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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的傳播與傳承」 

海外學術調研期中研討會 專題報導 

一、 前 言 

（一）「一大事因緣」之交會與交流 

  感謝天恩師德，老祖師、師尊、師母之聖德無疆。2019年 6月 1日、2日，

「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的傳播與傳承：海外學術調研期中研討會」，假南投

埔里一貫道崇德學院之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行。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韓萬年董事

長，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團長趙文洪書記及其所率領的六位社科院學者：

趙法生主任、李志鴻主任、紀華傳主任、李林主任、曾傳輝主任、李維建主任，

還有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沈智慧理事長，一貫道總會王寶宗理事長，以及一貫

道各組線之點傳師、講師、前賢大德，合計超過三百人，不分組線之別，跨越海

內外之隔，共同見證這場關於全球一貫道之調研的期中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及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一起主辦

。緣起於兩大主辦單位及許多關心一貫道的前賢大德們之共同努力，於 2016年 6

月 28日簽訂了一份為期三年的「中華文化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的傳播和傳承」之研

究，合作協議在於了解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的傳播途徑、方法和傳承

模式，從而促進對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的認同。 

從簽約至今已屆滿三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學者們走訪了馬來西

亞、新加坡、巴西、南非、奧地利、洛杉磯、舊金山、日本、泰國等一貫道道場

。緊接著尚有紐西蘭、澳洲、菲律賓、印尼尚待完成。整體而言，調研之對象，

橫跨分佈於全球五大洲的一貫道道場；調研之目的，在於推動海外華僑華人對中

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但透過學術研究的原則與方法，也能具體而微地呈現一貫道

傳播全球的發展地圖，有助於了解一貫道國際化的基本概況及其弘展的原因。 

本次海外調研期中研討會，共一天半的時間，分六個場次六大議題，收錄了

中國社科院學者的六篇論文，內容主要以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與發展

為論述主軸，包括： 

論文發表場次 1.1 

議題：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趙法生（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 

論文：＜現代一貫道對於海外中華文化傳播的貢獻－－以馬來西亞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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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論文發表場次 1.2 

議題：南美洲——巴西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李志鴻（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室） 

論文：＜中華文化在巴西的傳承與弘揚調查報告＞ 

論文發表場次 1.3 

議題：非洲——南非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紀華傳（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 

論文：＜中華文化在南非的傳播與發展＞ 

論文發表場次 1.4 

議題：歐洲——奧地利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李林（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 

論文：＜奧地利中華文化交流會海外中華文化傳播＞ 

論文發表場次 1.5 

議題：北美洲——美國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曾傳輝（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室） 

論文：＜中華傳統文化海外弘揚與傳播調查報告——以一貫道在美國洛杉磯

、舊金山的傳播為例＞ 

論文發表場次 1.6 

議題：東北亞——日本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 

發表人：李維建（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室） 

論文：＜中華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以一貫道發一崇德的落地生根為

例＞ 

（二）一貫道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真正傳人 

研討會之開幕典禮，首先由韓董事長致歡迎詞，歡迎有朋自遠方來，共創以

道切磋交會，以友輔仁的交流佳機，並期許一貫道的傳播能更加無遠弗屆。緊接

著王理事長、沈理事長也分別預祝研討會順利成功，同時感恩促成一貫道與大陸

學者交流的眾多努力及種種因緣。 

社科院趙文洪書記致詞時表示：「中華文化在海外 2200萬華人華僑中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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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承，在全球一貫道 80多個國家中積極的展開，這個工作持續時間之長，覆蓋

地區之廣，涉及人數之多，影響程度之深，都令人嘆為觀止。通過這次的調研工

作，可以肯定一貫道為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的傳播，做出巨大的貢獻，

並取得巨大的成就。」 

趙書記進一步從一貫道「天下理想」、「倫理原則」、「禮儀文化」等多個面向

，肯定一貫道對傳播中華文化所作出的不凡貢獻。他說： 

1. 天下理想：《禮記．禮運》之「大同篇」，清楚表達了中國古代的理想，那就是

一個自由平等、公正友愛和諧的社會，這一理想對全世界有著強烈的感召力。

一貫道把「大同篇」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灌輸在每一個信徒的心靈，還把它譜

成一首歌，「大同篇」唱到那裡，中國人的天下理想就傳播到那裡。 

2. 倫理原則：倫理是緊繫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與支柱，一貫道名字就來自這一個

倫理體系。一貫道在海外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的原理原則，第一是「孝」， 孝順

是家的靈魂，孝可以擴大為忠，一貫道可以說是以孝為教。第二是「仁」， 古

代仁者愛人，一貫道吃素體現的就是仁心慈悲；一貫道實踐禮運大同也是仁的

表現；一貫道濟困扶貧樂於施捨，也是在傳播仁。第三是「誠」，一貫道強調待

人以誠，老幼無欺，這是一貫道贏得海外華人華僑信任的基石。我們和一貫道

的朋友接觸，也深感他們的誠實信用。 

3. 禮儀文化：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是忠孝、仁義、誠敬等核心價值

的外在表現。一貫道信眾之間，中規中矩，嚴守禮節，待人彬彬有禮，長幼之

間、男女之間、主客之間禮儀很得當，讓人覺得很受尊重。 

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之間的傳播與傳承，一方面得力於一貫道的

努力，另一方面得力於中華傳統文化本身的偉大。主要在於中華傳統文化有利

於人類群體生存，有利於人心安穩充實，有利於社會發展進步，求大同、講仁

愛、重孝道、昌禮教、尚進取，就能夠讓自己與群體既和諧充實，又發奮進取。 

  趙書記對一貫道實踐中華文化的高度肯定，可視為本次社科院學者調研的具體

成果。雖然致詞的內容，聚焦於以中華文化的視域來觀察一貫道，從而找到彼此的

共同價值及對話窗口，但也掌握了一貫道的道德實踐與道風展現，刻劃出一貫道弟

子修己成人、無為奉獻的真實畫面。 

  至於收錄在會議手冊中的六篇調研論文，更是處處可以看到調研學者對於一

貫道開荒傳道的巨大感動，對於一貫道傳播道德倫理的高度肯定，也對一貫道走

向世界性宗教的滿懷祝福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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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華傳主任說：「一貫道在南非的付出讓我很感動！讓我想起民初王鳳儀善人

對社會救助濟世的苦行，一貫道也是如此！」 

  李志鴻主任說：「一貫道的開荒辦道值得令人敬仰！過去閱讀民間宗教資料與

寶卷，常見『開荒』一詞，但實際沒感受，今日卻大大了解與感受到開荒的辛苦

與實質意義。……一貫道真正符合傳統文化的典範，與儒、釋、道三教合一，進

而五教合一的宗教大同代表。」 

  陳進國主任也表達：「今日所看到的一貫道是中國宗教的近代轉型……，比較

能代表本土性與國際性的真正宗教。」1 

無論是一貫道傳道與行道之奉獻精神，道德實踐之形式與內容的廣大高明，

組織與傳播之無遠弗屆，一貫道所呈現出的格局與樣貌，內涵與精神，傳統與現

代，海內與海外之普傳，在在受到社科院調研學者們的一致肯定。 

  至於當天研討會的報告上，專研儒家的趙法生主任也指出：「一貫道不是一般

的宗教，因為融合了三教，超出一般宗教的意義之上。」又說：「一貫道的成功現

代轉型，解決了中國儒家文化二十世紀的困境，就是一貫道將中華文化給予現代

化。」趙主任除了肯定一貫道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真正傳人，更引用研究中國民

間宗教的泰斗馬西沙教授的話，肯定「一貫道是儒家的功臣」。 

研究道教與民間宗教的李志鴻主任也說：「一貫道在海外創辦中文學校、翻譯

經典，弘揚中國傳統儒釋道文化。一貫道有大量清修的前賢投入弘揚傳統文化，

一貫道在異域傳道有很強的轉化能力。」 

至於研究佛教的紀華傳主任也肯定地指出：「一貫道和其他宗教相處得非常

好，展現出一個包容性。」根據他的觀察，他認為一貫道的思想內涵、根本精神

為「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說：「一貫道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但同時吸收融合

佛教的無我利他奉獻精神，有著宗教的超越性及神聖性。」「一貫道是實踐者和傳

播者的統一，自己要修道、悟道，同時也要傳播。一貫道對傳統文化有創造性發

展，是思想和現實的實踐。一方面要超凡脫俗，同時要真俗圓融，有大乘菩薩積

極進取的精神，又有超越精神的提昇。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一貫道

將之體現在現實的社會人生之中，而且做得非常好。一貫道將生命的超越、宗教

的神聖，落實到生命中。將人間化、大同社會的理想，實踐於現實生活中。」紀

主任又表示：透過調研，讓他認識一貫道在海外華人傳播傳統文化非常積極的作

                                                      
1 以上三條引文，並見於：「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的傳播與傳承：海外學術調研期中研討會」，會

議手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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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尤其是對「三教同源，五教一體」思想的傳播，可謂展現中華文化的軟實

力。 

而專研伊斯蘭教的李林主任，也誠摯的說出：「跟一貫道的接觸這是第三次，

到台灣則是第二次，這個地方真好！一貫道是中華文化優秀的傳播者。」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室的李維建主任也真誠的表示：「以前沒有接觸一貫

道，不太了解。但現在一看，令人驚訝，來一次震撼一次！一貫道有規模、辦學

校、有慈善、有漂亮的建築、有意氣風發的朋友。一貫道有那麼傳統的東西，但

又那麼現代。而走向海外，又能滿足大家的期待。」「一貫道既是傳統的闡釋者，

也是現在的詮釋者。一貫道，比傳統現代，比現代傳統；比佛道入世，比耶回平

等。」 

中國社科院學者正式走入全球一貫道的道場，這是一貫道發展史的「一大事

因緣」，象徵著兩方面搭起進一步互信互愛的友誼橋樑。在以中華文化為共同文化

價值的認知中，這份真誠的交流與交會，將是促進一貫道老水還潮之契機；相信

一次次的誠切會晤與深入了解，一貫道終能將大道無窮之生命力，推展於全世界

各地。 

 

二、正 文 

（一）理體／道義道學：一貫道「繼歷代明師之志，承千古聖佛之德」 

  本次一貫道海外調研的期中研討會，崇德學院在校長陸點傳師的帶動之

下，全校教職員生戰戰兢兢投入事先的準備工作，無論場地的佈置、貴賓的接

待、文書的編輯、合唱節目的安排等等，都希望恪盡地主之宜，使賓至如歸，

皆大歡喜。而全體師生們更是樂道好學，孜孜不倦，全程參與研討會；也在會

議之後，彼此交換聆聽的心得，共同切磋道學，激盪智慧，砥礪德行。因此，

研討會的具體內容及所提出的相關議題，豐富而精采，值得進一步切磋討論。

以下再分列重點，逐一探析，也藉此就正於高明。 

  綜觀本次會議手冊所收錄的六篇論文，雖各自成篇，卻有一以貫之的脈絡

系統，亦即以「中華傳統文化」為論述軸心，進而涵攝一貫道的「道義道學」

及「組織傳播」等範疇的論述模式。強調優質的中華文化在海外傳衍及實踐之

情況，而一貫道正是扮演傳播此文化的重要載體。   

  此中，第一場次趙法生主任發表的＜現代一貫道對於海外中華文化傳播的

貢獻－－以馬來西亞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底蘊，從儒家的



6 
 

歷史脈絡來探源一貫道的道義思想及道德實踐，能呈現系統性的觀察報告，是

本次調研論文中義理性最高的一篇。 

  本文分別從「一貫道與中華文化」、「融通三教，返本開新」、「以家庭佛堂

道化生活」、「以富有成效的社區道德教育道化社區」、「制定人生禮儀，傳承禮

樂文明」等五大重點，分析「馬來西亞一貫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進而討

論「從落葉生根到在地生根：一貫道對於馬來西亞中華文化傳播的貢獻」；又

著墨於「道務傳播的組織模式」，再分別提出「以組線為基礎的核心裂變模

式」、「家庭佛堂是傳道系統的組織細胞」、「公共佛堂是社區道務中心」等論

點，分析一貫道組織運作的發展模式。所論述之內容，理事兼具，義理豐富，

可謂言之有物，值得參考。 

  趙法生主任說：「一貫道繼承了春秋末期以來道的思想，使它在理念上高

於普通宗教。一貫道以道為核心的教化理念，使它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理

解人性與教化，並審視各種宗教的異同。」2又說一貫道：「以佛為門，以儒為

本，以道為用，以大乘佛教的救度精神解決華人生命的終極關懷，借鑒道家思

想修養身心，將儒家道德倫常作為人生指南，會三歸一，攝教入道，將三家整

合為一家，使得一貫道成為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鮮明入世品格的新信仰形式。

從三教關係而言，它融合三教而歸宗於儒。」3趙主任對於一貫道的觀察，既

能緊扣最核心的「道」，也不離「三教會歸」之獨特性，可謂觀察入微而別具

隻眼。 

  基於上述的義理觀察，趙主任因而開門見山地提出大哉之問：「一貫道是

宗教嗎？」「在新、馬考察一貫道，無論是其尊崇儒釋道耶回五教聖人的觀

念，還是那些遍佈城鄉，看上去不像教堂，倒是更像學校的教化場所。」4趙

主任此處首揭櫫的扣問，也成為後續幾個場次的討論重點，進而蔚為本次研討

會的主題意識之一：「一貫道是道還是教呢？」而「道」與「教」的關係又為

何？ 

  李林主任則站在宗教學的立場，進一步提出一貫道是否為「宗教」的思

考。他說：「一貫道的道統是很古老的」，「一貫道非常特別、特殊，到底算不

算宗教？」李志鴻主任則認為：「一貫道已經不能用民間宗教來看待。」至於

曾傳輝主任則試圖以中國哲學的體用關係來理解一貫道的「道」與「教」之關

                                                      
2 會議手冊，頁 16。 
3 會議手冊，頁 17。 
4 會議手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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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事實上，上述之議題不僅是學者倍感興趣的論題，也是一貫道道內的課程

主題。因此，關於一貫道是「道」是「教」？還是「宗教」？「道」與「教」

的辨析是為何？而一貫道所傳的「道」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又為何？則是吾人在

研討會之後，所當慎思明辨的當務之急。 

  一貫道有一淵源流長的天命道統5，始於上古伏羲聖皇，終於弓長祖張光璧

（天然古佛）／子系祖孫慧明（中華聖母）。6從上古聖神的繼天立極、代天宣

化，到當代天命明師之普渡三曹7、天人共辦，合計六十四代天命之明師，順應

《周易》六十四卦之理數，皆為領受 維皇上帝之明命8，一脈真傳，聖聖相

續；渡化眾生，使之達本還源。天命道統與性理真傳，形成一貫道信仰的根本

價值與核心義諦。 

  一貫道之聖訓云9：「三皇五帝開闢路，代代相傳時至今。」10一貫道十五

代祖王祖覺一亦云： 

   是道也，始於伏羲……。至堯傳心，漸入精微。11 

自是以來，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三代以上，道在君相，教之整也，整則不分。……

三代而下，道在師儒，教之散也，散則分矣。孔子之教，存心養性，以

                                                      
5 一貫道之道統分為三期，上古青陽期始於伏羲聖皇，終於聖人周公；中古紅陽期始於道家老子，終於

劉祖清虛；而今白陽期始於路祖中一，終於弓長祖張光璧及子系祖孫慧明。 
6 天然古佛：一貫道後東方第十八代祖師，係濟公活佛倒裝降世。姓張，名奎生，字光璧。生於清光緒

15年（1889），山東濟寧雙劉店人。民國 36年（1947）8月 15日中秋之夜殯天，享年 59歲。成道之

後， 維皇上帝敕封為「天然古佛」。中華聖母：一貫道後東方第十八代祖師，係月慧菩薩倒裝降世。

姓孫，名素真，又名明善，道號慧明。生於清光緒 21年（1895），山東單縣人。民國 64年（1975）農

曆 2月 23日（國曆 4月 5日），回天繳旨，享年 81歲。成道之後， 維皇上帝敕封為「中華聖母」。 
7 普渡三曹：係指一貫道當代天命明師奉天承運，上渡天上河漢星斗，中渡人間芸芸眾生，下渡幽冥鬼

魂之普渡收圓大事。 
8 南屏道濟、郭廷棟：《一貫道疑問解答》（青島：崇華堂，1937年），頁 3上，「道中供奉那位神佛」：

「一貫道所供奉神佛，為主宰三界十方之明明上帝。因其位居無極，而為開天闢地生人之道母，故又稱

老 。」此處「維皇上帝」亦即「明明上帝」、「老 」，全稱為「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

萬靈真宰」。（為了行文之精簡，版本項目僅出現在首次，以下若引用本書時，皆採用此版本。） 
9 聖訓：是指聖神仙佛藉由乩竅之天啟形式，所垂示之書訓。內容有指示修辦道之根本大法，也有因材

施教、因事制宜的教導，這是一貫道「神道設教、天人共辦」之殊勝處。而正知正見的聖訓，往往是一

貫道弟子安身立命的圭臬，也是修辦道之指南。 
10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80615090001。 
11 王祖覺一著、林立仁整編：《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三會圓通》（新北市：正一善書出版社，1991

年），頁 59。（為了行文之精簡，版本項目僅出現在首次，以下若引用本書時，皆採用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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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為宗旨；佛氏之教，明心見性，以歸一為宗旨；老氏之教，修心鍊

性，以守一為宗旨。……。三教之相同者，心也、性也、一也，道之體

也。12 

一貫真傳，指的是歷代天命明師奉天承運13所指授之性理心法，乃聖聖相傳之

宗風，是為天道性命之大根大本。這是儒家堯舜授受的「允執厥中」；孔門心

法的「一以貫之」；也是禪宗「自古佛佛唯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的「菩提

自性」。一貫道天命明師所指授之「執中、精一」之道，是歷代聖佛祖師「正

法正傳，正德正命」之實理實學，是有情眾生之菩提自性，人人本自具足的天

命之性、明德至善。 

  聖聖相傳的「精一、執中」之道，是萬物統體之至善，也是物物各具之明

德善性。雖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卻人人有而不知其有，故必待「真師傳授，

講透言明」14，才能實得於心。因此，王祖覺一說：「學者必訪求真師，指點詳

明，超氣離象，洞達神明，得其明德至善之所在，知空中之不空，識無中之妙

有。」15故一貫道強調「明師一指」之必要，這是一貫道白陽期「先得後修」

之獨特與殊勝。唯有經由天命明師指授人人本具之真性，才能確保天理良知之

當家作主，進而依體發用，率性而行；循乎天性，發為常德。大根大本挺立，

道心始能恆誠無息，愿立才能無始無終，而成聖成佛才有堅固之內在依據。 

  至於一貫道與儒釋道三教之間的關係，道與上帝之辨析等延伸議題，崇德學

院唐經欽教授對趙法生主任之論述也有所回應。 

  唐教授說：「趙主任深耕於儒家文化之沃壤中，兼攝中華幾千年傳統文明精

要，以華夏聖學傳承之高度及宗教核心之視野來論一貫道，並給予極高的評價，

可謂論之有據，吾道之人當感同身受。」又說：「趙主任以一貫道之核心理念是

道，且能融通三教，既有超越性又具有鮮明入世品格的新信仰形式。可謂十分的

當，可見趙主任對道與教分殊之洞見。然經由文中，吾人可提出幾點再審辨

之。」以下兩點是唐教授提出的辨析： 

1. 三教間之定位為何？ 

當代學者向用「以儒為宗」來定位一貫道，換言之，以儒為主，佛、道二

                                                      
12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理性釋疑》，頁 299-300。 
13 《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5下，「何謂奉天承運」：「天者，明明上帝也；運者，天機之轉運。奉天承運

者，即接奉明明上帝之明命，辦理各期之天機大事。」 
14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大學解》，頁 59。 
15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大學解》，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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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為輔來定位三教，此於趙主任文中，亦明確引＜道之宗旨＞表達以儒家

道德為主體地位的立場。然而，道之所以能攝教，而為教之共同根源，必

然存乎其超越性及終極性。一貫道十五代祖王祖覺一曾因有人認為以儒之

正傳來修持即可，祖師因而答曰:「二氏之精髓命脈，心法道統之真傳，用

以涵養性天，返本還原，故能頓悟直超，誕登道岸。」肯定「三教一天，

萬國一理之源。」足見三教之間，並非孰主孰副。一般學者之論述，概以

相評之，或以時代主流論之，與一貫道根本義理並不相符。換言之，「道」

既是終極根源，各教聖人當是依「道」展現，故儒是依道而儒之，道是依

道而道之，釋是依道而釋之。所以是儒、是佛、是道，也非儒、非佛、非

道，方是真儒、真佛、真道，此為一貫道三教合一之理。依此，道與教之

分殊方明確。 

2. 「道」取代「上帝」成為最高思想範疇之疑慮 

趙主任之論文中提及：「中國軸心時代，道取代上帝成為最高思想範疇，將

宗教信仰道德化和人文化，將以外在超越的崇拜為中心，演變為以道德反

省、體認、自覺和踐行為內涵的中道超越。」此論確為當代學者所主張。

而從軸心突破之後，孔子、孟子等對道德主體性的強調，人皆可為堯舜，

有為者亦若是之論，是可為從神文到人文轉化之據。 

然而，吾人卻可從往昔孔子雖畏於匡及陳、蔡絕糧，仍知天、許天時之

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6「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

何？」17又孟子答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時，便釐清天子雖能

薦人於天，但真正之授受是「天與之」。又嬖人臧倉阻止魯平公往見孟子，

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18足見孔、孟同倡天主導、天命可畏絕對

之理。此如趙主任曾說「除魅化」之不合理性，而一貫道之道義，實不背

離儒家此天命授受之真傳統，既強調上帝之超越性，亦重道德的內在義。

上帝指派明師承受天命，領有上帝權柄，指授渡化芸芸眾生，此顯上帝之

超越性；然而得道者仍需藉由修辦方得證究竟圓滿之境，此踐仁知天、契

天，行人道達天道之進路，亦即傳統天人合一之論。 

                                                      
1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卷 5，頁 148，＜子罕＞。（為了

行文之精簡，版本項目僅出現在首次，以下若引用本書時，皆採用此版本。） 
17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 4，頁 133，＜述而＞。 
18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2，頁 312，＜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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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哲學之發展而言，「昊天、上帝」等概念，早見於《尚書》及《詩經》

等經典，這是上古天文與神文合一的階段；進入東周，宗法制度瓦解，「道」

之範疇的被提出，隨著先秦九流十家的形成而百家齊鳴，人文的道德自覺漸次

取代神文的神祕性；到了唐宋，受到佛教華嚴宗「理事圓融」等概念的影響，

「理」思想的形成，是宋代學術的重要發展。自此之後，《四書》取代了《五

經》，「理」範疇所建構的宇宙論及心性論，也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 

  再回歸一貫道的道統發展史來觀察，上古「昊天、上帝」為主導的時代，

正值一貫道之青陽期，這是道降君相，政教合一的時代；而「道」、「理」範

疇被提出的時期，是為紅陽期，乃道降師儒，是政教分流的階段。然而，無論

歷史及思想的發展變遷為何？一貫道所指涉的「道」，彙編中國學術史上主體

價值的一脈軸心，通同「帝／道／理」而為一，發而為「道真／理真／天命

真」的信仰模式。因此，「道」超越教相之分殊，是為三教同體之根源，為天

地人一以貫之的根本實相。「天道」與「性命」不二的天人之學，發而為一貫

道弟子內外合一的修養工夫，並成為其天人合一的終極目標。 

  「道」雖為三教之共同根源，然而，「教」依然有其必要性。《中庸》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根源於天，為天所賦

予，是天理之流行；「道」指由體起用，循其根性之自然，是不離本體的發

用；「教」為反身修德的歸根工夫，是因其本然，依其固有的道德裁成。故

「帝／道／理」通同為一，而「天／性／道／教」亦四位一體。「天人合一／

理」的思想結構，為一貫道「天人共辦／事」的模式，提供一形而上之理型依

據。因此，道與教之分析，將融攝「理、事／體、用」的圓滿義理，兩者各有

其重要性。對於此說，王祖覺一也有所論述： 

   有教無道，則天人路迷而難成；有道無教，則師生道絕而無繼。道全於

己，可以繼天立極；以道教人，乃為代天宣化。繼天之極者，明體也；

代天宣化者，達用也。明體者，自明其明德也；達用者，教人明其明德

也。19 

「道」與「教」的關係，雖有體用之別，但相輔相成，是「體用同歸，顯微一

致」。足見，「教」是以道教人的代天宣化，在於闡發聖人之德音，是繼天立極

的天人之路，也是一貫道普渡教化之德業。 

  至於道與教的關係，一貫道的聖訓也有明示。以下是濟公活佛的臨壇垂

                                                      
19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書．大學解》，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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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道傳世界救性命，教化眾生歸善奉； 

道為本體心法入，教為作用淨人心； 

道可超生了解脫，教可來世福報存； 

道乃萬靈真主宰，教乃精神寄託引； 

道以覺性省思悟，教依法門渡乾坤； 

道離一切有為法，教導人善漸法行； 

道理貫徹不偏倚，教義戒規皆不同； 

道運應時開普渡，教門應人隨時運； 

道由教顯相輔成，教由道生不可分； 

道教先後根源溯，道教分析自可明。20  

上述引文中的「教」，所指涉者為「宗教」。唐經欽教授對於本段，也有撰述與

分析21。其論文分別從「主權與天命之不同」、「法門不同」、「體用、本末關

係」、「相輔相成關係」等四個面向加以探討，強調「道的主權在天，所以在白

陽普渡時期，老 降道便是傳超生了死、性命究竟解脫之法，此與教之主權在

人，常止於修來生福報及作精神寄託，難能解脫了悟有所不同。」 

  關於「道」與「宗教」的關係，濟公活佛臨壇時也有所慈示： 

   夫繼歷代明師之志，承千古聖賢之德；開近代宗教之先河，留歷史之典

謨。白陽應運，普渡三曹，迄今大開收圓之法門，引渡同胞手足，濟之危

困，挽之頹風。……天命所在，大道長存；教務所宗，體用兼並。以提高

文化價值面，以提昇教化功能性，方達復興中華文化之任務，落實繼往聖

之志業。故「道」本超乎「宗教」二字，因應時代，強名曰之。22 

一貫道所論之「道」與「教」，皆是依乎天命明師所開展的傳道與宣化，此道

執中貫一，體用兼備，理事圓融，具有超越宗教的絕對義與超然性。然而，道

雖超乎教相，為了落實往聖之志業，復興中華道統文化，提高文化價值及教化

之功能，因應時代的需要，因而有了「宗教」的勉強稱名。 

  據前文之所論，一貫道究竟是道還是教？與宗教的關係又為何？答案已不言

                                                      
20 民國 93年（2004），歲次甲申，2月 23日，發一天元長聖，臺灣明聖宮。 
21 唐經欽：＜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思想之探討－以「殊途同歸」聯合訓及「 」字訓為中心＞（《一貫

道期刊》第四期，2015年），頁 134-158。 
22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30622070001。 

http://10.1.1.4/iktdao/taxonomy/term/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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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喻。一貫道是「道」不容疑慮，但一貫道也有「教」。所論之「道」，是天命

明師所指授的「執中、精一」之道，貫乎「天／性／道／教」而為一，是萬殊之

大宗，也是作聖之本，乃純乎天理，是為五教共同之根源。「教」則是本乎天之

明命的代天宣化，在於體現聖人之德音，作為木鐸之振聾發瞶，是為萬世之金

鐘。因此，道能統攝教，而教不可離開道。 

  至於趙主任等所提出的「一貫道的核心理念是『道』，中國『道』的概念約形

成於軸心突破時期，所以一貫道繼承春秋末年以來『道』的思想而產生」之說，

崇德學院碩二學生李秀珠同學依據王祖覺一之思想，也提出她的看法： 

「道」的確是一貫道的核心理念，不過一貫道所傳的「道」並非起源於春

秋末年。首先以「道」的意涵而言，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體，

自然的始祖，萬物的宗祖，先天地而有，無形無名，作用這麼豐富而廣大

的「道」，人只能用有限的詞彙強名形容而已。是道也，以覆冒萬物而言，

則謂之「天」；以主宰萬物而言，則謂之「帝」；以真實無妄而言，則謂之

「誠」；以獨立不倚，謂之「中」……。而在「道」的同義詞中，「帝、

天、中」這些觀念，早在春秋末年以前就出現了。 

綜上所述，一貫道是「道」且有「教」，為因應時代之需要故有「宗教」之強名。

「道」，通於「天」達乎「性」而具足於「人」，是為「明德」；因此，能明體者，

足以繼天立極。「教」，依乎「道」修於「己」而化之於「人」，是為「親親、新

民」；因此，能達用者，稱為「代天宣化」。一貫道無論是「傳道」或「宣教」，皆

源乎 維皇上帝之明命，在於開示悟入聖佛之知見，以啟眾生天心之復歸，這正

是當代天命明師普渡三曹之聖業。因此，一貫道弟子，從得道修道開始，進而明

道行道，終而辦道成道，皆為「鋪出一條聖賢之路」，一條繼往聖開來學，明善復

初、達本還源的還鄉覺路。 

（二）事用／組織傳播：一貫道「體聖人教化之功，以促進世界大同」 

  研討會的第二場次至第六場次的會議報告，主要聚焦於中華文化在世界各地

的傳播與發展，關注一貫道的傳播模式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偏向於事用

的層次。主張一貫道「以教傳道」，強調一貫道為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載體。

關於大陸學者提出的這些觀點，以下將再討論之。 

  第二場次是「南美洲－－巴西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李志鴻主任在＜中華文

化在巴西的傳承與弘揚調查報告＞的論文中，從「創辦中文學校，弘揚中華傳統

文化」、「翻譯經典，弘揚中國傳統儒道釋文化」、「開辦武館，以武術為媒介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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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悲天憫人，慈善救助」等重點，說明開荒巴西道場與傳揚中華

文化的關係。 

  在現場的會議報告上，李主任指出：「一貫道繼承三教傳統，又加以創造性的

創發，將傳統文化弘揚得非常好。」又說：「一貫道在海外弘道的策略，非常成

功；很多作法，可以吸取。」他也觀察到：「一貫道的海外弘法，具大量捨身辦道

之人才，而悲天憫人的慈善救助，獲得當地的認可。」 

  李主任不僅觀察到一貫道弟子在道德實踐中，所呈現的優質文化；也看到一

貫道海外開荒，所揮灑的犧牲奉獻。這份崇高的宗教精神，是一貫道弟子效法師

尊、尊母頂劫救世，以及各位前人輩捨身辦道的大無畏，從而成為一貫道道傳海

外的重要推動力。 

  第三場次是「非洲－－南非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由紀華傳主任報告。紀主

任細數各組線在非洲傳道的不同發展模式，例如：寶光玉山，基於以商弘道的傳

道方式；寶光建德，借鑿井引水、開辦義診、建立孤兒院、發放捐助物資而成全

道親；發一崇德，則以中醫義診等方式來廣結善緣；基礎忠恕，則開設佛堂，開

班教育。然而，南非經過了四十年的開荒佈道，雖然在弘道上取得一定的成績，

卻依然面臨很大的困難，例如：黑人教育水平低，溫飽有待解決；而語言隔閡，

道親流動率高；又南非治安差，搶劫槍殺時有所聞，在此情況之下，要傳播傳統

文化仍有很大的困難。曾主任因而作出歸結：「若無宗教的捨身，要將傳統文化給

傳揚出去是不可能的。」 

  曾主任對於南非道務的傳揚觀察，依然基準於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之立場。然

而，和李志鴻主任一樣，皆不約而同地道出一貫道開荒海外難行能行的深切慈悲

與難能可貴。 

  第四場次是「歐洲－－奧地利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調研的對象，主要是安

東組，由研究伊斯蘭教的李林主任報告。 

  李主任的報告，充滿著問題意識，站在宗教學的角度，他認為一貫道跟別的

宗教不同，有著非常特殊的宗教現象，已不能用「民間宗教」或「新興宗教」來

理解。 

  面對一貫道的定位，李主任主張要問的是：「一貫道是道還是教？」因為這個

問題，不僅涉及一貫道作為傳播中華文化的載體，也攸關一貫道如何走出全世

界，還有一貫道到底屬於中國的還是世界的等問題。 

  李主任首先揭示文化的重要性。他說：「文化，能給我們一個安頓身心、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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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安頓家庭的精神棲身。」的確，海外的華僑華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

時，若不傳揚自身的優良文化，將缺乏安身立命的精神資糧。李主任說：「一貫道

正是提供了海外華人文化層面的精神安頓。」 

  李主任認為一貫道所提供的文化精神安頓，包括有形的社會實踐，例如：以

「中醫、禪修、武術」等方法，幫助海外道親安頓身心；又透過身心修養的「改

毛病、去脾氣」，「誠信、孝慈」等道德引導，帶領海外道親正心、修身、齊家。

而「中醫、禪修、武術」，「改毛病、去脾氣；誠信、孝慈」等修身養性方式的運

用，不僅安頓海外道親的身心性命，也促使中華傳統文化走向世界，一貫道成為

了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重要載體。 

  基於前文的敘述，李主任試圖為一貫道是「道」不是「教」提出他的看法： 

  「三教合一」的「一」，不應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宗教共相，更應由形而下可以

操作的社會實踐來衡量，因此，「三教合一」要從「三教互補，三教一致」來論

述。而這個「一致」的角色，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由儒家所承擔。儒家何以能

承擔各教使之「一致」的角色？在於儒家去宗教化的性格，為融合宗教提供了對

話的平台。外來宗教為了和傳統文化相處，就必須以儒家的內涵為標準，才能化

解宗教間的衝突。 

  至於儒家提供了什麼「一致」的內涵，促使宗教間得以和平相處？李主任認

為是「禮法化」和「修道化」的兩大形式。無論佛教、回教或基督教，在與中國

傳統文化的融合過程，都需會通於儒家的「禮法」和「修道」，從而消解文化差異

的對立。因此，一貫道以「中醫、禪修、武術」及「改毛病、去脾氣；誠信、孝

慈」為方法的傳道模式，正如傳統儒家所承擔的「一致」角色，透過「禮法化」

和「修道化」的形式，化解傳道海外時所面臨的文化矛盾，從而形成融合宗教的

廣大與高明。 

  李主任的思惟借鑑於中國學術史上三教交涉的發展經驗，也繼承東漢以來以

宗教的外在形式（禮法）及基本義理（修道）而會通三教的主流作法，有其歷史

探源及根本學理，但與一貫道所論的「三教合一」之「道」並不全然相應。而一

貫道之所以能傳道海外的原因，雖然有上述方便法門（「中醫、禪修、武術」等）

的應用，但更根本性的是一貫道信仰中的「天不喪斯文：道真／理真／天命真」

及「天人共辦」等殊勝義作為內在動力，再輔以組織運作及各種成全模式，內外

合一，本末兼行，才有今日道務弘展於國際之景況。 

  第五場次是「北美洲－－美國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由曾傳輝主任報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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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首先表示：「你們是在內言教，我們是在外言教。內外合一，希望將一貫道給

研究清楚。」曾主任的報告中也歸納出數個具體重點，用以說明一貫道在美國洛

杉磯、舊金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身體力行與大力弘揚。重點包括： 

1. 一貫道遵守美國當地的法律及其文化，故能融入主流，與社區、社會和各級

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2. 一貫道「道本一體，理無二致」的思想，充分發揮其作用。一貫道道親能知

行合一，以身示道，以心修道。又能尋求人類倫理的共同點，讓中華文化的

孝道和美國的家庭價值，有了共通的內在合流，從而推動一貫道在美國的紮

根。 

3. 一貫道在美國的傳播，能補足美國德性文化與倫理道德的不足；一貫道傳播

美國「創變守常」的成全模式，在形式方法改變而真理不變的原則下，也讓

在美國出生的華人（ABC）找到投入修辦道的動力。 

  經由上述的觀察成果，曾主任大力推崇一貫道，能將中華文化作出跨民族、

跨宗教、跨國際之弘揚。 

  蓋「道」本不分種族，是源於天而具於人的天命之性；而「修道」乃是率

性而為，依循天理的道德行為；因此，仁義五常、道德倫理，正是人類普遍而

同然之德能。一貫道之所以能遍及於全球五大洲，超越國度的地域隔絕，打破

種族及文化之藩籬，於八十幾個國家設立佛堂，在於所依循的乃是人類普世的

共同核心價值，闡揚的是人類同然的道德光輝，這是「天下之達理」，是為

「天下之達道」，故能歷久彌新，超越教相，邁向國際，而弘展於全球。 

  第六場次是「東北亞－－日本調研報告及意見交換」。由李維建主任報

告。李主任首先肯定一貫道的豐富與精采，「有藝術、有文化、有精神」等各

層面；進而分析發一崇德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成功條件，歸功於高村家族的傳

道，促使一貫道在日本形成了本地化、日本化的特色。 

  李主任的報告，凸顯出一貫道海外弘道「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問題。

他認為：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必須要宗教本地化，信徒才沒有距離感。宗教本

土化的範圍很廣，可包括：語言、思想、理論、建築等，甚至日本人當點傳

師、佛堂設計迎合日本人的習慣等宗教之本地化，都是發一崇德得以在日本發

展的原因。 

  最後李主任說：「宗教對傳統的保留和傳承，是有積極意義的。宗教的承載，

往往不只是傳統，還是現代文化的發揚與倡導者。一貫道一方面保留傳統，也在

詮釋傳統。一貫道的文化載體極多，在中華文化的傳播上，做出了自己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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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李主任對於發一崇德傳道日本的「本土化」分析，確實有其客觀性，但所觀

察的事項，仍屬於事相的層次。發一崇德在全球「本地化」的弘道特色，出於不

休息菩薩「本地人辦本地事，本國人辦本國事」的大智慧，這是立基於那超越國

家、種族、膚色的內在同然本性，發而為執中以貫一的紹述天心。因此，一貫道

的根本救渡與傳播海外，沒有標新立異，沒有驚世駭俗，這是啟迪良知以回歸真

性的生命終極關懷，更是白陽祖師普渡三曹的天之明命與鴻慈大愿。 

  基於本節之論述，得以歸納一貫道在海外弘展的基本原則：這是本乎天之明

命的天運樞機，也是天命明師的三曹普渡；此道是本乎「天道／性命」的宗教共

同根源，發而為「道德／教化」之人類普世價值；此中，尚有一貫道「天人共

辦」之殊勝，還有仙佛顯化之渡化等等。因此，一貫道是弘揚「道」而非弘揚

「中華文化」。崇德學院一位來自發一慈濟泰國道場的泰籍學生，道出了參與研

討會的三點真切心得。他說：  

1. 「一貫道」與「中華文化的傳播」雖然在某個層面可以相提並論，但在實際上

不可全然劃上等號。一貫道對中華文化的傳播立下巨大的貢獻，但中華文化並

不是一貫道最核心的內涵，「三曹普渡」才是一貫道最終的任務所在，這更要

牽涉到「天命真傳」、「道統真傳」以及「性理真傳」等議題。 

2. 一貫道道親學修參辦的最基本精神動力，不只是儒家經典或大乘佛法的薰習，

更是來自於對「天、上帝、聖佛、當代天命明師」等的敬畏及虔信，所發出的

內在信仰力量。 

3. 一貫道能跨越國度的弘展，與當地中華文化的因素，並沒有絕對的直接關係，

一貫道在泰國的發展即是其中一例。 

無論是中華傳統文化或是泰國的小乘佛法，乃至於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有其精

采，也有其精闢，這些都是一貫道應機弘道時的方便法門，也是一貫道兼容並蓄

的特質中，藉之領悟與修持的經典素材。因此，一貫道的弘揚海外，在於「以道

攝教」，不在於「以教傳道」，更非「宗教依附在文化」。雖然在某個層面傳揚

了中華文化，但一貫道的存在及傳播海外的原因，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獨立價

值。 

（三）圓融／一貫真傳：一貫道「天命道統真傳」與「道德倫理秩序」 

  一貫道祖述堯舜，憲彰文武；繼承天之明命，會以孔孟之真傳，弘揚聖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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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執中貫一／五教同源」之道。此乃天不喪斯文，正命一脈之延；用以推道

以訓俗，道化人間。此一脈之真傳，是承天景命，貫乎古今，故一貫道所繼承的

是道統文化，不是傳統文化；所傳播的是中華道統文化，而非中華文化。因此，

若不明白天命道統，則無從理解一貫真傳；而不明白、不清楚，甚至不承認乃至

於刻意反對天命道統者，又如何契入一貫道呢？因此，濟公活佛所慈示的三大弘

愿即云： 

在先天，渡化眾生，達本還源；在後天，復興中華道統文化；移風易俗，

化世界為大同。23 

這是活佛師尊濟化三天的鴻慈大愿，也是航行人間的渡世之舟。因此，一貫道的

道統，是天命之道統；所欲復興的中華道統文化，是五教聖人之奧旨。也唯有復

興中華道統文化，闡發五教聖人及歷代祖師的道風德範，才能超越種族、國情、

宗教、文化，以「道」統攝萬國而行遍天下。 

  一貫道之仙佛聖訓又云： 

白陽應運儒風展，孔孟仁義效法遵；從善如流不偏倚，明心見性握方針。移

風易俗大同現，彌勒家園在人間；希望人間活菩薩，三不朽立建功端。24 

一貫道之所以重視儒家道德倫理，在於體現聖人教化之功；一貫道恪遵四維綱常

之古禮，在於將大道無窮之生命力，推廣於人間；一貫道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在於傳承先聖所揭示之性理真傳，以開啟未來萬世人間淨域之功。這是一貫真

傳、白陽應運的天運樞機，也是一貫道化世界為大同之理想。 

  2015年孟冬 10月 15日，濟公活佛於日本天肅佛堂臨壇慈示： 

這二十一世紀，任何國家想達到成功興盛，不是靠武力，而是第一倫理、

第二道德、第三文化教育。25 

2013年仲春 2月 5日，濟公活佛於臺灣正鴻佛堂，臨壇指示＜傳承頌＞之聖訓亦

云： 

傳承五千多年中華文化的精髓（道統），傳承聖賢仙佛慈悲喜捨的精神。傳

承的心，脈脈相延；傳承的情，代代相續。傳承乃為世界和平，締造人心

                                                      
23 關於濟公活佛之三大弘愿，今《修辦津要》（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 136所

錄恐有誤植，仍待考證。上引文則根據崇德學院校長陸隆吉點傳師所傳述。 
24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50712040501。 
25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51126080801。 

http://10.1.1.4/iktdao/taxonomy/term/257
http://10.1.1.4/iktdao/taxonomy/term/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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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良善。傳承的心，大愛無私；傳承的心，棒棒相傳。以公心為眾生，以

博愛展聖賢之志業，深行仁慈，廣佈儒風。26 

因此，一貫道弟子無論是推廣儒家文化，或是闡揚歷代聖人之道功德範，都為了

紹述先聖之道脈聖心，推衍執中貫一之根本大法，實踐博施濟眾之道德理想，讓

師師密付之本體本性，聖聖相續之天心天性，於五湖四海發揚光大。這是一貫道

弟子秉持著天命明師、天命道統、性理真傳，繼往以開來的大同理想。 

  濟公活佛在＜歸根賦＞的聖訓中亦慈示大眾： 

   天恩浩蕩金線降，憶起本來之模樣，原是一道光，投身世界遊樂場，擁有

四大假合，構成色身之形相。乘愿而來，中華血液在體內流淌；承載著前

聖寄託之希望，成為天地之臂膀。推銷祖祖相傳之秘寶，真理為導向；讓

師師密付之本體，於五湖四海光大宏揚。行走於返本還源之大道上，認祖

歸宗乃一生崇尚，擁有震古鑠今之志向，願為道場棟樑。將大道發揚，識

真相，邁康莊；讚頌歷代祖師及前人輩之盛德豐功，天恩倡，祖德流芳。

飲水思源，尊師重道，立作下一代之榜樣。27 

一貫道的道義，闡發倫理道德，重視修道以立定為人之腳跟，強調「盡人道可以

達天道」。因此，「家庭倫理」，以「孝、悌」而立根本；「職場倫理」，以「忠、

義」立根本；「人際倫理」，以「誠、信」立根本。能盡「倫常道德」之根本，即

能盡自己之本分，能培固自己之本心，能端正家庭之定位，能安定社會之發展，

由內而外，由己而人，由近而遠，內外一以貫之。 

  因此，人人本乎天心，不離道德仁義，不出天理軌則，人類社會即可運行得

自然有序，從而形成一道德秩序。人人準乎此天理而行，本乎此常德而與人相

處，是為「道化生活」，是為「彌勒家園」，是為「盡人道以達天道」，這是一貫道

「大同理想」之愿景。 

三、結 語 

（一）感恩：「一大事因緣」之際會 

  感謝天恩師德，老祖師、師尊、師母之聖德無邊。一天半的學術研討會在

趙文洪書記閉幕致詞的熱烈掌聲中，以及與崇德學院互贈禮物的用心安排之

下，畫上了圓滿的句點。感謝遠道而來的大陸學者，真誠道出對一貫道的道德
                                                      
26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30316040204。 
27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80324040102。 

http://10.1.1.4/iktdao/taxonomy/term/484
http://10.1.1.4/iktdao/taxonomy/term/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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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及傳播真理之肯定；感謝促成此次交流的眾多前賢大德，對推動一貫道之

發展所作出的無為努力；也感謝各位前賢的愛戴，一貫道崇德學院全體教職員

生得以躬逢此盛會。 

  所有與會嘉賓及關心一貫道之發展的前賢大德們，皆因共同見證這場別開

生面的友善交流而感動且無限歡喜。趙書記說：「這是他見過的學術研討會中

最好的之一。到了第二天，仍然整整齊齊在聆聽，令人感動，也衷心感謝。」

經由一天半的互動交流與反覆討論，趙書記也承諾要更認真完成尚未調研的兩

場一貫道觀察。 

  而一貫道全體道親們更是深切地期盼著，但願社科院的學者專家們，能用其

七支行雲流水之筆，寫下千秋萬世之偉業，作為一貫道傳揚海外的歷史關鍵，扭

轉大陸當局及社會對一貫道的看法。 

  我們深深期待著：在研討會圓滿的落幕之後，一貫道之傳揚全球，能有進一

步更美好順利的開展。 

（二）附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南美州－－巴西」的一貫道調研，主要由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卓新平所長領隊。在巴西調研的心得總結中，卓新平所長提出關於一貫道未來

發展的建議，具參考價值，今摘錄重點如下： 

  一貫道走到今天這個點上，是到了應該「把這幾年的發展加以梳理總結，

然後提升系統化到一個基本的框架」，也就是要「建構一貫道學體系」。透過總

會，集結一貫道學院和各組線道場人才進行這項工程，同時達到「培養人才」

的目的。而這個基本框架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歷史」，一個是「體系」。 

  首先，歷史的梳理，又可分成經典的、過去的歷史，以及當代一貫道在全

球各地的發展。前者（歷史的梳理）可見於過去的寶卷及經典史料，而且已經

有許多學者做了不少的研究，只需要把研究集結再系統化，就會有許多結果

了。至於後者（當代一貫道在全球各地的發展史)則相對較為零散稀少。書寫

方式可「依每個組線道場的發展書寫」，或是匯總的寫。……一貫道能不能集

結與栽培語言人才，把一貫道的思想與實踐，「把道行天下的軌跡，稍微描

述，大道才能彰顯。」28 

深深感恩！ 

（撰文：洪淑芬／攝影：張峰嘉、林獻晸、蔡孟佐） 

                                                      
28 會議手冊，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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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全體大合照 

 

 

研討會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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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韓老點傳師 開幕致詞 

 

 

一貫道總會 王寶宗理事長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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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 沈智慧理事長 開幕致詞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 趙文洪書記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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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陸隆吉點傳師（左）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 趙法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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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室 李志鴻主任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 紀華傳主任 

 



25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 李林主任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室 曾傳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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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室 李維建主任 

 

 

王寶宗理事長、馬家駒點傳師、趙法生主任（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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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一貫道各組線的點傳師、前賢大德 參與研討會 

 

 

來自一貫道各組線的點傳師、前賢大德 參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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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討論熱絡 

 

 

研討會現場 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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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貫道各組線的點傳師、前賢大德 參與研討會  

 

 

來自一貫道各組線的點傳師、前賢大德 參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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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專注聆聽 

 

 

研討會現場 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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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陸校長與趙文洪書記交換禮物 

 

 

崇德學院陸校長與趙文洪書記交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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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貫道各組線之點傳師、前賢大德 

 

 

趙文洪書記（中）與嘉賓、點傳師、前賢大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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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明點傳師（左二）與各位點傳師、前賢大德合影 

 

 

謝清香點傳師蒞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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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天恩群英黃金昌點傳師、發一靈隱董招賢點傳師、崇德學院陸點傳師（由左至右） 

 

 

陸點傳師與中國社科院學者（左一、左二、右三）及兩位點傳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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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安點傳師（前排右四）與崇德學院學生合影 

 

 

崇德學院學生 負責報到、接待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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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學生 精采合唱演出 

 

 

崇德學院學生 精采合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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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點傳師、黃點傳師與崇德學院教授、學生合影 

 

 

陸點傳師、黃點傳師與崇德學院教授、學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