教育，當對現實人生與生活目標發生全盤的懷疑時，那就是見法的契機。 

 

許多佛弟子經由佛陀的指引而恍然大悟地體悟正法時，他們往往會敘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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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心境：「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得無所

畏」21。所謂見法就是見到生命的實相，從此以後不再迷惑於生命的未知與茫然。

見法純粹只是看清了自己生命的實相，所以佛弟子們總是不忘強調：「不由於他」。

然而，見法的先決條件必須能先放下固有的成見，只要繼續堅持錯誤的見解或迷

信於改善外境，就沒有獨立的思考空間省思不同的觀念。正因爲如此，我們需要

「覺性」的培養，來完善我們自己的生命，佛陀的生命教育，正是「覺性教育」

的核心。唯有強而有力的覺性，才能免於妄念、妄認。所以佛陀教導我們，每一

個衆生都有清淨的覺性，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也就是說，眾生皆有佛性。

每人都有這塊珍寶，但是要自己去發覺它、挖掘它，要把我們自己内在的智慧開

發，開發覺性智慧，就是開發幸福，能夠挖掘它，就能滅除自己的痛苦。因此，

見法是一種超然的觀點、嶄新的視界，既看清了生命的實際現象也明白了自身與

世間的真實關係，更清楚苦痛在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了解，見法的人很自

然地以健康且負責任的態度面對生命、面對困境、面對死亡，不再以諉過、嫁禍、

怨天尤人的負面觀點思考問題；由於了解，人生的價值觀隨之調整，更自信、更

踏實的生活隨之開展。因此，《中阿含經》說：「見緣起者即見法，見法者即見緣

起。」22 

 

在佛法中習慣稱真理為正法，正法所顯現的是生命真理，而生命正是眾生一

切價值、意義的核心，沒有生命，一切便都不重要了。生命真理不像信仰或知識

般，得借由歷史的發展來擴充規模、建立合理性以配合人們的接受程度。真理本

就不依權威，不受時空限制，這正是科學精神最基本的内涵。聽信權威是一切迷

信、非理性狂熱的肇因，它所提供的微薄利益，完全無法與它所造成泯滅覺性智

慧的災難性禍患相提並論。緣起法的因果觀整合了一切人的經驗事實，提供了建

立生命意義與生命價值的驗證事實，它不須要專家學者的權威認證，不靠科學的

儀器檢測，任何人只需驗證自身的生命狀態，即可因正確的理性觀察而體悟，畢

竟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最清楚。因此佛陀常這樣對弟子們說：「你們自己應當精

進，如來只能指示你們道路」23。「我已向你們指出解脫的法，真理要自己來證

悟。」24。可見佛陀始終以平等的身份對弟子說法，不讓弟子抱有依賴神力和他人

                                                 
21 《契經．五陰誦》(T01，5b25~28) 
22 《中阿含經．卷 28》(T04，28b228) 
23 《法句經．第二七六偈》(T01，27b26~27) 
24 《中部經．第三人經》(T04，83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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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佛陀始終引導弟子們與他一樣，以正法，以生命的真理爲依據，將人性

中的力量發揮出來，邁向覺悟。因此佛陀的正法，是超越所有世間學問、知識的

究竟法則。正法不眩惑於外在五光十色的誘引，直接探究生命本身；正法不止在

於證實生命運作的正確法則，還指導生命困頓的處理之道。事實上，在人類歷史

中，是釋迦牟尼佛第一位、第一次向人們宣示：人類不靠外力，完全可以憑藉人

性中本具的力量，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證得解脫、並達到生命的真實解脫。 

 

因此，佛教所謂的「皈依」、「皈信」，究竟而言是「皈依真理」，與科學家追

求客觀真理並無二致。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三皈」之中，皈依「佛」

是皈依覺悟的人；皈依「法」是皈依覺悟者教導的真理之法，而如今佛已滅度，

皈依「僧」即是皈依引導我們去如實實踐、實證覺悟真理之法的人（或僧團）。雖

說佛已滅度，但佛陀早已將正法的確實性交代清楚：「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

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發顯示。25」所謂的

「法住」，義為普世、放諸四海皆準，總理萬法，絕對而非相對的真理實相；因此，

不論是否有發現真理的覺者出現世間，真理總是維持一貫法則；也無論時代背景

如何、人們是否接受，正法的運作絕不因人們的偏好而有所變動。因此我們可以

理解羅睺羅·化普樂所說的，「爲什麽『佛教是科學的宗教』， 乃至認爲『佛教與其

稱爲宗教，不如稱爲哲學的實證之學』。『如果有一個能夠應付現代科學的需求，

又能與科學共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愛因斯坦都在佛教面前都拜倒的，

他說：『唯有佛教能随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科學的發展能證明佛教是正確的！』」26 

 

陸、結語 

 

為了人類的覺醒和解脫，佛教需要在人間弘化。但面對世界其他各大宗教傳

統共同體，則需要通過合作和對話來處理彼此間關係，共同為世界提供服務。面

對人類和社會的種種苦難，佛教有自身獨特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其他宗教也有各

自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從實際情況看，各大宗教彼此做一些共同的社會服務就是

一種重要的對話。各個宗教都宣揚愛和慈悲的觀念，都渴望解決人的身心苦難問

題。在社會服務領域，佛教和其他宗教、和世俗社會都具有共同的底線。這底線

                                                 
25 《雜阿含 299 經》卷十二(T02，85b24~28) 
26  羅睺羅·化普樂著，顧法嚴譯《佛陀的啓示》，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4，p.13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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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彼此都遵循的人的理性思維，人本原則。畢竟，人類是自然界中，唯一有宗

教信仰的生物。因此應該先從人生的意義，去確立人生的目標及價值取向，進而

排出優先順序，並由此開展具體的人生行誼。然而不明白真理的人生是非常可悲

的，一生就只有無可奈何的隨俗浮沈，一直在「盲、忙、茫」中，消磨時光殆盡！

到底人生的意義何在？如果這一生不想渾渾噩噩的只是爲了存活而存活，想活得

有意義、有價值，就必需找尋一個生命的皈依處！皈依，就是要確立一個生命的

目標，然而生命意識是遷流不息，變動不止的，因此正確的生命目標，是必須通

往一個生命的終極實相！ 因此，一般人生哲學最核心的議題，正是所謂的終極關

懷，即有關生命意義的安頓、生命實相的探究與人生理想的建立等問題，而佛法

的終極關懷則在於如何達成究竟的解脫。因此，當我們相信了緣起因果，進而止

惡向善時，雖然有助於得到更好的生命，但這還未解決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只

要無明尚未滅除，終究有一天會由於心智不足，或引發煩惱的境界力量太大，而

又糊塗，陷溺於生命的困頓了。面對生老病死及種種的憂悲苦惱時的問題，也就

依然如故。佛陀認為，人生的禍患、苦難的根源是愚癡無明和由此而產生的錯誤

的思想行為，因此，消除禍患、苦難，創造幸福快樂的根本妙法就是驅除愚癡無

明的智慧，和由此而產生的正確的思想行為，只有消滅了内心的無明，這件事情

才得以根本的解決。學習了緣起法，依於平靜安定的心及智慧，去如實的認知緣

起世間的無常與無我以及涅槃寂靜的諸法實相。唯有這樣如實的認知，才能做出

真正正確的判斷與抉擇，進而有如理如法的身、口、意行爲，才能開創圓滿的未

來。 

 

既然緣起法是生命流程的歸納、是已然證明了的事實，它絕對平等，是每個

眾生、每個人都與生俱來的生命實相，那麼只要肯虛心放棄固有成見、掌握住正

法的人，即使是原本資質平庸的尋常人，也會驚訝於真理就在自身體現，而欣慰

歡騰地由衷稱嘆：「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得

無所畏」。再也毋須悲嘆自己根機愚鈍，卻眼巴巴望著上根利智者開悟成道。佛教

的生命教育，具備慈悲圓融的特質，能夠涵容所有宗教的優點，卻不會產生偏執、

階級的宗教鬥爭及害人不淺的迷信。這是佛教的珍貴處，這是佛教的普世價值！

佛陀以智慧覺觀務實地解決了生命困頓。即使在社會環境日益複雜的今天，客觀

的理性解析與主觀的情感經驗已逐漸對立乃至水火不容的時代，「緣起法則」也依

然能夠保持一貫的中道立場，為兩造判決出令人心服口服的仲裁，因為：緣起法

159



 

論文發表-丁孝明 

  

是人本的，它站在生命實相的立場從個人的角度揭櫫真理，不以神、上帝、權威

專家、獨裁統治者的威嚴身份頒布法則，因此絕無斲傷生命尊嚴的冷酷與獨斷；

緣起法是無我的，它體恤生命苦迫的方法是嚴謹細密地以事實真相作為依據，絕

不訴諸宗教操作或意識形態的賣弄，不搞玄遠神秘、神怪的力量，因此不會衍生

出非理性的狂熱與殘暴，這正是正法的珍貴之處。唯有如此圓滿、真確、普及的

定則，才稱得上生命的真理，才稱得上是震古爍今的偉大功績！。 

 

若能以（1）佛教「緣起教法」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

就可以解決「自我」之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這顯示了佛教的智慧特色；若

能以（2）佛教「理性實踐」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命價值」，就可

以解決傳統品格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這顯示了佛教的理性特色。在理性、

智慧的引導下，把佛法的生命觀、緣起觀，擺到我們生活的第一位。那麼世界上

不管發生什麽危機，都能理得心安，因為以佛法智慧的眼光來看這一切都只是「緣

起」的生滅流轉，一切法的真如實相本不生滅，從緣起的平等性來看，一切法的

真如實相就是「涅槃寂靜」，這令我們的心很穩、意很定，不再陷溺於無知、無明。

透過「緣起教法」和「理性實踐」，我們將會發現、體悟到，緣起法，著實給予追

尋真理的人，一種最好的生命之道。要對治人世間生命困頓及其所引發的種種問

題，唯有依佛法的緣起教導去實踐生命目標，由調柔自己内心，提升智慧，不斷

地修學正法，增長智慧，自可究竟的離苦得樂。行有餘力，進而救濟世間，以「如

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涅槃）」的悲願精神，盡未來際慈悲利濟衆生。

以佛陀緣起的生命觀，發揮自己生命的意義，教導一切有情同得解脫，這就實現

了生命的終極關懷，也就實現了佛法的普世價值，發揚了佛教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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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6 年 12 月 16~17 日，頁  165~166 

 

試論道教之全球化與在地化 

 
賴慧玲 ∗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提要 

道教在中華文化之各宗教傳播系統中，其內涵是最具民族特色之一種，其相

關神祇類型也最具地域性及富含地方文化色彩。故在今日世界各宗教文化陸續全

球化發展之趨勢中，道教宏揚傳播之廣度與深度，實可顯示國族勢力之強盛與否，

以及顯現中華文化流傳發展之力度。然也因「道教」之組成內涵與分類較其它宗

教形式更為複雜，其中最具地域性與民族文化特色之組成，在全球普世宏揚之過

程，也是最具在地文化限制之部分，反只有如二十世紀仙學大師陳攖寧先生所提

倡的養生修養法內容，才是最具科學性與普遍性之部分，且其中民族地方特色也

相對較淡薄，反可超越全球化宏揚時之在地文化限制，而具有普世發展之功能，

本文即針對道教全球化發展其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加以討論。 

 

 

 

 

 

關鍵詞：道教、丹道修煉、養生功法、宗教傳播、全球化、在地化 

 

 
 
 
 
 
 
 
 
 
                                                 
∗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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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6 年 12 月 16~17 日，頁 167~188 

 

 

民國初年首批六位中國主教祝聖的再思考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壹、前言 

在過去的研究中，多半將 1900 年後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從雷鳴遠（Vincent 

Lebbe）的「天津運動」開始說起，結合兩位中國天主教知識份子的代表——馬相伯與

英斂之，他們聯名在 1912 年上書教宗求為中國興辦天主教大學，然後雷鳴遠 1915 年在

天津辦《益世報》，不久就遇到「老西開事件」，在此事件中雷鳴遠及其主持的益世報支

持中國群眾，反對法國在天津試圖擴張租界的行動。事情結束後雷鳴遠與支持他的另一

名遣使會士湯作霖（Antoine Cotta）被調離中國北方，他們也上書教廷描述中國天主教

會的怪現狀。教廷在這些背景下，1918 年嘗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被法國強力阻止。

於是教宗本篤第十五在 1919 年發佈「夫至大」（Maximum Illud）牧函
1
，對傳教區的不

理想狀況提出批評。隨後在 1922 年教廷秘密派出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剛恆毅

（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來華。他 1924 年在上海召開全中國的教務會議，宣示教廷直

接管理中國的權力。然後 1926 年選任了六位中國籍主教，在羅馬的伯多祿大殿，由教

宗庇護第十一親自祝聖，是建立中國天主教本地教會的開端，是其中最具有象徵意義的

事件。 

在這個常見的描述中，中國天主教被分成外籍傳教士與中國司鐸及教友兩邊，外籍

傳教士阻礙了中國教會應有的正常發展，而中國的司鐸及教友，則是藉由一些人先知性

的努力及犧牲，使教廷終能撥亂反正，建立一個正常的中國天主教會。本文的重點是重

新檢視 1926 年六位國籍主教任命時的中國教會背景，並根據有限的資料描述其後的發

展，用以探討這種看法準確與否。 

 

                                                      
1 以往「夫至大」牧函之性質，許多學者都稱為是「通諭」（Encyclical）。劉國鵬的《剛恒毅與中國天主

教的本地化》一書 89 頁，對此問題有澄清，說明其性質係「牧函」（Apostolic Letter）。惟牧函係一通稱，

指教宗署名發出的文件，文件性質沒有確定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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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教制與中國教會歷史問題 

羅馬公教（Catholic Church）及希臘正教（Orthodox Church）的教會體制，基本

主教制。這種至遲二世紀就已成熟的制度，將主教視為耶穌十二門徒的繼承人，有

理其教區（主教的管轄區），意思是在教區內，主教在神職人員的任命及調動，教

會財務的管理上有絕對的權力
2
。教宗雖然貴為門徒之首伯多祿（Petrus or Peter）的

代表，但也只是羅馬主教，12 世紀以後才在歐洲封建制度的環境下，取得任命主教

的權力。雖然從此教宗在羅馬公教中取得皇帝般的神權，但這種權力除了任命主教

外，也只限於教會紀律及神學，主教在其教區內仍有其自主權，教宗不會也不能干

涉。 

從前述教會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合理的地方教會應植根於當地的社會，主教

應該是當地人，若非這一城市或區域，至少也應來自同樣語言及相似文化的地區。

16 世紀開始的傳教活動，傳教士也明瞭他們只是暫時的，長遠的目標是建立本地脈

絡的教會。但首先教宗給予葡萄牙的保教權，其運作過程就是這種理想的阻礙，因

為葡國國王為了確保其特權，他會持續任命葡萄牙籍的傳教士擔任主管中國的澳門

教區主教。 

1673 年羅文藻被教廷任命為南京代牧主教，歷經重重波折，在 1685 年正式祝

聖，是為天主教在華第一任國籍主教。教區主教由本地神職出任，是 建立本地教會

的重要象徵，雖然在其代牧區內其時有吳漁山、劉蘊德、萬其淵等國籍耶穌會士，

但羅文藻在 1691 年去世前，他並未選擇一位國籍神父暫代，而是選擇了一位傳信

部派遣的義大利方濟各會士余宜閣（Giovanni Francesco de Nicolais Leonissa）為代理

主教
3
。教廷在得知其死訊後，也沒有在當時的國籍神父中選擇一人接替，而是選擇

了一位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歷山（Alessandro luigi Ciceri）接任南京教區主教
4
。 

這些選擇曾被一些後世的教會人士批評，認為若由國籍教士接任主教，即從此

建立了本地教會，不致形成日後傳教士教會的諸多問題。但此種看法缺乏對教會歷

                                                      
2 Bishop, Catholic Encyclopedia,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581b.htm 
3 Jose Maria Gonzalez 著，孫純彥譯，〈羅文藻主教傳〉，收入鄭天祥主編，《羅文藻史集》（高雄：高雄教

區主教公署，1973 年），頁 50。 
4 明大道（Georges Mensaert）著，施森道譯，〈康熙間我國聖統制度之建立〉，收入羅光主編，《天主教在

華傳教史集》（臺南：徵祥出版社，1967 年），頁 289。其時南京代牧區已改為南京教區，屬葡萄牙保教

權範圍，教廷公怖人選是葡國推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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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脈絡的了解，羅文藻擔任主教是特殊環境下的孤例，他不選擇國籍神父接替，其中最

主要的關鍵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擔任主教的能力。上述諸位國籍耶穌會士，都是中年以後

修道者，以吳歷為例，拉丁文程度僅足以做聖母彌撒，無以負擔經常與教廷通信的責任
5
。

此外其神哲學素養都不足，當時中國境內也還未設立培育年輕修士的修道院。 

正規國籍神職人員的培育工作在十八世紀初逐漸展開，傳信部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回歐後在那不勒斯開設了聖家書院，是日後傳信部培育中國神職的重要基地。法

國耶穌會士也將一些他們培育的中國青年送往巴黎，葡萄牙耶穌會士的培育基地則以澳

門為主。西班牙道明會士將一些被培育者送至菲律賓，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或將年

輕修生送往暹邏，或帶在身邊進行旅徒中的培育。……此時培養的國籍神父人數有限，

開始培養時的客觀條件也有限，因此能在其中選拔適合擔任主教者確實寥寥可數。到了

十九世紀中國神職人員人數漸多，但本地神職人員的品質，仍是十九世紀外籍傳教士遲

遲不認可能擔任主教的主因。 

 

參、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中教友的狀態 

首先要描述的是教友人數的增長。1815 年中國教友的人數約有 21 萬，
6
1850 年時約

有 32 萬，
7
1870 年時有 36 萬 9 千餘人。

8
在義和團事件的 1900 年，全國天主教教友有 74

萬多人。1907 年增加至 103 萬人，1914 年教友人數有 151 萬人。14 年間教友增長了一倍。

在 1921 年剛恒毅來華之前，教友人數達 205 萬。
9
從 1820 年至 1900 年的 80 年，教友從

21 萬僅增長至 74 萬，相較於二十世紀初，這 21 年間可謂是飛速成長。 

1900 年之後中國教友人數快速成長的原因是什麼？教友們可以先分成老教友及新

教友兩個群體，1900 年以前已經信仰天主教的是老教友群體，1900 年以後的信仰者是新

                                                      
5 方豪，〈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與拉丁文造詣考〉，《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臺北：作者自印，

1969 年），頁 2934。 
6 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 1800, (Leiden: Brill, 2001), 

p.386. 
7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書局，1990 年影印出版），頁 283。 
8 顧保鵠，《中國天主教史大事年表》（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 年），頁 65。 
9 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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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
10
老教友群體在這 21 年中的人口自然增加率一定不到 30 萬人，因此 100 萬

左右的增加者是新教友。 

為何會有百萬人選擇信仰天主教？這時候大多數中國人仍視基督宗教為外國

宗教，這樣的觀念在持續改變中，但變化的速度非常緩慢。從傳教活動的背景看，

可以說找不出快速增長的理由，因此可以推斷或許原因是非宗教的。另一個現象是

1900 年之前在這些新傳教點，望教友或新教友與社區主流群眾的衝突不斷，但 1900

年以後在這些新傳教點則鮮少衝突。並不是因為群眾對天主教意見有了變化，而是

八國聯軍之後地方付出的高額賠償，使得群眾普遍性的知道不能招惹教會。因此可

以說 1900 年以後的教會勢力比之前更大，在非宗教的動機上吸引力更大。 

由前述主動及被動的兩面看，新教友的信仰動機絕大部份都不是信仰本身，而

是教會所代表的社群及經濟上的強勢。在社群的強勢方面，以雷鳴遠為例，他在武

清縣的小韓村
11
勸化了三十家外教人皈依。他說神父們要求教友不要報復，教友們

聽從了；於是外教人紛紛返家，只剩下義和團的頭目們。於是雷鳴遠將頭目的父母

叫來，跟他們說：「假如他們不信教，我們再不能信任這些人，我禁止他們進入本

村；但是假若全家歸化，我寬恕他們，教友也原諒他們。」一個返家心切的頭目聽

到消息，大著膽子回到小韓村，公開出現在教友面前，請求教友們原諒。雷鳴遠用

詩般的筆法描述了這個場景： 

這如此感人的情景，真使人以為是在夢中。在這寂靜而酷熱的夜晚，滿天星斗

而空中一部份被灌木遮的漆黑；我坐在中國長櫈上，曲臂倚在桌子上，桌上點著一

支蠟燭，在恍惚的光線中，可以看見這些鄉下人粗糙的面孔，這些青年人英俊而純

潔的容貌和幾個未遭殺害的孩子們。離不遠幾步，後面藏著一些女教友聽人談話，

她們顫抖地比浮動暗影的燭焰還厲害；在當中俯首至地的，就是那帶給各家喪禮的

人，他罪該萬死，但沒有一個動他，也沒有一個人罵他。
12
  

雷鳴遠在武清縣巡迴傳教的成績很好，到 1903 年至 1904 年間甚至有兩千人領

洗信教，佔直隸北代牧區當年領洗者的六分之一。為這些望教者，他設置要理學校，

                                                      
10 「老教友」及「新教友」是相對性的說法。1900 年義和團運動時，在 1860 年以後信天主教的多半被

歸為新教友。現在中國大陸大概以改革開放為界限，1978 年以後信教的是新教友。 
11 小韓村是武清縣的一個大型教友村，義和團運動時青壯教友到臨近的雙樹村協助教友防守，不料卻有

本村拳團，在 1900 年 6 月 6 日蒐拿本村老弱教友近 50 人殺害。包士杰，《拳時北京教友致命》卷十一，

頁 16。 
12 〈致母親〉，1902 年 7 月 17 日，《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0 年出版），頁 57-60。 

170



民國初年首批六位中國主教祝聖的再思考 

 

 

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傳教方式。要理學校通常在秋收之後開辦，因為在漫長的冬季，通

常農村中沒有大事。先在一個有大堂的教友村中設立學校，將各村的望教者集中於此。

來參加要理學校者，每日背誦要理問答，學習各種經言，並按時誦念。經過一段時間，

考察道理及德性後，就可決定為他們付洗。
13
 

設立要理學校的方法來自北京主教林懋德（Stanislas Jarlin），當他早年擔任保定總鐸

總鐸時，就在冬天設立望教學校，並提供望教者飲食。但除了保定地區以外，並未在其

他地方實行過，原因是經費過於龐大。但在義和團事件後，「因為教會得了賠款，經費

不成問題」
14
，林懋德遂在其管理的直隷北代牧區實行，其他代牧區也紛紛倣效。例如

安徽蚌埠的渦陽教會，「自聶思聰開始，歷任神父都是每年冬春二季開保守學，時間一

至二個月，免費供應食宿，神父、修女和傳教先生擔任教授經言道理，考試合格者就給

付洗，……」
15
 

這種提供飲食的要理學校，因耗費傳教士太多力氣管理，一度曾在直隷北代牧區改

以發放飲食代金的方式進行，「即給望教者一批錢，叫他們自己去解決飲食問題。中國

要理問答分為四份，望教者能背問答一份者，給銀洋一圓。
16
」有了金錢的直接發放，

更增加了經濟性的動機，此應該是教友人數快速增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由好的一面看，天主教教會在苦難遍地的中國，扮演了慈善活動的幫手，因此吸引

了不少貧苦者入教。同樣以渦陽的教會為例，這個教會在 1904 年後才建立，有關教會

的源起流傳一個故事： 

據說在宣統年間，渦陽發生一次特大洪水，顆粒無收，群眾嗷嗷待哺，聶神父寫

信向華洋義賑會申請救濟，華洋義賑會委託神父代辦，窮苦教友可以優先領取救

濟物質，因此渦陽教會有了一個大發展，教友已逾千人。17 

由於教會此時擁有的廣大資源，可以想見類似的故事在許多地方發生。 

                                                      
13 雷鳴遠不久後就反對這種傳教方式，稱這是他的「罪」。 
14 Octave Ferreux 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台北：華明書局，1977 年出版），頁 472。 
15 楊堤等編著，《安徽省天主教傳教史資料匯編》（新北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33-234。保

守學就是望教學校。 
16 Octave Ferreux 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頁 472。 
17 楊堤等編著，《安徽省天主教傳教史資料匯編》，頁 233。神父不可能向華洋義賑會申請救濟，因此時

華洋義賑會尚未成立。無論如何，透過此歷史記憶，當地教友表明其信仰源頭是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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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教士的經驗中，第一代教友信仰不穩定，或是「投資報酬率」低是很常見

的。林懋德主教的傳教方式在直隷北代牧區傳教士間引起爭議，林懋德為自己的辯

護是：「望教者既然到我們處來，就當收留他們。第一代可能不熱心，恐怕還有背

教者，這是沒有疑惑的，第二代就會更好。」「有人當打基礎，有人在上建築。」
18

既然這種信仰的不穩定是在傳教士的計算之內，他們心知肚明望教者不一定能領洗

成為教友，望教者能成為教友的比例或許只有十之二三。即使是已經領洗，這些新

教友中有一定比例不久後就不再參與教會的活動，或甚至不歡迎傳教士或傳教員的

巡訪。原因或許是發現教會能提供的利益有限，或許是又有了其他謀生的途徑。更

深入的原因則在於信仰天主教後，與原有文化及原有社群的割裂相當巨大，若非誠

心皈依，在影響生活的短期原因結束後，這些所謂的新教友又會重新回到原來習慣

的文化及社會中。這些有問題的新教友如果仍被算在教會的版圖中，他們就是林懋

德所說的「冷淡教友」；如果明確得知其放棄了信仰，那他們就是林懋德所說的「背

教者」。另一方面，在這些新教友中，也會逐漸的培養出有真正教會意識的教友，

他們認同了自己屬於另一個社會群體，也在重覆的宗教活動中建立了另一種生活方

式。但誠如林懋德所說，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也許需要一代二十年以上的時間。 

從老教友的眼光看來，這樣子的新教友是不合格，不能被信任的。老教友們原

本就已在多年的人際經驗中，體驗到與大多數非教友間的隔閡，並且已經選擇要站

在少數的教友群體這一邊。義和團時期的迫害，更堅定了自己屬於教友群體的心態。

若他們屬於英勇抵抗拳團攻擊教友堡寨中的一員，他們更會光榮的紀念這一時刻，

並更加肯定自己屬於這個與社會一定程度距離的教友群體。例如著名的教友村東閭，

在義和團運動時是一個大型教友堡寨，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後，寨牆蓋的更為高大，

出身東閭的宋稚青神父如此描述寨牆的功能：「住在裏面的人及房屋具有未暴露在

敵人面前的安全感。」
19
對他而言寨牆之內是安全的，而寨牆之外則有可能的敵人。 

類似的心態反應在河間縣的范家疙瘩，義和團運動時收容了大量鄰近的教友來

此避難，說是鄰近也不全然準確，因為有不少是來在五六十公里外。其中有一大批

在義和團事件結束後不願離去，於是為這些教友在范家疙瘩旁另外創立了一個教友

村。蕭靜山神父敘其原由： 

                                                      
18 Octave Ferreux 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頁 473。 
19 宋稚青編著，《中華聖母敬禮史話》（臺南：聞道出版社，2005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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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平定以後，拳匪雖匿蹟消聲，暫時不敢蠢動，到底他們仇恨教民的惡心，業

已深入骨髓，不知何時，方能改革變化。為這個緣故，領了賠款的教友，有許多

願意留居范家疙瘩不復返回本鄉的。我們見請求的家數太多，范家疙瘩一村，不

能盡數收容，就在村西約二三里之遠，買了一片莊田，讓他們建房居住，起名曰

西疙瘩或小莊子，今則改名曰露德莊。
20 

對這些留居在露德莊的教友言，他們一方面或有時局上的考量，但更多的是因為范

家疙瘩的寨牆提供了他們安全的保障。他們逐漸融入了范家疙瘩原有的教友群體，
21
但

也同時選擇了與社會中的絕大部份非教友隔離。 

前述的分析是在說明老教友是教友群體中，信仰品質較佳者，但他們在教會發展的

歷史中，自然的形成了多半與主流社會脫節的狀態。當然老教友群體受主流文化影響，

也可以分成冷淡教友、一般教友與核心教友，並非老教友信仰皆熱誠，但老教友群體有

其自身的主流價值，較易使群體成員對信仰及群體認同，也就是較有凝聚力。至於老教

友群體俗化，是另一個主題，本文不再節外生枝。新教友群體在這二十年中，能形成有

凝聚力的群體者很少，而他們若留在教會中，同樣也是與主流社會脫離的一群。他們雖

然是教友統計數字中的大部份，但他們並不是教會中的主力，老教友群體才是。 

教友的信仰是需要被培育的，程度及知識則需要教育。在 1922 年之前，大部份的

教友培育是因循舊規。在沒有中文聖經可閱讀的情況下，誦念制式的經文是堅固教友信

仰的一種有效辦法。各教友點的教堂或經堂中，經常每日進行「公共祈禱」，通常是早

上念早課，晚上念晚課。早晚課的內容其實在望教時期就開始學習，包括天主經、聖母

經、聖三光榮頌、信經、十誡四規等，將其加在一起誦念，有時是用唱的方式進行。除

早晚課之外，許多堂口還會加念玫瑰經
22
。十誡中第三誡是「當守瞻禮主日」，教友們的

生活作息遂以七天「禮拜」取代了十日一旬。一年中的聖誕節與復活節，五月聖母月，

十一月煉靈月，都有與傳統中國截然不同的作息安排。這些日期都以陽曆計算，教友們

必須按照「瞻禮單」上規定日期安排活動。這種生活作息上的差異，也是教友與主流社

群日漸隔離的原因之一。 

                                                      
20 蕭靜山著，劉賴孟多譯，《獻縣教區義勇列傳（一）》（河北獻縣：獻縣教區，1935 年，第二版），

頁 471。  
21 為了紀念在義和團運動時期的遭遇，他們每年會用中國人習用的方式——演戲。 
22 此一描述的根據來自文獻中的零星記載，以及迄今為止許多鄉村堂口仍保持的習慣，不論山西、湖南、

河北或廣東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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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新老教友，大部份教友都屬於鄉村教友。在整體的傳教策略上，傳教士喜

歡在大型的城市中建堂，但城市是主流社會勢力控制的核心，在原先天主教徒有限

的城市，很難在這段時間形成有份量的教友群體。以保定及任邱為例，城中教堂是

本堂所在，但大型教友點是城外一定距離的段家塢及東閭。北京是一個例外，自利

瑪竇以來三百多年，北京都是傳教活動的重心，雍正以後雖然禁教，但朝廷對宮廷

傳教士的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北京又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吸引鄉村教友到

此謀生然後定居，1860年後日益增大的教會事業，也提供了鄉村教友許多工作機會。

凡此種種都增加了鄉村教友往北京的流動。 

上海是城市天主教會的另一種型態，自 1842 年後上海是一個與西方勢力一起

成長的城市，在傳教士在逐漸增長的口岸城市建立傳教基地的同時，周邊地區眾多

的鄉村教友點，提供了這些教會事業足夠的人力。類似的狀況在福州、廈門及廣州

皆然，但這些口岸城市的規模不如上海，教友往城市集中的規模也不如。戰爭及饑

荒也加速了教友們往上海郊區然後市區移動的速度，以有名的朱氏家族為例，他們

原居青浦諸巷，當地是一個有許多天主教家族的會口。太平天國的戰亂時期，朱家

遷往上海董家渡。
23
與朱氏家族聯姻的丹徒馬氏，在馬相伯父親這一輩已遷往鎮江，

馬相伯自己再隻身一人赴上海求學，
24
以後他們兄弟三人皆在上海置產，以上海為

自己的家鄉。馬家及朱家代表的是上海地區教友的一大部份，他們很快的與本地教

友結合在原有或新設的堂口。 

口岸城市的教會也開始出現新式的教育機構，最早是耶穌會 1850 年在上海辦

的徐匯公學，隨後有震旦公學於 1903 年開辦，是震旦大學的前身。上海的天主教

小學有類思小學，女子教育則有啟明女中。在這類耶穌會辦的俗化教育體系中，除

了外文及西學以外，也很重視中文及品德教育。1920 年以前道明會在福州辦有揚光

中學，漳州辦有崇正初中。道明會與耶穌會一樣，都有注重知識的傳統。道明會當

時在日本統治的臺灣臺北，1916年也設立了靜修女中。除了這兩個注重知識的修會，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法國傳教士 1914 年在廣州成立了聖心中學，這個學校的前身是

為領事館培育翻譯人才的學堂。類似的學校有天津在 1916 年由聖母昆仲會修士辦

的法漢中學，前身是法租界的 1902 年成立的工部局學校，女子教育則有 1914 年成

立的聖功女學校。與當時的基督新教相比，天主教辦的一般學校數量較少，除了城

                                                      
23 《黑牆頭、白牆頭、梅花弄》（編者自印），頁 7-8。 
24 《黑牆頭、白牆頭、梅花弄》（編者自印），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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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有錢的非教友外，教友入學多半也來自口岸城市，不足以服務廣大的鄉村教友。女

學不計，這些男學校也都是培育神職人員的搖籃。 

 

 

肆、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中本地神職人員的狀態 

德禮賢神父有一段對本地神職人員的經典統計，為眾史家所引用： 

查十八世紀中葉，華籍司鐸只有十五人；十九世紀開始時，也不過三十三人；到

南京條約成立時，約有一百三十人。可是這些數字，一八四八年上，增到一百三

十五；一八六五年增到一百五十七；一八八六年是三百二十；一九○○年是四百

七十一；一九一○年是五百二十一，一九二○年是九百六十三；一九三○年是一

千五百。假使我們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全世界傳教地內，本籍司鐸人數三千二百三

十二中，亞洲就獨佔著三千○三十八，中國便可以自誇是世界上因著國籍神職班

獲得無上榮譽唯一的國家了。25 

這些數字可以告訴我們許多事情。首先整體來看十九世紀下半葉，國籍神職增長的

速度不算快，與外籍神職的人數相比是較低的，但與教友增長的人口比例相當。其次二

十世紀前二十年，國籍神職人員增長了一倍，開始逐漸追上原傳教區的外籍神職人數，

但與教友兩倍增長的比例是較低的。其三，1930 年中國有 1500 名本地神職，佔亞洲各

國之半，而亞洲佔全世界傳教區本地神職的大半。所以可以這樣說，就本地神職人員人

數的增長看，中國教會其實是最成功的。從這些數字可以延伸出一些疑問，這些神職人

員來自怎樣的教友結構中？他們受到怎樣的培育？ 

在不完全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這些 1900-1920 年間的國籍神職人員多半來自於虔誠

的老教友家庭。例如江南代牧區的黃伯祿，1843 年 13 歲入張樸橋修道院，這是典型的

老教友家庭入修道院的狀況，在修院中學習中文、拉丁文、哲學、神學後，在 1860 年

晉鐸。
26
徐宗澤係徐光啟十二世孫，1905 年入徐匯公學，1907 年入耶穌會，以後奉命出

                                                      
25 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頁 109。 
26 〈黃伯祿與《中國大地震目錄》〉，《信德報》網路版，http://www.chinacatholic.org/html/2008/1026/10509.html，

2016 年 7 月 6 日收錄。黃伯祿念書時南京教區的署理主教不願修生入耶穌會，這或許是黃伯祿未入耶

穌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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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念書，在國外晉鐸，1921 年回國
27
。徐宗澤也代表許多江南耶穌會傳教區中的老

教友家庭子弟，他們中足夠優秀的被選入徐匯公學念書，更優秀的被詢問是否願意

修道晉鐸，其中一部份，通常是更優秀的被選入耶穌會。 

除了一些零星的資料外，判斷這些國籍神職多半來自老教友家庭的另一些因素

是：一是負責培育的神父，對動機不純正的新教友充滿懷疑，通常不願意讓這些十

三四歲的新教友子弟，進入修道院。修道院的修生們是透過神父日常的「下會」，

在他們熟知的教友點，觀察熟悉教友家庭的子弟，以後才會將他們認為適當的收入

修道院中。二是新教友若信仰不成熟，受傳統中國家庭價值觀影響，「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通常不會願意讓其子弟過獨身生活。不若老教友家庭受教會價值觀影

響，以家中有人是神父為榮。三是此為一普遍現象，迄今亦然，雖然受各種不利價

值觀影響，現在的中國神父修女，多半也來自老教友家庭。 

他們受到怎樣的培育呢？雖然說大致上應該相似，但不同的地方則有相當差異。

相同之處是他們應該都有備修院及大修院的教育。在備修院或小修院中，基本上是

一般的教育，在這個階段中文是重要的。然後在小修院後期及大修院初期，拉丁文

是重要的，因為必須要用拉丁文念哲學及神學，哲學及神學的考試通過以後，才能

晉鐸成為神父，也才能用拉丁文做彌撒。對這些修生來說，中文及拉丁文都是工具，

若資質有限，在學習的選擇中，當然拉丁文的重要性超過中文及其他一般知識。另

一方面，各傳教團體的資源不同，投入修院教育的人力素質不同，取向不同，都會

影響修院教育的內涵。以耶穌會上海地區的修院教育，與遣使會南省的修院教育相

比，在耶穌會的上海修院，相對就培植出較多具有國學素養的神職人員，這與耶穌

會重視教育的傳統，上海在 1900 年至 1922 年間已是中國第一大商港，以及其所收

修生的家庭背景，皆有關係。 

另一種培育是信仰及道德方面的培育，這是在修院的日常生活及學習過程中進

行的。培育修生的修道院，其信仰及道德規範，基本上是模仿修院生活的，簡言之，

「服從」為其中最重要項目。由服從而進入到謙遜，相反謙遜的即為「驕傲」，驕

傲者以自我為中心，容不下真正的信仰。修生在培育過程中，淘汰因素大致有幾大

項，身體不健康，學業不長進固為常見，另一方面被說不服從，犯驕傲病，也是經

常的原因。在遣使會的修院教育中，「學法文」竟也成了犯驕傲及野心的象徵，因

為培育這些國籍神父，遣使會是希望他們為廣大的鄉村教友服務的，在此目的上，

                                                      
27 方豪，〈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73 年），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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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是無用的。因此從部份外籍傳教士的觀點，國籍修士們學法文，搞不好是志不在修

道，而是以修道院為跳板，謀求以後有可依靠法文的優渥工作。要不就是想與外籍傳教

士一爭雄長。反之，在耶穌會的修道院，除了中文及拉丁文外，英文或法文的學習也是

必要的，受鼓勵的，從耶穌會的看法，這只是增進其能力及知識而已。 

這些中文不佳，且因西方語言不佳的，以致西方知識亦有限的國籍司鐸，在當時的

修院體制下，雖不是全部，但佔相當高的比例。英斂之 1917 年寫成的《勸學罪言》，對

此有相當嚴厲的批評： 

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何以接人，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

自屏於優秀人群而已，此等是非最易瞭解，尚何足辯。惟我中國奉教人，獨受其

毒，處於不中不西夾縫中，故成此非驢非馬之種類。一言及中國學問，則鄙薄之

情，竟成第二之天性。再問其西國學問，則答以中國無此語言，足以譯之。嗚呼！

其然豈其然乎？公等亦知明季畢方濟、徐光啟二公，竟譯有靈言蠡勺一書乎？是

書所論超性諸語，豈非世人視為微妙玄通者乎？
28 

遣使會南省的會長劉克明（Claude Guilloux）神父，從另一面也批評了中國神職人員

的程度。他在 1919 年的問卷中回答教廷的提問： 

關於訓練本籍神職班，各教區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以下三種困難：甲、修

道生的社會知識水平太低，他們一律出身貧賤，沒有受過家庭教育，沒有與中等

知識分子往來的基礎。乙、修道生的天資不聰敏，一般地還不如歐洲的中等學生，

在研究神哲學時，無暇兼顧他本國的文學。因此他們就中國文學說，不如他本國

人；就哲學說，不如歐洲的最平凡的修道生。丙、缺乏神修精神，大多數要求修

道的人是疏忽懈怠、畏難茍安、反覆無常，只知追求現代的名利，沒有真正的聖

召。在他們看司鐸聖召，僅是一種名利，不是一種犧牲。從入修道院能達到鐸品

的不到百分之二十。29 

這些話一方面帶有二十世紀初歐洲傳教士的偏見，或許還有阻擋本地神職人員擔任

主教的企圖，但另一方面也驗證了英斂之所言不虛。某種程度上，當時一大部份的國籍

                                                      
28 英斂之，《勸學罪言》，（北京：作者胞妹 1929 年重印版），頁 3。 
29 轉引自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出版），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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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鐸確實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之種類，要從他們中選拔出主教是不容易的。孰以

致之？從前面的敘述可知，不能怪一時的教會發展，其實是更長時期教會與社會隔

離的結果。 

 

伍、六位中國主教的祝聖 

剛恆毅在 1922 年準備出發到中國前，去見傳信部部長王老松（Willem Marinus 

van Rossum）樞機，樞機告訴他：「盡心竭力實踐《夫至大》通牒的思想。迫切的任

務，及早召開全國教務會議。……」然後他去見國務院長嘉斯巴力（Pietro Gasparri）

樞機，樞機提醒他法典第 305 條，即在各傳教區的主教，有盡力培植本地神職人員

的責任。他說：「中國文人官員深受優美文化薰陶，為什麼在中國本地神職界中，

找不出幾位主教呢？」
30
這可以算是教廷給剛恆毅非常清楚的指示，因此在 1924 年

上海教務會議後，對剛恆毅而言，另一件急迫的事就是找到中國主教。 

其實剛恆毅是有口袋名單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1920 年雷鳴遠給邁謝

（Désiré-Joseph Mercier）樞機所寫的一封信，介紹他認識的足以擔任主教的中國神

職： 

在北京代牧區，有趙斐理伯（懷義），非會士，更好說是北京教區的神父。他大

約四十五歲左右，不論在學識、品德方面，均受人尊重。他性格沉著，原出自老

教友家庭，全家人都虔誠，可作表率。……他具有令人尊敬的儀表，和藹近人的

風度。不必多說，他善盡鐸職，無可指摘。 

在保定府，有程伯多祿（有猷）。……他的知識和品德，好學和虔誠均出人頭

地。……他的明智和他的修養使他能獲得主教的信任，同時在特殊艱難的環境中，

他也獲得神職人員的信賴。……反而是他的代牧富主教（Joseph Fabrègues）沒

有受到任何人的尊重。 

在寧波代牧區，有徐神父。……曾在溫州工作二十五年。雖然常做副本堂，但眾

人都認為在那裏的工作能順利進行，他是主要原因。…他的修會神父促使他懷疑

我，他的服從精神，毫無爭辯地，接受了這冒犯人事的主張。 

                                                      
30 剛恆毅，《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臺北：天主教主徒會，1978 年出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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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潞安府（山西省），有成伯多祿（玉堂）。……年歲在五十到六十之間。……雖

然因歐洲的同會會友的嫉妒，有很多困難，他卻能維持主教對他的信任。他德學

兼備，……他的聲望，在中國北方，使人人都熟識他的名字。……  

在耶穌會所管轄的代牧區中，當然也有一些各方面卓越的神父。……
31 

以後雷鳴遠也在到羅馬時，將類似的名單交給了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 

至於剛恆毅成立國籍代牧區的經過，他自己有相當清楚的描述。首先是在 1923 年： 

漢口教區有意把部分地區讓給美國方濟會管理。這地區包括十個縣，當時我想保

留四個縣份開闢為中國教區。這四縣以蒲圻為中心，教會事業已有雛型，有不少

產業，並有一座華美的新大廈。我設法勸服漢口教區的田主教贊成設立本籍教區。

他是位極好的主教，但是思想狹隘，多年的成見很難解開。…… 

田主教對我的意見驚奇萬分，最後結論說：「中國神父在中國沒有合法地位，在

政府官員前也得不到尊重。如果羅馬願意這樣做，我們只有服從。」 

我想，事實構成權利，不能期待一個教外政府給天主教神父謀求一個法律地

位。…… 

無論如何，1923年，第一個本籍蒲圻教區終於誕生了。起初，中國神父因地區教

友少，事業又不發達，加上一些外籍傳教士的煽動，很不滿意。後來，才欣然接

受了新教區。這個新教區在一位有為和優良的成和德主教領導下，傳教事業頗有

進展。 

同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設法再成立一個本籍教區。山東兗州及河北獻縣的主

教都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反而保定的富成功主教大方地同意了割出一部分地區，

這樣，蠡縣監牧區便宣告成立，也就是日後的安國教區。這個教區教友既多，事

業也發達。
32 

                                                      
31 〈致邁謝樞機〉，1920 年 12 月 12 日，《雷鳴遠神父書信集》（台中：耀漢小兄弟會，1990 年出版），頁

270-272。在翻譯中將代牧區皆誤譯為「監牧區」，因係明顯的錯誤，直接改回。 
32 剛恆毅，〈本籍教區的創始〉，網路資料。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09/50951.htm，收錄於 2016

年 7 月 5 日。是《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的摘錄，原文在 86-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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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恆毅的輕描淡寫中，有些地方值得注意。第一是漢口的田瑞玉（Graziano 

Génnaro）主教雖不贊同，但他對剛恆毅的想法表示服從。同樣的獻縣主教劉欽明

（Henri Lécroart）和兗州主教韓寧鎬（Augustin Henninghaus）則沒說反對，只說時機

未到。這些主教的態度是因為到中國傳教，原則上就是要建立本地教會，而本地教

會理應由本地主教領導。其次可以看到外籍傳教士反對的理由，除了時機未到以外，

是自清末以來，尤其是義和團運動結束以後，外籍傳教士所擁有的特殊地位，而他

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同等看待中國籍的主教。其三是兩個新監牧區的狀況都不盡理

想。漢口中國籍神父對於分給他們只有 4 縣的監牧區表達不滿，一開始不願前往。

在剛恆毅的原文中，他對這兩個地區有不同的評語。他說蒲圻傳教區的教友既少，

社會事業也缺乏。「蠡縣監牧區則不然，教友既多，事業也發達。但是教友大多數

是新奉教的，訓練不夠。
33
」所以蒲圻監牧區的問題是資源不足，而蠡縣的問題是

新教友的素質不佳。由此可知富成功在保定代牧區中保留了他的老教友群體及穩固

的地區，但給剛恆毅的是漂亮的教友數字而已。 

剛恆毅的事後反省是：「以後，成立本籍教區，應該選擇組織完備，工作深入

的地區。不過當時開創之初，急不擇路。
34
」這不僅是他的反省，也可從過程中看

出，在都是外籍傳教士當家做主的情況下，一開始要設立本地主教的困難。 

這兩位還沒有主教頭銜的監牧，與外籍主教及各修會的會長一起參加了上海教

務會議，表現平穩。剛恆毅繼續他劃分國籍傳教區的努力，在 1926 年初，他克服

了富成功主教的反對，
35
在教廷裁示下，與北京代牧林懋德（Stanislas-François Jarlin）

達成協議，將宣化地區從北京代牧區劃分出來，成立新的代牧區。1926 年 3 月 30

日王老松樞機回覆此事： 

我曾考慮了很久，假若宣化成立宗座代牧區，而代牧前往羅馬接受祝聖，對教會

在中國的進展能有極大的裨益。我將此事呈述聖座，而獲得完全的同意，並且教

宗竟然要親自行祝聖禮。 

因為教宗在羅馬祝聖一位中國主教，對教會與中國而言，構成一件偉大事跡。

不妨再甄選幾位主教，同時蒲圻、蠡縣兩位監牧也升格為主教。 

                                                      
33 剛恆毅，《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臺北：天主教主徒會，1978 年出版），頁 89。 
34 剛恆毅，《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 89。 
35 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頁 265-267。富成功同時也是北京的輔理主教，只想給以涿

州為首的 4 個縣，成立國籍代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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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恆毅在接到教廷的指示後，興奮地再尋找新地區及新主教的候選人。很快的在 5

月 12 日成立汾陽代牧區，係從太原代牧區分出。此前在 1926 年初，剛恆毅已將汾陽為

首的 12 個縣劃為一總鐸區，由陳國砥任總鐸，並將外籍司鐸一律換為本地神職，故可

立即成立。然後 8 月 10 日成立台州代牧區，係從寧波代牧區分出。8 月 25 日成立海門

代牧區，係從南京（上海）代牧區分出。 

這 6 個國籍代牧區成立時的教友及神職人員數量如下：宣化代牧區，教友 27033 名，

神職人員 16 名。蒲圻代牧區，教友 1281 名，神職人員 9 名。蠡縣代牧區，教友 26000

名，神父 8 名。汾陽代牧區，教友 10460 名，神父 15 名。台州代牧區，教友 5000 名，

神父 6 名。海門代牧區，教友 32373 名，神父 19 名。
36
雖然進行的過程有些倉促，新代

牧區的教友品質都好過蠡縣監牧區，教友數量也都好過蒲圻監牧區成立之時。 

宣化主教趙懷義，聖名斐理伯，1880 年生於北京長辛店正福寺，是一個世代老教友

家庭出身。1893 年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0 年其父在義和團運動時殉難，是家族的光榮

歷史。其後趙懷義在 1904 年晉鐸，是遣使會培養的教區神父。晉鐸後在北京代牧區初

學院任教中國語文兩年，其後赴宣化地區傳教兩年半，其後任本堂神父十年。1918 年任

西堂毓英中學校長，1923 年 1 月出任剛恆毅的宗座代表秘書，表現得體，證明了國籍神

職人員的潛力。在北京代牧區挑選國籍神職任主教時，他也是法籍的林懋德最鍾意的人

選。 

蒲圻主教成和德，聖名和德理（Odorico da Pordenone）。1873 年生，幼年即入茶園溝

小修會，10 歲時與另一名備修生一起赴義大利進修，由此經歷看，他應該也出身於老教

友家庭。1894 年在拉羅納（LaVerna）入方濟會，6 年後晉鐸。他於 1903 年回國，傳教 4

年後，出任茶園溝備修院副院長凡 14 年。除一般神職人員修養外，尤擅長於聖樂。其

所以被選，據說是湯作霖向教廷所推薦適合擔任主教的人選之一。 

汾陽主教陳國砥，山西潞城人，聖名類思，生於 1875 年，家中世代信教。1888 年

入太原小修院，1896 年加入方濟各會，1903 年晉鐸，其後 9 年皆在忻縣傳教。1911 年

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兼主教中文秘書。在其策劃下並成立了山西唯一的天主教中學--

                                                      
36 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出版），頁 266-272。

有關蒲圻代牧區的教友人數，來自於林瑞琪，〈剛恆毅與一九二四年上海會議的國籍教長〉，《鼎》148
期。網路資料，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48_04.html，2016 年 7 月 5 日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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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中學」。1921 年後擔任臨縣總鐸區的總本堂，公認是太原代牧區國籍神職人

員中最為出類拔萃者。 

蠡縣主教孫德禎是北京人，聖名默爾爵，1869 年生，13 歲入北京小修院，應

也是老教友家庭出身。1897 年晉鐸，在天津、鹽山等地傳教，1901 年才加入遣使會。

他的拉丁文造詣在國籍神父中是首屈一指的，能詩、能文、能會話、能演講，1901

年後在北京小修院教拉丁文 12 年。其後擔任牛房村本堂 12 年餘。長期擔任一地本

堂，應是相當受教友愛戴的結果。 

台州主教胡若山，1881 年生於浙江定海，聖名若瑟。家奉天主教有十二代，5

歲時成為孤兒，由傳教士撫養，隨後入定海小修院、寧波大修院及嘉興總修院。1906

年入遣使會，1909 年晉鐸。其後從事傳教工作，6 年後在寧波大修院講授神哲學。

1923 年他參加了上海教務會議的籌備委員會，代表他已是浙江受重視的國籍神職。

寧波代牧趙保祿參加會議時告訴剛恆毅，他早就屬意胡若山為主教人選，並願親自

為他祝聖。但可惜在其祝聖前，趙保祿已在同年 2 月去世。 

海門主教朱開敏，聖名西滿，1868 年出生於上海董家渡。他是青浦諸巷老教友

朱家，在上海董家渡出生的第一代。14 歲時入董家渡小修院，16 歲入徐家匯大修

院，20 歲時加入耶穌會，1898 年晉鐸，之後在上海浦東一帶傳教。1904 至 1924 年

間，任江陰后塍及常熟鹿苑本堂達 20 年之久。由於他傳教工作的穩健，姚宗李

（Próspero París）主教在 1924 年委任朱開敏為南通總鐸區總本堂，以後因海門總本

堂去世，又由其兼領，此可視為姚宗李主教有意的培植。1926 年 5 月剛恆毅特別來

到崇明島視察，實際上就是為成立國籍代牧區做準備。
37
 

朱開敏在 1926 年 6 月也寄了剛恆毅巡視時的照片給他，附上一些話：「主教來

到我們地方，已獲得了我們的心。中國傳教士及教友都為了主教的慈祥、溫良所感

動，趁此機會感謝主教，我們對主教、教宗絕對服從，我們許下為主教及主教的目

標祈禱。
38
」這些正面的話語其實有其他意涵，代表了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直接

連結，跳過了其間的法國保教權。另外，朱開敏其實也意識到，他將是新局面中的

一位代表人物。 

                                                      
37 以上有關於 6 位主教的經歷，係重新整理個人的碩士論文《民國初年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台北：

政大歷史研究所，1991 年），頁 182-184。及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頁 265-272。 
38 剛恆毅，《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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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這 6 位主教被祝聖的經過，因述者眾，本文篇幅有限，權且省略。在歷史的

場景中更值得記載的是外籍傳教士的反應。 

剛恆毅記錄了幾位主教的反應：獻縣主教劉欽明 1919 年被教廷任命為調查老西開

西開事件的專員，當時他是一心一意在搜羅雷鳴遠的罪狀，1922 年在剛恆毅尋找可能本

能本籍傳教區時，也給他軟釘子碰，但在 1926 年 6 位中國主教前往羅馬的前夕，致函

剛恆毅稱：「我衷誠的祝福主教們到羅馬旅途愉快，為中國教會將是一種幸福的方向。
39
」

另一位當年也給剛恆毅軟釘子碰的兗州主教韓寧鎬，更是表示其順從的態度： 

這項任命在中國教會發展史上無疑地是一件驚人的事跡：是順應現代思潮，增加中

國神父教友的新精神，對教外人提高教會的威信。我們外籍傳教士有感謝天主的機會，

祂使辛勞所栽種的葡萄，在中國土地上更根深蒂固。 

山西潞安的翟守仁（Alberto Odorico Timmer）主教說：「我衷心地恭祝從本籍神職人

員選出的稱職主教，目的已經達成了。」還有一位剛恆毅未具名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

士說： 

十月二十八日，我精神嚮往教宗在羅馬祝聖中國主教的盛況，此項創舉意義重大，

出乎傳教士意想之外。…… 

我神目中看見基督的代表覆手在中國主教頭上，這真是偉大無比的舉動。實現了

傳教修會，特別我們修會的目的。我們將準備好的地區，讓給我們所陶成的本地

神職人員，而再去開墾新的園地，一旦成熟，再付予本地神職人員。 

光若翰主教的言論就沒那麼正面，帶有一定程度的懷疑與憂慮： 

現在正流行一種「國家主義」的狂熱：「中國歸中國人」。仁人君子認為含有合

理的思想及正當的要求；搗亂份子利用它重新掀起排外的仇恨。一般老百姓利

用它，自然地將所遭受痛苦歸罪洋人身上；各派系的首腦爭取它，被他們利用，

使人們相信他們排外的思想正合一般人的要求——一些外國人因為有特權，真

使人厭惡。40 

                                                      
39 以上諸條正面意見引述《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 332-333 及頁 340。 
40 剛恆毅，《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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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光若翰寄給剛恆毅的信，而是登載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刊上的言論。這

些不盡贊成的說法，當然多半不會寄給剛恆毅，只是他們會潛入地下成為伏流，仍

然繼續對中國教會的發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陸、評價與後續 

這六位主教都來自於老教友家庭，一方面證明了老教友群體在教會發展中的重

要性，但教友本就是與社會隔絕的一群，多半處於鄉間的老教友群體更是如此。從

這樣的群體中挑選的神職人員，他們多半服務的對象仍是與主流社會有一定隔絕的

教友群體，很自然地，這些神職人員也容易採取與教友群體認同的態度。既然這個

神職群體的基本調性如此，要按照社會期待的標準，或是在他們中找出能代表教會

面對社會，與社會接觸，並能有良好應對的主教，其實是不容易的。 

雷鳴遠與趙保祿對誰適合擔任主教，意見看起來不同，但其實他們評估的標準

其實差別不大。按照雷鳴遠對趙懷義等人的描述，一位主教應該在信仰上虔誠，品

德無可指摘，有足夠的學識，有穩定的性格，以及在神職人員和教友中的領導能力。

相信趙保祿對這幾點也是同意的。以這標準來看這六位主教，他們皆能符合上述的

條件，雖然每人長短各有不同，但他們真的是當時本地神職中百中選一的精英。他

們中年齡最大的是朱開敏，生於 1868 年，最小的是胡若山，生於 1881 年。但最早

開始神職工作的是孫德禎，他 1897 年晉鐸，比朱開敏還早一年。最晚晉鐸的是胡

若山，在 1909 年，但到他被任命為主教前，他已有十餘年神父經歷。這意思是他

們都有至少十餘年的神職歷練，證明他們確實足以堪當大任。他們也都出身於 1910

年前那 521 名中國司鐸的時代，在這 521 名神父中，或許還有幾位神父和他們一樣

優秀，但在當時的環境中也就只有這幾位，不會更多。這樣評論的意思是在 1926

年，或許還有漏網之魚，但也很難再多選出幾位國籍主教來。 

這六位主教有兩位遣使會士，兩位方濟各會士，一位耶穌會士及一位教區神職。

這樣的比例分配呈現出傳教團體在中國教會中的重要性，也呈現出好的國籍神職容

易投身於這些修會。其時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區，並未選出合適的國籍主教，

原因並非其中沒有合適的人選，只是從剛恆毅的行程看，他還沒有機會對川滇黔及

東北的教會有足夠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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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民國初年中國教會的描述上，所有研究者都不可避免會受到方豪神父論述的影

響。方豪神父在浙江受培育，1935 年晉鐸，其年 25 歲，是遣使會體系培養的教區神父。

在他論述中有不少對遣使會外籍神職人員的批評，最引為奇恥大辱的是因與陳垣等人通

信，遣使會晚其一年晉鐸，並且冷淡處理其晉鐸事宜。可以這樣說，方豪持續帶著由自

身經驗來的主觀性，描述了他所理解的中國教會，但在這個描述中他對立了外籍傳教士

與中國神職的關係，在理想的教會中他們應是合作及扶植的關係，雖然不能否認，這種

理想的關係也不盡是實情。 

二十世紀初的外籍傳教士有很清楚的雙面性，一是很難避免的歐洲人優越感，或者

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思想。另一面是身為傳教士的宗教性，理解及體會自己是大公教會

的一員。在歐洲人優越感這一面的影響下，他們遲遲沒讓達到標準的中國神職擔任主教，

雖然符合標準的人是不多的。但在另一面的影響下，他們在教廷有些倉促的任命下，也

多半逐漸的接受了這種安排，雖然仍必須另行成立國籍代牧區或監牧區，因為他們仍不

容易聽命於中國人。 

所以在現實與理想的張力中，繼續任命國籍主教是教廷神聖的任務，但是只能是從

原有代牧區劃分國籍代牧區及監牧區的方式。這種方式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傳統的，與外

籍傳教團體持續在中國劃分傳教區域的概念類似，只是這是劃分給國籍神職的區域而已。

夫至大牧函是反對這種地盤主義的，但劃分地盤是其時仍必須採用的方式。在這樣的劃

分中，國籍代牧區及監牧區是最弱勢的一群，因為通常老傳教區有最多的財務資源，保

留了最有素質的教友；二十世紀以後來到中國的新傳教團體，或許來自新的天主教國家，

或是混合基督信仰的國家，但他們背後都有堅強的天主教信徒為後盾。相比之下，國籍

代牧區是處在各方面都缺乏的情況，從後世的眼光看，這仍可說是白種人優越感的影

響。 

無論如何，國籍傳教區繼續劃分。在 1927 年只成立了臨清自治區，然後 6 位國籍

主教中最受剛恆毅看重的趙懷義在這一年 10 月病故，1928 年 11 月成和德病故。在 6 位

國籍主教祝聖後，要到 1929 年 2 月才真正成立了另一個國籍代牧區，是由聖母聖心會

傳教區分出的集寧代牧區，這一年 4 月在河北趙縣成立國籍監牧區，當時只轄 4 個縣。

5 月在河北成立永年監牧區，隨後在四川成立雅州監牧區、順慶監牧區及萬縣代牧區。

這可算是另一波大規模國籍主教的祝聖，也是在原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區域，首先成立

的三個國籍傳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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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周濟世任保定代牧，也可算是一件大事，因為保定是遣使會的老傳教區，

原本是由外籍傳教士擔任代牧，此時換由國籍遣使會士出任，是由國籍教士管理外

籍教士的首次嘗試。1932 年在熱河成立赤峰代牧區，山西成立洪洞監牧區，陜西成

立盩厔監牧區、鳳翔監牧區。其時剛恆毅已因心力交瘁歸國養病，未久，蔡寧（Mario 

Zanin）前來接任。在這空檔階段，1933 年河南成立駐馬店監牧區，這應該還是剛

恆毅的安排，蔡寧來華後任內第一個安排的國籍傳教區是山東的陽穀監牧區，首任

監牧是田耕莘，當時還不是主教。1935 年雲南成立了昭通監牧區，然後 1936 年成

立了南京代牧區，從羅馬回國不到 3 年的于斌擔任主教，這又是一件國籍傳教區的

大事，因為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首都主教此時是由中國人出任，故蔣介石稱于

斌為「我們的主教」。 

由前面兩段的敘述可以看出，國籍主教的任命在持續中，也有一些更進一步的

做法，但 10 年中速度是相當慢的，共成立或改隸了 15 個國籍監牧區或代牧區。由

附表可知國籍傳教區的數量仍然相當少。到了抗戰時期基本上沒有成立新的國籍傳

教區，只是讓國籍神父轉而擔任老傳教區的主教，1937 年趙振聲擔任獻縣代牧區主

教，1941 年張維篤擔任信陽代牧區主教，1942 年田耕莘擔任青島代牧區主教。在

1946 年教廷將中國納入普世聖統時，再將幾個原有的老傳教區改由中國主教出任，

但全國 20 個教省，只有北平、南京及南昌是國籍總主教，加上其他教區及監牧區，

共 128 區中，僅有約 30 位主教是中國神職
41
。其中北京教省有最多的國籍主教，其

背景是最多的教友，其中有高比例高素質的教友群體，也就培養出最多的國籍神職，

為中國主教儲備了足夠的人才。 

另一方面國籍神職人員的培育在剛恆毅來華後逐漸有改善，一是送大修生到羅

馬傳信大學進修；其次是輔仁大學在財務狀況穩定後，在抗戰時期也設立了專為國

籍司鐸進修的「司鐸書院」
42
。還有其它較小範圍或小區域改善教育品質的措施。

雖然如此，一是被培養者有限，二是這些被培養者多半尚未到足以當主教的年紀，

因此並沒能真正改變中國教會的面貌。這只能說是時不我予，從 1926 年到 1949 年，

尚不足以大幅度改變中國教會面貌。 

                                                      
41 這個數字無法確認，因為在建立中國聖統時還有未確定的教區主教。以後陸續任命，陸續有人去世，

也陸續有人離職或辭職。 
42 牧田，〈司鐸書院往事〉，《信德報》（河北）總第 382 期，2009 年 8 月 24 日。司鐸書院又稱「聖大亞

伯爾學院」，以聖大亞伯爾為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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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的中國天主教教會，雖然從《夫至大牧函》以來實施了 30 年本地化的過程，

實際上仍帶有很濃厚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氣氛。在大部份非基督宗教徒的眼中，仍然

將其視之為洋教。另一方面普世教會的理想，則期望藉由一連串本地化的措施，使中國

社會能將天主教視為多元社會的一部份。這兩種想法明顯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也使得

這段時間中國天主教的歷史書寫截然不同。 

歷史的書寫必須具有全面性，6 位中國主教的祝聖當然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但在

教會的歷史書寫中，比較容易忽略了時代的限度，一廂情願的強調這是建立本地教會理

想的開端。實際上當時教會存在大部份教友團體與主流社會的隔離，國籍司鐸品質待改

善，以及外籍傳教士多少具備的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在現實與理想的張力中，外籍

傳教士也不盡然是教會本地化的阻擋者，他們中有的一開始就贊成教廷的推動，許多人

也很快的在信仰中改變了態度。他們也是當時中國教會不可或缺的一大部份，但他們在

不被完全理解的情況下，受反帝國主義情緒的一定影響，在 1950 年代被迫離開中國，

對中國教會的穩定產生了極大的不利影響。 

2016 年是 6 位中國主教祝聖 90 周年，其時代意義可以從歷史及現實這兩面來說。

前面所說的都是歷史，在現實方面，教友群體與社會隔離感的消除，或反過來說主流社

會對教會防衛心的減少，是現在教會與社會的一大課題。其次是教友群體信仰的加深，

素質的繼續提昇，如此才能從中產生品質優良的修道者。當然適當的、與時俱進的神職

培育，也如同 1949 年前一樣，是另一個重大課題。然後，有了足夠質量的神職人員，

才能從其中選出德才兼備、信靠天主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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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明時期，官方對於媽祖天妃的崇祀，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屬於儒家式的

祭祀儀式。民間信仰或是道教傳統，一般未見媽祖專屬之儀式。 

    筆者搜諸古代道書，稍有所獲，發現明代媽祖信仰的儀式，最早可以見於明

初龍虎山道士北京大德觀住持周思得所編纂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而此

書則是周氏承襲宋末元初林靈真（1239—1302）所編纂卷祑繁富達 320卷的《靈

寶領教濟度金書》之簡編本。而《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其中包括了三種儀式

類型：〈天妃行道儀〉、〈天妃醮科〉、〈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可是查考《靈寶領

教濟度金書》，卻未見任何關於天妃之儀。這三種科儀，我們考證基本上都是元

代晚期編成的，明初便被周思得所選編。所以專屬於天妃的儀式，當濫觴於元代，

前此無有。 

 

    筆者希望作一初探，討論其中歷史與文獻的問題，並解釋這三種儀式之意義

與功能，原則上屬於建醮的儀式類型以及點燈的祈福儀式。 

 

    筆者找到三種媽祖信仰之專屬儀式，目的在於發掘新資料，或者古為今用，

對於台灣的民間信仰與儀式，也許可以提供一點新的思考與發展方向。這是本文

撰述之動機與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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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ree professional rituals of the deity Mazu(媽祖). 

We find these three ritual texts in taoist ritual book of Ming dynasty. By comparing 

these three ritual texts with many books and datas, we can confirm that these 

three rituals were made by Taoist priest in Yuan dynasty. Even though they were 

ancient rituals, but because of no professional rituals of the deity Mazu are 

practiced in big ceremony of folk belief, so we think that these three rituals are 

useful for Taoist priest to operate in Mazu templ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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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的媽祖信仰，源自民間，淵遠流長。南宋媽祖廟多有稱聖妃廟者，元代

民間已有天妃聖母之稱號。
1
特別是「天妃」聖號，綿亙元明兩代，普傳中華大

地，清初康熙朝才改封「天后」。所以即便宋元明清歷代士大夫、知識分子，無

視於歷史文獻資料記載的事實，而批評「天妃」只是水神之通稱，不是莆田林氏

女之專名，或者說天妃或妃天之名，都是不適合的褻瀆神聖之名。也有詰難說「天

妃」是功德配天之聖號，不是林氏一女子所能擔當者等等。
2
凡此諸說，在在可

見讀書人的武斷與褊狹的成見，但是依然無損於媽祖信仰的盛行。 

    關於媽祖信仰之確立，始於北宋，這是人所週知者。而賜號或官封則從宋徽

宗宣和五年(1123)開始，南宋以降賜封不斷。但是沒有史料證明當時已經列入國

家祭祀體系，不過卻已是民間地方的官方正祀之神，所以當時媽祖祭典屬於民間

祭祀活動之類型。
3
  

    從《元史》及其他碑記史料之記載，元代自仁宗皇慶以後(1312―)，媽祖已

經納入朝廷祀典。
4
而根據《元史•祭祀志》所記載，官方認可之祀典，其儀禮

都是「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於中書」。
5
所以大致可以推斷，當時媽祖的祭典，

應該以儒家式的祭儀與音樂為主體。
6
元代黃向泰定四年(1327)所作的〈天妃廟迎

送神曲〉，大概便是運用於官方的媽祖祭典之中吧! 
7
 

    明代是中國歷朝對於媽祖褒封最少的朝代，但是從永樂年以後，就將媽祖納

入朝廷祭典之中，而許多地區也同時進入地方祀典之列，春秋祭之。據《明會典》

所載，朝廷每年兩次祭祀活動，由南京太常寺官擔任，但是具體的祭祀儀程卻無

紀錄。
8
我們推估大致上仍屬配備樂舞的儒家式祭儀。 

 

    所以，我們認為，明代以前中央與地方關於媽祖之祀典，原則上依準儒家儀

禮，未見施行任何道教或民間信仰意義的儀式。明清時期，雖可見到少數應《太

                                                      
1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7。 

2 參考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館，1979)，p236-238。 
3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一版)，p186-189。 
4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0-192。 

5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0。 

6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3。述及地方祀典春秋二祭媽祖祭儀所用之禮器包括樽俎豆籩、

祝幣牲酒，此外還有竹鼓之樂。可見都屬於儒家之禮器與儀式。 
7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0、194。 

8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6、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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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刊行而新編造的媽祖信仰之寶懺，
9
但是基本上仍是

誦經科的經懺。 

    直到今日的台灣民間媽祖信仰，媽祖廟的慶典或任何大型的建醮儀典，也依

然是儒家式的祭祀儀節，或者施行道教通用於各種民間信仰的科儀，並無媽祖信

仰之專屬儀式。這種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筆者搜諸古代道書，稍有所獲，找到三種媽祖信仰之專屬儀式，希望作一初

探，討論其中歷史與文獻的問題。目的在於發掘新資料，或者古為今用，對於台

灣的民間信仰與儀式發展，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新的思考方向。這是本文撰述之動

機與意義所在。
10
 

 

 

壹、道書中所見媽祖信仰的儀式 

    明代媽祖信仰的儀式，最早可以見於明初龍虎山道士北京大德觀住持周思得

所編纂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而此書則是周氏承襲宋末元初林靈真

（1239—1302）所編纂卷祑繁富達 320 卷的《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之簡編本。 

 

    從《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之中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高道吳大節以及周

思得自序等幾篇序文的紀年看來，此書刊於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而根據丁煌

的研究，《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存世僅兩部，收藏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

德東方圖書館和臺北中央圖書館(案即臺北國家圖書館)。丁氏推斷這兩部之版本

應當相同。
11
而中國所出版《藏外道書》叢書，則收錄了上海圖書館的此書藏本。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看到《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另一藏

本。 

 

    在《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中收編了三種專屬媽祖天妃之儀式類型：〈天

妃行道儀〉、〈天妃醮科〉、〈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可是查考林靈真《靈寶領教

                                                      
9
 參考編委會編，《媽祖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第 1 輯)(廈門市：鷺江出版社，2014 年 11 月)所

收錄之寶懺。又參劉福禱、周金琰輯纂，《媽祖文獻史料匯編》(第三輯)經懺卷•經懺編(福州：

海風出版社，2011 年 9 月)。 
10 本文之撰寫，參考了陳俊宏先生提供的部分資料，在此致謝。 
11

 丁煌，〈國立中央國書館藏明宣德八年刊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四十卷》初研―道藏失蒐

書系列研究之一(上篇)〉，《道教學探索》第 2 號（198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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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度金書》，卻未見任何關於天妃之儀。所以這三種科儀，我們考證基本上都是

元代晚期編成的，明初便被周思得所選編。因此，專屬於天妃的儀式，當濫觴於

元代，前此無有。 

 

    上述三種科儀，以下我們進行考證，證成皆為元代晚期編成的。 

    首先，三種科儀中，關於媽祖之聖號，〈天妃醮科〉只見「天妃」之名，〈天

妃行道儀〉稱「宣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而〈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則稱「宣

封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而且〈天妃行道儀〉、〈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

同樣都可見到「聖父佑德積慶侯」、「聖母太平興國夫人」之稱。所以，我們大致

上可以推估這三種儀式應該是相近的時期的產物。 

    明朝總共 276 年，據史料統計，對於媽祖的褒封可靠的記載只有兩次。朝廷

對於媽祖信仰之重視程度，遠遜於元代。
12
根據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重刊《勅

封天后志》記載，這兩次就是明太祖與明成祖各一次。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

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並賜廟額「弘仁普濟天妃之宮」。
13
成

祖的敕封稍後在《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便出現了「勑封護國庇民明著妙

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14
此經雖說初刊於明永樂十四年（1416），

15
但是書中有明

永樂七年（1409）敕封天妃之尊號，當成書於明初永樂七年至十四年之間。而前

述斯種天妃儀式，未見成祖之封號，那大概就是元代文本了。 

 

    〈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宣稱「天朝累降於褒封，廟食諸方」，考諸《勅封

天后志》確實如此，
16
而這裏的天朝，當是指元朝。所以《元史•文宗本紀第三

十三》記載：「丙申，中書省臣言…議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

宗。…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

申飭都水監河防之禁。」
17
議尊諡明宗廟號又加封天妃並賜廟號靈慈，並遣使致

祭。這一年是文宗天歷二年己巳(1329)年底，而《勅封天后志》也有同樣記載，

                                                      
12

 黃雪婷，〈明代媽祖文獻史料的特點及成因探析〉，《莆田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1 期(2013 年 2

月)，p14-15。 
13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林清標重刊《勅封天后志》卷上頁十三。 
14 《正統道藏》傷字號《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1b。 
15

 黃雪婷，〈明代媽祖文獻史料的特點及成因探析〉，p14。劉福禱、周金琰輯纂，《媽祖文獻史

料匯編》(第三輯)經懺卷•經懺編(福州：海風出版社，2011 年 9 月)，p18。 
16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林清標重刊《勅封天后志》卷上頁十二。 
17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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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封「護國輔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但是並未見有賜廟號靈慈事。
18
而《勅

封天后志》另記載文宗至順元年庚午春(1330) ：「中書奏神護相之功，奉旨賜額

曰靈慈。」
19
綜合《元史•文宗本紀第三十三》與《勅封天后志》之記載，大概

是文宗天歷二年年底，加封天妃並賜廟額曰靈慈，而直到隔年至順元年春才正式

奉旨賜額靈慈，是比較合理吧。 

    但是《元史•志第二十七》又另有記載：「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

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

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皇慶以

來，歲遣使齎香遍祭，…祝文云：『維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護國庇

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20
雖然有此說法，不過《勅封天后志》在元世祖至元十

八年僅標誌著封護國明著天妃之事，並未見「廟曰靈慈」。
21
所以，《元史•志第

二十七》之說法，恐怕是明代宋濂等人編纂《元史》時後出的總合性論點，而與

元朝的歷史事實有出入。 

    另外《元史•順帝本紀第四十三》：「冬十月甲午，享于太廟。戊戌，詔答失

八都魯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豐。甲辰，詔加號海神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

天妃。」
22
這一年是元順帝至正十四年(1354)。 

    〈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中可以見到「宣封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與

「靈慈宮」之名稱，但未有「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聖號。所以我們

便可據以推斷三種元代天妃儀式，當是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至順帝至正十四年

(1354)之間編成的。 

 

    如果再回顧前述〈天妃行道儀〉、〈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所見到「聖父佑德

積慶侯」、「聖母太平興國夫人」之稱，進一步考察，則歷史年代會更加明確。因

為《元史•順帝本紀第四十二》記述：「二月丙戌朔，詔加封天妃父種德積慶侯，

母育聖顯慶夫人。」
23
這一年是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雖然佑德與種德一字之差，

                                                      
18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林清標重刊《勅封天后志》卷上頁十二、卷下頁四十三至四十四。另

外元代程端學〈靈慈廟記〉也記載文宗天歷二年加廟號靈慈。參考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

(東京：泰山文物館，1979)「媽祖文獻資料集」，p16-17 所引。 
19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林清標重刊《勅封天后志》卷下頁四十四。 
20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P1904。 
21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林清標重刊《勅封天后志》卷上頁十二。 
22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P916。 
23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P888。關於加封天妃父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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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至於影響年代之判斷。而且南宋黃巖孫《仙溪志》卷三：「順濟行祠，一

在風亭市西，里人崇奉甚謹，廟貌甚壯。神父林願，母王氏，廟號祐德。寶祐元

年，王教授里請於朝，父封積慶侯，母封顯慶夫人。妃之正廟在湄洲，而父母封

爵自風亭始。」
24
南宋理宗寶祐元年，即西元 1253 年。而其中提及天妃聖父母之

廟號「祐德」，或許正是「聖父佑德積慶侯」之由來。
25
至於「聖母太平興國夫人」

之稱，暫時無從查索。 

 

    如果再考察清乾隆《江南通志》卷四四．寺觀二．蘇州府：「天妃宮，在北

寺東，宋元祐間、元泰定四年奉旨敕建。」又明代盧熊《蘇州府志．祠祀》謂：

「宋元祐以來，廟食於閩，累著靈驗。元朝賜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以靈慈為

額。」由該廟稱靈慈宮看來，或以元代所建為宜。
26
  

 

     

    所以，綜合上述文獻之比對考證，則明初周思得編纂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

金書》所收錄的〈天妃行道儀〉、〈天妃醮科〉、〈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三種媽祖

之專屬儀式，大概是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到至四年(1354)之間編纂而成。 

 

 

貳、媽祖信仰儀式的內容與分析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其中包括了三種儀式，我們從其內容來看，〈天

妃行道儀〉、〈天妃醮科〉二者，屬於建醮的儀式類型，而〈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

則是點燈的祈福儀式。台灣民間信仰流行的建醮慶典，通常都包括齋科、醮科與

普度等三個主要儀典。唐末五代大道士杜光庭說：「醮者，祭之別名也。」醮的

基本精神是酬答神恩。
27
確實，醮是祭祀的一種類型，不過祭之對象，可以包括

                                                                                                                                                        
夫人之事，另見載於撰寫於至正十年的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七〈天妃林氏父母加封制〉。

參考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館，1979) 「媽祖文獻資料集」，p26-27 所引。 
24 陳佳榮，〈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劉月蓮、黃曉峰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

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 年），p689。 
25 (宋)趙與泌修、(宋)黃巖孫纂，《仙溪志》，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抄本，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

《宋元方志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 5 月)第八冊。此志約作於寶祐五年丁巳（1257），

年代非常接近，所以黃巖孫之說應當無誤。 
26

 陳佳榮，〈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p694。 
27

 劉枝萬，〈中國醮祭釋義〉，收於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之 22，197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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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鬼，乃至異類精怪。而醮則是神明專用的，醮是叩謝神恩的祭祀儀式。
28
不

過有時齋與醮，也常常被混淆，從儀式施行之先後次序或是儀式 對象的差異做

解，從而產生不精當的說法。
29
其實，齋是戒潔身心而向神明懺悔謝罪的儀式。

本來源自六朝道教信仰，後代則官方與民間通用。
30
今日台灣民間的建醮儀典，

即其遺跡。而且齋醮之儀軌普見於各種類型的建醮法會。
31
 

 

    「行道」，又稱「修齋行道」。所以〈天妃行道儀〉便是齋科，而〈天妃醮科〉

自然是醮科了。二者可以搭配組合而運用於建醮慶典之場合。 

 

    我們考察〈天妃行道儀〉，包含衛靈、發爐、稱職、宣天妃水神聖位，以下

接續一大段啟稟天妃的訴願之詞。而且「衛靈、發爐、稱職、宣天妃水神聖位」，

只有名目沒有內容，〈天妃行道儀〉重點都放在一大段啟稟訴願之詞。如果比對

宋元時期道教的「修齋行道」之儀節：入戶－禮師－衛靈－發爐－請神－初獻（香

湯茶酒）、啟白－再獻、重啟－散果－祭將－送神－…。
32
這只是部分儀節，不

過我們可以發現稱職、宣天妃水神聖位、一大段啟稟天妃的訴願之詞，相當於請

神、啟白(或稱啟事)。〈天妃行道儀〉確實是六朝唐宋以降之齋科行道儀之儀軌，

只是其中許多儀節都被簡省了。道教的「修齋行道」儀，原來施用對象都是道教

信仰神譜中最高階的神明，如三清、玉皇、天皇、紫微、三官等等，即便是其他

道教神明，也未入列。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元代因為仰賴海洋漕運，從江南載

送糧食物資至北京，所以媽祖作為東南沿海省分之海神神格，益形得到崇祀。
33
因

此，元代道士針對媽祖天妃，編纂〈天妃行道儀〉成為天妃之專屬儀式，這種現

象很符合當時的宗教氛圍。 

 

    至於南宋時期所行醮儀的基本程序與齋儀所行相近，其儀節程序大致如下：

                                                      
28

 劉枝萬，〈中國醮祭釋義〉，收於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之 22，1974），p12。劉枝萬引證道教典籍，從祭品分判醮祭之別，認為蔬果為醮，犧牲為祭。筆

者則從祭祀對象來做出區分。 
29

 劉枝萬，〈中國醮祭釋義〉，收於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之 22，1974），p13-19。 
30

 劉枝萬，〈中國修齋考〉，收於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

22，1974），劉枝萬此文討論六朝隋唐道教齋儀之內容與規模，可見一斑。 
31
 李豐楙、謝聰輝合著，《臺灣齋醮》（臺北市：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p34-43。 

32 參考張超然，〈齋醮壇場與儀式變遷：以道教朝科為中心的討論〉，《華人宗教研究》第四期(2014

年 12 月)，p15。 
33

 黃瑞國主編，《媽祖學概論》，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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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水淨穢－入戶－行香－禮師－衛靈－發爐－出官－啟事－降聖－初獻（香茶酒）

－…。
34
而〈天妃醮科〉完全未列任何儀程，只有一大段啟稟天妃的謝恩之詞。

顯然也是宋元醮儀的簡省版。 

 

    其次是〈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原則上是點燈的祈福儀式。 

    〈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其科儀文本中有一段「下制東河，溟海水神。大

劫洪災，蛟龍負身。水府開道，通逕百千。上帝赤文，風火無間。」共三十二字，

應當是改編而來自《靈寳領教濟度金書》。
35
而最早源頭則是東晉末靈寶經派《太

上洞玄靈寳赤書玉訣妙經》。《太上洞玄靈寳赤書玉訣妙經》中說：「其三十二字，

主攝東海水帝。大劫天災之數，召蛟龍及水神事，遇水災及欲渡大水，黄書三十

二字於青𥿄上，依别呪以投水中，身自得過，蛟龍負載，河伯奉迎，水下可行也。」
36

其始源更是靈寶經派中年代最早的《太上洞玄靈寳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其中

所列出的五篇真文，可用以度過大小劫期中的水火之災。所以，水神天妃的專屬

儀式中，編纂入這三十二字，以強化度過風波水厄之難的靈力，便很順理成章了。 

 

    〈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此科儀文本中說「虔依科範，嚴設燈壇」，則屬於

燈儀無疑。又屢稱「今醮主某」，可以推測這個天妃燈科，應該是與〈天妃醮科〉

搭配而一起施用的。 

    〈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也是燈科的簡編本。文本中只包括：一大段啟稟

皈依天妃與聖父母及其侍從神的訴願之詞、回向。道教的燃燈儀式，早在東晉末

劉宋初的靈寶經《金籙簡文》便已述及，並說燈儀「功德至種，滅罪福生」。
37
年

代稍後的《太上洞玄靈寳赤書玉訣妙經》、《洞玄靈寳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

科》也都有燈科之儀法。有時齋法中也須配合燃燈之法。
38
 

 

    綜合上論，《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三種儀式，〈天妃行道儀〉、〈天妃醮

科〉、〈福惠明著天妃聖燈科〉，實際上應當是元代中晚期道士所編纂三儀一組的

新出道教科儀，而專屬於媽祖天妃，大抵運用於齋醮這種大型道教儀典場合。可

                                                      
34

 參考張超然，〈齋醮壇場與儀式變遷：以道教朝科為中心的討論〉，p16。 
35 《正統道藏》首字號《靈寳領教濟度金書》卷二百七十一 4a，也有這三十二字，完全一樣。 
36 《正統道藏》乃字號《太上洞玄靈寳赤書玉訣妙經》卷上 9b。 
37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p154-157、166。 
38

 謝世維，〈破暗燭幽：靈寶經中的燃燈儀式〉，收入謝世維，《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當

中的佛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p132-134、1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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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了精簡篇幅之原因，所以三種儀式，都採取簡編本形式。 

 

 

參、小結：媽祖信仰儀式的現代意義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三種儀式，不論屬於建醮的儀式類型，或是點

燈的祈福儀式，三種儀式之內文，原則上天妃媽祖都是水神海神的神格，都同樣

具有保護信眾度過水難、海難的神職功能，而且幾乎不論其他天妃之職能。這是

元代道教信仰中媽祖天妃之神格與職能。 

    明初永樂年間出版的《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媽祖依舊維持其水難、

海難的神職功能，但是又增加其他職能，不再只是侷限於保護舟楫來往的商賈，

也擴及農工、軍人、婦女(生產)、普通人(口舌官司、疾病、驅邪消災、防奸盜兇

人、或)、修道人、官員、亡靈、國家社會等，都能得到媽祖的庇護濟助。媽祖

神能大大擴張，幾乎無所不祐。當然要得到媽祖的庇佑，也不是毫無條件，信眾

必須或者稱念名號，或者修齋設醮，或者誦經齋戒，或者詣廟拜禱等，媽祖才能

聞聲救苦、濟度厄難。
39
在台灣的移民史中，媽祖也可以防止番害，擊退匪徒，

遏阻兵燹戰亂，甚至蟲害、瘟疫、祈雨、治山洪、地震等。這些媽祖救難的敘述

內容，再次擴大其神能。
40
這種現象，反映出媽祖信仰隨著時間與空間之變遷，

而一再地遞嬗。即便如此，主述水神海神的神格之《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

三種天妃媽祖的專屬儀式，也不會因此而被廢棄或不適用。其實還是可以經過某

種程度的修編，而令其更加現代化，更符合實用。 

 

    2015 年 12 月，筆者參與台灣嘉義新港奉天宮「乙未年啟建金籙慶成祈安護

國七朝清醮」，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廟方延聘台南府城延陵道壇吳政憲道長主醮，

科儀法事主要是以台灣中南部靈寶道壇之齋醮儀式為主體，雖然奉天宮主祀天后

媽祖，但是齋醮儀式中並無任何媽祖之專屬儀式。這種現象並非特例，而是非常

普遍。此外台灣中北部的道法二門正一道壇，情況也是一樣。這是相當普遍的情

況。台灣道壇施行的齋醮儀式，通用於各種不同信仰的民間宮廟，不論主祀媽祖、

玄帝、關帝或是王爺，都是用這套科儀，並未有專屬主祀神之科儀。是以，更加

                                                      
39 張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媽祖信仰的發

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臺灣宗教學會、財團法人北港朝

天宮，2003)，p187-188。  
40

 張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p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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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三種儀式，〈天妃行道儀〉、〈天妃醮科〉、〈福

惠明著天妃聖燈科〉，雖然是元代道士所編纂的，但卻是三儀一組的媽祖天妃專

屬道教科儀，非常具有獨特性，雖然目前僅餘簡編本形式，但是如果略加增補修

訂，應該還是具有當代性，而可以運用於台灣民間媽祖信仰大型道教齋醮儀典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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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daism or Cao Ðài, a new religion born in French Indochina in 1926, is now the 

third largest religious denomination in Vietnam, with growing congregations in diasporic 

Vietnam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Cao Ðài relig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ny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focusing on its crucial role in Indochina as a social player and 

cultural mediator in 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
3
 Academic accounts of Cao Ðài religion 

usually stress the colonial context of its emergence, in which the clash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led to a spiritual crisis conducive to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growth 

of a new religion in which traditional divinities are worshipped along with Western figures. 

Scholarship has noted how revelations in the 1920s-50s were often composed in French, 

and how the original Cao Ðài spirit-writing group in 1925 was influenced by French 

spiritism—attem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ouls of the dead.
4
  

 

However,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the Cao Ðài religion and on other modern 

Vietnamese religions such as the Minh 明 religious associations,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links between the latter and Chinese religious movements.
5
 Indeed, Caodaism and the 

Minh associations emerged from a distinctly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producing 

salvationist and spirit-medium groups which can clearly be situated within a wave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which appeared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and designated as 

                                                 
1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lmer19@hku.hk 
2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jeremy.jammes@ubd.edu.bn 
3 Werner, Peasant politics and religious sectarianism.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Hoskins, The 
Divine Eye and the Diaspora. 
4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169-173. And Aubrée & Jammes, “Développements et 
mutations du spiritisme kardéciste. 
5 Except the seminal study of Smith, “An Introduction to Cao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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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mptive societies” in recent scholarship.
6
 Simultaneously, Caodaism emerged from 

an Occultist colonial culture,
 7

 generating a movement and some practices which are 

clearly linked to Western Spiritualism, Freemasonry, an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Western Occultism and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constitute two major waves of 

religious innovation emerging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n France and in 

China,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pawning of subsequent waves of religious innovation in 

Vietnam. Cao Ðài and some of its predecessor Minh movements in Vietnam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products of the intersection and conjugation of these two religious 

currents—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and French Occultism—in the unique and 

stimulating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Cochin-China under French colonialism. In this 

complex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idiomatic context, the Cao Ðài religion can be seen as a 

unique circulatory product of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French and Vietnamese religiou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a hybrid expression of spiritual universalism as well as a vehicle 

for a distinctly Vietnamese religious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chapter, we will investigate this circulatory process through the 

“translingual practice” of the production of Caodai spirit-medium texts. Lydia Liu 

defines translingual practice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words, meanings, discourses,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ise, circulate, and acquire legitimacy within the host 

language due to, or in spite of the latter’s contact/collision with the guest language,” in 

which the “host” and “guest” languages represent that of the colonized and the 

colonizer, respectively.
8
 This chapter propos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translingual 

practices (translations, rhetorical strategies, naming practices, and legitimizing 

processes)
 
which l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the Đại Thừa Chơn Giáo, one of the 

four canonical scriptures of Caodaism, each of which was composed through spirit-

writing. 
9
  But before examining the the production of this scripture, we need to discuss the 

“occulto-redemptive” landscape of that colonial time, in which Caodaism was a key 

node in both the traditional salvationist milieu and in networks of theolog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innovators.
10
 

 

Cao Dai as a redemptive society 
 

Many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notably Tongshanshe 同善社 (Fellowship 

United in Goodness) and Yiguandao 一貫道 (Way of Pervasive Unity)—were offshoots 

of an earlier wave of salvationist movements, the Xiantiandao 先天道 (Way of Anterior 

Heaven), which appeared in the 18th century, expanded into numerous branches in the mid 

                                                 
6 For a historical discussion of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nges of Republican China, see Goossaert &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apter 4; see also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56-66. 
7 For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Occultist research field, see Laurant, L’Ésotérisme 
chrétien; Brach, Faivre, Hanegraaff & van den Broek eds., Dictionary of Gnosis. 
8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26–7. 
9 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ao Dai 
texts, see Jammes & Palmer, “Occulting the Dao”.  
10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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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th century, and spread to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11
 Xiantiandao groups practiced vegetarianism and charity, and their temples 

provided shelter and a social role for orphans, single women, and the elderly. The other 

main matrix for the emergence of redemptive societies was spirit-writing groups, often 

known as “Phoenix Halls”. Spirit-writing revelations often included instructions on 

Daoist inner alchemy, morality books, and exhortations to practice charity and good deeds. 

Several redemptive societies, such as the Daoyuan 道院 (Court of the Dao) and Dejiao 德

教 (Teachings of Virtue)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instructions received from the gods in 

spirit-writing séances. 

  

 Caodaism emerged in a Sino-Vietnamese religious milieu in Cochin-China, in 

which both Xiantiandao offshoots and spirit-writing groups were actively expanding and 

interlinked. Born out of this religious culture, the core of Cao Ðài doctrine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Xiantiandao-influenced redemptive societies: worship of the Golden 

Mother of the Jasper Pond (Diêu Trì Kim Mẫu 瑤池金母Yaochi jinmu), as the supreme 

female deity; the universalist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 three-phase 

eschatology (Tam kỳ mạt-kiếp 三期末劫 sanqi mojie) with the first dispensation 

associated with Moses and Fu Xi, the second associated with Buddha, Confucius, Laozi, 

Jesus and Mohammad, and the third to be ushered in by Maitreya (or Master Cao Ðài, 

alias the Jade Emperor, Ngọc Hoàng Thượng Đế玉皇上帝 Yuhuanɡ Shanɡdi). Indeed, 

the full name of the Cao Ðài religion — “Great Way of the Third Cycle of Universal 

Salvation of the Higher Platform” (Cao Ðài Đại Đạo Tam Kỳ Phổ Độ 高台大道三期普

度 Gaotai dadao sanqi pudu) — is an explicit refere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prophecies.
 12

   

 

Like modern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the Cao Ðài religion founded national 

modern-style organizations which registered with the state as religious, philanthropic, or 

public interest associations, with a head office (the “Holy See” of Tây Ninh), and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branches. Caodaism appeared in a 

milieu of spirit-writing groups of scholars, intellectuals, and petty colonial officials. Like 

most Chinese salvationist groups, Caodaism propagated the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tam giáo hợp nhất (三教合一 sanjiao heyi) and millenarian expectations 

of Maitreya’s arrival and of the Dragon Flower Assembly (Long Hoa Hội龍華會 

Longhuahui) to be ruled by him.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Three 

Teachings was modernized and universalized with the aid of a more modern language and 

by incorporating explicitly Christian figures absorbed by the Western Spiritualist pantheon 

(Jesus, Victor Hugo, Jeanne d’Arc, etc.).
13
 

                                                 
11 On Xiantiandao, see De Groot,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176-196; Topley, “The 
Great Way of Former Heaven”; Yau, “Daomai nanchuan.” 
12 In this article, we have kept Vietnamese terms but converted them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oth Vietnamese and Sinophone reader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ollowed by 
the pinyin romanizatio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non-Sinophone readers. Note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rarely used in the original Cao Đài sources, and pinyin romanization is never used. 
13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Đài, 197-208, 30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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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o Ðài religion developed its own scriptures, philosophical systems, liturgies 

(a mix of Confucian, Buddhist and Daoist sources), congregational modes of participation, 

missionary strategies, and hierarchical 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such, it actually 

conformed as much, if not more, to the mode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had become 

the new paradigm of ‘religion’ in Cochin China and Vietnam (as in China), than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Daoist or Confucian institu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en, that the 

Caodai leaders were able to officially register Caodaism as a religious association with the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November 1926, and it was not targeted in polemics against 

superstition until the socialist regime began in south Vietnam in 1975.  

 

 Emerging out of the theological,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Caodaist leaders inscribed their religion into a new 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which, in a variety of forms throughout Asia, advocated an Eastern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modern world, all the while integrating Christianity, and even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to their cosmology, and adopting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which resembled other modern religious and morality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ncluded hospitals, orphanages, refugee centres, schools, newspapers, libraries, 

factories and farms for the poor, disaster relief, and drug rehabilitation projects.
14
 But this 

social and missionary engagement was motivated by a profoundly religious programme of 

self-cultivation.   

 

The Cao Ðài religion’s main difference with the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was its organizational style, which drew its inspiration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its 

own Holy See and cathedrals, and an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of deacons, priests, bishops, 

cardinal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and a pope (restricted to men only). A series of 

Vietnamese hierarchical terms were invented in order to depart from the Catholic model 

and to propose another and properly Vietnamese way to arrange this hierarchy, delimiting 

a specific Caodai identity along this invention process. But the Caodaist translation of 

these Vietnamese hierarchical terms into French and English followed the idioms of the 

Catholic hierarchy.  

 

The emergence of Caodaism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Caodaism emerged in the early 1920’s through the spirit-writing activities of 

Ngô Văn Chiêu 吴文昭 (1878-1932). He was a Vietnamese working as civil servant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Frenc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Cochin China, near the 

Cambodian border. Following instructions he received at phoenix-writing séances held in 

1902, in a Xiantiandao-derived Minh Thiện (明善) temple in Thủ Dầu Một, Ngô Văn Chi

êu spent twenty years visiting Daoist and Minh temples, learning spirit-writing, studying 

commentaries on the Daodejing (道德經), and improving his skills in Daoist meditation, 

talismans and oracles.
15
 

 

                                                 
14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476-78. 
15 Huệ Nhẫn, Ngũ Chi Đại Đạo: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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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he was appointed colonial district head of Phú Quốc, a remote island in the 

Sea of Siam. At the Xiantiandao-affiliated Quan Âm (觀音 guanyin) Chinese templ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raining youth in mediumship through spirit-writing.  In one session, on 

the Lunar New Year (8 Feb.) of 1921, one deity revealed himself as Master Cao Đài (高臺 

Gaotai), “the Master living at the Highest Platform”, an abbreviation of Cao Ðài Tiên 

Ông Đại Bồ Tát Ma Ha Tát (高臺天皇大菩薩摩訶薩 gaotai tianhuang dapusa mahasa), 

“Heavenly Emperor of the Supreme Platform and Great Bodhisattva Mahasattva.”  

 

The deity urged him to self-cultivate, as he had been given the mission to reveal 

and propagate a new and universal doctrine (giáo lý 教理 jiaoli). Ngô began to regularly 

worship this deity. Later, on 20 April 1921, as he sat under a willow tree and gazed at the 

sun shining over the ocean in the coastal village of Dương Đông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he saw a gigantic left eye floating in the sky above the north star and the moon. 

Petrified by this vision, he asked it to disappear. It did so, but appeared again at his request. 

Master Cao Ðài instructed Ngô to represent him with the image of this eye. A second, 

similar vision was received while he meditated at Dinh Cậu (the westernmost temple in 

Cochin-China based on a small rock in Phú Quốc island). He thus believed to have 

confirmation that the Left Eye was the “Celestial Eye” (Thiên Nhân 天眼 tianyan) and 

the new icon to worship. 

 

Soon afterwards, the millenarian teachings of Master Cao Ðài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urban religious and millenarian networks of the Dragon Flower Assembly (龍華會

longhuahui) in Saigon and its Chinese suburb, Chợ Lớn. In 1925, Ngô was posted back to 

Saigon, where he regularly visited the Xiantiandao-affiliated Jade Emperor temple in Đa 

Kao district, and began to recruit some adepts among petty Vietnamese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He was contacted by a group of younger Vietnamese civil servants who 

had been practicing spirit-writing by tipping tables. Revelations were often composed in 

French and the original spirit-writing group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Spiritism, which 

was popular in Franc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Betwee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25, in a séance with the Golden Mother of the Jasper Pool, this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switch from using French Spiritist methods (the oui-ja board) to Chinese 

technique of “phoenix writing” (phò loan 扶鸞 fuluan)—in which a bird-headed basket 

is held by one or two mediums to write on a surface.
16
 The mediumistic use of the 

“beaked basket” is a set of divinatory practices whereby the visit of a spiritual entity 

enables the written revelation of nonhuman messages. The basket, and the prayer spoken 

in Vietnamese (which summons the spirit of the Cao Đài Master to descend into it), were 

borrowed from the Minh Thiện (明善 mingshan) religious association, who originally 

borrowed them from Minh Lý (明理道  minglidao), itself a new offshoot of the 

Xiantiandao/Minh Sư (明師 mingshi) tradition.
17
 Sometimes the Caodai séances modified 

                                                 
16 Jordan and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 36–88. This “automatic writing” is renamed cơ bút 
(機筆 jibi), “the brush,’ by the Minh and Caodaist followers. 
17 Huệ Nha�n, Ngũ Chi Đại Đạo, 25. 

205



論文發表-宗樹人 

 

  

the Daoist technique of phoenix writing to use a Vietnamese alphabetic board and receive 

messages in Romanized Vietnamese and French. In this case, the technique is clearly 

inspired by the oui-ja board and inscribes Caodaism into the Western spiritualist 

tradition.
18
 

On Christmas eve of 1925, a mysteriously erudite and philosophical spirit, known 

to them only by the first three letters of the Romanized Vietnamese alphabet (quốc ngữ國
語 guoyu) — A, Ă, Â — revealed to the spirit-writing group that he was “Master Cao 

Ðài”, indeed the Jade Emperor, who had previously sent Buddha, Confucius and Laozi, 

and was also the father of Jesus. And in the night of Dec. 31, Master Cao Ðài instructed 

the group to seek and meet Ngô to learn how to establish a cult to Himself.  Ngô had also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Master Cao Ðài to give guidance to this spiritist group. In a 

new series of joint séances, Master Cao Ðài indicated that Ngô should lead a Việt-land 

(later Vietnam)-based world religion. From then on, the new religion began to spread 

rapidly in the cities and suburbs of Cochin-China.
19
 

In November 1926, a huge celebration was held in Tây Ninh city (west of Saigon, 

close to the Cambodian border), to officially present to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 “Great 

Way of the Third Cycle of Universal Salvation”. For the occasion were performed a vast 

number of spirit-writing séances in which new disciples were called on by name, and each 

received a poem relating, often somewhat enigmatically, to his own biography.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number of prophetic and apocalyptic visions, convincing them to 

convert to the so-called Vietnamese-born but universal faith.
20
 

Such séances recruited half a million new Caodaist adherents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1926-1931). Indeed mediums, businessmen and landowners at the head of the church’s 

hierarchy structure, recruited thousands of the colonized peasant population in the space of 

ten years only. By 1930, “the Great Way” had converted more disciples in the southern 

colony of Cochin-China than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in over 300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21

 

As the first mass conversion movement in French Indochina, born during a period 

of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Cao Ðài established its own arm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nsuing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directly governed a large part of 

Cochin-China and later on of South Vietnam. With its own theology, its own flag, and 

even its own army,
22
 Caodaism is a case in point of what Duara has called the “traffic”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23
 The political aims of Caodaism gradually gained 

substance and momentum to the point where it was ultimately able to offer a genuine 

project of a religious society, a theocracy that aimed to become the "State religion" (quốc 

đạo 國道 guodao) of Vietnam. Caodaism is well-known for having created a stric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and a uniqu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in the hands of a group of 

mediums; hence turning the religion into either a potential rival or an ally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t forces. Such national aspirations were combined with a religious language, 

                                                 
18 Aubrée & Jammes, “Développements et mutations.” 
19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94. 
20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98-100. 
21 Werner, The Cao Dai, 60. 
22 Jammes, “Caodaism in Times of War.” 
23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19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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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dai prophecies emphasizing that the Vietnamese people were chosen for a special 

spiritual but universal mission.
24
 

 

The politics of the Cao Ðài movement later brought it into tension with the State 

of South Vietnam. After 1975 and the unific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some Caodaist leaders suffered from repression and Caodaism became a “religion in 

exile”
25
 formed in overseas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Australia (with 

nearly 15,000-20,000 adepts abroad). Caodaism or the “Cao Ðài religion” was 

officially legalized in 1997 and is now Vietnam’s third largest organized religion after 

Buddhism and Catholicism, with at least 3-4 million followers among the 94 million 

Vietnamese (as far as we can trust the National census which typically undercounts the 

number of adepts in the “atheist” and communist land of Vietnam).
26
 

 

Cao Dai and the Chinese Xiantiandao tradition 
 

For the historian Ralf B. Smith,
27
 Caodaism finds its roots in “secret societies” 

(hộikín) inspired by the local lodges of the Chinese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 (Thiên đ

ịa hội 天地會 tiandihui). Recent scholarship on Chinese religion, however, has unpacked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28
 and identified several widely differing types 

of groups often lumped together by Chinese state and European colonial authorities; most 

important are the sworn brotherhoods such as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e 

salvationist movements which,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d become the matrix for 

modern redemptive societies.  

It is the latter which are the direct root of Cao Dai, more specifically, the Chinese-

Vietnamese spirit-writing groups named Minh (ming 明 meaning “light” in Chinese). 

After the 17th century,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Minh societies started to emerge in Cochin China especially around Saigon.
29
 The 

first of the Minh societies were established by Chinese emigrants in Cochin China for 

around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The other Minh societies were the fruit of later initiativ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nvolving both Chinese and Sino-Vietnamese 

participants.  

 

At that time, Chinese guilds or native-place associations seemed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se Minh associations which,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mited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scale of their respective temple. The latter comprised places where urban, peripheral 

                                                 
24 Đức Nguyên, Cao Ðài Từ Điển, “quốc đạo”;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126–30; Jammes, 
“Caodai Acceptance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Hoskins, “God’s Chosen People.” 
25 Hoskins, The Divine Eye and the Diaspora. 
26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237-238; Jammes, “Caodai Acceptance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27 Smith, “An Introduction to Caodaism.” 
28 Ownby & Heidhues, Secret Societies; Palmer, “Tao and Nation”; Palmer, “Heretical Doctrines”; 
Goossaert &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29 Ownby & Heidhues, Secret Societies; Thien D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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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provincial cults were practiced, acting like autonomous structures and building 

up their local authority through divination and/or spirit writing activities. All these 

religious communities, either driven by philanthropy or literary pursuits, worshiped the 

deities of the Tam Giáo (“Three Doctrines” 三教) pantheon, which includes Confucius, 

Laozi and Buddha. They were autonomous yet often clandestine, and their esoteric 

interpretations of old sutras or new oracles were strongly linked to an embryonic 

Vietnamese nationalism against colonial domination.  

 

The Minh networks largely overlap with those of the Xiantiandao in Vietnam; 

indeed, during field work in Ho Chi Minh City, we found, for example, that the Guangnan 

Fotang 光南佛堂, a Chinese temple which is mentioned in Yau Chi On’s study of 

Xiantiandao in Vietnam, and which has close ties with the Minh Ly Dao, self-identifies as 

both Xiantiandao and Minh Sư. The specific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mapping of these 

overlapping networks remains to be done; Yau Chi On has, however, traced the spread of 

Xiantiandao from Guangdong to Vietnam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and early 20

th
 century. In 

1863, the Cangxiadong (Hidden Glow Cave 藏霞洞 ), a Xiantiandao templ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 later became the 

“ancestral cave” (祖洞 zudong) of other Xiantiandao offshoot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Vietnam. These networks gave birth around the 1850s to local congregations 

known as the Minh Sư ("Enlightened Master"明師 mingshi) societies, which continued 

their links with the Xiantiandao branche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ese Minh Sư 

societies, in turn, spawned a number of Sino-Vietnamese sects, namely Minh Duong 明堂 

("The Hall of Light," 1908), Minh Thien 明善 ("Enlightened Kindness," 1915), Minh Ly 

Dao 明理道 ("The Way of Enlightened Reason," 1924); and Minh Tan 明新 ("The New 

Light," 1925). And Cao Dai, whose members were mostly Vietnamese,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of 1925; it eventually absorbed the Minh Duong, Minh Thien and Minh Tan, and 

collaborates closely with Minh Ly. The three main Minh Su branches were the Tông Đức 

Kế, the Tông Hoă ̀ng Tế and the Tông Phổ Tê ́. The latter federated several temples that 

would affiliate themselves, after 1926, as “Cao Dai oratories” (thánh thất聖室 
she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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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Xiantiandao genealogy of Cao Dai 

 

 

 

 

 

 

 

 

 

 

 

 

 

The Caodaism of the 1920s shares with the Minh associations the same political, 

territorial and nationalist concerns as well as many common relig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spirit-writing. These connections displayed a long-lasting mediumistic production and 

unveiled a hidden side of Caodaism.
30
 Although the Minh associations descend from 

Chinese late-imperial Xiantiandao traditions, they also represent a specific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ford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imperial order and the 

irruption of modernity in a colonial context. The Cao Ðài religion in fact attempted to 

organize networks of Minh spirit-writing groups, offering them a national level of 

leadership with an universal and missionary agenda. Through spirit-writing messages and 

Vietnamese translations of Minh prayers and texts, Cao Ðài adopted the cosmology, 

theology and eschatology of the Xiantiandao tradition and adapted it to the decolonization 

agenda and Sino-Vietnamese culture. 

 

 

                                                 
30 Ownby & Heidhues, Secret Societies; Thien Do, 2003 

Xiantiandao in Guangdong 廣東先天道  
(late 19th century) 

Minh Su societies in Vietnam 越南明師道 
(late 19th century, early 20th century)  

Sino-Vietnamese sects: Minh Ly Dao 明理道 (1924); Minh Duong 明堂 
(1908), Minh Thien 明善 (1915), Minh Tan 明新 (1925) 

Cao Dai 高台教  
(1925 - Vietnam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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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h Ly Society: the key link between the Xiantiandao 

tradition and Cao Dai.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Minh Lý religious association has occupied a crucial 

place in Caodaist activities. The founder of Minh Lý, Âu Kiệt Lâm (1896–1941), was 

an intellectual of half Chinese, half Vietnamese origin, and thus he belonged to the 

colonial category of the Sino-Vietnamese métis, minh hương (明鄉 mingxiang).
31
 In the 

period between 1916 and 1926 he became a renowned medium in spirit-writing and 

demonstrated an ability to transcend cultural barriers. Swiftly bridging the Chinese and the 

Vietnamese cultures, he was capable of merging the two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by 

bringing them into contact. Hi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or chữ nôm (字喃 zinan – an 

indigenous writing system that looks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holy texts into quốc ngữ 

writings provides fine examples of this ability. 

 

The Minh Lý community erected its own temple in 1924 in a suburb of Saigon 

(Bàn Cờ District). This temple is now well known as the Tam Tông Miếu 三宗廟 

Sanzongmiao, “the Temple of the Three Doctrines” (comprising Buddhism, Daoism 

and Confucianism). Among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Minh Lý were therapeutic sessions 

(acupuncture and magnetism), divin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oracles using multiple 

methods such as astrology, chiromancy and physiognomy. According to Nguyễn Văn Mi

ết,
32
 a Minh Lý dignitary, Âu Kiệt Lâm carried out some in-depth research into 

magnetism (nhân diễn 人電 rendian, literally “electric energy in the human body”) and 

constructed a body of knowledge based on French spiritism and Chinese spirit-writing. 

 

In 1926, before Cao Đài had begun to spread among the peasant community and 

the Vietnamese elite, Lê Văn Trung (1875–1934), a senior Vietnamese official, was 

appointed head of Caodaism with the title of Cardinal (Đầu Sư頭主touzhu, Head-

Master) and soon of “interim pope” (quyền giáo tông 權教宗 quan jiaozong). Lê Văn 

Trung owed a large part of his legitimacy to a mediumistic message received in September 

1925 by the Tam Tông Miê ́u mediums, to whom he was presented by his maternal cousin 

Nguyễn Hữu Đắc, a former city councilor of Chợ Lớn and translator of French Occultism. 

 

In order to compose its first corpus of prayers, the Caodaist clergy headed by Lê 

Văn Trung and Pha ̣m Công Tă ́c turned to the Minh religious associations. The majority 

of Caodaist prayers are thus sourced from the Minh Lý corpus of prayers, including the 

Prayer of Opening (Khai kinh 開經 kaijing), the Prayer of Incense Offering (Niệm hương
念香 nianxiang), the prayer celebrating the Jade Emperor (Ngọc Hoàng kinh 玉皇經 

Yuhuangjing), the prayers of Repentance (Sám hội 懺悔 chanhui), of Praise (Xưng tụng
頌榮songrong) and of the Dead (Cầu siêu求超 qiuchao), and so on.

33
 The transmission of 

                                                 
31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163-64. 
32 Nguye�n Văn Mie� t 1960, 7–10. 
33 Jammes,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361-62;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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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rom Minh Lý to the Cao Đài movement was further endorsed by means of 

oracular messages received at both Minh Lý and the Cao Ðài Holy See of Tây Ninh, 

whereby Minh specialists were regarded as the legitimate elders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young Caodaist groups.
34
 Owing to their mediumistic competence, the content of these 

messages established Minh associations as both the depositories and the guardians of the 

knowledge of Master Cao Đài. 

 

To explain these borrowings, we should recall that the Caodaist group of Lê Văn 

Trung was oriented towards mass proselytism and sought to gather religious texts in 

Vietnamese that would not require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hence targeting the broadest 

possible audience and reaching out to the peasant community. And Minh Lý, between 

January 1924 and November 1925, had already begun the same process of Vietnamization, 

translating into quốc ngữ religious texts previously available in Minh Su ̛ circles on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visibility of the Cao Đài religion, the presence of its dignitaries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volvement of some of them in the Sûreté coloniale were all 

reassuring factors for Minh dignitaries, who felt that they would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of their religious practices after the 1916 suppression of secret society revolts by colonial 

authorities.
35
 At the same time a cooperative network between Minh and Cao Đài groups 

was established that would last until the present day. 

 

Cao Dai and the Occultist colonial culture 

 
While the Cao Ðài religion is, in many ways, an ideal-typical redemptiv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emerged from a distinctly Occultist colonial culture, producing a 

movement and some practices which clearly fall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s Western 

Esotericism, Spiritualism, Free-Masonry and Theosophy. Caodaism brought the Minh 

groups “out of the shadows and into the clear light of day” (to quote a Franco-

Vietnamese newspaper of the time, Écho Annamite),
36
 but also fused them with the 

Occultist interests of Vietnamese employees of the French colonial state. 

The use of these two neologisms—esotericism and occultism—com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rationalist thought of the Christian Wes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term “esotericism” was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Jacques Matter in 

his Critical history of Gnosticism.
37
 The term “esotericism” indicated here a type of 

timeless spiritual quest according to a set of more or less hidden traditions. Esotericism 

                                                 
34 Phạm Công Ta� c 1937 
35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57. 
36  Paper published by Nguyễn Phan Long, a reputed political leader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nalist party), Caodaist and manager of the Écho Annamite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86, 172). 
37 Jacques, Histoire critiqu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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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s a secret teaching requiring an initiation; lato sensu, it can apply to almost all the 

divinat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world, such as Daoism or Buddhism in Asia.
38
  

 

The term “occultism” indicates a specific movement in the We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person, a group or an 

institution can be regarded as “occultist” when they find, under cover of a scientific or 

scientistic discourse, “the lost unit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science of the new 

times.”
39
 Thus, supernatural phenomena, traditional spirit-mediumship activities, theology 

and several bodies of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were re-interpreted and 

recast through the filters of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Occultist movements included Spiritist groups, the Rosicrucian brotherhoo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nd perennialist groups around René Guénon and Frithjof Chuon.
40
 

French Occultist networks spread to Cochin-China under the colonial regime. Among 

these networks were those that practiced what was known in French as Spiritisme and in 

English as “Spiritualism”.  Spiritism arose directly from its first theoretician, the French 

teacher and medium Hippolyte L. D. Rivail (1804-1869), who had taken the Celtic name 

of Allan Kardec. His principal works are The Book of the Spirits (1857), The Book of the 
Mediums (1861), The Gospels according to Spiritism (1864), Hell and Paradise (1865) and 

Genesis (1867). The goal of the work of Kardec and his successors, was to offer a study of 

the invisible world, highlighting doctrines of reincarnation and a r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ad, the non-incarnated souls. His work also expresses a social project, wishing 

to build a spiritualistic pedagogy for a reformed and new social order. In the years 1920-

1930, in Cochin-China, Spiritist brochures, books and circles, as well as all of Kardec’s 

doctrines and spirit-mediumship technique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French-speaking 

Vietnamese people. The presence of famous French practitioners of Spiritism in Saigon 

an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aodaism was noticed in many sources.  

 

Spiritism is translated into Vietnamese as thần linh học (神靈學 shenlingxue), 
“study of the spirits” or thông linh học (通靈學  tonglingxue),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with spirits.” The doctrine of Kardec is thus designated in Vietnamese 

as a discipline that would give access to knowledge by the means of a communication 

established with the spiritual entities. The first Caodaists actually practiced the “turning 

tables” of French-derived spiritism, which they conceived as mor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than the traditional Vietnamese spirit-possession practices (lên đồng 登童 

dengtong).  

 

The Cochinchinese Spiritists also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captivated by the 

Spiritist method of the turning tables (xây bàn or xoay bàn 旋版 xuanban), literally “to 

turn the table”, which consists in decoding the sounds of the spirits, in particular by 

                                                 
38 Batthacharya,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Esotericism; Lévy, Buddhism: a “Mystery Religion”? 
39 Laurant, L’Ésotérisme chrétien, 21. 
40 Laurant, L’Ésotérisme chrétien; Hanegraaff, 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Brach, 
Faivre, Hanegraaff & van den Broek eds., Dictionary of 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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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s of the table (a foot of the table on the four is shorter than the others) or by “raps” 

of the table (literally Vietnamese gõ鼓  gu). These two methods use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to reconstitute the messages, bringing both questions and answers. Vietnamese 

Spiritists adapted this Western alphabetical process by replacing it with the Romanized 

modern alphabet of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the quốc ngữ). The non-incarnated spirits 

are thus invit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by “rapping” the table on specific letters to spell 

words, sentences and doctrine. 

 

In parallel to Spiritism, Theosophical lodges spread to Cochin China, even though 

its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worldview are very distinct from Freemasonry or Spiritism. 

Founded in New York in 1875,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ies 

of universal sacred books, by filtering them through a syncretic approach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hristian and Buddhist conceptualization. This movement played a political role in 

India,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ing of it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elites during the path of 

independence,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ir members became famous through their 

activ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ebirth of Buddhism in Ceylon, to their traditionalism in India 

(supporting the Sanskrit language and the Buddhist schools) and to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form (fighting for an improvement in women’s social conditions, of parias and prisoners, 

etc).  
 

 Caodaism found many areas of agreement with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ông 
thiên học (通天學tongtianxue), “studies communications with Heaven:” both shared a 

similar millenarian vision, within a familiar Christian and Buddhist theology, as well as a 

common religiou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any Caodaists 

attended theosophical circles until their prohibition in 1975; at the same time, many 

theosophists came to preach in Caodaist temples. 
41
 

 

The numerous but not yet studied connections and overlaps between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Caodaism and the reformed lay Buddhist movements in the 1930s-

50s in Cochin-China, remain relatively uncharted terrain for future studies. We can also 

note in passing the presence of Vietnamese freemasons in the Caodaist leadership, such as 

Nguyễn Hữu Đắc (1897-1974), who translated Pourvourville’s La Voie Rationnelle (The 

Rational Way) as Đạo Giáo (道教daojiao) in 1935,
42
 as well as transcribing spirit 

messages from Laozi at Hiệp Minh pagoda (closed to Cần Thơ, in the Mekong delta), 

published in 1932. However, the Caodaist literature does prefer to remind us that Nguyễn 

Hữu Đắc is the cousin of the Caodaist pope, Lê Văn Trung, and the one who introduced 

the latter to the Minh Lý temple where he had converted. We can also mention the names 

of Cao Triều Phát (Leader of Minh Chơn Ðạo [Dao of the Enlightened Truth 明真道 

mingzhendao] and a Việt Minh military commander), of Nguyễn Văn Ca (Pope of Minh 

                                                 
41 In a forthcoming article, Jammes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the settlement in Cochin-China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Jammes, “Theosophying Vietnamese Religious Landscape.” 
42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Dai,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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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ơn Lý (the Reason of the Enlighten Truth 明真理 mingzhenli) and of Cao Sĩ Tấn (a 

spirit medium at Cầu Kho, Saigon).
43
  

 

The Minh temple libraries we visited also contained large collections of Occultist, 

Spiritist and Theosophical literature in French, from the 1920s and 1930s. Clearly, an 

important role was played by these movements.  We explored the library of the Minh 

Lý’s main temple in Hochiminh-City.
44
 Few new titles have been placed on its dusty 

shelves since the 1950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rench esoteric and 

occultist texts, as well as a rich trove of Chinese scriptures, morality books and spirit-

writing texts, a large proportion of which were printed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by a Xiantiandao temple, the Chaoyuandong 朝元洞 , at Luohushan in 

Guangdong. We found a similar collection of Chinese texts (but no French or Vietnamese 

ones) at a decrepit Minh Sư/Xiantiandao temple in Saigon, the Quang Nam Phật Đ
ường (光南佛堂Guangnan Fotang), established in 1920. These collections are evidence of 

the Xiantiandao-Minh networks a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rinting busines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roughout the Chinese overseas communities.
45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brary of a major Cao Ðài research institute in Ho Chi 

Minh City, the “Centre for the Diffus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Great Way (Cơ Quan Phổ 

Thông Giáo Lý Đại Đạo 機關普通教理大道 jiguan putong jiaoli dadao), a Minh-Tân-

derivated temple established in 1965,
46
 in addition to its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holdings 

in Vietnamese, contains much the same collection of French esoteric titles as the Minh Lý 

Ðạo, but no Chinese texts. The distinctions and overlaps between these libraries are traces 

of the translingual textual circul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in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ra: from the purely Chinese corpus of a Minh Sư temple founded in 1920, to the Chinese, 

French and Vietnamese resources of the Minh Lý Dao founded in 1922, to the exclusively 

French and Vietnamese resources of the Minh Lý Ðạo founded in 1924, to the exclusively 

French and Vietnamese holdings of the Caodai library established in 1965. 

. 

A translingual study of the ĐTCG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examine the “translingual practices” generated in 

these networks, through a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core esoteric 

scripture of Caodaism, the Đại Thừa Chơn Giáo (大乘真教 Dacheng zhenjiao), “The 

True Teachings of the Great Vehicl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ĐTCG.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51 spirit-writing messages attributed to the Jade Emperor, Li Bai, Guan Gong, Laozi 

and so on, revealed in Vietnamese at the end of 1936; to these texts were added 22-odd 

messages produced by the divinized spirits of former Chiếu Minh disciples (2 in 1926, 2 

in 1934, 2 in 1935, 5 in 1937, 1 in 1938, 2 in 1939, 2 in 1941, 2 in 1945, 1 in 1948, 2 in 

                                                 
43 See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167-168, citing Dalloz (2002: 10). 
44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45 Yau, “The Xiantiandao and Printing,”187 
46 Jammes, Les Oracles du Cao Ðài, 2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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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 in 1950).
47
   The collection was compiled as a 538-page volume in thematic (and 

not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a print run of “2,000 copies, not for sale” in 1950, in a 

bilingual, Vietnamese-French version.
 48

  It was printed by a company run by Nguyễn Văn 

Huấn, a famous and proactive member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book contains both the original Vietnamese text and a French translation 

heavily laden with the idioms of French Occultism, itself based on a reappropri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s and tropes of Roman Catholicism. The 1950 edition gives 

the text the French title of La Bible du Grand Cycle de l’Ésotérisme—“The Bible of 

the Great Cycle of Esotericism;” the Vietnamese preface refers to it as “a manual of the 

pill of immortality” (kinh sách luận về Đơn-Kinh 經書 論於 丹經 jingshu lunyu 
danjing).

49
 These two designations reveal the two distinct idioms in which the teachings 

are presented in the book: as a Daoist manual of immortality in the Vietnamese version; 

and as an “Esoteric Bible” in the French version. 

 

The Đại Thừa Chơn Giáo is one of the four canonical scriptures of Caodaism, each 

of which was composed through spirit-writing. Three of the scriptures focus on the 

religious life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llowers. They were compiled at the 

Holy See of Tây Ninh between 1926 and 1927, based on a preliminary selection of spirit-

writing texts. They are the Thánh Ngôn Hiệp Tuyển (聖言集全 shengyan jiquan, 

“Compilation of Holy Word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Caodaists as Les Saintes 
Paroles (“The Holy Words”) or Recueil des saints messages spirites (“Compilation of 

Holy Writings of the Spirits”); the Pháp Chánh Truyền (法正傳 fazhengchuan, “the 

Orthodox Dharma,” translated by francophone Caodaists as Constitution Religieuse, 

“Religious Constitution”); and the Tân Luật (新律 xinlü, “New Code”), which deals 

with conversion rituals (cầu đạo 求道 qiudao, lit. “to seek the Way”)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topics. The fourth canonical text, the ĐTCG, deals primarily with esoteric 

practices.  

 

The ĐTCG is not structured as a coherent and organized dogmatic treatise, but 

rather as a collection of moral guidance and teachings proclaimed by “instructors of the 

invisible.” The ĐTCG presents itself as an archetype of the omniscient knowledge 

transmitted by the spirits. The Daoist notion of self-cultivation (tu luyện 修煉 xiulian) 

through techniques of the body and medit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themes of the book. The 

messages of the spirits elaborate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thre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Tam Giáo 三教 sanjiao), while claiming that they have lost their 

power in this era of the third kalpa. These doctrinal elements directly echo the millenarian 

themes of the Chinese salvationist sectarian tradition and especially the contents of the 17
th
 

                                                 
47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texts in the context of sectarian rivalries between Cao Dai 
branches, see Jammes & Palmer, Occulting the Dao; Jammes, Les Oracles.  
48 [Give exact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of the 1950 edition]. The 1950 edition is mentioned as the 
“second editio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earlier edition(s) of this text, and assume the 
“first edition” was circulated internally. 
49  ĐTCG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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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kinh Long Hoa (龍華經Longhuajing, “The Book of the Dragon Flower”). 

According to this tradition, the human race is subject to a final competition or “Dragon 

Flower Assembly” (hội Long Hoa 龍華會longhua hui), in which only the most virtuous 

will pass the exam, find salvation and eventually find a place beside the Golden Mother of 

the Jade Pond—and the Jade Emperor in the Cao Ðài context.
50
  

 

In our study, we have employed the following method to compare the meanings of 

the original and French versions of the text. We selected a number of stanzas from the two 

sections of the ĐTCG,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som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text and 

exemplify the passage from a Chinese religious lexicon to French Occultist and Catholic 

ones. The 1950 edition of the ĐTCG was a bilingual version, with the Vietnamese original 

on each left-hand page and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n the facing page.
51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English-language publication, we translated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selected 

passages into English. We also compared the original French translation from the 1950 

version, with a new, revised French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 Cao Đài denomination in 

2013 – the first revised French version to have been published since the 1950 edition. 
52
 

The 2013 edition, in an obvious effort to adapt to a different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has watered down the Occultist and Catholic flavour of the 1950 version, sometimes 

instead using terms with more connotations of “New Age” spirituality. The ĐTCG has 

only 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to our knowledge no English or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ever been attempted or published.  

 

We thus laid the different versions side by side: (1) the original Vietnamese; (2) 

the 1950 French translation;
53
 (3) our English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and (4) the 2013 French translation.  We then proceeded to “convert” the Vietnamese 

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We started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lassical, religious 

and poetic idiom of the ĐTCG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on a word-by-

word basis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the meaning of full verses into modern Chines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the verses appears to be very 

similar to typical Chinese spirit-writing texts; indeed, the ĐTCG was revealed through 

spirit-writing techniques in basic continuity with Chinese methods, and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Xiantiandao branches within which the early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Cao Đài religion 

were active; (2) the text was produced at a time when the quốc ngữ --- the modern 

                                                 
50 (Đức Nguyên 2000, “Tiến hóa”; Jammes, Les oracles, 109–13. 
 
51 This edition is mentioned as the “second editio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earlier 
edition(s) of this text. 
52 Cao Đài Đại Đạo Cénacle Ésotérique de Chieu Minh, Le véritable enseignement du grand cycle 
caodaïste (Đại Thừa Chơn Giáo), translated in French from Vietnamese by Quach-Hiep Long. 
Hanoi: NxB Ton Giao, 2013.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Diffusing the 
Doctrine of the Great Way” (Cơ Quan Phổ Thông Giáo Lý Đại Đạo) a Caodaist ecumenical and 
missionary group founded in 1965 by Trần Văn Quế, the member who, fifteen years earlier, had 
written the foreword of the ĐTCG. 
53 Quotations from the text are re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production, i.e. 
Year/month/day (in the text, the year is according to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the month and 
day are according to the lunar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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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zation/ alphabet system for Vietnamese --- had only begun to be the dominant 

writing system, while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formally 

abolished only in 1918 together with the Confucian mandarinate exams, retained a residual 

influence; (3)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som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Cantonese.  
 

Converting the Vietnamese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was not an easy task – similar 

to the Chinese hanyu pinyin romanization system, romanised Vietnamese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homophones and there were often several plausible possibilities of equivalents 

in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Vietnamese words (often similar to Cantonese or, like many 

Chinese dialects, demonstrating relatively systematic variations in pronunciation compared 

with Mandarin),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overall meaning of the verse and bearing in 

mind the use of specialized religious terminologies. We were unable to convert about 15% 

of the selected verses, either because the meanings were too obscure, or because the terms 

were too purely or locally Vietnamese, without any equivalent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sound and meaning.  

 

The outcome of this process fully confirmed our hypothesis –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ĐTCG reads in style and content like a rather typical Chinese scripture produced 

through spirit-writing. It is particularly resonant with texts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ith an emphasis on both personal spiritual 

cultivation through Daoist inner alchemy and Confucian morality, and on universal 

sal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ctarian eschatology of the three kalpas. Apart from a few 

syntactical structures distinct from standard Chinese, there is little in the text to indicate its 

Vietnamese provenance, and even few specific indications of a “uniquely” Cao Đài 

revelation. A reader familiar with Chinese spirit-writing texts and unaware that the text 

had been revealed in Vietnamese, could be forgiven, without studying the ĐTCG in depth, 

for assuming that our Chinese version was simply another of the myriads of texts produced 

by the thousands of spirit-writing altars in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or modern era.
54
  

 

An example of the stylistic similarity between the ĐTCG and Chinese spirit-

writing texts is the literary practice, common in Chinese poetry and spirit-writing texts, in 

which the first word of each horizontal verse can be read vertically as a meaningful phrase. 

In the first stanza (ĐTCG 1936/9/24, p.16), for example, the three first Vietnamese words 

ÐỘNG ÐÌNH HO can be translated, based on the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verses, in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動頂蝴 (dong ding hu). These characters, in turn, are 

homophones of the characters 洞庭湖(dong ting hu) – Dongting Lake, which has strong 

associations with the famous Chinese Táng Dynasty poet Lý Thái Bạch (Li Taibai 李太

                                                 
54 Indeed we showed the text to some Chinese readers unaware of its origin… and their reaction 
was the same: they saw ou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ĐTCG text a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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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who is here referred as the deity who authored this revelation, and who is venerated 

by Caodaists as the (spiritual) pope (giáo tông 教宗 jiaozong) of their religion.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ÐỘNG lòng thương xót buổi đời nguy, 

ÐÌNH hội Phật Tiên đã mấy kỳ, 

HO điệp mê mang chưa tỉnh thức, 

ÐẠI TIÊN TRƯỞNG giáng hoát vô-vi.
55
 

 

[Text conver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動[洞]容長索半討危 

頂[庭]會佛仙達每期 

蝴[湖] 蝶迷夢未顛醒 

大仙將降活無為  

 
[English translation] 

A long moving rope hangs me half from danger 

Buddhas and Immortals arrive periodically for the summit meeting 

[The people are] Not yet awakened from their butterfly dream 

The Great Immortal General comes down, moving in non-action 

 

 

The ĐTCG, when conver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reads in style, in the metric 

and structure of its verses, and in content like a typical Chinese spirit-writing text. What 

makes the ĐTCG distinctive is the fact that it was revealed in romanised Vietnamese, not 
in Chinese characters—allowing it to cast a veil over the Chinese origin and content of its 

teachings, a veil that has become thicker with each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gnorant of Chinese writing and civilisation. As we show below, the “occult” 

nature of the scripture’s content comes not only from its abstruse and mystical teachings, 

but from the fact that, lacking the Chinese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Daoist terminology, a 

reader would find parts of the text to be simply incomprehensible.  

 

The “Chinese occultation” of the ĐTCG was carried a stage further by the 

French edition, which overlaid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categories of European 

esotericism and Catholicism, onto the entire text. Since many of the early Cao Đài leaders 

and believers were educated in French colonial schools, they were often more literate in 

French than in Chinese or even Vietnamese, and used the French version a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obscure Vietnamese original with its stylistic root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bilingual edition of the ĐTCG was undoubtedly published with this purpose in 

mind. The French edition helped to legitimise and convert the ĐTCG into both the 

language of modern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idiom of Occultism) and the language of 

                                                 
55 Boldface in this and in the following extracts follows the origin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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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hegemony (through the idiom of Catholicism). But this “occultised” process 

of convers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arly completely “occulted” the Chinese and, 

especially, the Daoist roots of the text.  This linguistic overlay is evidenced in the French 

title of the ĐTCG — La Bible du Grand Cycle de l’Ésotérisme (“The Bible of the 

Great Cycle of Esotericism”), which shifts the terminology from a generic Chinese 

Buddhist connotation of “The True Teachings of the Great Realization” or “The True 

Teachings of the Great Vehicle [Mahayana],” to an explicit combination of Biblical and 

Esoteric references.  

 

An archetypal example of the conversion of Daoist concepts into Christian terms 

with an explicit reference to Master Cao Đài that is absent in the original text, is the fourth 

verse of the stanza revealed on 24 September 1936 and cited above. In the Vietnamese 

original, the line “Ðại-Tiên-Trưởng giáng hoát vô-vi,” converted word-by-wor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becomes 大仙將降活無為 (daxianjiang luo huo wuwei), which may 

be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The Great Immortal General comes down, moving in non-

action”— a rather generic expression of the process of spirit-writing by Daoist immortals 

in Chinese religion.  But in the French version — Je viens en Esprit leur ouvrir la Bible 
Caodaïque de la Délivrance (“I come in the Spirit to open for them the Caodaic Bible of 

Deliverance”) —  the Daoist terminology of the original is replaced by Christian tropes 

(“I come in the Spirit”, the “Bible of Deliverance”) under the Cao Đài name.  

  

Indeed, much of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ĐTCG reads in the original like a 

relatively typical Chinese spirit-writing text, with the recurrent themes of a syncretic view 

of self-cultivation referring to the Thre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techniques of Daoist inner alchemy, and a message of 

universal salvation in the eschat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Three kalpas of the Chinese 

salvationist (sectarian) tradition. The term “Cao Đài” rarely appears in the original; but 

is inserted throughout the French translation, together with Christian and Occultist terms. 

The French-mediated translingual practice of Cao Đài religion would appear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rticulating a Cao Đài identity that is distinct from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spirit-writing – the Vietnames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 containing 

little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broader genre of Chinese spirit-writing.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n the new 2013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
 56

 

the Christian terminology is remov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verse, 

which becomes: “The superior Spirit of the Great Immortal Li Taibai manifests itself and 

opens the era of Spirituality” (L’Esprit supérieur du Grand Immortel Li T’ai Pe se 
manifeste et ouvre l’ère de la Spiritualité), perhaps indicating an alignment with a more 

“New Age” discourse of “spirituality”, all the while explicitly naming the “Great 

Immortal General” as Li Taibai.
57
 

                                                 
56 Cao Đài Đại Đạo Cénacle Ésotérique,   
57 Cao Đài Đại Đạo Cénacle Ésotériqu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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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xt stanza, we find what again reads as a relatively generic spirit-writing 

tex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South” --- which can,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criptural production, be interpreted as either Vietnam, being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China, or to South Vietnam --- as the Cao Đài religion appeared in the Mekong 

delta an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outh Vietnamese religious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several of the implicit nuances of the stanza are rendered into explicit 

interpretations, again using Chinese sectarian, Christian and Occultist references. The 

reference to the Third cycle of salvation, a mainstay of Chinese sectarian eschatology, is 

interpolated into the first line; the “Great Virtue” is named as the “Comforter”, 

which is understood by Christians as referring to the Holy Spirit.
58
 The Vietnamese 

sentence “Educate the souls” (giáo dục hồn dân, 教德鬼人 jiao de gui ren), largely 

influenced by a Chinese conception of cultivation, wa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with a 

Christian-driven formula, “Angelic education.” 

 

In the third verse, the vaguely Daoist notion of the “return to one’s spiritual 

nature” (chuyển qui linh tánh 轉歸靈性 zhuangui lingxing) is translated into strongly 

dualistic Biblical imagery as “fishing out the divine soul entangled in the flesh,” while 

the generic “true transmission of Dao,” Chơn truyền đạo (真傳道 zhenchuan dao), is 

rendered as “Caodaic esotericism.” Using esoteric terminology, “holding the fuji 

stylus” is rendered as “by means of psychography” with its Western spiritualist and 

modernist connotations of a “writing of the psyche” or “photography of the soul.”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ÐẠI đức Nam Phương hóa Ðạo Huỳnh, 

THỪA cơ mật nhiệm thức tâm linh, 

CHƠN truyền đạo chuyển qui linh tánh, 

GIÁO dục hồn dân trí huệ minh.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大德南方化道黃  

乘乩密驗篤心靈 

真傳道轉歸靈性 

教德鬼人智慧明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Great Virtue generates an emperor of Dao in the South. 

Holding the fuji stylus to secretly activate the souls. 

The true transmission of Dao returns to the spiritual nature. 

Educate the souls an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isdom. 

 

                                                 
58 See John 14:16, John 14:26, John 15:26.  

220



法玄隱道────從先天道到越南高台教：《大乘真教》裡的道教內丹與法國玄學 

 

 

  

[French version in the 1950 edition]: 

Le consolateur prêche le 3e Salut Universel au Viet-Nam.  
Au moyen de la psychographie, Il réveille les âmes dévoyées.  
L’Ésotérisme Caodaïque repêche l’Âme Divine enlisée dans la chair.  
Cette Éducation Angélique rallume la flamme Sacrée des cœurs humai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The comforter preaches the 3rd Universal Salvation in Vietnam.  
By means of psychography, He awakens the lost souls.  
Caodaic Esotericism fishes out the Divine Soul entangled in the flesh.  
This Angelic Education re-ignites the Sacred flame of the human hearts.  

 
 

A few lines down, Chinese Salvationist apocalyptic themes are again translated into 

Christian terms: the “True Dao” (Chơn Ðạo, 正道 zhengdao) becomes “the Gospel of 

the Spirit of Truth”; the “end of the kalpa” (mạt kiếp 末劫 mojie) becomes “the 

prophecied end times”; the “Dragon Flower Assembly” (hội Long Hoa, 龍華會

Longhuahui) becomes the “coming judgment of God”. It seems that the main 

inspir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came from the Spiritualist reform of Catholicism. Indeed, by 

mentioning the role of the “Spirit of Truth” announced to “the Incarnates”, we have 

a clear-cut reference to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of Kardec’s spiritualist doctrine. In his 

Book of the Spirits (Le Livre des Esprits in its 1857 original French version), Kardec 

refered to “The Spirit of Truth” as a group of spirits who taught the new doctrine 

during spiritist séances in the 1850s. In volume II of The Book of the Spirits, Kardec 

dedicated Chapter 2 to the “Incarnation of Spirits” and explained why spirits 

“incarnate” in material bodies, justifying later the necessary “disincarnation” process 

trained by the spiritualist doctrine itself.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Minh Chơn-Ðạo thời kỳ mạt-kiếp, 

Thức tỉnh đời cho kịp Long-Hoa,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明正道吹起末劫  

學省俗至及龍華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Enlightening the True Dao at the end of the kalpa   

Awakening from the profane world will allow one to reach the Dragon Flower Assembly 

 

[French version in the 1950 edition]: 

L’Evangile de l’Esprit de Vérité s’ouvre aux derniers temps prédits 
Pour annoncer aux Incarnés le prochain Jugement de 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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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The Gospel of the Spirit of Truth is opened in the prophesied end times 
To announce to the Incarnates the coming Judgement of God.  

 
 

A little further down (ĐTCG 1936/9/24, p.18), the original verses, which do mention Cao Đ

ài explicitly, use a generally Buddhist imagery to speak of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 

deliverance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although the term “second person” 位二 can refer, 

in Vietnamese Catholicism, to the Son, i.e. to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Holy Trinity. In the 

French version, this messianic theme is expanded to convert the stanza into a fully 

Christian eschatological structure, speaking of the “lambs”, the “manger”,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the “Darkness of Satan” (albeit with the “Three Nirvanas” 

thrown in, which do not appear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The mention in French of “the 

Era of Incarnation” sets up again a spiritist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The extensive use of Christian terminology has to be comprehended within this spiritist 

lens.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CAO-ÐÀI-GIÁO lưu hành phổ tế, 

Pháp chánh truyền cứu thế thoát nhân, 

Bốn phương phát triển tinh thần, 

Gội nhuần võ lộ hồng ân CAO-ÐÀI. 

Gần tận thế NGÔI-HAI ra mặt, 
Ðặng toan phương dìu dắt chúng-sanh, 

Chỉ tường cội phước nguồn lành, 

Giác mê tỉnh ngộ tu hành siêu thăng. 

Cuộc tang thương dữ dằn trước đó,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高臺教流行普渡  

《法正傳》救世脫人  

四方發展省清  

溉濕霧露鴻恩高臺  

近旦夕位二出面  

當痛方調度眾生  

指通概福慷恩  

覺夢醒悟自行超升  

局疼痛暴壓速逃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ao Đài teachings spread universal salvation far and wide 

The Orthodox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 saves the world and delivers humanity  

In the four directions, consciousness shall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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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ened by the blessed mist and dew of the grace of Cao Đài [Master] 

Approaching the Last Day [End of the World], the Second Person [the Son] appears 

And suffers in order to guide all sentient beings 

Point through the root of abundant blessings 

To be awakened and enlightened, and to rise to salvation through one’s own cultivation 

When suffering pushes you to escape. 

 

[French version in the 1950 edition]: 

 [B] Le CAODAISME prêche le Salut Universel 
Cette Doctrine Unique enseigne: « Sauvez-vous vous-mêmes en sauvant les autres » 
Des 4 points du globe, les consciences se raniment 
Sous le souffle du Saint-Esprit qui se répand du CAO-DAI 
Aux termes de l’Ère de l’Incarnation, DIEU LE FILS se révèle à nouveau 
Pour ramener ses brebis au Bercail d’En-Haut.  
Son Évangile montre les 3 Nirvana 
D’où les Enfants de Dieu partaient pour y revenir.  
Les Ténèbres de Satan dissipés, la Voie de Dieu réapparaî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C] CAODAISM preaches Universal Salvation 

The Unique Doctrine teaches: « Save yourself by saving others ».  

From the 4 points of the globe, consciousnesses are coming back to life 

Through the breath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spreads from the CAO-DAI 

At the term of the Era of Incarnation, GOD THE SON reveals himself again.  

To bring his lambs to the Manger Above.  

His Gospel shows the 3 Nirvanas 

From which the Children of God left and now return.  

The Darkness of Satan dissipated, the Way of God re-appears.  

 
 

Much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ĐTCG is devoted to the esoteric spiritual practice of 

Caodaism, describing the method of the “nine initiations of Caodaic esotericism”  (Đ
TCG 1936/8/19). Converted to Chinese,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name of the method, 

“Tam thua cu’u chuyen” (三乘九轉 sancheng jiuzhuan), evokes the terminology of 

Daoist inner alchemy;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s of Daoist studies, it would be rendered in 

English as the “Three Vehicles of Nine Reversions.”
59
 Indee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 over the following sections clearly refers to inner alchemical practices. But the 

“pre-natal” realm of tiên thiên (先天xiantian) is translated as “Occult life”, while 

the process of refinement of the hồn (魂hun) and phách (魄 po) souls on the path of the 

bliss of tiên (仙xian) immortality, is rendered as “Cleans[ing] the soul and the body of 

the Elect who aspire to the Bliss of the Angels.” In the 2013 revision, those terms are 

                                                 
59 See Komjathy, The Way of Complete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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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d by the more New-Age the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creating the astral 

body.”
60

 Indeed the founders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extensively based their 

argumentation on the existence and definition of this Astral body (especially the 1902 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 of C. W. Leadbeater).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Ðại thừa Ðạo chánh Tiên-Thiên,  

Luyện hồn chế phách đăng Tiên hưởng nhàn.  

Trong cửu chuyển phải tàng tâm-pháp,  

Phải y hành cho hạp phép tu,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大乘道長先天 

練魂制魄登仙享閒 

純九轉恰藏心法 

恰依行才合法修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Way of the Great Vehicle is eternally located in the Pre-Natal realm 

Refine the heavenly (hun) souls and control the earthly (po) souls, ascend to the bliss of 

the Immortals 

In the 9 pure cycles are stored the method of the inner heart 

You must follow the right rules and train with the right principles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Le Grand Cycle de l’Esotérisme révèle la Vie Occulte,  

Assainit l’âme et le corps des Elus qui aspirent à la Félicité des Anges.  

Au cours des 9 spires d’évolution, pénétrez-vous des Lois Occultes 

Selon lesquelles vous pratiquez vos Exercices Spirituel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The Great Cycle of Esotericism reveals the Occult Life,  

Cleanses the soul and the body of the Elect who aspire to the Bliss of the Angels. 

During the 9 stages of evolution,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Occult Laws 

According to which you practice your Spiritual Exercises.  

 

 

Further down (ĐTCG 1936/8/19), we find a typical piece of advice on nurturing the triad 

of tinh (精 jing), khí (氣 qi) and thần (神 shen) in Daoist inner alchemy – three terms 

usually translated in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as Essence, Qi (or vital breath) and 

Spirit; this, here, is rendered as “sperm”, “breath”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60 Cao Dai Dai Dao Cenacle Esoterique,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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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erms are impossible to adequately translate --- jing,  qi and shen each referring to 

different forms of vital energy, jing being the most “material” and shen the most 

“spiritual;” externally associated respectively with sperm, breath and the mind, but 

internally the object of subtle circu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 body, each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other through alchemical meditation aiming to refine the jing into qi, 
the qi into shen and the shen back into the void xu. Given the impossibility to fully render 

the terms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 and the opacity of the terms to anyone not familiar 

with inner alchemy ---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Cao Dai translators chose two terms that 

reflect an extreme dualism of body and spirit, rendering jing into its most materialized 

expression as “sperm” and shen into a Christian term associated with the absolutely 

transcendental God, as the “Holy Spirit.”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Nhứt là dưỡng khí, tồn tinh,  

Tinh khô, khí tận, thần linh chẳng còn.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一來養氣存精  

精枯、氣竭，神靈將乾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Most important is to nurture the Qi and preserve the Essence 

When the Essence is dried and the Qi is exhausted, the Spirit will disappear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Ménagez d’abord le Souffle de vie et économisez le Sperme.  

Quand le Sperme s’épuise et le Souffle se gaspille, le Saint-Esprit disparaîtr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First nourish the Breath of life and conserve your Sperm.  

When the Sperm is drained and the Breath is wasted, the Holy Spirit will disappear… 

 

 

The dualistic framework appears again a few verses below on the first reversal, in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hen (spirit) and qi (vital breath)” (thần khí giao thông 神

氣交通 shenqi jiaotong) is rendered as “union of the Soul and Body”; and the 

“elimination” of worries and malice” (Diệt trừ phiền não lòng không 撇除煩惱心

罡 piechu fannao xingang) is translated as their “dematerialisation”.  

 

This Chinese-Daoist conception of the body is fully “Vietnamized” or “Caodaised”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as the Daoist alchemical process is here said to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Caodaic Code,” a specification that is absent in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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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Sơ Nhứt Chuyển lo tròn luyện kỹ,  

Xây đắp nền thần khí giao thông,   

Diệt trừ phiền não lòng không,  

Thất tình lục dục tận vong đơn thành.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初「一轉」耐圓煉意 

升台基神氣交通 

撇除煩惱心罡  

七情六慾殆忘丹成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In the first cycle, remember to wholeheartedly train with intention. 

Rais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 and spirit. 

Eliminate all worries and malice. 

Extinguish the emotions and desires to form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A la 1ere spire d’évolution (1
ère

 INITIATION) forgez et trempez vaillamment vos 3 

âmes.  

Bâtissez les assises du Temple où l’Ame et le Corps s’unissent selon le Code 

Caodaïque.  

Dématérialisez-les des soucis et des chagrins.  

La pilule d’immortalité se forme dès que les instincts et les passions se taisen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At the 1st stage of evolution (1st INITIATION) valiantly forge and soak your 3 souls.  

Buil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emple where the Soul and the Body are united according to 

the Caodaic Code.  

Dematerialize them of anxieties and worries.  

The pill of immortality is formed as soon as the instincts and passions are quieted.  

 

 

 

A few verses down, “Caodaic consciousness” is interpolated into the text where the 

original Tâm Ðạo (“The Tao of the Heart” 心道 xindao) makes no mention of Cao Đài 

and carries a generic colouration; and the “sublime qi” (氣浩然qi haoran) which 

evokes the Confucian philosopher Mencius and the poet Su Dongpo
61
, is rendered with the 

                                                 
61 In “Mencius: Gongsunchou” 孟子:公孫丑, it mentions “I am good at nourishing my sublime qi.”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And in the melody “Prelude to the Water: In the Happy Pavilion” 水調歌頭: 快
哉亭作, the poet Su Dongpo 蘇東坡 wrote,  “A little bit of sublime qi senses thousand miles of 
blissful wind.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The sublime qi is the joyfulness that one can n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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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ic and Sanskrit term of “prana” (the vital principle). The last verse of this stanza 

expresses the essence of Daoist inner alchemical practice: the harmonization of tánh (性 
xing) and mạng (命ming) --- terms that are also very difficult to translate but generally 

refer to one’s spiritual nature or essence (xing) and to the life of the body (ming) --- each 

of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raining regimens in Dao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protracted debates in Daoist discourse over the centuries, with 

a general consensus, however, that both the practice of techniques of the body (ming) and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purity (xing) are essential and should be harmonised.

6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last verse refers to the metaphors of lead and mercury in inner alchemy, which 

are resp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water and fire, denoting energies within the body whose 

circulation must be inverted and conjoined to form the elixir. This complex Daoist 

cosmology of the body is here rendered in terms of “sublime qi” being described as the 

“Holy Spirit” acting as the “hyphen” linking the “Spirit of Light” and the 

“Spirit of Darkness.” While the translation does convey the sense of conjoining dual 

opposites, the notions of “Spirit of Light” and “Spirit of Darkness” have rather 

different, Spiritist-driven connotations.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Tâm Ðạo phát thanh-thanh tịnh-tịnh, 

Dưỡng Thánh-thai chơn bỉnh Ðạo Huyền, 

Ngày đêm cướp khí hạo nhiên, 

Hiệp hòa tánh mạng, hống diên giao đầu.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心道合神神靜靜 

養聖胎貞秉道玄 

日夜豁氣浩然  

協和性命、汞鉛交投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Tao of the Heart becomes calm and pure 

Nurture the Holy Foetus and hold to the mystery of Dao 

Day and night, expand the sublime qi 

Harmonise spiritual nature and bodily life, inducing the intercourse of Mercury and Lead.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La CONSCIENCE CAODAIQUE s’épanouit dans le calme et la pureté.  

Nourrissez le SAINT-FŒTUS selon les règles strictes de l’Esotérisme du Maître.  

Nuit et jour, captez vaillamment le PRANA.  

                                                 
62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see Pregadio, “Destiny, Vital Force, or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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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 est le Saint-Esprit ou Trait d’Union entre l’Esprit de Lumière et l’Esprit des 

Ténèbres symbolisés par le HG et le PB.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The CAODAIC CONSCIOUSNESS expands in stillness and purity.  

Nourish the HOLY FŒTUS according to the Master’s strict rules of Esotericism.  

Night and Day, valiantly capture the PRANA.  

That is the Holy Spirit or Hyphen between the Spirit of Light and the Spirit of Darkness 

symbolised by HG and PB.  

 

 

A few lines further—“Âm dương thăng giáng điều hòa” (陰陽升降調和 yinyang 
shengjiang tiaohe), literally “Yin and Yang rise and fall in coordination”)—we find an 

intriguing translation of the yin-yang dyad — âm (陰 yin) and dương (陽 yang) as the 

“Spiritual and the Temporal,” which “rise and descend according to the rhythm of 

Providence,” providing a strong Kardec-inflected Catholic flavour to what, in Chinese, is 

an ordinary statement on the basic cosmological operation of yin and yang cycles.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Âm dương thăng giáng điều hòa, 

Huân chưng đầm ấm tam hoa kiết huờn.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陰陽升降調和  

熏蒸潭温三華結還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Yin and Yang rise and fall in coordination 

Steam and distil the three essences [essence, qi and spirit] back to the origin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Le Spirituel et le Temporel montent et descendent selon le rythme de la Providence. 

Le Syncrétisme des Fluides amène l’Harmonie des 3 Am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The Spiritual and the Temporal rise and descend according to the rythm of Providence. 

The Syncretism of the Fluids brings about the Harmony of the 3 Souls.  

 

 

Next we find another pair of verses that express, in typical inner-alchemical terms, some 

basic processes of alchemical cultivation. While “Opening the nine orifices” (khai c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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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iếu, 開九竅kāi jiu qiao) is open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63
 the ĐTCG translates 

them as the “nine chakras,” drawing on Western esoteric interpretations of Indian tantra. 

Indeed,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these terms and this literature 

circulated in Cochin-China. The book The Chakras (1927) of Charles W. Leadbeater,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notably included a series of drawings on 

color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sation of his interpretation in Cochin-China.
64
 

The second verse refers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or Five Phases (ngũ 
hành 五行 wuxing: wood, fire, earth, metal and water) and to the circulation, in inner 

alchemy, of the yang and yin forces of Heaven and Earth, Càn-Khôn (the 乾 qian and kun 

坤 trigrams). The translator(s) of the ĐTCG here interpreted the wuxing as the “five 

senses” and once again used the “un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the temporal” to render the 

circulation and rotation of qian and kun.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Khai cửu khiếu kim-đơn phanh-luyện, 

Vận ngũ hành lưu chuyển Càn-Khôn,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開九竅金丹返煉  

運五行流轉乾坤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pen the 9 orifices for the reverse refinement of the golden elixir 

Operate the Five Phases to rotate the Heaven and Earth [Qian and Kun]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En ouvrant les 9 CHAKRAS (sens spirituels) la pilule d’immortalité se chauffe et se 

forge.  

En convergeant les 5 sens, le Spirituel et le Temporel s’unissent intimemen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By opening the 9 CHAKRAS (spiritual sense organs) the pill of immortality heats up and 

is forged.  

By converging the 5 senses, the Spiritual and the Temporal conjoin intimately.  

 

The stanza below (ĐTCG 1936/8/19) describes the inner-alchemical process of reversing 

the aging process to preserve the body, cultivating the birth of an immortal spirit-embryo 

                                                 
63 For example, the “Wonderful Instructions on the Golden Elixir of the Nine Cycles,” 大洞煉真寶

經九還金丹妙訣, a Tang-dynasty text preserved in the Daoist Canon (no. 891), links the “nine 
orifices” to “nine stars”. See Schipper and Verellen eds., The Daoist Canon, 383-384.  
64 The first theosophical lodge, established in 1929 in Saigon, took the name of Leadb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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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one’s abdomen. This process is largely occulted in the ĐTCG translation, which 

speaks of “purifying and lightening the Superior Self.”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Gom vào tư tưởng trong ngoài, 

Luyện phanh trong sạch Thánh-Thai nhẹ nhàng.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歸化思想內外 

煉反存身聖胎輕閒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Collect your thoughts from the inner and outer realities. 

Practice to revert and preserve the body and the Holy Foetus will become ethereal.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Concentrant le Mental et le Causal, l’initié sélectionne ses pensées.  

Il les analyse et les synthétise en vue de purifier et d’alléger le Moi Supérieu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Concentrating the Mental and the Causal, the initiate selects his thoughts.  

He analyses and synthesises them in order to purify and to lighten the Superior Self.  

 

 

And in the following verse, opening the “seventh initiation” (ĐTCG 1936/8/19), the 

alchemical refinement of the “true spirit” is rendered in both theosophical terms, by a 

Hindu and cosm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fluid as prana, and Biblical terms (“enthrones the 

Holy Spirit on the Throne of Glory”). 

 

[Original Vietnamese version]: 

Thất Chuyển pháp hạo nhiên chi khí, 

Luyện Chơn-Thần qui vị hưởng an, 

 

[Conversion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七轉法浩然之氣  

煉真神歸位享安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7
th
 initiation is the method of the Majestic Spirit. 

Refine the True Spirit and return to the position of peace. 

 

[French version from the 1950 edition]: 

A la 7
e
 INITIATION, l’initié condense le fluide cosmique ou le Prana. 

Et intronise le Saint-Esprit sur son Trône de Gl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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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50 French version]: 

At the 7th INITIATION, the initiate condenses the cosmic fluid or Prana.  

And enthrones the Holy Spirit on its Throne of Glory.  

 

 

Conclusion 

 
Scholarship on Cao Dai has only begun to explore the key role of Western 

occultism and 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Caodaist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is chapter, 

we have begun to trace how Minh Ly and Cao Dai appeared as redemptive societies at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of the Chinese Xiantiandao salvationist tradition and French 

Occultism. Both movements -- occultism and redemptive societies -- bear the imprint of the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and concerns of their period and their place of origin. 

Reconsidering Caodaism within the context of occultist culture and redemptive societies, 

brings into focus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is religious movement at a crucial moment in 

Vietnamese history, without getting locked into old scholarly categorizations (“secret 

societies”, “folk religious cults”, “sectarian rebels”,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which had obscured Caodaism and its understanding until now. These 

semantic shifts allow us to focus on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Caodaism and move 

away from these categories. This article opens qu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Occultist culture and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Vietnam.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se two 

specific waves, Caodaism provides an excellent case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course of 

religious innovation in a non-Western, Vietnamese and colonial context.  

 

Vietnamese redemptive societies are not a simple combination or synthesis of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both elements is not identical. 

In our research, we have found that the core cosmology and practices of all the groups can 

be clearly identified a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spirit-writing tradition, and to the 

Salvationist eschatology and practices of the Xiantiandao tradition – with a core Daoist 

cosmology and inner alchemical meditation techniques, vegetarianism, the basic 

Xiantiandao pantheon and three-stage millenarianism. French Spiritism seems to have 

played a role both as an initial trigger before a switch to the Chinese-style “flying 

phoenix”, and later as a “modernist” discursive veneer, used to reformulate and 

explain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in a more legitimate, scientific language, and,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o erase Caodaism’s Chinese 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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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都元帥信仰在馬來西亞 

——以雪蘭莪州內三間田都元帥廟為例 

 

蘇慶華教授 

原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壹、文獻上的田都元帥 

        據清代姚福均《鑄鼎余聞》載汪鵬《袖海編》中的「田相公」云：習梨園者共搆

相公廟自閩人始。舊說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稱田相公。
1
 

 

明《三教源流搜神》中的田元帥刻像 

 

 

 又，《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中的「風火院田元帥」條云：帥兄弟三人，

孟田苟留、仲田洪義、季田智彪。父諱鐫，母姓刁諱春喜，乃太平國人氏。唐玄宗善

音律。開元時，帥承詔樂師典音律，猶（尤）善於歌舞，鼓一擊而桃李甲，笛一弄而

響遏流雲，韻一唱而紅梅破綻，蕤一調而庶民風起。以教玉奴、花奴，盡善歌舞。後

侍禦宴以酣，帝墨塗其面，令其歌舞，大悅帝顏而去，不知所出。複緣帝母感恙，瞑

目間，則帥三人翩然歌舞，鼙笳交競，琶絃索手，已而神爽形怡，汗焉而醒，其屙起

矣。帝悅，有「海棠春醒高燭照紅」之句，而封之侯爵。至漢天師因治龍宮海藏疫鬼、

倡徉，作法治之不得，乃請教于帥，帥作神舟，統百萬兒郎為鼓競奪錦之戲。京中謔

噪，疫鬼出現，助天師法斷而送之，疫患盡銷，至今正月有遺俗焉。天師見其神異，

                                                           
1 轉引自葉明生、楊榕主編《福州田公信俗史料與研究》，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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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立法差以佐玄壇，敕和合二仙助顯道法，無和以不合，無頤恙不解。天師保奏，唐

明皇帝封沖天風火院田太尉昭烈侯，田二尉昭佑侯，田三尉昭甯侯；聖父嘉濟侯，聖

母刁氏縣君；三伯公昭濟侯，三伯婆今夫人，竇、郭、賀三太尉，金花小姐，梅花小

娘，勝金小娘，萬回聖僧，和事老人，何公三九承士，都和合潘元帥，天和合梓元帥，

地和合柳元帥，鬥中楊、耿二仙使者，送夢報夢孫喜，青衣童子，十蓮橋上橋下，棚

上棚下，歡喜耍笑歌舞紅娘粉郎聖眾，岳陽三部兒郎百萬聖眾云云。
2
 

        又，臺灣鹿港有一座小巧古廟——曲藝界祖廟玉渠宮。該宮除了奉祀主神田都元

帥外，也同時配祀據傳說「與田都元帥一同救駕」的金雞、玉犬左右副將。根據宮內

一座石碑的記載，玉渠宮的田都元帥，是清乾隆初年泉州府晉江縣石廈鄉施姓族人從

石獅奉請來台，一開始就具有守護鄉民的功能。「玉宇玲瓏永佑婦嬰施慧眼，渠恩浩

蕩曾調音律逐邪魔」，廟堂上的一幅對聯說明了田都元帥兼任戲曲神與地方守護神的

雙重神格。 

        玉渠宮歷史久遠，過去來到鹿港演出的戲班，大多會先來參廟，或請田都元帥到

戲棚上去除煞一番，儼然是田都元帥的祖廟。 

        對鹿港車埕一帶的民眾而言，田都元帥可是保護孕婦順產的保護神。民間一般認

為神明是不能進產房的，然而娃娃臉的田都元帥卻沒有這個忌禁。過去車埕一帶的孕

婦，都會在臨盆前夕將元帥請進產房。玉渠宮前主委施肇興表示：「若有請去的，一

定是平安順事啦」。
3
 

 

         鹿港玉渠宮靈符的田都元帥刻像 

    （葉子啟先生供稿） 

 

 

貳、傳說資料中的田都元帥 

                                                           
2 轉引自葉明生、楊榕主編《福州田公信俗史料與研究》，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 10-11。 
3 參引自蔡文婷 〈荔月：戲班祖師爺——田都元帥與西秦王爺慶華誕〉，李光真總編輯《臺灣民俗筆記》，臺北市：

光華畫報雜誌社，2007 年，頁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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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田都元帥的身世，竟然有六種傳說那麼多。
4
 為方便讀者理解，茲將各傳說摘

錄於下： 

        傳說之一：古時候有一蘇姓女子，在郊遊時偶含稻穗而懷孕。因該女子未婚先孕，

實有違貞節之醜事，故嬰兒出世後將之遺棄田野，稻田中的田蟹在其嘴角吐唾沫讓其

吮吸而得活，雖姓田。後來，這孩子成了唐明皇梨園樂師，掌管翰林院梨園子弟。 

 傳說之二：田師爺在翰林院掌管梨園子弟時，有一次伏案午睡，被唐明皇見到，

把他的頭扶正，並揩去涎跡。因此，後世所供奉的神像，便將其帽翅做成一對御手，

並在其嘴角留下涎跡。（見以下插圖） 

 

 

                    潮州田元帥廟的田元帥金身 

            （翻拍自陳漢初《潮俗叢譚》頁 163） 

 

  

        傳說之三：戲師爺姓雷，是名鼓師雷海清的兄弟雷萬春。後來，萬春成為張巡、

許遠部將，守睢時盡節。 

        傳說之四：田元帥原名雷逢春（一說雷海青，又一說雷林），是唐玄宗時宮廷著

名樂師，掌管翰林院梨園子弟。他能文善武，曾奉旨掛帥出征西番，兵敗而歸，賜其

免死，只砍其姓。他姓雷，砍掉「雷」字的上半截「雨」字，便變成姓田，仍于梨園

教曲。 

        傳說之五：認為田元帥是雷神。持這種說法有三個理由：一是田字上面加雨字便

是雷字；二是田元帥誕辰為六月二十四日，與雷神誕相同；三是田元帥的神牌上寫

「玉封九天風火院都元帥神位」，這就是雷神。 

        傳說之六：據蕭遙天先生說法，田元帥也叫田師爺，原為戲師，教曲甫成，化為

青蛙而隱。因此，田元帥也是青蛙神。
5
 

                                                           
4
 華按：此六則傳說，均摘取自陳漢初著《潮俗叢譚》，廣州市：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頁 162-163。

非敢掠人之美，合此聲明。 
5 陳漢初指出：青蛙是中國南方古代農業社會很普遍的圖騰，青蛙神也是古越民族的豐收之神。百越族是較早種植

水稻的民族，他們發現青蛙是有益於水稻的動物，同時青蛙的叫聲也預示著雷雨的即將來臨，因不明所以，把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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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初認為：這六種傳說，涉及的稻田、青蛙、雷公、雨水等自然元素，都與古

越族先民從事農業、種植水稻、祈求豐收的良好願望相關連。 

        據陳漢初先生：潮劇各戲班均設供奉田元帥的神爐，外用木籠羅帳遮住。龕額上

有「翰林院」三字，中以紅紙署「玉封九天風火院都元帥神位」。旁有對聯：「月殿

風光傳樂府，梨園景色快人心」。戲神是戲班的祖師爺，自然受到梨園子弟的尊奉。

以前，潮州戲每于開班時（都）要（舉行）「請元帥」（儀式）。
6
  但這種「請元帥」

儀式，卻似乎沒有在現有的馬來西亞的田元帥廟宇被傳承下來。個人認為：這可能是

馬國的田元帥信仰，並非沿襲自戲班的田元帥崇祀傳統。 

        學者康保成指出：舊時福建、廣東普遍信奉青蛙神，據《閩雜記》載，這蛙神愛

喝酒，「又嗜看戲，且能自點，以紅單書戲目，必周視，足蘸酒濺之，或一二出，或

三四出，人謂多點，為歆其祀也」。這裡說的是蛙神「田元帥」與戲劇的關係。（然

而）「田元帥」是「蛙神」的發現，是理解作為戲神的「田元帥」在根本上卻是「喜

神」——生殖之神的關鍵。
7
 

        英國牛津大學荷蘭籍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教授曾作出推測： 

           田都元帥有時被稱為「相公」。他事實上也被認為是一男孩而在後臺上常以 一 
             雕得連下體亦具之木偶表之。他和喜神或有所關聯，喜神亦常以一舞臺的木偶 
             為代表，而為中國北部或西部大伶人所崇祀。8 
        康保成肯定上述觀點，並認為：「這（指龍彼得推測）無疑是十分準確的。南方

的田元帥和北方的『喜神』，就在這裡找到了交匯點」。 

 又，田元帥的頭銜稱「九天風火院三都元帥」，別稱「會樂宗師」，也有稱為

「九天糾察使」的。其神宇或神龕題額有「清虛府」、「啟化宮」、「翰林院」、

「探花府」諸稱，不盡一致。
9
 

 

參、田都元帥信仰在大馬半島：歷史與現況 

        田元帥信仰在馬來西亞並不十分普遍，以田元帥為主祀神的廟宇尤為少見。而大

馬半島的雪蘭莪州內，竟然有三間那麼多，即：丹絨士拔二馬路「風火院」、丹絨士

拔東目區「坑口廟」，以及雪州班達馬蘭新村的「靈寶宮」。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

這三間廟宇的田元帥香火均源自福建省會福州市！本文擬就雪州此三間田元帥廟宇作

為案例，開展田元帥信仰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和近況之研究。 

                                                                                                                                                                                     
視為能呼風喚雨，兆示豐收之神明而崇拜之。田元帥成為戲神，也是與古越族的圖騰和所處的生存環境緊密聯繫在

一起的。【參引自陳漢初著前揭書，2004 年，頁 163。】 
6
 陳漢初著《潮俗叢譚》，廣州市：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二版，頁 163。華按：所謂「請元帥」，即指「就

田野間拾取田土一枚，歸盛香爐中，奉牲果香燭虔誠禱祭」的一種敬神儀式。又，康保成認為：「請元帥」這種到

「田野間拾取田土」的舉止，似把田元帥當作田土、田地來崇拜的。中國民間素以在田地上播種比喻交媾和孕育。

（故此，亦有把田元帥理解為「生育神」者。【參閱康保成著《儺戲藝術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頁 263，265。】 
7  康保成著《儺戲藝術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264。 
8
 龍彼得 〈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式考〉，王秋桂、蘇有貞譯，臺灣學生書局《中國文學論著譯叢》（下冊），頁

539-540。【轉引自康保成著前揭書，1999 年，頁 264。】 
9  參閱葉明生主編、楊榕副主編，《福建戲曲行業神信仰研究》，學術交流版，2002 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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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雪蘭莪州內的田都元帥廟之一：丹絨士拔二馬路「風火院」 

        雪蘭莪州丹絨士拔的二馬路（Jalan Dua, Tanjung Sepat）有一座福州籍私人簡陋木

屋家宅，裡頭供奉著玉封三太子田府元帥的香火。當時二馬路周圍的居民（甚至迄今

仍）大多為福州人。該木屋後來遭廢置，所供奉的田府元帥香火亦蒙受冷落。當地居

民遂組成廟理事會，並于較後時將木屋重建成一座鋼筋水泥建築的廟宇，取名曰「風

火院」（按：其「火」字乃倒著寫者）。
10
  這是馬國少數供奉玉封三太子田都元帥為

主祀神的廟宇之一。 

        「風火院」供奉的田元帥金身是武身立像，為一少年，面淡紅色，戎裝，穿金鎧

甲，頭上戴有孔雀羽和一雙修長的鳳翎，右手食指和中指捏劍式高舉過頭，指向左方，

右手則當胸上指，腳下有一黑犬
11
 塑像。此金身與上圖田元帥頭戴一對御手做成的帽

翅、身著龍袍、嘴角留下涎跡之造型大不相同。 

 

                      雪州丹絨士拔二馬路“風火院”外貌及其正殿神龕擺設 

          

 

        上述二馬路「風火院」廟內，除了供奉原來田都元帥的香火外，也同時祭祀其他

如玄天上帝、華佗仙師、白馬師公等神祇。迄今，該廟牆壁上仍掛著兩幀被視為「珍

寶」的、已呈泛黃色田府元帥自天上降臨人間的「靈異」照片（見下圖畫紅圈者）。
12
 

「風火院」埕前建有牌坊上書廟名，兩旁柱子上書對聯曰：「風調雨順天賜福，火照

                                                           
10 華按：此廟名是根據福州古田縣原鄉祖廟「風火院」而命名者。由於原鄉在當時頻頻發生火災，為了祈求平安，

當地的村民乃將「風火院」的「風」字橫寫，將「火」字倒著來寫，意為「吹風降火」。據說，其後當地的火災真

的減少發生。【參閱《鎮廟之寶：絨士拔二馬路「風火院」》，《星洲日報 •大都會》第 21 版，2016/01/02。】 
11 黑犬，俗呼「龍狗大將軍」；戲班裡則稱為「狼牙大將軍」。 
12 據受訪者稱：這兩幀被視為該廟「珍寶」的泛黃色田府元帥「靈異」照片，是約 40 年前該廟前輩理事自廟前電

纜上空拍攝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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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庭慶神靈」。朝向廟大門、埕前同一牌坊的背面上，但見「八仙亭」之題字，其上

端則繪有八仙之彩像（見下圖），此誠為馬國之「風火院」特徵。
13
  

 

  

 

 

                         
 

               田元帥降臨人間之「靈異」照   「風火院」入口牌坊「八仙亭」暨八仙畫像 

 

（二）雪蘭莪州內的田都元帥廟之二：丹絨士拔東目區「坑口廟」 

        另有位於雪州瓜拉冷嶽縣丹絨士拔東目區（Tumbuk, Tanjung Sepat）的「坑口廟」，

乃自上述丹絨士拔二馬路的「風火院」分出，亦為馬國少數供奉玉封三太子田都元帥

為主祀神的廟宇之一。      

        這座建立于東目區一塊私人擁有土地上的「坑口廟」，規模不是很大，其立廟歷

史也還不足十年，但卻香火鼎盛，尤以該廟擅于「查家宅」的田都元帥和擅于醫治奇

難雜症的華佗仙師聞名遐邇。據報導人稱：該廟之所以命名為「坑口」，實乃遵田府

元帥乩童指示，而採取與大陸最古老田都元帥廟相同的廟名。
14
  

 

                                                           
13 據受訪者稱：類此「風火院」特殊（八仙）擺設乃遵循田都元帥之囑咐而設者。信眾一跨入廟牌坊，越過「八仙

亭」的八仙像，即能使田府元帥「掌握」信徒的「身世」，謂之「查家宅」（即查出家宅發生的大小事件），而為

他們提供化解疑難的有效方法。絨士拔「風火院」即因「查家宅」聞名。 
14
 據林勝利著《泉州市區寺廟錄》一書，南安市羅東鎮的坑口宮，是泉州地區著名的奉祀田相公的宮廟，也是閩

南地區重要的田公祖廟。坑口相公宮創建年代不詳，近人稱其始建于宋代，系祀雷海青。但從該宮唯一的古跡相公

墓考察，該廟以往所祀的相公可能與戲神有關，該宮附近相公墓有墓碑一塊，上刻「相公墓」三字，旁刻書「萬曆

庚子立」字樣。可見此墓為 1600 年所建，系福建省內僅見的明代以田公元帥為名義的墓葬現象。坑口宮聯句「坑

口環流，勝地好棲元帥廟；口碑載道，孩童亦識相公名」，系清光緒八年（1882 年）舉人、南安詩山人戴鳳儀所

撰。據考證，坑口宮奉祀的神是田元帥，亦稱田相公。坑口神何時被確認為雷海青，那已是很晚的事了。【參引自

葉明生撰〈福建北南兩路田公戲神信仰述考〉，葉明生、楊榕主編，《福州田公信俗文化史料與研究》，福州市：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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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口廟於 2008 年 8 月 1 日動土，2009 年 12 月 6 日落成，並于當天舉行諸神晉殿

升座儀式。該廟發起人包括：葉忠明、胡雅娥、沈寶枰、林金花、謝娘祥、陳寶玉、

沈國平、林永秀。 

        坑口廟內殿兩旁柱子，有對聯曰：「十八年前開口笑，醉倒金階玉女扶」。 
15
 華

按：此幅對聯與泉州提線木偶戲神「相公爺」神位（見下圖）
16
 兩旁的對聯完全相同。

該廟左側廂房前的空地上，尚有一口「坑口井」和一根旗杆。 

 

                  

                 翻拍自康保成《儺戲藝術源流》頁 246                    泉州傀儡戲戲神供奉神案 

                                                                                                             （泉州木偶劇團供稿） 

 

                                                           
15 據坑口廟主持葉子啟口述，田都元帥從小到大不愛說話。上半聯的內容，系指他十八歲那年協助唐明皇將不明的

樂章譜成曲子後始開口笑談；至於下半聯內容，則指其生前於皇宮禦宴中不勝酒力「醉倒金階」而為儐妃所扶持云

云。據另一傳說，田都元帥生前因禦宴中醉倒金階事而自此戒酒。成神後，凡廟中舉辦慶典設有酒宴時，均由其同

登仙班的外甥「鄭二師父」代勞，本身滴酒不沾。 
16  資料來源：《南戲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年，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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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宇的大門入口正中掛上了題寫《坑口廟》的匾額；橫跨其上者，乃塗上紅漆之

長條橫木，木板上面安置了八仙的陶瓷像。據受訪人稱：跨入廟宇門口的信眾，一旦

經歷頭頂上八仙像之「掃描」，使田府元帥「查家宅」時即能「掌握」到信徒的「身

世」，於當下為信眾準確地占卦從而提供化解疑難之方法。由於田都元帥因「查家宅」

十分靈驗而使得該廟宇遠近馳名。
17
   

        坑口廟正殿所供奉之田元帥，為一少年，面淡紅色，戎裝，穿金鎧甲，頭戴一雙

修長的鳳翎，右手食指和中指捏劍式舉過頭，指向左方，右手則當胸上指。有別於

「風火院」之立像，坑口廟之田元帥金身，為一坐像（二郎腿式坐著），座位底下的

左、右邊各有一玉犬、金雞小塑像（見下圖）。受訪者言，此寄寓「一人得道、雞犬

亦升天」之謂也。 

 

坑口廟正殿田元帥暨其他眾神金身 

 

        從《本廟循例神誕之日》（告示）中可知，該廟之常年慶典包括以下的神誕和祭

祀活動：土地公公——農曆二月初二日（春祈）、太上老君——農曆二月十五日、玄

                                                           
17 此八仙陶瓷像被賦予之功能，與「風火院」所見之「八仙亭」之八仙畫像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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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帝——農曆三月初三日、華佗仙師——農曆四月十八日、田都元帥——農曆六月

十六日、當年太歲——農曆七月十九日、財神爺公——農曆七月廿二日、土地公公—

—農曆八月十五日（秋報）。 

 

坑口廟眾神誕節慶日期                          坑口廟外之「元辰殿」壇龕 

                        

 

        此外，坑口廟外的右側尚設有「元辰殿」壇龕，正中安置「當年太歲」金身，右

側為南斗星君像，左側為北斗星君像；壇龕下方供奉白虎雕像。壇龕兩旁書題：「過

運六丁六甲，白虎爺大將軍」，是為信眾祭祀太歲之所。 

        據該廟佈告欄張貼之《2016 丙申猴年新年期間辦事日（通知）》，該廟於農曆正

月初五、六、七一連三天，舉行「拜太歲」儀式。正月初十、十三、二十、廿四日，

四天則為「華佗治病」日期。正月十七日，舉行「年首祈福」儀式。正月廿七日，休

息一天。二月初一日（起）恢復正常（運作）。 

        坑口廟定期於每星期三、六晚上開壇供信眾「問事」和問診。乩童由桌頭等助理

數人口誦《田都元帥咒》協助起乩。其咒文曰： 

 

拜請田都相公爺，玉敕九天風火院； 

南天翼宿來投胎，癸醜降下田園內； 

雷家撫養成英才，高超樂器傳四海； 

絲竹曲譜尚精通，霓裳羽衣通天界； 

吾身顯化救聖駕，騰雲駕霧到壇前； 

唐賜御前大都尉，統領梨園眾子弟； 

宋代誥封大元帥，田都旗號傳天下； 

奉請相公文武館，毫光萬丈鬼神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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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一心專拜請，田都元帥降臨來。 

神兵火急如律令 18 

 

        坑口廟系由同一乩童（葉師父）起乩，為信眾提供服務。首先，由田都元帥附其

身為前來問事的信眾指點迷津；退乩之後，次由華佗仙師降壇，附其身為病黎醫治。

該廟於左側廂房內設有數張床位（見以下附圖），即供華佗仙師乩童為求醫者診療時

所用。由於到來求醫者頗眾，該廟特設有電子掛號編碼，俾能公平循序為病黎治療。

據受訪者稱：若當晚前來求醫者人數太多，乩童看病的時間甚至延遲至隔天淩晨一、

二點鐘。由於該廟並未固定診金，任由信眾隨喜捐獻，故而深受信眾歡迎。 

 

           坑口廟左側診療室臥床                              華佗仙師金身      

                

 

值得一提的是：坑口廟正殿所供奉的玉封三太子田都元帥木刻神像座下，左右

兩旁雕有附祀神祇——金雞和玉犬（又稱天狗）。在神龕枱下，另見供奉天狗（被信

眾尊稱為「百靈將軍」）和土地公公的塑像。
19
   筆者于信眾「還福」

20
 當日訪廟時，

見到信眾於神龕下面為天狗金身獻上專屬為它準備的素豆沙包子。是時，為「百靈將

軍」（天狗）附身的乩童從寶座上跳下來，爬行到神龕枱下逐一咬食個別信眾供奉的

包子。隨即憑其已咬食包子作出占測，口銜沾上朱砂的毛筆在金紙上面書寫占詞，逐

一為信眾指示迷津（見附圖）。 

                                                           
18 承蒙葉子啟先生為筆者提供《田都元帥》咒語文本及珍貴照片數幀，謹此致謝。【華按：此咒語文本為我們提供

了田都元帥的投胎轉世由來和出生田園地，為雷家撫養成才（為其取名雷海清），令其譜曲舞藝才華高超，以致受

到唐、宋兩代皇帝誥封，統領梨園及文武館。其毫光萬丈，神力尤為鬼神所欽仰云云，對吾人理解田相公神話頗有

助益。故此，特將咒語全文迻錄於此藉以存檔。】 
19 據受訪者稱：每當乩童起乩時，附身乩童的天狗率先降臨前來巡視，確保所在地的安全。田都元帥隨後才附身乩

童，為壇前的信眾提供問事「服務」。 
20
 凡於乙未年正月間參加坑口廟「年首祈福」儀式者，得於年末農曆十二月間（十二月十六日，陽曆 2016 年元月

25 日）自備三牲酒禮、生果糕點帶來「還福」，以酬謝神恩庇佑一年四季萬事勝意，闔家平安，事事順利。【華

按：此據該廟張貼之《通告》之文字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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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狗之神靈退乩後，乩童複為田都元帥神靈附身。這時，已坐回寶座上的乩童逐

一過目信眾所呈上預先填好姓名、生辰八字的還福《百解靈符》黃表，  進行「查家宅」

之作業，並於完事後在表上蓋章。次階段的壇前問事服務，則為信眾逐一指點迷津，

或應所求賜之以護身符等。一旦當天辦理事項完事後，乩童即伏於墊有黑色八卦旗和

法鞭之問事神案前片刻，退乩後逐漸蘇醒過來。 

 

 乩童審閱黃表「查家宅」                已填寫好的《百解靈符》供「查家宅」 

            

 

        有關玉封三太子田都元帥的神話，當地相傳者其中一個版本曰：田都元帥尚在繈

褓時，被母親拋置田邊，
21
 所幸毛蟹以口吐唾沫餵養之而得以維生、長大成人。故其

神像額上或嘴巴上繪有一隻毛蟹；故而田都元帥的信眾當中往往有不吃毛蟹，以報答

其餵養之恩者。 

                                                           
21
 傳說田都元帥的母親因未婚而生產了他，不得已乃將其拋棄田邊。其姓氏「田」，即由此而來。【據

2016/01/25 坑口廟受訪者口述所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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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則神話，指出：「相傳田都元帥原是天帝之女生的一個肉球，天帝見之怒

極，覺得有損天顏，命天神將肉球拋於人間。肉球落在田中，被一農夫拾回家中用刀

子剖開，猛見一個小男孩，甚感可愛，遂收為子。農夫已有兩個孩子，這個田中拾回

來的排為第三，故稱三田」。[…]「一日午間，三田正在睡覺，其嫂見其睡姿可愛，

在其額頭畫一隻螃蟹，三田醒時發現，怎麼也擦不掉了。三田生性好玩，喜歡鼓樂，

尤擅長琵琶演奏。在一次宮廷招募樂工時，被選為唐玄宗的宮廷樂師」。[…] 後來，

忠於唐王朝的三田因拒絕為安祿山演奏而遭安祿山肢解而死。死後陰魂不散，被巡遊

天神帶往天庭見天帝。「天帝問其原因，方知是自己外孫，見其忠烈，封為太子，加

封英烈侯，賜其掌管九天風火院，准其享受人間煙火。從此民間便建起田公元帥廟，

戲班也設置田（都）元帥小神龕，供奉的就是這位三太子[…]」。
22
   

（三）雪蘭莪州內的田都元帥廟之三：班達馬蘭新村「靈寶宮」 

       位處巴生港口班達馬蘭新村萬津路的「靈寶宮」，其主祀神明是田公元帥。 

       據當地傳說，田公元帥是白鶴化身，生前文武雙全，曾考中探花，18 歲時升化為

仙，受玉皇大帝封為三太子，
23
 可以自由出入金鑾殿。他手上的羅帕威力強大，只要

輕輕一掃，就能掃去一切妖魔鬼怪。 

        大約百年前，田公元帥的香火由華人先輩自中國福州帶到馬來半島北部的檳城供

奉。後因移奉田公元帥的先輩已辭世，其香火無人奉祀。有位叫楊亞瑛的老師，約于

1965 年突然扶乩傳達神明指示，要信眾專程到檳城大山腳一座膠林內尋訪，真果在膠

林的一間屋內發現了田公元帥的金身。於是，他們把金身請至巴生，先在靈寶宮主持

人邱春德私宅安奉。直至 1966 年，始將田公元帥金身移入現在的靈寶宮內安奉。
24
 

     
                                                           
22
 參見葉明生、楊榕主編《福州田公信俗文化史料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3-14。【華按：這則

傳說為我們提供了田都元帥姓氏之所以姓「田」的由來，其額頭畫上一隻螃蟹的原因，以及民間因其家中排行第三、

複受天帝封為「太子」，而于供奉其為神祇時尊為「玉封三太子」的來歷等，內容極為豐富，故迻錄於此供參考。】 
23
 此傳說與手抄本《田公咒》中的「年幼本是探花郎，白鶴仙童是我身，玉皇封我三太子 […]」諸句，表達的田

元帥身份相仿佛。足見咒語內容，對信眾「理解」神明來歷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24
 劉崇漢撰 <靈寶宮>，劉崇漢編《走進巴生神廟：巴生港口班達馬蘭新村廟宇文化初探》，雪州加影：新紀元學

院，2014 年，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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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寶宮外貌                                             靈寶宮田公元帥塑像 

（劉崇漢供稿） 

        靈寶宮建築格式為單層二進式，首進為香亭，置放大理石香爐、供桌及燭臺。大

門上方匾額書寫「靈寶宮」三大字及「田公元帥」四小字。兩旁的門聯曰：「靈寶佛

法威力鎮本境，福星拱照耀恩澤萬民」。 

        二進是正殿，殿內神龕富麗堂皇。靈寶宮供奉之田元帥，為一少年，面淡紅色。

其金身為一坐像，身著戎裝，頭戴武將盔甲，樣貌堂堂、威風凜凜。除了供奉田公元

帥，其他配祀神包括：觀音、濟公、包公、蓮花三太子、關帝、福德正神、齊天大聖、

太上老君、招財童子、當年太歲及地母娘。正殿對聯曰：「田公玉奉龍神皇太子，元

帥雲遊掌管九重天」。 

        該宮訂於每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舉行慶祝九天田公元帥暨玉皇三太子以及中壇元

帥聖誕千秋大典，並設合境平安法醮一連三天（從農曆八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

以便祈福消災、造福萬民。 

        該宮是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理事會成員包括正、副主席、總務、宮務香主、財政、

中英文書、交際、福利、稽查、普通委員及協理等職。通過擲笅選出該宮值年正副爐

主、名譽爐主及頭家等慶典負責人。 

        靈寶宮田公元帥威靈顯赫、消災濟世，深受當地信眾崇敬。信徒可于任何時候通

過乩童請仙靈降臨，以便向神明問事。該宮主持人指出：田公元帥只替人醫病及解決

疑難，不鼓勵善信為求財而來，
25
只採取間接方式賜財。該宮主要經費來自理事、爐主、

頭家及善信之捐獻。配合神誕之舉行，該宮經常撥款捐助村內之華文小學及施贈貧老。 

 

肆、結論 

        據民間習俗及傳說，戲神田公元帥保佑的對象不僅僅限於戲曲班社與藝人；其保

佑能力也不僅僅限於演藝，而是具有多樣性的功能。概言之，（其所扮角色與職責）

可以歸納為三種：其一、社神，其二、保護神，及其三、祖師神。 

        張帆認為：對於當代普通信眾來說，田公和其他神靈沒有什麼區別，主要司職乃

賜福禳災；在其誕辰前後，信眾多有燒拜、請神謝神等信奉行為。對於戲班與藝人來

說，田公更重要的職能是梨園祖師神，是保佑戲班順利演出與藝人出行平安。 

                                                           
25
 華按：這一點是與坑口廟主持人所說的相同，顯示田元帥主要功能在於濟世和替信眾指點迷津。這裡完全看不到

其樂師的身份和於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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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續稱：民間信仰的模糊性、多元性、功利性等特點，決定了田公元帥作為社神、

保護神、祖師神的幾層社會功能常常混融之一起。
26
 以馬來西亞的田都元帥信仰為例，

是說誠為的論。 

本文結合筆者對本地流傳的田相公請神咒語文本之挖掘，及將具本地色彩之神

話傳說和本土祭儀內容加以爬梳、整理，豐富了田相公信俗文化的整體內容和史料。

這些新添資料，相信有助於國內外信眾對田元帥之傳說和來歷更加理解，間接地深化

了田都元帥信俗的理性信仰，逐漸走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之路。 

經歷南洋地域文化影響之馬國的田都元帥信仰文化，其內涵肯定會產生這樣或

那樣、有別于原鄉之原型樣貌的變異。就民間信俗而言，當中不難找到信眾為了適應

功利祈求行為之需求，藉廟宇定期舉行諸如：乩童代「查家宅」以趨吉避凶，為表謝

恩而於年首、年尾舉行之祈福、還福等宗教祭儀。這些田元帥信俗活動，形成了具在

地特色的信仰文化，值得國別民俗信仰研究者加以關注和探索。 

 

 

附 錄 1 ： 《 田 公 咒 》  手 抄 版 本   27
                             

 

                      《田公咒》手抄本（葉子啟先生供稿） 

 

金鼓咚咚透九霄，九霄門外田大哥。 

鐵板橋頭理連羅，鐵板橋頭立大廟。              

我是杭州田大哥，一爐香火萬家傳。 

當初那因食酒醉，給嫂畫蟹不還魂。 

年幼本是探花郎，白鶴仙童是我身。 

 

                                                           
26 張帆 〈當代福建戲曲班社與藝人中的田公元帥信俗〉，葉明生、楊榕主編，《福州田公元帥信俗史料與研究》，

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247-248。 
27 華按：此手抄本《田公咒》由「坑口廟」（田元帥）葉子啟先生供稿，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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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封我三太子，玉皇賜我三杯酒。 

人皇封我九天都揆院， 

龍皇封我年年十八春。                                                             

頭戴漂漂孔雀尾，身穿五爪活龍袍。 

耳戴一付金鉤環，腰穿角帶丹丹紅。 

 

左足踏起火輪車，右足踏起風輪車。 

左手卜卦招財寶，右手羅帕伏邪魔。 

我今結誼三兄弟，竇郭二三田大哥。 

文才武藝我第一，行法殺鬼伏邪魔。 

呂山門下我有份，車山營內我有名。 

 

得了舍人鄭家將，鄭一鄭二鄭三哥。 

又得靈犬大將軍，隨我左右不離身。 

前有金剛四大將，後有火兵千萬名。 

騰雲走馬我亦去，水面漂漂我亦行。 

山岸石洞我亦去，狐狸洞裡我亦行。 

 

茅寮厝仔我亦去，高樓大廈我亦行。 

百般戲臺都是我，鑼鼓響咚我就來。 

南斗六郎我亦去，北斗七星我亦行。 

大家亦辦三杯酒，小家亦辦三杯茶。 

民家也敬我香火，他家也拜我香煙。 

黃道陰陽有報應，舉頭三尺有神明。 

田公元帥登臺坐，邪魔妖怪走茫茫。 

若有邪魔來作祟，押配酆都萬萬年。 

有人唸我田公咒，田公急急如律令。 

弟子誠心奉香請，田公真神降來臨。 

 

附錄 2：另一版本的《田公咒》28 

手執法器響靈靈，拜請九天帥府駕降臨 

爺是玉皇三太子，金龍太子是爺身 

我爺兄弟有三子，自動彈唱七弦琴 

能文能武能歌賦，詩詞歌賦件件能 

                                                           
28 摘錄自鄭麗生 〈戲曲祖師考〉，葉明生主編、楊榕副主編，《福建戲曲行業神信仰研究》，2002 年，頁 256-257。
據鄭氏自稱：此篇《元帥咒》是他從一個職業道士處傳抄者。過去這一咒文為道士和「師公」（巫覡）共同請神的

唱詞，他們秘不示人。中國解放後，作者通過曲折的道路，和他打交道，才弄到手，因此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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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嫂金容面畫蟹，游魂游魄上天庭 

靈霄殿上朝玉闕，御賜我爺三杯酒 

玉封九天風火院，兩朵金花插頂頭 

掌衛血瘟財丁貴，管領金錢通國司 

統領天兵大元帥，御賜翰林探花郎 

身騎白馬出天宮，鐵板橋頭顯神通 

頭戴鳳翎威風足，身穿彩色紅龍袍 

兩耳垂掛金耳墜，足踏八寶火輪環 

左手執扇安天下，右手執帕斬邪魔 

左邊闊伯右闊姆，金花銀花二小娘 

鄭一鄭二分左右，金哥銀哥列兩旁 

左部黑舍為上將，右部白舍為先鋒 

文童武童隨左右，龍狗開路大將軍 

笙簫鼓樂四童子，琴棋書畫四道徒 

拳杖諸姓百家將，樂部侍從各神明 

九流三教爺來到，茅樓草屋爺降臨 

傀儡場中爺有份，戲棚曲館爺降臨 

歌舞人間爺第一，遊樂天下爺無雙 

弟子今日虔誠相拜請 

拜請九天風火院三田都元帥降臨 

 

附錄 3：《田相公咒》29 

 

焚香奉請， 

香起沉沉應乾坤， 

引到杭州鐵板橋頭祖殿門。 

拜請橋亭田元帥， 

衛軍走馬護駕臨。              

玉皇天帝親敕令， 

人間順利救萬民。 

靈牙將軍 
30
 隨左右， 

風火二童護身邊。 

拜請橋亭田元帥， 

萬家隨請萬家靈。 

                                                           
29
 轉錄自謝寶燊撰 <戲神與祈保平安之神——田相公>，葉明生主編、楊榕副主編《福建戲曲行業神信仰研究》，

學術交流版，2002 年，頁 143。按：據謝寶燊，此咒于田相公「度僮」為百姓求醫問卦時由旁人反復念起，使其

「起僮」庶幾為病患者開藥方治病等。過去，在莆仙地區民間供奉田相公並「度僮」為百姓求醫問卦的宮廟不少。 
30
 靈牙將軍，即狗頭人身，手持令旗，緊隨田元帥左右的護衛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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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爐前唪咒請， 

拜請興顯壇田相公、靈牙大將、風火二童， 

正身隱身請出殿， 

度僮開口說分明。 

 

 

 
田元帥右腳下方站立的靈牙（犬）大將軍 

（翻拍自：《福州田公信俗史料與研究》，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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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6 年 12 月 16~17 日，頁 255~272 

 

居 家 修 真 秘 要 

沈武義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 

摘  要 

 
由於宿世因緣，許多以清淨自居，愛談名言的在家居士，不能如「出家眾」出離煩

惱「入山煉大還」，往往耽誤了修行大業。其實出家人有其出家的條件，所謂「度眾有

命，出家有相」。 
就命理觀念角度來看，佛度有緣人，是與先天根基有絕大關係。從手面相、八字、

姓名學等，可以看出是否有出家之命。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詮釋，出家者自

有不同之相理。 
「在家人」要想修行，只能靠自己，另闢捷徑，衝破難關，嚴格要求自己，定出一

套確實可行的功課，全力以赴。諸如早起做功課，明白自己的志趣（志向）決定學道或

修仙，隨時檢討，認識自己，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養成習慣，修行宜趁早，不要以為一

定有明天，時時懺悔，廣結善緣，不要隨便批評，親近善知識，尋找真明師，禮敬仙佛，

忠孝傳家，不貪求，不邪淫，不殺生，不爲煩惱所轉，並以福慧雙修，性命雙修，陰陽

雙修，禪淨雙修，佛道雙融為終極目標。不論出家或在家，若修行日久，常會有一些靈

應現象發生，可謂之修行印證，或修真靈應，得道徵候。修行人若發現有前項靈應現象，

表示修行略有所成，值得恭喜，但也不宜自我陶醉，沾沾自喜，自炫奇能。當知「學如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應該更虛心，更賣力的進修才對。 
 
關鍵詞 在家與出家 修仙程途 得道徵候 修真靈應 性命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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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宿世因緣，許多以清淨自居，愛談名言的在家居士，不能如「出家眾」出離煩

惱之家，「入山煉大還」，往往耽誤了修行大業。其實出家人有其出家的條件，所謂「度

眾有命，出家有相」，出家人過的是寺廟生活，有做功課的大殿，有莊嚴的仙佛聖像，

無形的力量，時時看著，有一定的時間共同做功課－－早晚課及各種法會。還有師父、

師長的督促指導，及師兄師姐的互相鼓勵。 
「在家人」沒有這種福報，而且「在家人」的環境，也遠比「出家人」亂而雜，上

侍父母，下養子女，不但謀生的負擔重，外界的引誘也多。「在家人」的修行，實在不

容易，修行的障礙也較多，不但錯了方向，沒有人糾正，也極容易感到疲厭，生退心。

然而，不管在家、出家，都有其殊勝的地方，端看你如何定位？如何自處？ 
道教謂仙有五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也。 
陰神至靈而無形者，鬼仙也。處世無疾而不老者，人仙也。不飢不渴，寒暑不侵，

遨遊三島，長生不死者，地仙也。飛空走霧，出幽入冥，倏在倏亡，變幻莫測者，神仙

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步日月而无影，入金石而無碍，變化多端，隱顯難執，或老

或少，至聖至神，鬼神莫能知，蓍龜莫能測者，天仙也1。 
神仙有二：一曰住世神仙，一曰出世神仙。住世神仙者，盡其忠孝，敦其人倫，不

謀其利而正其誼，居則善身，達者善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住世神仙也。以忠孝成

仙者，此旌陽之流也2；以治世之德成神仙者，此呂望之流也；以正烈忠義成仙者，此

壯繆、武穆之流也；以功成身退而證神仙者，此張良之流也3。 
出世神仙者，人事既周，超然出世，一點金丹便成大道，奉詔沖舉者也。 
另有一種尸解神仙，或住世，或居官，濟世利物，勤立功德，內修大道，外盡人事，

功行兩圓，尸解成仙者也。 
尸解有四，一者兵解（武解），被殺死而後蛻化成仙者，若嵇康寄戮於市；淮南託

刑於獄。二者文解，死後開棺，唯見竹杖、鞋履，屍體化去者，若次卿易質於履；長房

假形於竹。三者水火解，死於水火者為水火鍊，若馮夷溺於大川；封子焚於大樹。四者

坐解（太陰鍊質），死後身體柔軟，與生人無異，經百年不朽，且更起而為人者；視其

已死而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屈伸從人，肉過百年不朽，更起成人。 
還有煉度神仙，盡忠、盡節、盡孝、盡義，正氣常存者，或一生多積功善，兼能調

神養氣，寡欲清心，雖未精修大道而正氣升騰，得錄入南宮煉度，以成神仙者。此數等

仙，或千年，或五百年，或三百年，數十年，天福已盡，劫運遭逢，終有壞也。若不輪

迴，惟有功德蓋世，或大忠大孝之類。或既有功德，更能精修大道飛昇者，乃為永不下

凡之例。 

                                                 
1 沈武義：〈神仙可學致〉《2014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2。正修科大、高雄道德院主辦

2014/12/12。 
2
忠孝神仙：既有大道，更有忠孝，兼有功德，道行圓成，拔宅飛昇者也。 

3聖賢雜誌社《天律聖典》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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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煉度亦不專在南宮，隨緣隨地而煉之。忠孝正烈，功蓋天下者，煉度斗牛宮；文

章華世，英威正烈者，煉度桂香宮；善功滿籍而無道行者，煉度南極丹台府，即南宮也；

女中正烈，煉度瑤池為上品，煉度須彌為中品，煉度斗姆闕亦為中品，煉度普陀宮為次

一品4。 

貳、修行機緣 

就命理觀念角度來看，佛度有緣人，神仙不救無命鬼，是與先天根基有絕大關係。

從面相上可以看出是否有出家之命。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詮釋，出家者自有

不同之相理。 
在四○年代之前，因戰亂而顛沛流離，迫於環境而潛入佛門，以避禍安身，故而出

家者大都是遷移宮不佳（下陷），額面夾狹，鼻樑低陷之人。這三個部位不佳者，往往

多波折，夭壽短命及貧困，是離鄉背井浪跡天涯之命。 
到了六○年代，是較為昇平的時期，但生活環境尚屬艱難，一般家庭人口眾多，就業謀

生不易，有人因此遁入空門，此一時期，出家者有低額、印堂窄小（功名無望）、雙眉

稀疏或短促、鼻樑低陷、耳骨外翻等不佳相貌。 
八○年代社會進步，工商發達，教育提高，生活富裕了，但社會變遷太快，造成適

應問題，精神卻匱乏了。覺得社會貧富不均，正義不張，物慾高漲，此時宗教隨資訊之

傳播，蓬勃發展，許多人隨之投身佛門，主張修心修禪，由出世轉為入世，行菩薩道。

此時期出家者，知識份子居多，因此都有豐滿的額頭，及圓隆的鼻子，但仍具有眉短、

眉疏、耳骨反、耳輪不美、鼻樑低陷、或鼻曲有節等之缺點。 

 
一、 從面相看修行機緣 

 
佛家講究因緣，緣起緣滅，唯心所造，在相學上論緣者，首看眉眼。人緣好壞，定

於眉，要阻斷人緣，結佛緣，定有雙眉缺陷，如眉毛稀疏、眉壓眼、雙眉鎖印、眉毛疏

散等。 
眼是靈魂之窗，心性之燈，也是傳情站，要斷絕親情，定有雙不良的眼睛，如三角

眼、雙眼低陷、眼尾凹陷等。 
耳朵主名聲，以往出家人受批評較多，因而多耳相不佳，不是形劣，就是廓反。現

代佛法大興，修行的人多，故出家反而受到鼓舞，因此耳相比較好。但耳主六親之緣，

出家表示親緣薄，所以耳輪與骨之間的親溝，就不緊密而鬆平，耳輪形亦不美。 
法令涵蓋下停與口部，主掌晚年之福祿及情慾，若法令紋美有力，表示能控制食祿

及情慾。因此，能不結婚而吃齋念佛，能捨能放，故法令紋明顯者，較能修行出家，反

之，不易堅持，還俗機會較大。 
 

二、 從體相看修行機緣 
                                                 
4 聖賢雜誌社《天律聖典》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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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為「希、奇、古、怪」者，通常具有良好的出家相，而與六親刑尅，單薄者，

若能從修行路上走，也易有成就。天生就具凶神惡煞相者，或略帶偏激、固執，修道之

路，易有化險為夷，轉向正面意義居多。 
眼睛清澈明亮者，能洞察先機，有大智慧，圓融，是修行的好因緣。出家眾往往是

眼力四謝，出若一身的傲骨，又出家眾因追求智慧，眼睛黑白分明，靈性十足。但出家

需要看破親情、愛情，因此目光會顯得冷靜，缺少對異性的魅力，予人中性的感覺，若

不如此，只怕出了家，內心也不平靜。 
位於額頭太陽穴附近兩側的山林骨位置，飽滿中帶有鼓起者，有成仙佛得道的因

緣，在修道路上有仙風道骨之成就。反之，若山林骨位置凹陷者，主其人對靈界感應明

顯，諸如陰陽眼等。 
此外，「頭圓無佐串骨」，佐串骨是連接前額與後腦之一塊骨，即在頭側耳朵上方的

位置，摸起來像轉角似的，乃正常人。故「佐串骨宜角起」，若是圓的一塊，就是出家

相，書云：「圓而無串骨，為是孤僧」。 
天倉（太陽穴）位於眉尾後方，是面相的福德宮，與祖蔭、享福、財運有關，魚尾

奸門（眼尾到髮際部位）是夫妻宮，此兩宮位，肌肉飽滿而不陷者，主夫妻有緣，家庭

和樂，生活享受好。反之，陷削的話，主孤獨，夫妻無緣，生活享樂少，適合出家。 
以上，所提的面相特徵，若大多具備了，外表就會顯出「孤相」，即使遠離塵世，

也不以為苦。 
 

三、 從手相看修行機緣 
    
出家眾除了面相上有不同的相理外，亦有手相上的特徵。手指長且第三節較瘦削－

－手指長的人，有潔癖，重視精神生活，手指第三節（主本能與物質）漲滿的，性慾、

物慾強，瘦削的則本能與物質慾不強，甘於平淡生活。 
生命線環繞大拇指的基部（即金星丘）較窄而平坦－－金星丘（即維納斯之丘，為

愛之丘，舉凡父母與子女之愛，男女之愛，朋友間之愛，皆與此丘有關）長得闊而豐滿

的，是重情愛之人，狹而平坦的，則情愛表現較淡。 
理智線深刻而長，且下垂至太陰丘中下方－－理智線深刻而長，是重思想，且對一

種課題能長久，又鍥而不捨地研究下去。而理智線平直者，是「實際型」，重物質享受；

若下垂到手腕外緣者，則是「幻想型」，重精神層面。因此，凡追求靈性生活者，理智

線末端皆是延伸下垂的。又理智線異常優美（深秀無瑕），是一個具有「天眼通」的人。 
小指下方之婚姻線短小而淡－－主感情不夠深，對婚姻的興趣不高。若婚姻線長直

而深刻，則主感情深厚長久，婚姻美滿。 
食指第一指瘦弱，拇指與生命線距離短且窄，加上肉薄者－－屬性為淡泊物質重精

神者，而無名指修長，尾端連帶著纖細瘦弱，也是易走入修行之路。 
無名指與小指自然張開分離的多，且稍嫌彎曲變形者－－主其姻緣、子女緣淺，也

屬於修道者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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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心出現「神秘十字紋」（介於感情線與理智線中間位置的紋路）者－－對於未定

的事情，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及預知力，是一個了不起的預言家或玄學大師（須大拇指強

而有力，中指夠直，且理智線優美而下垂，否則只怕有時仍會預感偏差，且流於妄想）。

有此十字紋現象者，主其人易受宗教薰陶，十字紋愈多，也象徵其人信奉的愈虔誠（一

般說來，十字紋多也代表其人易受挫折，因此愈激發潛能，當然智慧就愈開）。 
生命線完整，並無任何斷裂處，而於生命線的緊貼處出現方形，不是有入獄之虞，

便是因病而須長期住院，要不然，亦必難免遁跡空門，或入修道院。 
直覺線（或稱鑑識線、靈感線、太陰線，起自太陰丘而達水星丘）長而明顯者－－

主其人觀察銳敏，料事如神，能從夢境或幻想中，預測未來（直覺線若長短不甚明顯，

或斷斷續續，可以造就）。 
直覺線的起端發現島形者－－其人易得夢遊之病，但第六感特強，有通鬼神之能。

如發現三角亦然，但不會有夢遊之病（但如發現十字一個或多個， 其人心術不正，動

輒利用鬼神，愚弄鄉民，詐財，應特別注意）。 
以上，所說的手相特徵，若具備了多數，不敢說其人一定會出家，但其性善藝術，

傾向宗教，則是可以肯定的。 
 

四、 從紫微斗數看修行機緣 
     
貪狼星坐命的人，天生好奇，對希奇古怪、五花八門之事，充滿興趣，容易走上修

行之路。 
天梁星坐命的人，因個性孤高，淡泊人世（又具有學術研究的傾向），八成是修道

兼知命，仙風道骨型的正統高人。 
空劫坐命的人，多半對人生的無常，極為敏感，往往也經歷過許多不為人知的起伏，

很容易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走上出家這條路（常會有與眾不同，挑戰世俗的想法）。 
天機星坐命的人，個性非常敏感，像雷達、天線般，很靈敏的捕捉訊息，常會有第

六感直覺於腦海浮沉，也易感受到「無形」的另類空間，對於生命緣起、存在價值、人

生歸宿……等，特別有興趣。喜歡研究哲理、心理學、宗教、心靈學……等，對「天機」

有特別的參透悟性，所以會參禪修道，投入五術，亦利於學術工作。「天機為不長不短

之資，情懷好善」，乃「益籌之善星，勤於禮佛，敬乎六親，利於林泉，宜於僧道，無

惡虐不仁之心，有臨機應變之智」。從紫微斗數看個人信仰之神尊（略） 
 

五、 從星座觀點看修行機緣 
     
從星座的觀點來看，如果木星或第六宮位在天蠍，天生就有喜愛神秘事務的傾向（有

冷酷的氣質），絕對是一流的吉普賽女巫人選。 
如果位在雙魚，則比較有宗教和玄學的出世味道（或許還會點通靈，可能是得道高

僧級的人物）。 
萬一木星或第六宮落在水瓶，在旺盛的好奇心和科技精神感召下，大概會是那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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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排占星盤，靠程式卜卦、測字的新時代命理天才。 
 

六、 從姓名學的角度看修行機緣 
     
從姓名學的角度來看，遇人格數為○者，主其人易有空虛感，消極，隨遇而安的性

格，嚮往追求性靈世界，也就是傾向於玄學、宗教、藝術的洗滌心靈。 
1. 遇人格數為 9 者，為思想主義的追求者，超越現實，適合於修道。 
2. 遇人格數為 7 者，屬於曲高和寡型，帶點孤寂，有機會易接觸修行之路。 
3. 遇人格數為 4 者，憂鬱氣質取勝，易受情緒化影響，較易接受玄學、哲學之說。 
4. 遇人格數為 2 者，屬於悲劇型，具有空靈性想法。 
5. 具有上述人格數者，皆是崇尚精神昇華，淡泊名利，容易進入佛道世界。 
另外總格數 9、10、14、19、20、22、27、28、38、46、54 為追求性靈寄託之人。

從姓名學觀看五行人適宜修行的宗教，中華民國易經學會講師吳豐隆指出，天地人三格

中，具有火或金格局者，就歸納為金形人，其他依此類推。 
1. 屬於金形人者，耐力過人，磨功一流，適合追求禪宗的薰陶。 
2. 木形人天性頑固，打破砂鍋問到底，一意孤行，較適宜接受回教思想。 
3. 土形人包容力強，屬於一念成正覺多，適宜淨土宗、密宗的修行。 
4. 水形人屬於樂天安逸派，凡事往好處發揮，適合於西方思想的天主教、基督教、

摩門教。 
5. 火形人具有服務熱忱，屬於大慈善家，思想龐雜，適合一貫道的宗教信仰。 
 
筆者認為由於道教本身，具有極強的包涵力，所以不論何種類型人，只要他願意，

都適合投入道教的研習行列。 
人的姓名，若從易經 64 卦象來看（取總格當上卦，地格當下卦）得出卦象為節、

既濟、屯、井、坎、蹇、比、泰、臨、明夷、復、升、師、謙、坤者，易追求精神層面，

諸如玄學、藝術、宗教的薰陶。 
 

七、 從八字看修行機緣 
    
從八字來看，八字中帶有華蓋者，通常對宗教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再加上行運走到

空亡，會短暫性失去目標，若是其人，面相鼻子又帶娟秀，頭頂略尖，行動脫離世俗想

法，容易朝向精神層面的方向前進。八字走忌神，行運弱時，情緒不穩定，容易缺乏安

全感，尋求清淨之地修行。 
 

參、在家如何修真 

「在家人」要想修行，只能靠自己，另闢捷徑，衝破難關，嚴格要求自己，定出一

套確實可行的功課，全力以赴。在此，僅提供幾個要點，供大家參考，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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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起做功課 

 
要決心起早，自己訂一早課。晚上訂的功課，極易因一天工作的疲累，或者因為有

晚間的應酬而鬆懈或放棄，唯有早上，提早半小時起床，在早餐前，訂出半小時的功課，

這段時間最為有用，也不容易受打擾，可以持久。譬如說，每天早上誦經持呪，受持《道

德經》，或其他佛道經典，至少念一遍，或者念多少遍仙佛神咒，或者修習禪定（靜坐），

打拳（走罡步），看個人因緣，決定那種修法，但一經訂後，三五年內，不要隨意變更，

也不要有例外。 
 

二、 明白自己的志趣（志向）決定學道或修仙。 
 
修仙者必從煉丹下手，不煉丹不足以成仙。學道者則無煉丹之必要，只須後天神氣

合一，返還到先天之性命，再使先天之性命合一，歸本於清靜自然而道可成矣。正派仙

學必不走旁門邪徑，先天大道更不是孤寡頑空。如《參同契》、《悟真篇》、《抱朴子》、《呂

祖詩集》、《三丰玄要篇》等書，即仙學之代表。如邵康節、黃元吉諸前輩著作，以及《唱

道真言》等書，即道學之代表。 
立志於返老還童，長生住世，陽神脫殼，白日飛昇者則學（修）仙。立志於德配天

地，功參造化，神歸渾穆，體合虛無者則學道。 
 

三、 隨時檢討，認識自己 
 
要細心認識自己，如果對自己沒有瞭解，不知道自己嗜好、長處及弱點，不了解自

己的個性，很可能盲修瞎煉，浪費時間，甚至於走入邪途。怎樣認識自己，先從大處着

手，細心體會自己的個性，不要去想這種個性是好是壞，也不要聽別人這麼說，就以為

自己是如此，要坦白找出自己的個性，是那一種類型？下面二個，是比較偏向極端的例

子，您的個性可能介乎兩者之間，不過也可以找出傾向。 
第一種類型：常有不安全感，常爲自己著想，將自己的利害看得很重，怕和人結交，

怕找麻煩也，不喜歡幫人，獨善其身，個性孤獨。如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楊朱曰：「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不損一毫，人人不

利天下，天下治矣」。孟子曲解其意，斷章取義，深文周納，斥為無君，指為禽獸，亦

過當矣。 
第二種類型：對自己的事，自己的利害，看得很淡，不十分關心，卻喜歡幫助別人，

喜歡爲別人著想，有極強的同情心，有仗義勇為，打抱不平的胸懷，不計較自己的利害，

有時會弄得焦頭爛額，不以為苦，為人慷慨好義，偶而也會答應人家，卻因做不到反而

被罵。如墨子自奉儉約，主張非攻、兼愛，天下風塵僕僕，雖至面目黧黑，猶守道不阿，

行義不倦。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孟子卻批評說：「楊

氏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朱但知愛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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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

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也。此種言論，有欠公允，更失厚道，是以孟子猶有「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讚語。蓋墨子之學，內則薄葬，外則兼愛，無親疏之分，無

人我之別，打破宗族姓氏之畛域，是大同於整個之天下，以充其兼愛尚同之量，又與釋

家之法相同，是墨家與諸家不同，高出千古者也。當其時，可謂曲高和寡，時受嘲諷，

乃理所當然也。 
近乎第一種類型的人，先從修學原始佛教入手，四念住、四聖諦、八正道等哲理，

應該細心研究，倘若宿根深厚，一樣可以得成正果。這一種類型的人，比較容易不受外

境的影響，所接觸的外境簡單，容易修到初果的境界。 
近乎第二種類型的人，應該讀一讀《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將心胸放大，學大乘佛

法，頂要緊的是沖淡我相。此類型的人，已具有大乘根器，再將心胸放大，則人我之分

趨淡，分別計較減輕，自然能迅速走上菩提大道。 
認識自己的弱點，是貪心重？嗔心重？疑心重？或我慢驕傲？坦白承認自己的弱

點，設法避免，方能提醒自己不走上造惡業的因緣。這是想要修行的「在家人」，須時

時警惕的地方。 
總之，認清自己的屬性（個性），為人或為己（為人為己兩相宜）。為人者：大公無

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為人己愈多

（老子）。以其無私故得其私（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子）。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薩）。度盡眾生方上昇（呂仙祖）。人飢如己飢，人溺如己溺（大禹）。

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孟子）。和光同塵在市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墨子兼愛非攻，

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達者兼善天下。 
為己者：自私自利，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執著固執，擇善固執，雖拔一

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楊朱）。我先得救再來救人，我先成仙佛再來度眾生。凡事先自我

要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心無旁騖，求人不如求己。人不負我，我不負人。

自了漢，得阿羅漢果。窮者獨善其身，只要不自私自利即可。遁跡深山苦修行，能自我

約束未嘗不好。 
 

四、 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養成習慣 
 
盡量將生活和修行，打成一片，養成習慣。最可能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是佈施，

將佈施的念頭，常常放在心上，留心抓住機會。凡是影響人們愈廣愈大的機會，其功德

果報也愈大。 
佈施有法施、財施、無畏施，範圍很廣。使人增加智慧，教人有用的知識，供養法

師（使法師能安心傳道），助印善書，贈送及流通，都是法施。 
財施包括物質，規定自己每月捐幾塊錢，給某一慈善機構，或某種義舉，隨時隨地

助人之急，不論多少，都是財施，都是善因，必得善報。 
無畏施更是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可修的法門。善盡其職的護士或警察，即是減

除人們恐怖的好例子。無畏施也包括了不要造成對方的恐怖，能隨時隨地勸阻人，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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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害，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好修行。 
因為「在家人」修行要靠自己，別人幫不了忙，所以健康非常重要。身體健康，住

世久長，修行種福，積功德的機會也就增多。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做好平時的保

健工作，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才是真正的長壽秘訣。雖然平時「行善積德」可以延

壽，但延長壽命的必要條件，並非僅是多多行善而已。 
道教在社會倫理上，很重視現世生活，重視生命存在的情況，並與世俗的倫常觀念

相調和，而不主張在倫理關係中陷入一種極端。古代神仙家就認為修仙的目的，在於長

生不死，久視於人間，因此並不把登「天仙」，看作求仙的唯一目標。 
如果能夠在世界長生久視，又不違背放棄家庭，社會人倫，及其一切享受，而為「地

仙」，同樣是美好的。若爲求仙而委棄妻子家庭，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

石為隣，雖有不死之壽，但皆棄離人情，不值得多予肯定。求長生者，應當珍惜現實生

命之所欲，不應汲汲於升虛，以為飛升天上，將勝於地上，幸而得止於家中不死，又何

必追求速得登仙也。 
乾隆皇帝長壽秘訣－－十常四勿。十常：「齒常叩，津常咽，耳常彈，鼻常揉，眼

常運，面常搓，足常摩，腹常揉，肢長伸，肛常提」。四勿：「食勿言，臥勿語，飲勿醉，

色勿迷」。 
 

五、 修行宜趁早，不要以為一定有明天 
 

在現代高科技、高速度的社會中，一個人隨時都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不要以為一定

有明天，也不要有任何藉口，說是孩子還小，家裡的事又多，那有時間修行？等孩子都

長大成人了，那時就可以安心修行了。也不要說現在那有時間修行？現在得盡力賺錢，

要不然退休後，連生活都沒有保障，還談什麼修行？可是靜下心來，仔細一思量，並沒

有人知道您還能活多久？不能老打如意算盤，現實社會中，有許多人不能等到孩子成

人，或等到退休就先走了。世事無常，實在太可怕了。所以，以為一定有明天，等明天

再修的觀念，是「在家人」修行的大忌。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人生苦短而貴修省，修省貴乎及早覺悟。

昔人云：「舉世盡從忙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若有人能向死前休者，不但其死必遲，

而且可以了生死」。「不求大道出迷津，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

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悴枯，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5。 
 

六、 時時懺悔，廣結善緣，不要隨便批評 
 
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縱有修持，總覺得我工夫很淺，不自矜誇，只管自家，不管

人家，只看好樣子，不看壞樣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薩、大善人，唯我一人是凡夫。廣結

善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見乎善者可為吾師，不善者可為吾資，吾師可

利吾修，吾資可戒吾過，時時省存，刻刻留意。 
                                                 
5 參見張伯端《悟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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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第一步是先學做人，然後行一切善，止一切惡，達到天人境界。任何人都必

須竭力行善，不可鬆懈，若行惡事將遭受「承負」報應，「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勿

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

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遇，無肯受代。 
世間有兩種人，死後不墮中陰，一者大善，一者大惡，大惡之人，死後即墮地獄，

或生餓鬼之中，大善之人積修諸善因，或得感生天上，或者報生淨土，所以不墮中陰之

數。惟善惡之業，難以判斷孰勝，始墮中陰。是以，亡者眷屬，應在亡者終後，代為廣

設眾善，藉此功德，俾令亡者，轉生善道。 
不要妄加批評，凡事要忍耐、要慎重、要三思，不輕易批評他人，以減少造惡業的

可能，喜歡批評人家，是成仙成佛的極大障礙，也是「在家人」極易犯的毛病。其實，

天下很少有絕對的壞人，任何人都有他的長處及短處，重視他的長處，容忍他的短處，

是真正學道修行的人。批評往往會增加自己的煩惱和我慢，不批評是不要輕易任性的批

評，批評會使人生反感，錯誤冤枉的批評，更容易傷陰德。 
 

七、 親近善知識，尋找真明師 
 
想成仙成佛第一步就是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而明師正是修道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道侶師長明師不同於名師，名師猶如站在聚光燈投射下的舞台，功力

究竟有多少，外人很難察知。明師猶如山中的老樵夫、黃石老人般，身懷絕技，卻不輕

易示人，然只要有必要，常能有精確的體悟，從而解開心中的千千結。名師是不怕人知

道，最怕人不知道。所以目標顯著，容易尋獲。明師就如仙佛菩薩，只度有緣人，因而

除了平日多作善事，多佈施，自然能得明師指點。此外個人的「望聞問切」功夫，也不

可忽略。「望」其五官、行止是否端正？是否為善類？多「聞」其訊息，打聽其口碑。

並「問」其個人，過去的學經歷，為人處世之道，才能做出「切」實的判斷。馬合陽道

長曰：「明師是○1 修道已成的仙真，○2 內功已成，外功未備，尚在人間立功立德，默默

耕耘者，○3 已得全部正統道法，尚未修行，或在修程之半途者，○4 自己本性可以調停水

火，元和內運，漸次抵於功成者」。 
 

八、 禮敬仙佛，忠孝傳家 
 
欲修無上道果，乃至出離三界者，是人既發大悲心，先當瞻禮仙佛聖像，一切諸願

速成就，永無業障能遮止。在道教修仙前提中，報答父母，乃是修仙者，走向仙途的第

一步。「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余可投身。違父之教，仙無由成」。

先當「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無論在家、出家，必須上敬下和，忍人所不

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閒談勿論人非」。自古有

忠孝神仙，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在家營造美滿家庭，夫唱婦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生之，養之，育之，身教重於言教。 
一切眾生莫不有住，五戒是人住，十善是天（人）住，十惡是三塗眾生住，三三昧

264



居家修真秘要 

 

  

是出世聖人住，首楞嚴大定是佛住。在做人的時候，若肯做善事，惜福積德，死了後，

閻王就封他做山林坟塚、慈廟等各地山神土地，享受那祭祀的饗食。「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慎之！戒之！ 
 

九、 不貪求，不邪淫，不殺生 
 
「人心不足蛇吞象」，能「知足知止」，才「不自取辱」，自取滅亡。「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雖然「天與不取，自取其辱」，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可「見利忘義」，

「人若無求品自高」。 
守五戒，行十善，不邪淫，不殺生。因為修行人若不能斷淫及殺生，出三界者，無

有是處。當觀淫欲猶如毒蛇，如見怨賊，永斷淫心，不貪酒肉，以火淨食，無噉生氣，

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偷動不成，

無相負累，亦於世間不還宿債。 
欲界天人未能遠離淫欲、睡欲、以及食欲，諸欲以淫為首。故未能捨諸妻妾，為生

欲天之因。想愛相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

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

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

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

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纒縛。唯殺盜淫，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紫陽真人曰：「勿貪酒色勿貪錢，富貴窮通總隨緣，色即是空空即色，煙生於火火

生煙，醍醐灌頂卻煩惱，取坎還離掃欲牽，一念歸中塵境滅，養顆明珠似月圓」。食甘

故生，食毒故死。「在家人」欲修仙道菩提者，當斷世間五辛（五辛為助惡之因），食辛

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欲求真解脫，除不殺生外，亦應不服用

絲綿絹帛，靴履裘毳等物，不與眾生結生死緣，無須酬還宿債，自可不再來三界受生。 
 

十、 不爲煩惱所轉，並以福慧雙修，性命雙修，陰陽雙修，禪淨雙修，佛道雙融為終

極目標 
 
煩惱並不可怕，所怕的是爲它所轉，及由它所引起的業障。怨憎、灰心、退心，都

是由煩惱所引起，也即是爲煩惱所轉，而產生的後果。 
在修行的過程中，常會有這種情形，覺得已經學了很久一段時候，可是還不得要領，

因而生起煩惱，爲煩惱所轉，而灰心、退心、中斷，像這樣的修行，極難有所成就。結

果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到頭來還是沒有把握，隨著業報流轉。 
爲煩惱所轉，是修行的大忌，但煩惱不必怕，因為煩惱即菩提，它會自生自滅。再

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不用「杞人憂天」，「人生不滿百」何必「常懷千年愁」。最

重要的是把握現在，把握今天，要修福修慧，最好還能性命雙修，陰陽雙修，禪淨雙修，

佛道雙融，不可偏廢。 

265



論文發表-沈武義 

 

  

知識份子的習性，重視研讀書本，信道的讀者，大多注重修慧，忽略修福。有的學

者把道教作為一門學問，皓首窮經，常有時不我予的嘆息。其實，修慧求解，固然重要，

修福也同樣重要。須知人身難得，久遠以來，我們一定做過許多好事，不然不會得生而

為人，但亦難免做過惡事，惡因會有惡報，修慧不修福，往往會障礙叢生，多病多災，

而且臨終業障出現，可以使一生修為毀於一旦，所以修福消業，十分要緊。一心向善即

修福，一心向道即修慧。「三寶門中福好修，一文施捨萬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

一笠管山河」。又「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修福不修慧，大象掛瓔珞」。瞭解眾生本

空是修慧，滅度眾生苦痛是修福，佈施也是修福。《陰騭文》：「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

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 
又性命二者，不可分離，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張伯端云：「佛教以性宗立教，

故詳言性而略言命；道教煉養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唯有道禪雙融的內丹，

性命雙修，最為上乘」。呂祖曰：「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達命宗，迷祖性，

恰似鑒客（容）無寶鏡」。「性命雙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駕法船」。強調先命後性者，謂

先性則難用功，先命則有下手處。鼓吹先性後命者，謂先澄心遣欲，識心見性，至見元

性後，再煉化精炁，性命一體，只要了性，自然了命，修性則命在其中，若能證得法身，

何患色身不妙？ 
修煉性命之道，必先修養道德，時時以神役氣，以氣役精，引導心神，心神正則其

餘皆正，心神邪則身心皆邪，若身心皆邪，而欲靜坐煉丹，是徒勞無益的。 
一陰一陽是謂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參同契》：「牝雞自卵，其雛不全」。此處

所說的陰陽雙修，有別於邪派人士的雙修法。鼓勵「在家人」夫妻同修，作神仙伴侶，

不履邪淫，不逢場作戲，不搞外遇，即使家花不比野花香，路邊的野花千萬也不要採。

何況人之一身，自具太極陰陽，一己獨修即可結丹。太乙真蓮宗開宗祖師郭藏應道師說：

「陰陽獨守難成道，性命雙修出苦輪」。 
因為「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或道祖），無禪有淨

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天尊），何愁不開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

若現前，瞥而隨他去，無禪無淨土，鐵牀併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道教所

謂的禪，通常指老莊思想、老莊哲學。淨即道教淨土，東極妙嚴宮東方長樂世界。 
「紅花白耦青荷葉，三教原本是一家」。何況幾千年來，佛道的經典互相借用，混

淆的地方很多，應該摒棄門戶之見，截長補短，發揚道學，才是正理。「道家講氣數，

佛家談因果」，「佛道本一家，萬法皆同源」，不必強調你我他。 
 

肆、得道徵候 修真靈應 

     
不論出家或在家，若修行日久，常會有一些靈應現象發生，可謂之修行印證，或修

真靈應。以下種種，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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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道徵候6，得道人凡有七候： 
     

1.心得定易覺諸塵漏。 
2.宿疾普消7，身心清爽。 
3.填補天損，還年復命。修道至此，則不入陰陽陶鑄，不受造化之驅馳，超乎物外，與

天為徒。 
4.延年千歲，名曰仙人。仙壽萬年，延數千歲不死，留形在世，形雖猶人，莫測其所至

矣。 
5.煉形為氣，名曰真人。 
6.煉氣成神，名曰神人。神者無方無體，不有不無，透金貫石，飛行無礙，三島十洲，

不終一刻，瓊闕瑤宮，長居天上，三途八難，時刻人間，衣無縫之衣。 
7.煉神合消，名曰至人。餐霞漿之玉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是曰至人。 

 
二、修真靈應8 

 
1.任督煉通時，頭骨自然有凹洞，雙掌相對時，會有極強吸力。 
2.身上出現仙佛註印之善痣。 
3.年過不惑（四十歲）出現特別長的眉毛，乃上天恩賜，長壽之相。 
4.耳垂增大增厚。人中分外優美，法令特顯威明。 
5.耳聰目明，眼瞳炯炯，鼻柱峨峨，膽氣冲和，汁充髮美，髮白轉黑。 
6.修道人以目（雙目炯炯有光），齒（齒落復生），聲（聲音宏亮，聲如雷鳴，影如電激），

三全為得道標誌。 
7.登高不慄，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8 身出光華，吹氣如蘭，百邪皆滅。 
9.口承甘露，如飲醇醪。舌燦蓮花，鐵口直斷（斷事如神）。 
10.耳聽天鼓、天音、天樂。 
11.一身忽震，大地動搖。 
12.天女散花，天降彩石滿壇。 
13.寶生芝草。 
14.鼻聞異香，非人間所有。身輕如燕，身強體健。 
15.感氣逼身，如坐春風，如沐冬陽。 
16.靜中忽若醍醐灌頂，滿身清涼。 
17.道人修法，香煙直透沖霄，甚至風吹不動。 
18.忽生祥光，滿世華燦，或虛室生白，竟日不絕，或見大地放光。 
19.屋頂有景雲瑞氣，或修道人靜中自見景雲。 

                                                 
6 見《靈寶定觀經》。 
7 例如鼻過敏、哮喘、痛風、糖尿病諸症。 
8 8-35 項，見大還子纂述《天仙祕寶》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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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屋頂有景星，或自見景星。 
21.白鶴彩鳥飛旋，或降於其住處。 
22.香燭結綵成篆。 
23.仙真降室。 
24.神遊洞天仙鄉而有佳遇。 
25.得古仙秘書、秘寶、法器、法物、丹藥、寶劍等。 
26.庭中生出奇花異木，常集奇禽異獸。 
27.忽見天門開，天景垂象。 
28.忽見白氣，或白光沖天（此有修真者道成冲舉也）。 
29.忽然自得異能9（天眼、天耳、他心通，或沾雨不濕等）。 
30.凡事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絕處逢生，垂敗為成等。 
31.飢忽得食，渴忽得泉，病忽得藥。 
32.直感即有應遇，動念咸得成真。 
33.修法頗有感應，所祈所願，咸賜如言。 
34.修法迭有增益，多如所期，如臉色紅潤，面生玉光，耳輕，夙疾盡消，男降白虎，女

斬赤龍等。 
35.吉順如常，無所見象，亦無阻滯不祥，此即最大吉徵瑞祥，幸勿輕之，而另求小遇也。 

修行人若發現有前項靈應現象，表示修行略有所成，值得恭喜，但也不宜自我陶醉，

沾沾自喜，自炫奇能。當知「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應該更虛心，更賣力的進修

才對。 
 

伍、結語 

常聽人說：「仙風道骨本天成」，成仙之人似乎早已內定，什麼某人身有仙骨，該當

成仙，是神仙中人，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可惜，偏偏有些人卻不自愛，迷戀於塵世

間的功名利祿，早期的蘇秦、張儀，其師鬼谷子認定他倆有成仙之望，可是蘇、張二人

卻不願苦處山林，希望憑其長才，縱橫於列國之中，封侯拜相，終獲所願，卻與仙絕緣。

後期的李林甫、盧杞、秦檜，都是當朝宰相，仙人眷顧，有機會得仙，卻熱中於名利，

不願歸隱，最後落得身名狼藉，遺臭萬年。這些人雖然身有仙骨，又復如何？筆者比較

認同葛仙翁的「仙人無種」之說，本來「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而且「神仙本是

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太上感應篇》也說，積累三百善可成地仙，一千三百善可

成天仙。《太上妙始經》：「若能行善無惡，可得白日升天，尸解成仙」。《真武普慈度世

法懺》：「積惡造罪，無由冀仙」。說明善則生則仙，惡則死與仙無緣。 
                                                 
9 修行修到密處，故得一性圓明，六通頓足。何謂六通？按玉陽大師曰：坐到静時，陡然心光發現，內則

洞見肺腑，外則自見鬚眉，智神踴躍，日賦萬言，說妙談玄，無窮無極，此是心境通也。不出廬舍，預

知未來事情，深處室中，又能隔牆見物，此是神境通也。正坐之間，霎時迷悶，混沌不分，少頃心竅，

豁然大開，地理山河，猶如掌上觀紋，此是天眼通也。能聞十方之音，如耳邊音，能憶生前之事，如眼

前事，此是天耳通也。或晝或夜，入於大定，上見天堂，下見地獄，觀透無數劫來，宿命所更，此是宿

命通也。神通變化，出入自如，洞鑒十方眾生，知他心內隱微之事，他雖意念未起，了了先知，他雖意

念未萌，了了先覺，此是他心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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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強調，如果人能好好修行，通常會有不尋常的遭遇，顯現在身上、面上、手

上，如果發現有諸多奇異現象，不宜太過高興，應該好自為之，更加努力，「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才是。千萬不可沾沾自喜，裝神弄鬼，欺騙良善，遭來禍端。 
以上，僅就個人平日修學心得，印證前輩經驗，彙整成篇，提供「在家人」修行參

考。在家、出家，各有其殊勝因緣，「在家人」不必羨慕「出家眾」，更不用自卑，果能

如本文所云，努力修行，當能有所成就。 
而且所謂「出家」，其類型有四：○1 身出家，心不出家。即身雖為僧伽，但心猶有

顧惜愛戀，修行無益。○2 身在家，心出家。即雖在家受用妻子，但卻不耽染欲樂，可上

昇天界，享天福。○3 身心俱出家。在任何欲境裡，心中卻無顧惜愛戀，是最佳「出家眾」。○4

身心俱不出家。即不但受用妻子，而且深生耽樂，如能恪守五戒，仍生人間，行十善，

上昇天界。 
「在家人」能如同第二類型出家，守五戒，行十善，將來往生天界後，能夠繼續努

力積修功德，越增越進，自可趣向聖倫。或雖五衰相現，能夠見仙佛菩薩像，行懺悔，

可以轉報善趣，出離苦海，自不落輪迴，永遠逍遙自在。平時在家禁食三厭（天厭雁，

地厭牛、犬、羊，水厭鱉、烏魚、鱔魚、鯉魚）、五辛（蒜、薤、韭、芸薹、胡荽），力

行五箴（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讀好書、學好樣）、六訣（忠、孝、仁、信、和、

順），恪守五慎（慎言、行、思、始（終）、獨）、道德（依道而行，必有所得，德者得

也）、仁愛（有仁慈之心，才有愛的表現）、忠孝（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信義（講信必

以義為後盾，義者宜也。該說的話才說，人言為信）、和平（能心平氣和，才能談到和

平）的精神。 
《圓覺經》云：「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自能「跳出三界

外，不在五行中」。又云：「若諸末世一切眾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如

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證得羅漢初果後，然後至多七返人間，便可達到無

生。二果羅漢需要一返人間，三果羅漢則不再生於欲界，四果羅漢在這一生就了了。正

是：人間處處是道場，出世入世皆修行。 
《修仙程途》指出修仙之程序為：皈三清：皈依三清，發願修仙。立誓願：具疏焚

香，誓天勉行。守清規：誦經持咒，恪守清規。尋師友：尋師訪友，拜師修真。研丹經：

參研丹經，力行靜功。苦修行：認真仙品，矢志苦修。積功德：敦篤倫常，多行善事。

陽神現：得道徵候，修真靈應。超三界：受詔飛昇，逍遙自在。享極樂：跳脫三界，不

再輪迴。足供學道修仙者之參研，不可等閒視之。 

269



論文發表-沈武義 

 

  

 

參考書目 

一、書籍 
 
1.大還子（倪清和）：《天仙秘寶》 高雄 大道和風堂 1974 年 
2.印光大師鑒定：《感應篇彙編》紮根教育持續會 1992 年 
3.李中華：《新譯抱朴子》台北 三民書局 2001 年初版二刷 
4.李涵虛：《太上黃庭經註解》 高雄道德院 1992 年 
5.李康節：《手相、愛情、婚姻、事業》自行刊印 
6.佚  名：《修仙程途》台北 廣文書局 1987 年 
7.宋常星：《道德經講義》高雄道德院 1999 年 
8.周安士：《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台中 瑞城書局 1956 年 
9.沈武義：《道教養真學》 高雄道德院 1990 年 
10.沈武義：《道教神仙譜系》 高雄道德院 2014 年 
11.沈家禎：《金剛經之研究》 高雄 淨心文教基金會 1996 年 
12.南懷瑾：《圓覺經略說》台北 老古文化事業公司 1994 年 
13.張  馨：《鬼谷子》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14.晉．葛洪：《抱朴子內外篇》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5 年 
15.圓瑛法師：《大佛首楞嚴經講義》高雄文殊講堂 1992 年 
16 聖賢雜誌社：《天律聖典》台中 聖賢堂 1988 年 
17.劉國樑．連遙：《新譯悟真篇》台灣三民書局 2005 年 
18.陳飛龍：《抱朴子內篇今註今釋》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1 年 
19.蕭天石：《道家養生學概要》台北 自由出版社 1990 年 
20.蕭漢明．郭東升《周易參同契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二、期刊論文 

1.沈武義：〈淺釋「太陰煉形」之理念與實踐〉，2009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華人宗

教養生思想與實踐 2009/12/18 正修科大、高雄道德院聯合主辦。 
2.沈武義：〈神仙可學致〉，2014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宗教經典內蘊之生命關懷 

2014/12/12 正修科大、高雄道德院聯合主辦。 
3.姜生：〈論道教倫理對社會行為的雙重引導功能－－兼論傳統宗教倫理與現代倫理之重

建〉，《道教文化》。 
4.郭藏應：〈淺談三寶與性命〉，《性與命》創刊號 中國性命雙修協會，1995/3/30。 

 

三、報章雜誌 

1.小秘瘋：〈幫算命仙算個命〉，新聞報導。 
2.王冬珍：〈墨學新探〉，新聞報導。 

270



居家修真秘要 

 

  

3.江冠輝：〈入世有相，出家有命〉，新聞報導。 
4.吳宸如：〈神秘十字紋，預知未來紀事〉，新聞報導。 
5.劉純權：〈乾隆皇帝長壽秘訣（十常四勿）〉，新聞報導。 
6.夏澐潔：〈破除名師迷障，尋找生命明師〉，新聞報導。 
7.星斗南：〈出家有條件，佛緣深淺先看相〉，新聞報導。 
8.寂照：〈天機星、智多星〉，新聞報導。 
9.費奇：〈度眾有命，出家有相〉，新聞報導。 
 
 
 
 
 
 
 
 
 
 
 
 
 
 
 
 
 
 
 
 
 
 
 
 
 
 
 
 
 
 
 

271



論文發表-沈武義 

 

  

 

272



201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6 年 12 月 16~17 日，頁 273~290 

 

道教全球化與在地化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aoism 

范水旺  

中華大江西派內丹修煉協會理事長 

 
Introduction 

Among the world's six major religions - Buddhism, Taoism,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Islam, Hinduism ar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aoism is the only one breed,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t is a pure native religion growth with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worth us to deeper looking into Taoism as we are Chinese. From the Taoist classic confluence 
book it includes 1500 kinds of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dictionary of Taoism classic book " 
which includes philosophy, political, moral ethics, medicine chemistry, health preserving 
science, astronomy, calendar, astrology, metallurgy, architecture, signs, art and literature, 
ecological bal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tc. As we can se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Taoism development is diversified, with its unique religions style of developing it 
reflects the status of motherlan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anwhile it relative to the style and 
developing of sociality. Taoism spreads out to aboard through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inherited and bring Taoism religion beliefs and cultural when they immigrate to other 
countries. Mainly it spread among Chinese living abroad Regions. In our Chinese life has 
always been that Taoism is Chinese ancient religion. We learn it from our elders and 
inheritance of respect, respect God and earth, worship the gods, worship ancestors and the pay 
respect customs. Human being’s whole life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some major events, such 
as give a birth, facing a death, fall a sick, body getting old, learning and education, marriage 
issue, love relationship and money….etc. While Taoism believers are facing some issues 
which they can’t solve or when they having doubts in their life. Often that they will turn to 
religion and seeking solution from it. In Taoism believes will offer a help via religions ritual 
ways to solve disaster, to comfort our hearts and let people’s mind calm down. Especially, at 
the end of human being’s life, we all need a religious ceremony to end with a successful and 
perfect conclusion. Due to various and rich contents of Taoism books and the convenience 
spread information out via internet. It has attractive so many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China. They are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over the world one 
after one to learn Taoism in China. Since we know variety and rich knowledge are inside 
Taoism wisdom, as to global religions beliefs, how much Taoism is influence believers and 
how much percentage in Taoism compare with other religion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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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some academic Taoist research information with all of you in this report.  

 
Key words     Taoism        Religions       Ancestors     solve doubts 
 

 
摘  要 

 

在全世界流傳的六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中, 惟

有道教是孕育、流傳、發展於我國的宗教, 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 因此值得身為中國人

的我們來進一步的了解。從道教經典總匯《道藏》收書 1500 多種，根據道教大辭典前

言：「其中包含哲學、政治道德倫理醫藥學、化學、養生學、天文、曆算、術數、冶煉

學、符圖、建築、文學、藝術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
1
等方面。由此看出道教最突出的特

點是呈多元化方向的發展，它以獨特的宗教形式映現祖國的歷史文化狀況，同時又以我

國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它經過一些移民僑胞把這種傳統文化的宗教信仰

帶到外國; 主要流傳並發展於外國的華人生活地區。在我們華人的生活中一直都認為道

教是中國古老的宗教，也都是從長輩那傳承敬天、尊地、禮拜神明、祭祀祖先的拜拜習

俗。人的一生中難免都會碰到一些重大事件，生、老、病、死、苦、學習、工作、感情、

婚姻、金錢等需要尋求救助或抉擇，原則上有道教信仰者就會轉向宗教乞求救助解惑，

在道教信仰上將會以道教禳災、解厄儀式的方式來幠慰求助的心靈，讓他的身心平定下

來。尤其在人生的終點更需要以宗教的儀式來圓滿結尾。道教豐富的經書內容加上現代

網路傳遞的方便性，已經吸引全球很多對中國古老宗教有興趣者，不乏從世界各國的求

道者相繼來到中國學習道教。道教既然有以上多元豐富的內涵，對於全球宗教信仰者，

能產生多少影響力及其在全球宗教信仰中佔有多少數據？我的課題就是要借助道教學

術單位們的研究心得，把他們研究報導分享給道教信仰者。 

 

關鍵詞         道教           宗教           祖先           解惑

                                                 
1  道教大辭典華夏出版社 1995 年 1 月北京出版社。 

274



道教全球化與在地化 

 
 

一、 道教的歷史(思想)淵源： 

 

1. 道家思想   

 

道家和道教是有區別和聯繫的。先秦時期起以老子和莊子作為道家代表。道教創立

時奉老子為教主，《道德經》作為教徒學習的經典。故其思想學說被道教所吸收。「道」

的思想被道家學者所尊崇，所謂的「合於道」思想理論都是他們追求的最終目標。那麼

「道」又是什麼呢? 按照《道德經》的說法：「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

有象;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2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

日道」
3
。「道」是為矇矓不清楚，看不見、聽沒有。但是好像有亮光點點閃爍不定而循

環圍繞不斷，它生天生地，為萬物之根源，所有天地萬物都是道所化生，所謂 「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4
就像萬物母親生生化化演化成宇宙，宇宙生元氣，元

氣演化而構成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由此而化生萬物。 

《莊子·大宗師篇》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
5
 

老子及莊子不僅僅是道家的代表及古代偉大哲人先驅，同時也是深有造詣的養生專

家，善於將哲理、道德與煉養結合起來，在氣功養生上有極真切的體驗，又善於將這種

內心體驗以含蓄凝煉的語言表述出來。老子的長生思想：「谷神不死，是謂玄牡，玄牡

之門，是謂天地根」
6
 「治人事天莫若嗇........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7
以上這些神秘

體驗被道教作為內丹修煉的思想淵源資料近代道學者陳櫻寧先生也以老、莊思想提倡仙

學理論。 

司馬承幀著《坐忘論》，它是以老莊思想為主體，又吸收佛家思想，闡發主靜的養

生修真理論，將道教引向清修之途，成為後世的道家學者與道教中人所共同珍重。 

 

2. 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 

 

儒家所謂的「五倫」分別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這就是封建社會中五

種人與人的關係。這五種關係裡，除朋友這層關係外，其他的關係都是存在統治與被統

治者的關係。漢代董仲舒更於五種關係之中，從統治與被統治者的觀點，特別提出君臣、

父子、夫婦這三種的關係。這就是所謂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2 《老子今註今譯》第 132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3
 《老子今註今譯》第 143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4
 《老子今註今譯》第 200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5
 《新譯莊子讀本》第 107 頁三民書局 1992 年 9 月。 

6
 《老子今註今譯》第 79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7
 《老子今註今譯》第 248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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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並利用神權來論證它的絕對性，而把仁、義、禮、智、信五常作為調整「三綱」

的基本原則。他認為:「三綱」完全出於天意，就像天地的陰陽不可改變一樣，是天經地

義的，所以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8 

道教在宣揚這些倫理道德的合理性的時候，常常是把它與道一教的長生成仙思想相

結合，以「神」的威力驅使人們去奉持。道教的早期經典《太平經》提出: 「人亦天地

之子也，子不慎力養天地所為，名為不孝之子也。」
9 

苟子提出「天地，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 

無先祖，惡出? 無君師，惡治? 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

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10
《苟子•禮論》苟子這種祭祖並不是為了祈求神鬼降福，

而是報本返始之義。因而被道教吸取並加以大力宣揚。董仲舒以「天人感應」「天人合

一」為核心的宗天神學目的論。陰陽五行之說解釋儒家經典，隨之而興起了懺緯之學，

儒生與方士合流，以陰陽五行推論災異禎祥。這種神秘化思想被道教所吸收。 

 

3. 神仙崇拜與成仙方術 

 

道教的宗旨是長生不死、得道成仙，其理論根據的是:大道具有永恆的生命活力，人

經過煉養，生道合一，即可獲得永恒的生命。而對於 "道"的理解則是來自老子。老子的

基本形象是仙聖是偉大的人物，所以在道教徒的眼裡他是一位大宗教家和天神，受到廣

大教徒的頂禮膜拜，其道德經五千言被推崇為道教的必備經典，因而老子被推尊為道教

的教主和三清神之一 (三清道祖裏其中的道德天尊就是老子)。並供奉之為神明尊稱為太

上老君。
11
 

春秋戰國時期神仙思想最為豐富，在北方的燕齊地區，盛傳仙人和不死之藥的說

法。戰國時期，北方燕齊和南方荊楚等地均出現了鼓吹長生成仙之術的神仙方士。這些

神仙方士的方術，最初並沒有基礎理論，但是發展到後來，他們利用戰國時齊人鄒衍的

終始五德之運的陰陽五行學說來解釋他們的方術，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神仙家，即方仙

道。)12 
方仙道宣揚長生成仙之信仰，把黃帝作為長生成仙的楷模而備加推崇，供奉之為祖

師。並提出了主要以尋求仙人和不死之藥以及祠灶祭神等多種修煉成仙的方術，其中最

突出的特點就是宣導化丹砂為黃金的煉丹術。方仙道所具有的這些神仙信仰，崇奉黃

帝，主張服食丹藥成仙的特徵，及其獨特的神學理論，以及行氣、辟穀、煉丹等方術，

均為後世道教所吸收，神仙方術衍化成為道教的修煉方術，神仙方士亦逐漸演化成為所

謂的道士。
13 

在眾多的道家作品中，本來就有神仙思想及渴望長生逍遙的說法存在。 如《老子》：

                                                 
8
  董仲舒撰、淩署注俗《春秋繁露》第 434 頁，中華書局 1960。 

9
  王明《太平經合校》第 406 頁，中華書局。 

10
 粱啟雄《苟子簡譯》第 256 頁中華書局 1983。 

11
《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第 186 頁齊魯書社 199 年 12 月。 

12
《道教史》第 2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13
《道教史》第 26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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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不死、長生視之道、死而不亡者壽」。「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莊子.逍遙遊》謂有神人居「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莊子.齊物論》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

不能驚。」《淮南子.地形篇》謂，食氣者神明而壽食谷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這些理想的描繪便成為道教構造神仙世界的思想的營養和藍本。 

 

4. 易學與陰陽五行 

 

「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系辭》，「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14
儒家的「道」

和道家的「道」，就其形而上的意義來說都是陰陽之道。他們用陰陽的對立、交感、轉

化，消長來說明宇宙的起源，萬物的發生變化，社會的興衰，個體的生滅，以這種陰陽

學說的建立，起始於古代的三部占卜書，即《連山》、《歸藏》和《周易》。《連山》據說

是夏代之占書，以艮卦為首，詳情難考。而 《歸藏》、《周易》大約形成于殷周之際，

皆以乾、坤兩卦為基礎形成六十四卦系列。 
 
道教追求長生，成仙的主要方法手段是修煉內丹、外丹。「內丹」是以人體為爐鼎，

以人體的精、氣、神為藥物。「外丹」是指燒煉金石藥物等。自東漢魏伯陽所撰《參同

契》假《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來論述修仙的方法，以易之納甲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

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為行持之候以來，對後世道教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稱為「萬

古丹經王。」
15
「道者涵乾括坤」，具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具有，則萬物

尚為無焉。」
16
道教常以「《易》」道來闡明丹道。 

五行學說最先出現於《尚書•洪範》所謂五行既是將物質分為五大類，即:「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

稼穡。」戰國時，齊國的鄒衍將「陰陽」與「五行」兩種思想相結合，創立了一種陰陽

五行說，給陰陽五行賦予社會屬性，以此說明王朝的更替原因和趨勢。鄒衍認為，歷史

的發展是依照五行相勝順序循環的，由土德開始，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

最後又是以土勝水這樣的次序永恆地循環往復。秦時，鄒衍的這種思想就被當時的神仙

方士吸取作為神仙方術的理論基礎。 

董仲舒將五行重新排列，並賦予它們道德的屬性，木為仁，火為智，土為信•金為

義，水為禮。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17
 

 

5. 墨家思想 

 

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過道教思想「本諸墨氏，源遠流長。」
18
為政之道，只要能顯

                                                 
14 《老子今註今譯》第 200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15 《道教史》第 22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16  王明《抱樸子內篇校譯》第 155 頁，中華書局 1980。 
17  董仲舒撰、淩署注俗《春秋繁露》第 391 頁，中華書局 1960。 
18 《章太炎全集》第三冊，第 449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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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鬼神，讓人民敬畏而不敢為非作歹，政治便可以辦理好。尊天、事鬼、愛人的觀念，

在《墨子》中屢次出現，「鬼」的能力是超絕的， 地位是崇高的。人生在世，如遇到了

冤屈，可以借鬼之身而復仇。「鬼」可以賜福於人，可以降禍於人。「鬼」的卓越性，我

們可以由《墨子》中，常把它拿來與「天」並列，甚至以「鬼」來代替所有的神。
19
這

就是墨子救助民眾宗教思想。 
《墨子》的《天志》、(明鬼》篇中，重申了天的意志，賞善罰惡的至上權威，在中

國宗教思想發展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認為上天具有意志，能夠嚴格監督君主和其

他統治者，君主的權利低於上天的權利。墨子提倡尊天明鬼，他所說的天是有意志、能

賞善罰惡的最高神，說:「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則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

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醋粱盛，以祭祖天鬼，則天能除去之。」1l他還把鬼的範圍由「人

死為鬼」擴大到天鬼、山川鬼神，從而為祭祖天地亡靈提供 7 鬼神的依據。認為祭祖鬼

神的目的在於:「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歡聚眾，取親乎鄉里。」他認為《天志》和鬼神

信仰對於人是有利而無害，道教中人就將某些神仙方技依託於墨子。 
 

6.古代鬼神崇拜與巫術 

 

道教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除汲取以上所說的古代各家思想外，同時還汲取了傳

統的鬼神觀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與巫術。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將日月星辰、河海山嶽和

祖先視爲神靈，並對它們進行祭祀和祈禱等崇拜活動，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天神、地祇和

人鬼的神靈系統。道教承襲這種鬼神思想，並不斷將許多神靈納入道教。 
周朝時，周公規定:「郊祖後校以配天，宗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20
《周官》謂:

「冬日至，祖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襖。」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洪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

戶、井、灶、中溜五袍，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祖有禁。
21
「東漢光武帝，

在洛陽南北郊立二壇，供奉天神、山川、神靈，僅南郊的外營、中營，所供奉的神靈就

多達 1514 位。」最早被信眾普遍接受的天、地、水三神天神信仰被五斗米教吸收，演

變成為「天、地、水三官大帝」，北方七星宿星成為玄武。這種由來已久的鬼神崇拜，

在長期的發展中，道教不僅承襲了這種鬼神崇拜的思想，而且直接將這個神靈系統中的

許多神靈郡納入道教神靈體系。
22 

古人既然有著鬼神崇拜的思想。就需要有人當神鬼之間的溝通者。古代殷人認為卜

筮可以決疑惑，斷吉凶;巫師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術可以為人們祈福攘災、醫治疾病。

從事這種巫術的人，男的被稱做巫覡，女的被稱做巫。巫、覡能夠與鬼神交通，專門代

人祈禱神明，以符咒求神明保佑，並能把人的祈願告訴神明，也可以把神的旨意轉告給

人，是神與人的仲介。這種巫術也就是神術，巫在祈禱時，常用一種歌舞相輔。《尚書•

                                                 
19
  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第 6-7 頁台北：文津 2001。 

20
《 史記》第 1357 頁，中華書局 1959。 

21
《 史記》第 1357 頁，中華書局 1959。 

22
 《道教史》第 27 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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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訓》說:「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23
到秦漢之際，這種巫術便直接為

神仙方士所承襲•亦為道教所吸收和繼承。 

 

三、 道教在全球的發展狀況 

 

據《當代道教》記載近年來，道教在歐美國家有了新的傳播，當地華人起著重要作

用。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改革開放迅速發展，西方國家急需瞭解中國，而居住在異

國的華人不斷回來祭祖朝聖，加之道教經典的西文譯本及其研究性論著不斷出版流通，

使道家、道教思想在西方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老子.道德經》一書僅五千餘言，但它博大精深，流傳久遠。迄今己有二千四百多

年，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國。據說《老子.道德經》的外文譯著，總共有二百二十餘種，包

括英、法、德、意、俄、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冰島、捷克、保加利亞、

波蘭、匈牙利、芬蘭、土耳其、希伯來和世界語、拉丁語等二十多種文字。尤其值得指

出的是，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據統計僅西方按其國家書目的登錄，就有一干七百餘種，

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老子.道德經》排第二。〈道

教「中文百科」〉根據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路資料：「1987 年是美前總統雷根就

任時，發表演說，引用老子道德經六十章的名句：「治大國若烹小鮮」做為他治國理念．

結果雷根八年主政．成績斐然，獲得人民的讚譽。」將《老子.道德經》應用在治理現代

國家還是很理想，沒有古今中外之分。《老子.道德經》就是聖人之學：「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24
這只是表現在政治管理者方

面，代表道教具備多元化優秀文化。其影響世界之大，於此可見，《老子.道德經》研究

己具有世界性了。下面我們就借重社會學者調查資料了解古老的道教在世界分佈數據。 

 

1.早期道教組織在全球的發展狀況 

 

道教是借僑胞把這種傳統文化的宗教信仰帶到外國，因此我們先來了解;居住在海外

的華人和華僑現在有多少?據 1998 年 1 月 25 日「《環球時報》第二百六十一期第九版報

導，」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外生活的華人和華僑的人數達到 5.000 萬左右。
25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目前記載差不多〉 

 

①�  西方國家 

根據《當代道教》記載： 

龔群的文章《道教的國際發展》複述了有關道教在北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傳

播的統計數字:「北美洲:設壇或廟者 54 座;教士 25000 人。南美洲:設壇或廟者 85 座;教士

27000 人。歐洲:設壇或廟者 98 座;教士 29000 人。非洲：設壇或廟者 54 座;教士 3400 人。

                                                 
23
 《今古文尚書全譯》第 132 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4
 《老子今註今譯》第 240 頁.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9 月 

25
  李養正主篇《 當代道教》第 333 頁，.新華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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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設壇或廟者 130 座;教士 9500 人。」這些數字都是 1952 年統計的，自那以後，人

口流動頻繁，故數字只能作為參考，但己說明中國的道教，確實在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

已經有道教信仰活動。
26
 

 

② 亞洲國家 

 

1985 年 10 月臺灣《道教文化》雜誌第三卷第十一期刊登了臺灣「天師府」秘書長

龔群先生的文章(道教的國際發展)此文複述了 1952 年間《中華日報》編印之(世界要覽》

記載的嗣漢天師府駐海外辦事處調查聯繫統計。其中關於道教在亞洲各國傳播的數字是:

「日本:設壇或廟者 12 座;教士 4200 人。韓國:設壇或廟者 11 座;教士 3400 人。泰國:設壇

或廟者 9 座;教士 5200 人。緬甸:設壇或廟者 7 座;教士 2700 人。印尼:設壇或廟 4 座;教士

820 人。印度:設壇或廟者 2 座;教士 120 人。非律賓:設壇或廟者 258 座;教士 38000 人。

新加坡:設壇或廟者 198 座;教士 27000 人。馬來西亞:設壇或廟者 135 座;教士 12500 人」。
27
 

 

2.近代道教組織在全球的發展狀況 

 

①  西方國家 

 

「道教在西方很多地區得到了發展。如 1995 年 12 月，英國道教協會正式在倫敦成

立。這是歐洲最早成立的道教組織。1999 年以來，中國道士田誠陽道長，應西班牙 馬

德里自治大學 和巴塞羅那太極中心邀請，經國家宗教局和中國道教協會批准，赴 西班

牙講學傳道，教授當地信眾。2001 年 5 月聯合當地弟子創立道教協會，同年的冬至，

歐洲 第一座道觀清靜宮落成，得到西班牙政府正式確認，在西班牙取得與 天主教 平等

的合法地位。這是道教傳入歐洲大陸的一個里程碑。當前歐洲地區的道教信徒在不斷增

加中。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有一座中孚道觀，紐約 有天后宮，舊金山 市有紫根閣，夏威

夷 有太玄道觀。2007 年，美國道教訪問團一行在中美文化促進會會長曾永祥先生的帶

領下，對道教聖地武當山進行了參觀、訪問。美國道教協會擬籌捐 2000 萬美元，在美

國洛基山脈按 1：1 的比例修建武當山紫霄宮道觀。」28 
 

② 亞洲國家 

 

新加坡道教協會自 1996 年開始推展農曆 2 月 15 日作為紀念太上老君聖誕道教節，

獲得海內外參與者關注及支持。2010 年開始跨國辦理世界道教節。2013 年正式由台灣高

雄道德院主辦世界道教節活動。參與國家及參與單位名單
29
： 

                                                 
26
 李養正主篇《 當代道教》第 362 頁，.新華出版社 2000 年。 

27
 李養正主篇《 當代道教》第 333 頁，.新華出版社 2000 年。  

28
 zh.wikipedia.org/zh-tw/道教 

29 2013 年道教節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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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道教協會 

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道教協會 

義大利-義大利道教協會 

西馬來西亞-柔佛州道教聯合總會 

東馬來西亞-沙巴州道教聯合總會 

瑞士-瑞士道教協會 

哥斯達黎-哥斯達黎加道教協會 

法國-法國道教協會 

墨西哥-墨西哥道教協會 

英國-英國道教協會 

越南-越南道教協會 

葡萄牙-葡萄牙道教協會 

比利時-比利時道教協會 

香港-國際道教協會 

中國北京-中國道教協會  (含 19 省市) 

武當山道教協會 

金壇市茅山乾元觀 

四川省道教協會 

廣東省揭陽市華陽觀 

青海省道教協會 

青島撈山大觀 

北京市佑民觀 

高雄道德院〈2013 年台灣總主辦單位〉、 

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三鳳宮〈2013 年台灣總主辦單位〉 

 

3信仰宗教的影響力和教徒人數 

 

下表列出目前世界幾個主要宗教信仰人數的概況，所列宗教並不完全，數據來源與

統計，在沒有統計數據的情況下如美國和法國，來源於隨機調查，數據可能因為統計

或調查的組織者而有所偏見。對於沒有嚴格宗教組織的，如漢字文化圈的道教、儒教

或日本的神道教等，則很難得到確切數據。有的宗教組織可能也會誇大他們的信徒人

數。所以以下數據僅供參考，道教根據數據來源與統計則是排列第五位。 

 

宗

教 
信徒人數 

文 化

傳統 
主要分布地域 

基督 2,100,000,000 – 亞伯拉 主要分布在歐洲、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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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信徒人數 

文 化

傳統 
主要分布地域 

教 2,200,000,000
[6][7]

 罕諸教 大洋州、韓國、撒哈拉以南非

洲和菲律賓 

伊斯

蘭教 

1,300,000,000 – 

1,600,000,000
[8][9]

 

亞伯拉

罕諸教 

中東、北非、中亞、 南亞、

西非、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馬

來西亞，此外在東非、巴爾幹

半島、俄羅斯、歐洲和 中國也

分布不少信徒。 

佛教 
250,000,000 – 

500,000,000
[10][11]

 

印度宗

教 

印度次大陸、斯里蘭卡、

東亞、東南亞、中亞和 俄羅斯

部分區域，以及 西歐、北美

洲、大洋洲等。 

印度

教 

950,000,000 – 

1,400,000,000
[12]

 

印度宗

教 

印度次大陸、斐濟、蓋亞

那、特立尼達、歐洲、模里西

斯、 蘇利南、巴厘、澳大拉西

亞、北美洲和東南亞。 

道教 

約為 30,000,000 

- 400,000,000(此數據

與部分佛、儒教有所

重疊) 

中國文

化 

中國、臺灣、香港，甚至

整個 漢字文化圈都有道教的

分布。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常被統稱為世界三大宗教
30
 

 

 

4.現代全球道教與其他宗教信仰比較數據 

 

美國普尤問卷調查《全球宗教概觀》： 

根據美國民調機構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的最新《全球宗教概

觀》報告，在全球六十九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五十八億人）宗教信仰，其

中，基督徒佔百分之卅二、伊斯蘭教徒百分之廿三、印度教徒百分之十五、佛教徒百分

之七，至於沒有宗教信仰的十億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住在中國。 
①� 這項《全球宗教概觀》分析去年調查數據，涵蓋世界二百三十個國家及地區、  
   二千五百份調查報告，是普尤研究中心宗教暨公共生活研究組的「環 

                                                 
30
美國民調機構普尤研究中心。《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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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全球化與在地化 

 
   球宗教趨勢計劃」之一，該計劃研究世界各地宗教對於社會的影響與發展趨 
   勢。 
② 據報告內容，基督信仰（包括天主教）是最普遍的宗教，有廿二億信徒，其  
   次是伊斯蘭教十六億、印度教十億、佛教五億、傳統宗教與民俗信仰四億，  
   其他類宗教（包括耆那教、錫克教、神道教、道教與巫術等）也有五千八百 
   萬名信徒。道教約為三千萬名信徒。包括中國、臺灣、香港，甚至整個漢字 
   文化區圈都有道教的分布。〉 
③ 在全球廿二億基督信徒當中，有半數為天主教徒，百分之卅七為基督教（包 
   含聖公會、獨立教會及未屬主流宗派的基督教會組織），正教會約百分之十二（包含

希臘正教與俄羅斯正教），至於山達基、摩門教與耶和華見證人等教派，僅佔百分之

一。 
1.在美國、巴西、墨西哥、俄羅斯、菲律賓等一百五十七個國家，以基督信仰人數最多，

不過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督徒，居住在發源地以外的國家。 

2.而伊斯蘭教徒在中東和北非等四十九個國家居冠，印度教徒則是主要分布在印度、尼

泊爾、毛里求斯三個國家。 

3.若以分布情況來看，基督信仰為世界分布範圍最廣的宗教，印度教則是最集中的宗教，

百分之九十四的印度教徒住在印度。 

4.此外，在全球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口居住的亞太地區，幾乎是佛教與印度教徒的天下，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佛教與印度教徒、百分之六十二的伊斯蘭教徒、百分之七十六的無

宗教信仰者。 

5.有趣的是信徒平均年齡，可作為不同宗教團體的增長預測。全球信徒平均年齡為廿八

歲，平均年齡最年輕的是伊斯蘭教（廿三歲），其次是印度教徒（廿六歲）、基督徒（三

十歲），平均年齡最老的宗教是猶太教（卅六歲）。 

 

四、道教在地化〈台灣〉的發展狀況 
 
《臺灣通志》稱:「臺灣之道教來自內地，其與移民相始終。」因為移民從大陸到台

開拓，不僅帶來了農業和手工業技術，也包括宗教信仰和民間習俗，從此道教就以人們

信仰的形式在臺灣流行開來。 
 

1. 臺灣道教會歷史 

 

1949 年大陸解放後，江西省貴溪縣龍虎山天師府的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傅   攜其

家傳(即天師印和劍)等到達臺灣。
31 

1950 年張恩博在台北設「嗣漢天師府駐臺灣辦事處」，傳授職篆。於民國四十年結

合道中名人趙家焯、蕭天石、馬璧、高越天、蔣肇周、李玉階等人成立台灣省道教會，

對外代表道教會，嗣後鑑於道教事務日益繁冗，乃於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台北成

                                                 
31 31李養正主篇《 當代道教》第 266 頁，.新華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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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范水旺 

 
立全國性道教會，名稱訂為中華民國道教會，並公推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為首屆理事

長，
32
張天師於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羽化，乃選舉陳仙洲大居士繼任理事長並

連任第二屆理事長，第三屆及第四屆理事長則由趙家焯大師膺任，第五屆理事長選舉鄧

文儀先生擔任，第六屆及第七屆由高忠信先生擔任理事長，第八屆及第九屆理事長分別

由陳進富先生及鄭逢時先生擔任，第十屆理事長則由張檉長老膺任並連任第十一屆迄

今。
33 
 

2. 臺灣道教節 

 

修訂了「紀念日暨節日實施辦法」，訂農曆ㄧ月ㄧ日為道教節，與春節首日合併放

假，內政部黃部長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記者會中宣佈訂農曆一月ㄧ日為道教

節，屬國定假日，並於是年二月三日由總統府明令頒佈在案，是台灣諸多宗教中以宗教

為名稱節並訂於法律中之唯一宗教，是現代道教史上的大事。 

 

3. 臺灣道教學院 

 

1988 年高雄道德院開宗道師郭騰芳創立「高雄修真道學院」。 

1989 年道教總會也創辦「中華道教學院」。 

 

4.道教會組織： 

 

1.依申請年份長久排列中華民國道教會、台灣省道教會。全省各縣市都有道教會組織。 

2.臺灣道教組織有一種工會，稱為道士職業工會，是從事法師與道士所成立，因保障神

職人員社勞工福利，並辦理一些職業訓練課程。〈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3.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專案函請中華民國道教會，指定「宜蘭三清宮」為「中

華民國道教總廟」。 

 

5.台灣道教廟宇常見祀奉神明 

 

三清道祖、西王金母或稱瑤池金母、玉皇大帝、玄天上帝、關聖帝君、文昌帝君、

孚佑帝君、神農大帝、媽祖、保生大帝、五府千歲、中壇元帥、張府天師、福德正神、

註生娘娘、月老星君、太歲星君、開漳聖王、廣澤尊王、斗姥天尊、清水祖師等。 

 

6.台灣道教與其他宗教信仰比較數據 

 

                                                 
32李養正主篇《 當代道教》第 267 頁，.新華出版社 2000 年。 
33 中華民國道教會歷史記載 

28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9%81%93%E6%95%99%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7%9C%81%E9%81%93%E6%95%99%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8%85%E9%81%93%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E%8B%E9%87%91%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A4%E6%B1%A0%E9%87%91%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7%9A%87%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5%A4%A9%E4%B8%8A%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81%96%E5%B8%9D%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8%8C%E5%B8%9D%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A%E4%BD%91%E5%B8%9D%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A%E4%BD%91%E5%B8%9D%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A%E4%BD%91%E5%B8%9D%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BE%B2%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94%9F%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BA%9C%E5%8D%83%E6%AD%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3%87%E5%85%83%E5%B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BA%9C%E5%A4%A9%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E%B7%E6%AD%A3%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BB%E7%94%9F%E5%A8%98%E5%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BB%E7%94%9F%E5%A8%98%E5%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BB%E7%94%9F%E5%A8%98%E5%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8%E8%80%81%E6%98%9F%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6%AD%B2%E6%98%9F%E5%90%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BC%B3%E8%81%96%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BE%A4%E5%B0%8A%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7%E5%A7%A5%E5%A4%A9%E5%B0%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7%A5%96%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9%81%93%E6%95%99%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道教全球化與在地化 

 
①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 2006 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顯示，就臺灣官方發布的官

方信仰人口而言，佛教與道教為台灣兩大主要宗教。在 2300 萬臺灣人口中佛教徒約

有 800 萬人（35%），而道教徒約有 755 萬人（33%）。該報告裡面，將臺灣民間信

仰納入道教體系。另外在此統計數據中，佛、道兩宗教的信教人數具有相當程度的

重疊性。 

 

② 除了佛、道教之外，在臺灣較為普遍的宗教有一貫道、基督新教、天主教及彌勒大

道等，信仰人口佔台灣總人口 3.5%至 10%左右：臺灣人口中有 80.5 萬人（3.5%）信

奉一貫道，59.8 萬人（2.6%）為新教徒，29.7 萬人（1.3%）為天主教徒，22.9 萬人（1%）

信奉彌勒大道，53,000 人（0.2%）為遜尼派穆斯林。另外，有 4%信仰其他十數種中

國傳統宗教，如：天德教、天帝教、軒轅教等等。除此，新興宗教 摩門教、耶和華

見證人、巴哈伊信仰、儒教與氣功法門等廣義的宗教信仰在 21 世紀的臺灣也各有數

萬名以上的信徒，並常有相當活躍的傳教活動。根據《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些研

究人員估計現今臺灣有將近八成的民眾擁有宗教信仰，另外，更有超過五成的民眾

經常參加各類型的宗教儀式與慶典，強調自己為無宗教信仰者（並非無神論者）約

18%。 

 

③ 據《內政統計年報》2013 年12 月統計
[1]
，中華民國依各宗教皈依規定之信徒人數

1,581,383 人，以道教、佛教、基督教及天主教最多，佛教道教界線不明確
[2]
。〈維

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④ 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提供資料顯示，台澎金馬地區現有包含玉帝廟、媽祖廟、玄帝廟、

太子元帥廟、王爺廟等等種類的 道廟共 8000 間以上，利用民房設立之中型 道壇約

在 10000 間左右無數，傳教人員 28,000 餘人，信眾在 8,000,000 以上（佔全臺灣人口

三分之一以上），但此數字部份與佛教有重疊情形〈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 

 

 

 

五、台灣道教文化回顧及展望 

 

1975 年 12 月 15 日中華道教總會召開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趙家焯為理事長會上修

改了《章程》。以「闡場教義•研究道學，整理教規，服務社會，促進世界大同」為宗

旨，以「融合各道派，聯合各宗教;興辦道學院開設佈道所;統一規例，革新道教科儀;維

護教產，協助修建道廟;興辦慈善公益、文化事業;興辦其他，「有關道教事項」為任務。

道教文化在李叔還、蕭天石等推動下得到闡揚。1988 年高雄道德院開宗道師郭騰芳創立

「高雄修真道學院」，為臺灣培養道教人才。開了一個先例;此後不久道教總會 1989 年也

創辦「中華道教學院」。設有研究生班，分經典、教義、威儀、文學、方技等組，對道

教文化進行研究。道教信仰在臺灣異常旺盛，無論是宮觀建設，還是信仰人數都是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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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這同一時期道教文化發展最興盛。 

 

1. 道教文化發展方面： 

①《道學雜誌》創刊號發刊於 1958 年 12 月。為台灣道教最早發行的期刊,由當時擔任台

灣省道教會理事長趙家焯創辦。 

②《天道雜誌》創刊於 1973 年 10 月 10 日, 為中華道教保安總堂天道月刊社主編 

係由林雄擔任發行人,張敬誠出任社長,總編輯由葉在陽出任.。 

③《道教文化》雜誌於 1977 年 9 月發行了第一卷第一期,係一份屬於學術性,知識性的宗

教月刊.該刊創辦人為黃公偉,蕭天石擔任名譽發行人.。 

④《道教月刊》創刊於 2006 年 1 月創刊前發行過兩期的試刊號,至 2011 年停刊發行號至

51 期。目前《道教月刊》由樓觀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道教期刊除了前述的四家具指標的刊物外,另有《道家雜誌》、《中華大道》、《全真月刊》、

《仙學雜誌》、《仙道雜誌》等教具代表的刊物. 

⑤《東方宗教研究》創刊 1987 年 9 月，為年刊，主要刊登道教、佛教、民間信仰創刊

方面的論文，由文珠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⑥《道教學探索》於 1988 年 12 月，為年刊，成功大學歷史系道教研究室與臺灣中華道

教總會及台南道教會合作編印，主要刊登道教研究室研究成果和國內外道教研究資

訊。; 

⑦ 此外臺灣還有《關係我》、《大陸雜誌》、《東方雜誌》《復刊臺灣風物》、     
  《臺灣文獻》、《高雄文獻》、《民俗曲藝》、《書目季刊》、《鵝湖》、《漢   
   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食貨》、《思與言》、《師大歷史學報》、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靜宜學報》、《輔大中研所學刊》《清華學報》、《幼   
   獅月刊》等刊物登載有關道教的文章。 
⑧ 1992 年春淡江大學中文系又成立了以劉翰平教授為首的道教研究中心。 

 

2. 道教文化出版社方面： 

 

① 蕭天石道長創立自由出版社發行歷代道教經典。 

② 真善美出版社發行《正統道藏》。 

③ 1987 年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設立道教研究室，該室經過十多年的尋訪，獲得   

   了道教秘傳的經典三百餘種、論文七千多篇，近現代著作六七百冊，擁有(正  

   統道藏》《道藏輯要》、(道教文獻》、(莊林續道藏》、(藏外道書》、《石刻史料 

   新編》各一部。 

以上是道教文化發展的興盛時期。隨著這些前輩的仙逝，期刊的發行需要稿件，稿

源不足加上經費不足。目前臺灣已經沒有專門從事道教文化研究的機構，道教研究人員

大多分散在各大學及其附屬研究所，而國內各大學也開設相關宗教系所，加以保存道教

理論與文化。道教研究只能局限在道經導讀的階段。道教有道教經典博大精深、歷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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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祖師智慧著作經典編成《道藏》，後來續編.........收錄大量的科文經籙。非專業學者深

入研究學習不可能有太大收益。 

高雄道德院目前有在繼續弘揚道教文化工作，以及傳播宗教學術活動，每年 3 場以

上國內外道教學術會議。另外贊助國內大學或學術單位舉行道教學術研討會。 

全國道教宮廟人才培訓協會理事長  羅瑞生對 道教 的分析建言：目前社會上以道教

名義興學之團體多以命理與學術理論居多，道教之正統科儀與實務法事仍舊掌握在各家

門派之中，不輕易外傳。因此我們若是無法提出教育給各宮廟堂神職人員之認知，那道

教可能會更邊緣化，僅僅成為一個具學術理論道家的空殼子，卻欠缺了這數千年來揉合

各地民間文化與歷史民俗所創造出的道教經典與科儀法事。
34
 

91 年內政部曾委託目前對道教文化有實際研究並且有成就學者李豐楙教授著作一

篇《宗教論述專輯》
35
是針對道教的建言。挑選其中：「基本的建議及未來的方向」提出

的五點對道教的建議方案： 

 

① 統轄與聯盟: 

道教會主事者對一個組織鬆散的教會自有其政治經濟關係的考慮;而從道壇、道廟的

形成而言，在經濟上、管理上實無從仿效。故建議成立聯盟制，採取彼此合作而使之凝

聚共同的資源。如此採用民主方式的結盟，可便於共享經驗而免於過度分散。在多元而

開放的社會，因地所需而適度發展，如此或可免於惡性競爭、浪費資源。 

 

②合作與互利： 

道教研修機構當前的籌設，將面臨教學人才匱乏的困境，使道教學界與道教界能合

作互利，這一點需要取法基督宗教或佛教。類似的工作並非僅由一個總會進行，而是地

方公廟、社會有心人士均可熱烈參與，不應只是興建宗教建築的硬體，而需移轉部分使

用於人才的儲備，始能彌補長期忽略道教學術人才之弊。 

 

③專業與統合: 

目前進行的「道教學院」或相關講習，格於體制自是未能全備，因而專業的分工勢

所必須。委由專家酌度以道教的特質，才能設置學院內的相關科系。道教、道廟的整體

學術體系，絕非週休二日的進修方式可以完全勝任，如何統合為一個完備的學院。使專

業分科之間可以互補，確是需要多借鑑於教育體制下辦學的寶貴經驗，然後調整為適用

於道教、道廟的一套宗教研修體系。凡此實需道教人士與教育專家共同凝聚智慧。 

 

④理想與實踐： 

宗教教義研修與其他實用性「如餐飲」學校相較，實更具有理想性、信念性，這是

源於宗教信仰的特質。制度化宗教如此，就是組織較鬆散的地方公廟，一樣自有其宗教

的信念。教義的研修即是強化其理想而並非只是工具化、實用化．如同教育體制下的學

                                                 
34  http://www.daoism.com.tw/全國道教宮廟人才培訓協會 
35 《宗教論述專輯─宗教教育局及宗教資源分配應用》，內政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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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需要提出其教育的理想目標，然後審反其實踐的可行性。一旦與教育體制結合，既

然享有其權利與社會資源，也需要嚴肅思索其宗教責任與社會責任。 

 

⑤守成與開放： 

當前的「道教學院」是守成抑是開放，就關繫道教未來的命脈，能否在愈形開放的

社會、宗教競爭中生存。道教的組織成員確實異於其他宗教，其凝聚整合方式自有其利

弊，如何表現其利而不受制於弊，實需共同激盪出適應之道。如何制定出「興學辦道」

的規範，乃是當務之急，這是新世紀的新任務。 

 

李豐楙教授對於道教事務的細心觀察可以形容說「一針見血」，也就是世人常說「有

廟無教」的道教未來方向之明燈。他自己參與道教科儀法會、參與道教學院的教育管理、

參與宮廟顧問諮詢、弘揚道德文化傳播宗教學術活動都親身參與發表專論，海內外道教

活動地點都會見到李教授。他的親身體驗希望能給有心改造道教者的指南針。 

各地道教會很早已經有推廣道教教育文化工作。但是臺灣的道教廟宇都是由信徒大

會選舉董事管理，或者是由地方名望較高的人士組成管委會管理，往往是只注重廟宇的

修建和迎合信徒，理論上以勸人為善安定民心為宗旨。大多著重於募款或宣揚該廟奉祀

神明為主，大多數道士在法事科儀集會後還從事其他一些職業，臺灣道教組織是鬆散的

是世俗化的。故很少對道教宮廟堂(神壇)從業人員進行完整妥善的在職訓練。有鑑於此，

以培育專業的宮廟堂神職人員、學術實務兼具的道士、法師為最重要事。 

 

六.結論：  

 

在中國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廢除了教內長期存在的封建思想。宮觀內實行了民主

管理，隨著中華大地上發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經濟建設上的蓬勃發展，

新的文化思想的興起，道教也因時勢的推動和要求而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社會主義中

國的強大，中國的傳統文化道教也受到全球學術界的重視;同時也激起了國際上一些漢學

家及宗教學研究者從事道教文化研究的熱情。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日本、英國、美國、法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韓國、都建有道教學術研究組織。有不少知名學者在

近十多年來，向社會推出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中國道協會長李光富指出「高道是道教未來發展的希望」道教雖然是中國土生土長

的宗教，但在五大宗教中，道教界人才特別顯得少。道教界要花力氣培養人才，讓道教

適應時代、走向世界需要多角培養人才。明山名觀更要把人才隊伍建設好，既要培養研

究型的人才，也要培養弘法的人才，內修的實幹人才。道教界迫切需要站在現代科學和

文化知識體系上的人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何建明說，「宮觀建設非常重要，有

了好的道場，才能吸引人才；有了好的平台。才能培養出人才。」當代道教的發展，需

要更多知識、有素養、有道教信仰的高層次人才。目前全中國各地都已經成立道協會組

織。現在中國道教協會堅獨立自主、平等友好的原則，敞開山門，走出去，請進來，積

極主動開展對外友好往來。與港臺澳地區以及全球道教接軌並且互相交流溝通，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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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互通資訊。新加坡道教協會 2010 年開始跨國辦理世界道教節。2013 年正式由台灣高

雄道德院主辦世界道教節活動。可以說道教已經全球化與在地化。道教的發展如果能再

結合移民世界各地的華僑，這樣他們對傳統文化道教的認識有著前後呼應的推展效果。 

 

非常感激李養正教授主篇「當代道教」。用心為研究當代道教的學者們，奉獻一些

有關道教近代史的綜覽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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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2016 年 12 月 16~17 日，頁 291~302 

 

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的在地化探微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摘  要 

    台灣的民間信仰，從明鄭來台後已經歷了三、四百年，是中國南方閩南與粵

東民間信仰之延伸。台灣社會雖然是個各種宗教 ( 含國際性的宗教天主、基督、

佛、回教等 ) 薈集之所在，然而深入民心的還是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

「佛教」，及融合上列三教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以文化性

而論，它是台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民間信仰」在性質上與一般具有經典、

教義及教團組織的「制度化宗教」不同，但它擴散於民間，又其宗教儀式及地方

性活動，都和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可以說是一種「普化宗教」，且受

其生命禮俗及歲時禮俗的行事所左右。 

    本文分四段：首段談傳統知識份子的宗教觀。次段說明庶民的宗教文化。第

三段對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從多元功利之顯靈信仰、多元信仰包容、廟會活動、

生命禮俗、歲時禮俗的在地化做一探討。末段是總結。 

 

關鍵字： 民間信仰、 普化宗教、 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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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種文化傳遞到異域，必先融入於當地文化，經過再脈絡化後轉向，成為一

股新流的文化，佛教中國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如同孟子學、朱子學、陽明學傳

入韓、日，皆須經過融合與再脈絡化轉向，而成為當地文化的特色。華人的民間

信仰是指漢人文化性的、民族性的、習俗性的宗教信仰，也是台灣民間的主要信

仰與基礎信仰，家庭是基礎的祭祀單位。此一信仰以天地神鬼、祖先及日月星辰、

樹木石頭等自然神爲主要崇拜對象，也包含歲時禮俗、生命儀禮及巫術信仰等內

涵。本文民俗宗教所要探討的主要是以民間信仰為主。 
 
 

貳、傳統知識份子的宗教觀 

         — 孔子把人從原始宗教的時代帶向人文化成的世界 

    人類文化，都是從宗教開始，蠻荒時代，人類無法解決的事太多了，無可

奈何之事，只好求諸於神明，中國也不例外。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人精神生

活，還未脫離原始狀態；他們的宗教，還是原始性的宗教。他們的行為常通過卜

辭而完類決定於外在的神 ─ 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周人的貢獻，便是在傳統

的宗教生活，注入了自覺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為觀念方面

的展開，以啟發中國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建立1。周之克殷，乃系一個有精神自覺

人文的世界的統治集團，克服了一個沒有精神自覺鬼神的世界或自覺得不夠半鬼

神的世界的統治集團。《禮記‧表記》云2：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周人尊禮，事鬼敬神而遠之，盡人而忠焉。… 

從此段敘述，周初，禮的觀念已出現，並已說明周初的宗教活動中，已注重

到其中所含的人文的因素。生死問題，是宗教最重要的問題，宗教在「彼岸」的

世界懸著「來生」、「來世」的美好希望。孔子不談生死鬼神，因此不能成為宗教

的教主宗師。把人導引向人文化成的世界。在祭祀方面，只保留了祭祀祖先。子

曰：「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矣。」(《論語‧學而》) 更涵攝人文教化。 

許多宗教家是把人導入宗教的世界，而孔子是人類中最早把人從鬼神的世界，

帶到人文化成的世界。徐復觀先生認為孔子對傳統意義的鬼神，是採取非常合理

的態度，即是他既未公開反對鬼神，但卻很明顯的把鬼神問題貶斥於他的學問教

                                                      
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初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 
2  孫希旦《禮記集解》，再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頁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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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範圍之外，而是要「 義 」來代替一般人對鬼神的依賴。義是人事之所當為，

亦即禮之所自出3。即儒家的「宗教性」融入於禮教性之中。孔子把「超越主體

性」的宗教觀，分成 "義" 與 "命"，對「自覺主宰」(義) 與「客觀世界」(命)
同時承認，各自劃定其領域；然後則就主宰性以立價值標準與文化理念(仁學的

理論)，只將一切客觀限制(天命)視為質料條件4。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知客

觀限制之領域。孔子將無可奈何的客觀限制皆歸於天，其天有天理、天道、天命

之意。 

徐復觀先生認為孔子所感到的這種生命與天命的連結，實際即是性與天命的

連結。孔子五十所知的天命，乃是道德性的天命，非宗教性的天命。「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的現象是感覺到有一個宇宙運行的法則的存在。孔子的天是從自己的

性中轉出來；天的要求，成為主體性之要求；故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他的

「天生德於予」的信心，實乃建立於此。故其仁是性與天道融合的真實內容5 。 

唐君毅先生則認為孔子不重信天之本身，而重信天之所以為天之仁道。孔子

以前，是敬天學天之仁，唯以仁道言天者，則自孔子始。依孔子之教，乃真可由

其於天於神無所求之報本復始精神，而攝天心於人心；轉天神之恩我，以推恩於

世界，而仁德可齊天德。此儒家之教包含宗教精神於其內6。 從以上之論述，可

窺知何以孔子不會成為宗教宗師。 

 

 

參、庶民的宗教文化 

    華人世界，從遠古的新石器時代，最原始的巫術信仰就開始了，人類最早的

宗教，世已公認是《薩滿教》
7
 。原始人類的生存條件與其它動物一樣，必須與

惡劣的自然環境搏鬥，生存的困難，必須面對洪荒猛獸、風雨雷電、瘟疫疾病等，

讓原始人感受到自然界給予的沈重壓力，從而導致具有神秘性質的原始認識的產

生。靠天吃飯，獵物的多少？氣候的變化 (水災、旱災、下雪、下雨) 瘟疫疾病

的災難等…，一件件禍福難測。畏懼和恐怖困擾著人類，人類生活極不穩定，他

們只能把自己的命運維繫在大自然的偶發意志上，人們相信自然力量無所不能，

唯有討好祂、祈求祂，使祂歡心，賜福自己，否則會遭到懲罰。於是人們把感到

恐懼和焦慮化作希望，又把希望異化為具有超人間力量的神靈，認為自己的命運

是由超人間的力量決定的。神靈決定論成為他們世界觀的基礎，自然界的各種神

                                                      
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初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51 
4  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教授 2010.12.28 於正修科技大學演講講義 
5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初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56 
6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二版十刷‧台北‧中正書局‧1994‧頁 51~53 
7 孟慧英《中國北方民族薩滿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33 

293



論文發表-金清海 

 
靈具有絕對的支配地位，是人間和世界的主宰

8
 。  

 

    到了周代，周公變革---- 制禮作樂，是「神道設教」，也算是一場宗教革命，

亦即保留了大量曾經盛行於商代的祭祀名目和祭祀儀式，不過這些儀式改變為加

入了政治和倫理道德的意涵，把人的理性從鬼神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蒙昧社會進

入文明社會。對於未知之物，人類之反應，或好奇，或恐懼。由好奇而產生科學，

由恐懼而產生宗教。好奇心激發人們去求知，於是乎有科學知識，恐懼使人們去

膜拜，於是乎產生宗教。兩者之間存在著關聯，大致說來，科學的精進進步，便

是相對於宗教的泥古退步。 

 

    春秋時代，我們不得不佩服孔子，在其《論語》中說明了「子不語怪力亂神」，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是指不是自己的祖先，到了孔子只祭拜自己的

祖先，因為飲水思源，「慎終追遠，才能民德歸厚」。但到了戰國時代，陰陽五行

及各種數術興起，至漢代大大的盛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實則是披著儒家外衣

的陰陽家。東漢末年道教興起，總結了巫術、巫醫、方術、煉丹及陰陽五行而成

為華人庶民文化的主流，而此文化延續至今。難怪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寫給許壽裳的信中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精確地說全在庶民化的道教 )。 

戰國末年南部的楚國也是好淫祀之國，屈原全家(其父、姊)皆為乩童
9
，屈原的作

品，〈離騷〉及其它《楚辭》中的內容，常用「乩童」或「薩滿昏迷術」中的靈

魂離體的筆法寫作，內容有祭歌、人神戀愛、巫祭意象和用語。巫詩〈天問〉中

有楚國巫史內容。神曲〈九歌〉全為南楚的巫祭文化。即便是儒家的十三經中《易

經》及《三禮》都與占卜、巫術、鬼神祭拜有密切關係。《三禮》中記載祭祀文

化即佔了相當多的篇幅；易經的原頭是易占，也是卜巫的占卜之術，漢代以後道

教數術與道教的南北斗信仰結合，發展出紫微斗術算命法
10
。 

    

    魏晉南北朝時，北方的北朝由北方少數民族統治，南宋偏安江左，北方也是

遼金等少數民族統治，元代又經蒙古人的統治，隔了明朝後，清代又回歸滿人的

統治，這些統治者的薩滿信仰與中原漢民族原本就是好淫祀，喜好祭拜鬼神信仰

的融合，一直到今天，仍是成為庶民文化的主流。也因為漢族政府的南遷，中原

文化大量南徙到福建，宗教文化、民俗信仰，也全部移徙到福建，而目前台灣的

人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來自閩南。 

     

    宗教和民俗文化息息相關，台灣的宗教、民間信仰幾乎全和大陸有關，而道

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台灣的民俗宗教，可說就是道教。蕭登福教授對道教的解

說：「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先秦老莊道家思想及《易經》陰陽感召，善惡報

                                                      
8 同上註．頁 167。 
9  鄭在瀛《楚辭探奇》台北．萬卷樓．1995．頁 13 
10 蕭登福《道教與民俗》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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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說，形成了道教的『學』。陰陽五行、命相、擇日、風水、醫巫、卜卦、祝

由、禁忌、養生等學說，形成了道教的『術』」
11
 。依此舉凡政治、哲學、文學、

醫學、藝術、音樂、化學、養生、民俗等等，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影子。時至今日

的臺灣，各種神誕賽會、民俗慶典、五行生剋、命相占卜、黃曆擇日、風水宅第、

蘸壇祈祭、符咒避邪、安太歲點光明燈、安宅除煞、神祇信仰、喪葬普渡薦亡、

丹道養生等，皆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是外來的佛教也認同部份道教(民俗)

思維，如法師也信「風水之說」、「祭祀沖煞」等等。道教廟宇處處可見，無論山

之巔，海之湄，村村有廟，家家信仰。廟會，成了村民溝通意見及促進村民團結

互助的動力，台灣廟宇密度之高，堪稱世界之最，而私人神明壇之多，更是無可

匹比。這就是茅盾所說的「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
12
 。 

 

 

 

肆、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的在地化探微 

    台灣的民間信仰，從明鄭來台後已經歷了三、四百年，是中國南方閩南與粵

東民間信仰之延伸。台灣社會雖然是個各種宗教(含國際性的宗教天主、基督、

佛、回等教)薈集之所在，然而深入民心的還是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佛

教」，及融合上列三教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以文化性而論，

它是台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民間信仰」在性質上與一般具有經典、教義及

教團組織的「制度化宗教」不同，但它擴散於民間，又其宗教儀式及地方性活動，

都和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可以說是一種「普化宗教」。且受其生命禮

俗及歲時禮俗的行事所左右，在台灣，它就是台灣傳統社會的宗教意識形態，而

且還保有許多濃厚的古代巫術與薩滿信仰的遺跡。 
    
    台灣的宗教發展深受曲折多變的歷史影響，各個宗教本身的組織力與傳播力

也各有其滲入台灣與自台灣往外傳播的力道，而社會民情也影響各宗教的質變與

在地化的發展，不同時期統治者的宗教政策也是影響台灣宗教發展的重要脈絡；

其他如教育、人民團體、社會福利等政策對宗教發展也有所影響，如科學化的教

育對人民的宗教態度、或宗教菁英與宗教領袖的崛起對宗教的發展也產生決定性

的影響13 。內政部公布全台宗教寺廟、教會、教堂統計結果，至 99 年底登記有

案寺廟教堂數目合計有 1 萬 5211 座，較 98 年底增加 116 座，平均每鄉鎮市區有

41 座寺廟或教會(堂)。 內政部表示，目前在內政部登記的宗教種類共有 27 種，

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 5 大宗教。 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

截至 99 年底止，國內登記有案寺廟計 1 萬 1875 座，近 10 年來增加 2438 座；按

                                                      
11 同註 10．頁 1 
12 蕭 紅《呼蘭河傳》台北．里仁書局．1998．序 
13 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2011.aspx 

295



論文發表-金清海 

 
宗教別來分，以道教占 78.3％最多，佛教占 19.6％次之。 在教會或教堂方面，

則有 3336 座，近 10 年來增加 240 座；按宗教別分，以基督教占 76.5％最多，天

主教占 22.2％次之。
14
    台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曾旭正說，沒登記的，

至少還有一萬五千座。有「道士教授」之稱的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李豐楙也表達

同意。他說，廟宇增加的兩個原因，一為廟宇登記合法化的趨勢增長，二為新興

教派掘起。李豐楙表示，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五大教派，

如「玄門真宗」等新興教派更不斷爭取登記資格，也代表台灣能接受不同文化的

特性；此外，有更多廟宇面臨國有地、建蓋於山邊無法登記等懸而未決情形，「數

量甚至是登計數量的兩倍」
15
。不過，登記的宗教並無法反映台灣宗教的實際面

貌，例如台灣漢人的民間信仰有些被納入佛教，大部分被歸爲道教。很多寺廟、

神壇也並未登記在宗教類别裡。 
 

   從上引資料，道教廟宇占近八成，再加上沒登記的更多數量的私人供奉的神

明壇，可窺知民間信仰者數量比例之高。茲從多元功利之顯靈信仰、多元信仰包

容、廟會活動、生命禮俗、歲時禮俗等五個面向的在地化做一探討。 
 

一、多元功利之顯靈信仰 

    消災解難、賜子、家族興旺、遠遊平安、長壽、福祿、趨吉避凶、婚嫁美滿，

尤以求財等，成為全民的善神及地方有求必應的保護神，這些基本神能都是信眾

對台灣民間信仰神祈求的基本功。由於沒有正式的成文經典，民間信仰主要依賴

口傳的方式傳播神明的靈驗事蹟、祭祀方法及相關的宗教理念，茲舉王母娘娘信

仰與媽祖信仰為例： 

    台灣王母信仰本質上是一種靈感性的宗教，是來自神聖性體驗的啟示而來的 

傳播與開展，雖然背後有淵源流長的神話與教義作支撐，吸納了大量道教與民間

教派的母娘形像與救劫的宗教使命，但是真正帶動其普世流傳的力量是不斷開顯

的通靈神蹟，是各種靈媒在與母娘靈驗交感中發展出共命形態的宗教運動。這種

運動是整合了台灣民間信仰既有的種種宗教資源，是依附於民眾祈求靈感的信仰

理念與宗教情操，深信能在母娘的恩寵與庇佑下，滿足其消災解厄與祈福的生存

願望
16
。在地化是台灣母娘宗教發展的最大特色，是會通於本土原有的靈感文化

自發而成的信仰勢力，是順著在地的民間信仰逐漸累積與整合成新興的宗教運動。     

台灣「母娘」信仰的起源，是發生於 1949 年農曆 6 月在花蓮縣吉安鄉田埔草屋

的關落陰儀式，有神靈自稱為「王母娘娘」降乩於蘇烈東身上，將駐畢人間來救

世度眾。因感應靈驗而聲名遠播，1950 年在原降乩地的兩旁分別建立了「勝安

                                                      
14 http://blog.yam.com/eairforce/article/39107294 
15 2011/06/19 中國時報管婺媛、侯俐安／台北報導  
16

 鄭志明 《台灣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09 月， 頁 9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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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與「慈惠堂」，很快地因靈感顯化而在全台散播開來，後來居上成為台灣最

熱絡的信仰勢力，近年來甚至傳播到海外十多個國家17。民國後，西王母信仰在

台灣形成二大系統：一是「一貫道」明明上帝無極老母信仰，有為數不少的信眾。

一是以「慈惠堂」為中心的瑤池金母信仰，主祀宮廟 150 座以上，陪祀宮廟數以

千計，祭拜過王母娘娘的信眾成千上萬人。二者皆擁有廣大信徒，並由此向世界

各地發展，成為有重大影響力之道教神祇。     

    媽祖是台灣主要的神明之一，媽祖廟隨處可見，更發展出區域性的祭典組織；

媽祖的女神屬性，使祂具有蔭外鄉的靈力，並連結共同信仰祂的莊社，形成區域

的聯盟，台灣有很多二十四莊、三十六莊、五十三莊、七十二莊的組織，大多與

媽祖的信仰有關，而最大的媽祖信仰組織，當屬彰化南瑤宮 10 個媽祖會的組織，

其信仰圈涵蓋彰化縣、南投縣、台中縣、台中市之 350 個左右的村莊，主要是漳

州籍及福佬客的村莊18。有名的媽祖廟如北港朝天宮、鹿港天后宮、大甲鎮瀾宮、

新港奉天宮等。媽祖信仰是台灣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由於早期漢人移民多自閩

南地區渡海而來，且台灣四面環海，海上活動頻繁，因此海神媽祖成為台灣人最

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無論是大小街莊、山海聚落，還是通都大邑，都可看到媽

祖廟。僅台灣一地就有媽祖廟 510 座，其中有廟史可考者 40 座，建於明代的 3

座，建於清代 37 座。媽祖信仰傳到台灣以後，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甚

至有學者認為臺灣的媽祖已發展出與中國媽祖不同的特性：「『媽祖』在福建的

南方原是『出海媽祖』，僅是漁民的守護神。但在台灣的媽祖已成『過海媽祖』，

她在歷史上已成離開中國的移民祈求平安到台灣的過海守護神。雖每年有大量香

客絡繹不絕至湄洲媽祖廟進香，但實際上台灣媽祖可以說已紮根於這塊土地，成

了一部獨立於中國媽祖外，自成體系的臺灣本土神祇
19
。玄天上帝與媽祖皆從航

海神轉型為地方信仰保護神。     

    民間信仰的信徒一般有求平安的觀念，拜神是爲了求個人身心、家庭與莊社

的平安，一般人大多把它理解成因私人目的而拜神求平安，因此對民間信仰有功

利化的批評，卻忽略了「國泰民安」也是一種祈求集體與公眾之平安的民眾心理。 
民間信仰的信徒大多有做善事是爲了積功德的觀念，進廟捐油香錢，原本是給神

明點油燒香的意思，但「寄付」金錢給神明，也有透過神明行善的意思。傳統的

積功德觀念，隱含的邏輯是凡人行善、行惡，老天都看在眼裡，而做善事的一個

大誘因的確是爲自己及後代子孫的利益與幸福20。任何一種宗教不功利，是無法

推廣傳遞的，信眾所圖求的是物質或精神的功利，求財、求祿、事業順利是物質

的功利，求平安、健康、長壽、求福、求子、家庭幸福美滿等是精神功利。即便

佛教所求的最高境界涅槃，也是精神功利。約 50 年代基督教在台傳教，因當時

                                                      
17 同上註 
18 同註 13 
19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20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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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物質貧乏，信教者每月有發麵粉，鄰居入教後被戲稱為麵粉教，這不是功利

是什麼？也聽到他們的對話，說奉獻給教會多少錢後，上帝或耶穌有保佑他的事

業順利發展，這不是功利是什麼？又筆者親自聽聞某一法師，幫信眾的兒子(意
外身亡)做法事，因為這位信眾很滿意，事後將兒子應得的財產全數捐給法師的

寺廟，舉這些例子，無意貶低任何宗教，不必批評任何宗教是否功利，只要信眾

平安喜樂就好。 
 
二、多元信仰包容 

    台灣民間信仰的核心是地域性的組織與活動，以地方公廟的祭祀圈與區域性

信仰中心的信仰圈之組織型態，表現台灣民眾的信仰文化。祭祀圈是地方居民對

天地鬼神之共同祭祀的需求，所形成的義務性祭祀組織，信仰圈是以一神和其分

身之信仰爲中心，區域性的信徒所形成的志願性信仰組織。唯台灣平均一個鄉鎮

有 41 座登記有案的公廟，台灣社會民眾的宗教信仰是採多元包容的文化態度，

與外來制度化的宗教組織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對社會既存的宗教形式可以兼容

並蓄與自由游走。台灣寺廟或教會、教堂密度相當高，與世界各國相比，誠屬罕

見，不僅展現出臺灣包容多元宗教的文化特性，也顯示出各宗教在台灣這塊土地

上相互尊重、交流融合的珍貴價值。以高雄道德院為例，其所友善往來的宮廟在

台灣就不下 300 座，也對大陸道教的普遍交流，如涇川王母祖殿、武當山、青城

山、龍虎山、泰山等各重要道教宮觀的交流。不涉政治及意識形態，純做宗教信

仰文化的交流，辦理海峽兩岸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經學

所、正修科技大學、高雄孔孟學會、義守大學合辦，提供發揚道教信仰文化的學

術平台。 
 
三、廟會活動 
 
    台灣的廟會非常之盛，大小廟宇逢神明誕辰、成道日，一年到頭都有不同規

模的繞境、進香、刈香等祈福活動。廟會遶境的區域，往往呈現該廟宇的祭祀圈

或信仰圈，而分靈廟回祖廟或莊廟前往人群廟進香，則代表不同廟宇的互動關係。

在廟會活動中、除各廟宇神轎外，會有報馬仔、路關、儀仗、藝閣、燈籠、涼傘、

陣頭，常綿延數公里之長。各藝閣、陣頭除職業表演團體外，仍有相當數量由各

地方民眾組織而成。目前亦有各陣頭資深藝師前往國中、國小、大學或社區傳授

宋江陣、十二婆姐、牛犁陣、官將首、什家將、八家將等傳統民俗陣頭。在南台

灣盛行王爺信仰，廟會常結合王船醮儀舉行，如著名的南瀛五大香、東港迎王平

安祭典，南鯤鯓代天府逢王爺誕辰則有連月的進香熱潮。中台灣則以大甲媽祖遶

境進香活動最為著名，北台灣則以三峽祖師廟清水祖師誕辰、淡水清水巖清水祖

師成道（俗稱淡水大拜拜）、艋舺青山宮青山王誕辰、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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峒保安宮廟會等，最為著名
21
 。其中最重要的是祭典部分：一般來說，「台灣民

間信仰」的祭典，經長久以來的演變，迄今可歸類為四種類型
22
： 

(一) 賽會型祭典 
    以藝閣、陣頭、花車、神轎的迎神賽會為主題之祭典，可以說是台灣農村祭 

    典之表現。 

(二) 王船型祭典 

    以請水迎王之儀式開始，並以焚燒王船的儀式為結束之祭典，即台灣西南部 

    沿海漁村或農村祭典之表現。 

(三) 豬公型祭典 
    以殺豬公(與羊公)敬神並進行比賽的祭典類型，可說是客家人及漳州人鄉鎮 

    祭典之表現。 

(四) 宴會型祭典 

    以花車藝閣娛樂人群並以筵席為主體請親友喫拜拜的祭典類型，就是台灣各 

    大都市之走向，因為迎神賽會之空間受到限制。 

 

   以上四種祭典類型，明顯地，正是時下台灣人宗教活動之本土特色。筆者出

生於屏東高樹鄉下，60 年代起就每年看廟會長大，後來到鳳山任教至今，從鄉

下到都市，50 多年了，吃過了無數次的拜拜，廟會有增無減。鄉下的親戚，即

便是基督徒，村里宮廟拜拜，也不能免俗，還是會電請親友回鄉吃拜拜，看熱鬧。 

 
四、生命禮俗 

    中國生命禮俗，有其悠久之傳統，從可考的西周時期傳承到現代，期間儘管

有所變革，但仍保有特定的精神與儀式。生於現代社會的人士，既然仍舊從事生

命禮俗活動，則對於該活動的意義與期間的變革有所了解。生命禮俗的三大階段

之禮俗即出生禮俗、婚姻禮俗、喪葬禮俗，所代表著人的一生就是每一個階段的

生命成長。人生有很多關卡，自少年關、經由中年關，到老年關，層層關卡，要

我們大家去重視，安然順利地渡過。透過對生命的禮遇與尊重，將民間所認為的

一種約定成俗的禮，生活化而已。然因時代變遷，小家庭及少子化的因素，生命

禮俗簡化最多。 

   例如出生禮從三朝(在寶寶出生 3、6、12 天，必須準備油飯、麻油雞、紅蛋

祭拜神明、祖先、床婆，而床婆是保佑小寶寶的神明)。剃頭(在寶寶出生 24 天剃

頭，在盆裡要準備好陰陽水，裡面有開水和生水各半，放入石頭、蔥、錢、雞蛋、

鴨蛋。請有經驗的剃頭師傅為寶寶剃掉頭髮及眉毛後，拿起雞蛋在寶寶臉上滾一

圈，再拿起鴨蛋在寶寶身上滾一圈，說著"雞卵面，鴨卵身"，希望寶寶有漂亮的

臉蛋，健壯的身體)。彌月(在寶寶彌月當天，娘家需準備桃色彌月圓及鞋子、帽

                                                      
21 同註 19/廟會 
22 董芳苑．《探討台灣民間信仰》．台北．常民文化．1996．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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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衣服，在上面要繡上"卍"字，作為賀禮。而主人準備油飯、麻油雞、紅蛋以

及二色彌月圓來祭拜神明、祖先、床婆，並準備油飯禮盒或彌月員的餽贈親友。

而現代已多用精緻爽口的蛋糕禮盒)。收涎(在寶寶四個月時行『收涎』之禮，要

準備油飯、麻油雞及二色四月桃來祭拜祖先、神明，另用紅絲線將十二個空心餅

串成項鍊掛在寶寶的脖子上，再由家人、親人將餅乾折成兩半，在寶寶嘴唇劃一

下像擦口水的動作，一邊收涎一邊說吉祥話，如「收涎收乾乾，明年叫阿爸，收

涎收離離，明年招小弟。」)。 週歲(在寶寶已經滿一歲時，我們俗稱為「度脺」。

娘家需準備桃色週歲龜及"頭尾"鞋子、帽子、衣服，在上面要繡上"卍"字，作為

賀禮。而主人要準備牲禮，雞腳不用塞入雞腹，但是要擺直，這代表寶寶腳長有

吃福 、二色週歲龜、油飯、麻油雞、紅蛋祭拜神明、祖先、床婆，然後坐性向

測驗行『抓周』之禮，讓寶寶腳踏大龜，希望各個寶寶澎澎大和長命百歲，其前

面擺一個"米篩"內放置物品，如書、筆、算盤、墨、錢、印章、雞腿、田土、工

程尺、蔥、蒜、芹菜，抓出未來志趣的東西。準備兩個"包子"擦寶寶的嘴巴、屁

股然後往外丟，再拿"米香"給他吃，希望寶寶成為一個說話得人緣及愛乾淨的人。

另外準備週歲紅龜或蛋糕禮盒回贈親友)。今已很少依此禮，只有滿月時，分送

蛋糕、紅蛋、油飯給親友分享喜慶。 

   訂婚、結婚大都選在餐廳宴請親友，議婚、打盟、完聘、請期、親迎等古代

的繁文縟節一切從簡。人生的最後一程喪禮，臨終、殯殮、居喪、做旬、墓葬也

都交由生命禮儀公司代辦。 

 
五、歲時禮俗 

    華人的歲時禮俗立基於以農立國，與二十四節氣關係密切。有春節、天公生、

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尾牙、送神

祭灶、除夕。從農業社會轉換到工商資訊社會，歲時節慶及年味越來越淡。小時

候最期待的節日是過舊曆年，現在穿新衣戴新帽的喜悅都沒了，貼春聯也少了，

只流於放幾天連假，因出門塞車，有些人選擇出國旅遊。天公生，長輩走後，年

輕人不拜了。元宵節的花燈也消失了。清明節，慎終追遠，隨著土葬消失，據統

計納骨塔的祭拜，不會超過 40 年。端午節，小時候物質缺乏，期盼吃粽子的心

是濃烈的，現在市場天天有粽子賣，划龍舟的活動也不熱衷了。七夕拜床母，已

轉變為年輕人的情人節。中元節只剩公司、社區的聯合普渡拜好兄弟，中秋節已

成為烤肉節。重陽節連敬老禮金都要取消了。冬至，因氣候變遷變不冷，也不一

定吃湯圓了。尾牙只剩賺錢的公司在舉辦。送神祭灶，只有少數的鞭炮聲了。除

夕也不一定圍爐吃團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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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俗宗教傳台後的在地化探微 

 

伍、結 語 
     
    以漢人的宗教而言，民間信仰是民族宗教，也是民俗宗教，是以大多數漢人

基礎的文化性信仰體系；台灣的民族構成，對各民族傳統宗教產生民族性的形塑，

台灣的風土民情，對宗教有很高的接受度，台灣人的宗教心經過歷史的淬練可說

是恆久不衰。台灣的各種宗教文化都可說是台灣的文化資產，也顯示台灣人的宗

教心，提供各種宗教滋生與成長的養分，台灣爲宗教寶庫，也是神的天堂。台灣

經歷多重的殖民，並且擺盪在大陸性政權（清、中華民國）與海洋性政權（荷蘭、

西班牙、日本）之間。
23  要認識傳統信仰具有之社會、歷史與文化意義，也要

了解台灣歷經世界各種宗教文化的洗禮，以及本土宗教本身的活力，在宗教上我

們已經可與世界接軌與作出貢獻。擧例來說，媽祖信仰是世界華人共同的信仰，

而無疑台灣是此一信仰的重鎮。台灣佛教近年來國際化的腳步快速，國際人士都

可以感受到台灣佛教團體在國際救災上的貢獻。台灣的道教更是保存豐富的科儀

文化的傳承，這不僅是台灣的文化資產，也是世界文化的資產。 

     

    各種宗教文化傳遞到台灣，必先融入於本地文化，經過再脈絡化後轉向，成

為一股新流的在地宗教文化，台灣各宗教在地化後也受國際化趨勢的影響，已有

能力進行宗教輸出，這方面的表現，佛教方面以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教團的表現

最爲積極，基督宗教無論新教、舊教，近年來不斷向中國傳教，道教則以高雄道

德院與中國道教的交流最為積極及最有成效。而輸出的是台灣人的宗教心及宗教

資源。 

 

 

 

 

 

 

 

 

 

 

 

 

 

 

 

 

                                                      
23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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