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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專題報導 

前 言 

    感謝天恩師德，白水聖帝慈悲，各位成道前人在天聖靈的護佑。一貫道崇

德學院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十二月二十

三日假國際會議廳舉行。在校長陸點傳師的帶動之下，全校教職員生齊力總動

員，更有來自一貫道各組線合計一百九十位前賢蒞臨現場，此中包括三十五位

點傳師、各單位的學者、專家，尚有三百多位的線上與會者，三千多次的直播

點擊次數，共同參與並見證了一貫道崇德學院的年度學術盛會。 

  今年適逢師尊、師母傳道九十周年紀念，而今一貫道已經傳遍世界八十幾

個國家，已然是一個準世界性的宗教。蓬勃發展的同時，需要建構更完整的義

理系統，一貫道崇德學院的設立，正是開啟一貫道道學、道統研究的系統化。

而每年所舉辦的「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學院研

究成果的具體展現，今年剛好邁向第十屆。十年的學術研討之發展，慢慢累積

了研究的能量，而學術研究能量的提升，也漸漸促成一貫道學術研究的國際

化。因此，第十屆的今年，崇德學院的學術研討會有許多突破性的進展，首次

有美國哈佛神學院教授的學術專題演講，首次有國際學者線上論文發表，首次

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直播，首次有來自世界各國友人、學者的祝賀信，以及首

次美國麻州州長、波士頓市長、劍橋市長對崇德學院所舉辦的學術會議的肯定

和簽名公告文。足知，學術的研究，不僅深化一貫道之道統、道學體系，編天

下之經綸以建立真理真知真行；更見證天命流行之殊勝，共同輔成白陽文運三

曹普渡之聖業。 

明明上帝之恩典：「中華道統傳承與創新日」之殊榮 

    就在學術研討會舉辦的前夕，學院紛紛收到來自世界各國之友人、學者的

公開祝賀信。十一封的祝賀信，象徵崇德學院的學術研究所肇啟的大門，已受

到世界各國不少學者、友人的關注與支持。同時又陸續地接到包括：美國麻薩

諸塞州州長查爾斯．貝克（Charles D. Baker）、美國麻州波士頓市長馬丁．

沃爾什（Martin J. Walsh）、美國麻州劍橋市市長薩姆布爾．西迪基（Sumbul 

Siddiqui）的簽名公告文。三份公告文，象徵麻州州政府及兩個市政府對於在

美國的「崇德佛院」，致力於道的傳播及心性教育的肯定；對於在臺灣的「崇

德學院」深耕道統、道學之學術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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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文除了祝賀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圓

滿成功之外，一致性地將「2020年 12月 23日」，明訂為「中華道統文化傳承

與創新日」。這個紀念日別具意義，應是對於一貫道天命道統歷代祖師的緬懷

禮讚，從道統始祖伏羲聖皇到第六十四代的師尊、師母的感懷紀念。這個由西

方人提出的「東方道統文化紀念日」，恰恰在 12月 24日平安夜的前夕，是否

也意味著東西合璧同歸於宇宙真宰明明上帝！是的，上帝之慈恩，普降大地子

女，微妙的時序關係，印證了天命之殊勝，也見證在美之「崇德佛院」及在臺

的「崇德學院」，皆能堅定道心、堅認道統，秉持師尊、師母之慈心悲愿，共

同推道於人間之理想與實踐。 

  波士頓市市長的簽名公告全中譯文如下： 

   「修道」一詞乃為華文所獨有之特徵，是我們因應衝擊挑戰時所必要的

核心方法。「一貫道崇德學院」與「崇德佛院」之修道者，落實解決了

波士頓市和所在之郡所面臨的緊迫挑戰，包括教導二十一世紀的學生，

支持著信仰實踐者和無數家庭，並提供其精神層面之服務與提升個人孝

道的觀念。藉由創建一個更永續經營與適應變遷之社區，並為修道者提

供教育、心性療癒及領導能力之培訓，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

創新」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推擴社會之平等。此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

的傳承與創新」的參與者，展現出守信重諾、忠誠與奉獻之精神，並始

終不渝。「一貫道崇德學院」與世界教育界分享此重要議題，引領世界

公民提升人類生命價值，並鞏固社會安定，於 2020年 12月 23-24日辦

理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彰顯天命

之影響力。因此，本人 MARTIN J. WALSH（波士頓市長）特此宣告：波

士頓市 2020年 12月 23日為「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日」。 

本人鼓勵我所有波士頓市民肯定「一貫道崇德學院」與「崇德佛院」對於

波士頓正向積極之影響力，並感謝這些教導者；同時希望居民能共同創造

良好方法以回饋社區。 

大道在全球的傳播，是人類社會的根本救拯，從求道得受明師一指點開始，確

立人生真諦的方向，開始志道據德，邁向希聖希賢的修辦道程圖。無論是心靈

精神層面的深度關懷，提升倫理孝道的落實，推動經典文教之事業等，皆秉持

無為、無私的奉獻精神，為美國社會注入正面的積極影響力。波士頓市長及劍

橋市長不約而同的說：「本人鼓勵我所有波士頓市民／劍橋市民肯定『一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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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與『崇德佛院』對於波士頓／劍橋市正向積極之影響力，並感謝這

些教導者；同時希望居民能共同創造良好方法以回饋社區。」欣見美國麻州州

政府、波士頓市政府、劍橋市政府對於「崇德佛院」致力於靈性之救渡、社會

及人心之濟化的高度肯定；對「崇德學院」之學術研究的支持。於此更見白陽

文運三曹普渡，聖道將傳揚於萬國九州之見證。 

傳承與創新：一貫道學術研究的繼往開來 

   研討會之開幕式，首先由崇德學院校長致詞，陸點傳師表示： 

今天的日子意義非凡，就「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此議題而言，首

先我們所談的是「傳承」。中華道統文化的歷代祖師，我們所談的是道統

文化，其實就是東方道統文化。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孟等，直至老子西出函谷關，釋迦牟尼佛接續道統而

有西方二十八代祖師的傳承，一直到達摩祖師又老水還潮回到中國，爾

後又傳了十八代，到了師尊、師母，一共傳了六十四代。 

過去，我們對整個道統歷史及其來龍去脈都不是很清楚。此刻，老祖師辦

理普渡收圓，老師、師母奉命普渡三曹，因為上帝的開恩，特別將後東方

的道統祖師做明確的批示，因而垂降了《道脈傳承錄》。我們學校為著要

宣揚大道，所以就把道統的歷代祖師做一清楚的研究，也就是把真相釐

清楚，結果發現：我們所得的這個道，原來上帝的計畫，已經來到此時的

天時階段，西方正期待著彌賽亞的來臨，等待著施洗約翰所預言的「後來

的那一位」。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彌賽亞已經來臨了，彌賽亞即是我們的

後東方第十七代祖師金公祖師，祂就是彌勒佛倒裝降世，祂就是西方所

期待的彌賽亞。至於施洗者約翰所預言的「後來的那一位」，就是我們的

老師濟公活佛倒裝降世的弓長祖師。所以，崇德學院舉辦中華道統文化

的傳承與創新，要把研究的真相做一報告。 

由於明明上帝派遣明師應運，普渡三曹，從 1930年開始到現在，大道已

經遍布全球將近 100 個國家。世界各地得到上帝恩典的人，都非常的感

恩。大道也傳到了美國各地，尤其在麻州、在波士頓市、劍橋市，也有道

務的推展。這裡的市民們蒙沾天恩師德，他們得到了上天的恩典，他們有

很深厚的感受，也很感恩。所以特別在 12 月 23 日來臨之前，這些市民

們、道親們，紛紛向麻州州政府、波士頓市政府、劍橋市政府，提出申請，

告訴美國政府，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深具意義。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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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麻州、波士頓、劍橋等地方，除了辦道之外，我們也舉辦了很多文

教活動、公益慈善等等，因而得到市民的肯定。又透過美國調查局（FBI）

對整個事情進行調查，發現這一切都是屬實。此外，因為學術研討會的地

點在臺灣的崇德學院，他們也很關心學校，默默的針對全體教職員生進

行調查。結果發現，全體教職員生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所以才由一個州

長、兩個市的市長做一對外公告。正式宣布：2020年 12月 23日是「中

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 

我們非常感謝美國政府的支持與肯定。事實上，不只是仙佛不斷的慈示，

歷代的聖人也有預言，西方人所期待的彌賽亞與「後來的那一位」都已經

降臨。而各教的聖人也有相同的預告，例如：伊斯蘭教的偉大聖人穆罕默

德，在他的聖訓裡面也提到：「將來要到東方的中國，求取更高的知識跟

智慧。」其實，穆聖所指示要尋找的中國最高的知識智慧，無非就是聖聖

相傳至尊至貴的「性理真傳」，一貫道弟子就是追隨當代天命明師在辦理

這件大事。當然，這件大事不可能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透過我

們不斷的努力宣揚，現在終於有點成效，包括：麻州州長、波士頓市長、

劍橋市長們都看見了，且給我們一個肯定。現在只是一個開始，往後還有

很多很重大的事情要繼續來推展，尤其是中華道統文化將如何繼承？怎

縻傳承？而面對新的時代又如何因應才得以適合天下眾生？大道無形無

相，變化萬千，唯有一切的方法歸於正道，才可以行得通。 

緊接著則由俊華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黃世明點傳師致詞。黃點傳師事親至孝，稟承

先父「贊化大仙」以及慈母「德嫺仙真」之悲愿，重視教育，興學育人。創校以

來，護持不斷，嘉惠眾多學子，黃點傳師在致歡迎感謝詞之後，緊接著表示： 

     今天的研討會上，十分難得有一貫道總會各組線的貴賓光臨參與，我

們同是一師之徒、一 之子，整個會場顯得特別的溫馨與團結。記得在

今年十月十七日，我們一貫道總會曾經隆重的舉辦了「白陽聖廟」落成

大典，整個活動從前期到後期，充分展現出一貫道各組線相互支援的大

團結，場面莊嚴盛大，道氣如虹！今年九月六日崇德學院第五屆開學典

禮上，濟公活佛老師慈悲送給大家一份大禮來勉勵大家，那就是祂老人

家的訓文〈辦學之殊勝〉，訓文內容振奮了在場的每一個人，老師在訓

文中彰顯了一貫道辦教育的精神內涵。活佛老師說： 

教育的目的，在傳承文化之精髓；教育的使命，在教化來學之重道。 

教育的方向，在理論實務之實踐；教育的目標，在培養道場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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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有了崇德學院這個教育平臺，厚植了一貫道的學術研究，藉由深入

研討一貫道多元化面向的重要議題，來闡述正知正見的義理，是道化國

際的重要資糧與依據，成為全球道親共同關注的焦點。因此，今天我們才

會收到來自美國麻州州長、波士頓市市長、劍橋市市長的公告文祝賀信，

也收到許多位遠在各國的學者道親之祝賀信，提升了本屆國際學術研討

會在國際間受重視的程度。 

     今天在這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貫道崇德學院的陸校長與師生們，大家皆

是德才智兼備的龍象之才，在場還有來自世界各地有修為的外籍學者和

道親們，大家已經逐步展現出探索道學知識、提升心性、深入的研究成

果，實在令人欣喜！ 

   希望藉著這個學術交流平臺，不但達到在國際間將中華道統文化發揚光

大的目的，也促進各組線，有共識的大團結，大家更能肩負起傳承天命金

線、延續一貫道脈的神聖使命，以不辜負師尊、師母對我們的教誨與期

許。同時期待一貫道崇德學院持續發揮推廣道學的教化功能，這是上天

賦予的重要使命，後學也將責無旁貸的繼續護持崇德學院。 

     後學成長在一個道化家庭中，父母一生抱道奉行護持道場，後學從小耳濡

目染，成長中更見證了大道的尊貴與殊勝，願意繼承父母的遺志，更加積

極的立身行道、代天宣化，將道統、道學和道務在國際間盡心盡力的宣

揚。 

   今天的論文發表人有哈佛大學 Charles Stang 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許

恒源博士，也有鍾雲鶯教授、洪銘謙博士，以及崇德學院的教授與研究

生，都是認真鑽研一貫道義理和學養的有識之士。希望在今天的會議中，

各位嘉賓能踴躍討論、交換意見，相信經由理論與實踐、國際觀瞻與在地

修為的相互激盪，必能繁衍出豐碩的道學思維與論述，達到增進國際交

流合作之成效。 

   目前，尊貴的大道已經推行到全球五大洲、八十幾個國家，道親幾乎遍佈

世界各個角落，尤其在美國，更是快速的發展，在中西部、南部增加了幾

個公共佛堂。期待一貫道崇德學院全體師生以及各位有志於鑽研一貫道

研究的教授、學者、道親與貴賓們，在未來可以把「道之尊貴」盡力的闡

明宣揚，協助「濟公活佛老師」與「月慧菩薩師母」辦理「三曹普渡」這

一大事因緣，廣渡有緣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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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在兩位點傳師的慈悲祝福中圓滿結束，隨即展開本屆之學術研討會。以

下將依場次之順序，逐一介紹會議之重點內容。 

勤耕與收穫：五個場次，八大議題，十四篇學術論文 

    本次研討會除了專題演講之外，一共收錄了十四篇學術論文。研究議題涵

蓋了：「一貫道歷代祖師之研究」、「一貫道開荒傳道之研究」、「一貫道開道前

人輩之研究」、「一貫道義理之研究」、「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一貫道教育之研

究」、「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一貫道經典版本之研究」等多個面向。會議

的形式，除了有與會之前賢、專家、學者的現場蒞臨，尚有跨國視訊會議及線

上直播，讓許多關心一貫道學術研究的國外道親能夠一起躬逢盛會，了解一貫

道目前的研究現況。 

 
第一場次：專題演講暨一貫道教育之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1 (Concurrent Sessions 1) 

議題一： 

專題演講暨

一貫道教育

之研究 

主持人：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與談人：王雅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1：Professor Charles Stang(哈佛大學神學院

教授及世界宗教中心主任) 

    Jingjiao, or the ‘Luminous Religion’: Christians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景教：唐朝時期在  

    中國的基督徒） 

發表人 2：廖綺琪／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謝居憲／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許恒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博士 

A Study on the Centennial Plan of I-Kuan-Tao 

Education: Taking Fa-Yi Chong-De Los Angeles Tao 

Society as an Example（一貫道教育百年大計之研究

──以發一崇德洛杉磯道場為例） 

 

  本次研討會很榮幸邀請到哈佛神學院之世界宗教中心主任查爾斯．史丹教

授（Professor Charles Stang）為大會作專題演講。史丹教授的研究專長在於



7 
 

二、三世紀早期的基督教，尤其對基督教在唐朝時期的發展特別有研究。而 

之所以邀請史丹教授，則肇因於 2018年 5月 23日，在幾位講師的接引陪同之

下，陸點傳師和陳進隆點傳師，一同參訪哈佛大學及神學院，受到史丹教授熱

烈接待，才開啟這道學術交流的大門。本次的演講重點在於藉由「大唐景教流

行中國碑」與中國教會的歷史，來探討早期基督教的歷史學，並試圖取代以歐

洲為中心的史學觀。除此之外，史丹教授特別於演講中介紹了「大唐景教流行

中國碑」的特殊意涵。史丹教授說：這塊碑文上方的三角尖頂，刻有以蓮花寶

座所承拱的「十字架」符號。十字，是人生的十字路口，「道路」之義。而此

碑文以儒釋道的文象與義理來詮譯景教（基督教），完全沒有耶穌受難的象

徵，最後由碑臺底座的敘利亞文，才確定是基督教。 

  就一貫道弟子而言，「十字架」正是聖經證道的玄關妙竅之所在。史丹教

授的演講內容，隱約透露出知識分子內在心靈尋訪無上真理的無聲叩問，相信

經由一次次的學術交流，史丹教授終會成為一貫道的弟子。 

  專題演講完畢，便正式進入五個場次十四篇的論文報告。首先，第一場次

的發表人許恒源博士，也是促成史丹教授以視訊專題演講的主要聯絡人。許博

士的道籍歸屬於發一崇德洛杉磯道場，這次的論文主題便以所屬道場的人才培

長為題，發表了〈一貫道教育百年大計之研究－－以發一崇德洛杉磯道場為

例〉一文。論文彙整了崇德美加道場仙佛所垂示之聖訓，用以建構崇德洛杉機

道場之近程、中程的建設目標，期冀達至標準道場時，就能走向傳承永續。與

談人王雅萍教授對許博士的論文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許博士在論文基礎上做

了很好的發揮，也充分彰顯本次學術國際化之主軸，肯定此次研討會能夠有這

一篇論文非常有意義，讓大家知道一貫道的百年教育大計，且思考一貫道整體

道學教育的發展方向，同時涉及國際化教育的開展。 

 
第二場次：一貫道歷代祖師暨聖訓之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2 ( Concurrent Sessions 2 ) 

議題二： 

一貫道歷

代祖師暨

聖訓研究 

主持人：唐經欽／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與談人：謝居憲／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發表人 1：周晏如／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一貫道師母──孫慧明祖師承天景命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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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2：林慧儀／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一貫道弓長祖師應運之探討 

發表人 3：陳美蘭／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一貫道「羅八祖」初探 

發表人 4：林怡玎／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一貫道聖訓之研究── 

以《快歸鄉──十條大愿奉行》聖訓為例 

 

  本場次有四篇論文的發表，都是崇德學院的在校生。首先發表的是周晏如

講師〈一貫道師母－孫慧明祖師承天景命之探究〉一文。本文詳細考證了子系

祖之生平，提出 1975年 4月 4為歸天日期的研究成果，同時探討弓長祖、子

系祖同領天命的相關議題，澄清「龍天表」中師尊、師母之聖號三遞變的原

因，進而印證二位係同奉明明上帝之明命，為一貫道後東方第十八代祖師，共

同承擔白陽普渡收圓之大任。 

  林慧儀講師、廖玉琬教授合著之〈一貫道弓長祖師應運之探討〉一文之重

點，主要藉由明代寶卷《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探討「弓長應運」之預

言，並梳理南宋道濟禪師之歷史形象以及清末民初濟公信仰的變化，用以印證

弓長祖師係奉無生老 之明命，於白陽期肩任天命明師之重責。 

  陳美蘭講師、廖玉琬教授合著之〈一貫道「羅八祖」初探〉一文，主要依

一貫道的道內的祖師著作、仙佛聖訓等資料，證成羅八祖是唐朝人之事實。再

依一貫道的「思想」與「發展源流」兩大範疇，論證一貫道的羅八祖不是明代

的羅清。首先，就「發展源流」而言，明朝羅教的發展過程中，創教教主羅清

從未自稱為八祖，其傳承弟子也無一與一貫道的祖師相符。而在「思想」層面

上而言，羅教的「真空家鄉、無生父母」與一貫道之「無極理天、無生老 」

不能等同而論；尤其是一貫道中「無生老 」救渡九六億原佛子歸返無極理天

之要旨，未見於羅清的宗教思想，據此相關論述，證明明代羅清並非一貫道之

羅八祖。 

  林怡玎講師所發表之〈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快歸鄉——十條大愿奉

行》聖訓為例〉一文，則採用文本分析、資料分析、歸納等方法，分別就所集

結的 29篇聖訓之本訓、訓中訓、圖示等，逐一加以探析。提出了「點天門」

亦即「求道」；「歸鄉」乃指「回到無極理天」。芸芸眾生唯有啟發這一點靈

明，始能真正達本還源。因此，求道以後即要跨出迅快之步伐，透過吾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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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十條大愿」之信、受、奉、行，才能自覺覺他，引渡更多有緣佛子進入此

天門。 

  至於與談的部分，崇德學院唐經欽教授針對首二篇論文，提出了講評。他

認為：這兩篇論文對爭議性問題提出了討論，有所釐清與貢獻。再就周晏如講

師的論文而言，他認為可以做更多的資料蒐集與考證，至於師母輾轉到香港最

後駐錫臺灣，這是天命的賦予，但面對外界質疑的部分仍需加以釐清，包括：

師母有沒有來過臺灣？有沒有在香港留下名額？是否囑咐韓老前人等，未來論

文中也可以再發展。至於林慧儀講師一文，唐教授也提出二點建議。第一，《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的作者與來源並不明確，處理時尚要更審慎；此外，

「天真古佛」是一位還是二位佛？也應該有更多的論據來加以釐定。 

  崇德學院謝居憲教授則認為陳美蘭講師「羅八祖的思想研究」，對學術界

及一貫道都有一定的貢獻，且認為本論文的特色在於引用文獻的正確性，而思

想的比對上也相對較嚴謹。至於林怡玎講師的論文報告，清晰而有條理，結構

分明，若能在引文的論述上多點著墨則將更佳。至於十二個國家不同文字的

「快」字訓，有其共同點、獨特點等仙佛妙意，也值得加以整理。 

 
第三場次：一貫道開荒前人輩、開荒傳道暨聖訓之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3 ( Concurrent Sessions 3 ) 

議題三： 

一貫道開

道前人

輩、開荒

傳道暨聖

訓之研究 

主持人：王雅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發表人 1：鍾雲鶯／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基礎忠恕前人袁翥鶚在北臺灣的傳道歷程與影響 

發表人 2：洪銘謙／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 

道降暹羅──身份與文化認同對傳道的影響 

發表人 3：劉櫻婕／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一貫道發一崇德「修辦道程」之探析： 

以《修辦道程圖》之「三線共構」為立論核心 

 

  本場次則有三篇論文的發表。鍾雲鶯教授〈基礎忠恕前人袁翥鶚在北臺灣

的傳道歷程與影響〉一文，則從口述歷史的角度，撰述基礎忠恕袁翥鶚前人以

修道為重的一生，特別是來臺後的傳道生涯，以及因他的影響而開辦的一貫道

基礎忠恕最大組織的瑞周體系與先天道院體系。作者認為：袁翥鶚前人當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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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傳道的故事，堪稱是來臺開荒前人輩的共同經驗。且認為袁前人的事蹟，在

於因德行而成就事功，因德性的修持而令人欽佩，願意追隨。 

  洪銘謙博士〈道降暹羅—身份與文化認同對傳道的影響〉一文，則以泰國

為例，提出傳道時所面對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問題，探討「和尚求道、道親

當和尚、性別及參與，以及變性人與同性戀能否求道」等議題，藉之而呈現「

一貫道核心精神」以及具有泰國文化的一貫道特色。 

  劉櫻婕講師〈一貫道發一崇德「修辦道程」之探析：以《修辦道程圖》之

「三線共構」為立論核心〉一文，以《修辦道程圖》聖訓之「三線共構」為立

論核心，探討發一崇德之「修辦道程」，提出在「班程」、「天職」及「十組」

的三線共構之正軌中，白陽弟子如何依之來具體實踐，進而邁向由凡入聖之道

程。研究成果揭示了「三線共構」的落實，不僅是道場人才之培長，也建立起

可大可久之修辦體制，同時足以開顯內聖外王的圓滿慧命，體現白陽期的修辦

模式以及成聖成賢之進程。 

  本場次的與談人之一是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王雅萍教授，王教授肯定鍾雲鶯

教授的論文，認為本篇論文可視為一個總結性的、歷史評價式的歷史研究，精

采的刻劃出袁前人的歷史書寫。王教授也提出：撰寫大歷史時，得交代傳主的

小歷史，所以她建議本文宜有「大事紀年表」，傳主的一生，才得以一目了然

。王教授進一步引用了學者的看法，認為一貫道研究需要有三個開展面向：一

是自己組線的微觀研究；二、海外傳道的研究探討；三、一貫道分組與跨文化

之間的關係。她也建議，自己的組線歷史要自己書寫，口述訪問迫不及待，才

能讓後學們了解並繼承奠基台灣道務之前人輩的精彩故事。 

  與談洪銘謙博士之論文的是崇德學院的廖玉琬教授。廖教授認為此議題很

鮮明，尤其變性跟和尚求道與否？很有泰國道場的當地文化特色。廖教授也針

對本論文提供一些意見。首先就論文的學術撰述而言，她認為：論文中使用單

一受訪者口頭所講，尚不足以代表一貫道的立場，她也建議資料的引述宜更清

楚。再就道學及信仰層面而言，廖教授指出了《道學新介紹》與《一貫道疑問

解答》的不同；而道與教之辨析中，求道以後還可以回到原本宗教，拜師、受

洗，這個定義需加以釐清；同時說明發一崇德是「集體領導，整體帶動」而非

女性領導；最後指出「同性戀」是否能求道已是全面性的議題而非僅限於泰

國。 

  至於劉櫻婕講師一文，廖教授首先提出：《修辦道程圖》的訓文，三線是

交錯共構，結合為一，密不可分。因此她建議本論文對於共構的部分，可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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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闡述；甚至也可以由反向來論述，假設當中缺一時，將會如何？另外，道

務與班務結合的相關聖訓，具有彼此融合的共構面，也可以再增補以加強論

述。 

 
第四場次：一貫道歷代祖師暨生死教育之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4 ( Concurrent Sessions 4 ) 

議題四： 

一貫道歷

代祖師暨

生死教育

研究 

主持人：鍾雲鶯／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與談人：謝居憲／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與談人：洪淑芬／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發表人 1：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郭鳳凰／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疫情下之生死教育──持齋修行躲劫難 

發表人 2：林展賢／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從彌勒淨土到彌勒救世──論彌勒應運之預喻 

發表人 3：陳慧炫／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由明清寶卷之「彌勒救世」預言印證一貫道白陽期

之彌勒佛降世 

 

  第四場次也有三篇論文的發表。施春兆教授與郭鳳凰講師合著之〈疫情下

之生死教育——持齋修行躲劫難〉一文，則緊扣時代背景，於新冠肺炎病毒快

速蔓延全球之際，提出持齋修行以躲劫難之論述。論文主要立基於仙佛聖訓，

採用文本分析法，提出「茹素」就是順天、承天、敬天、配天。「持齋」則含

括身口意等三面向，不單只是指吃素之飲食習慣而已。故而持齋茹素好修行，

不與眾生結惡緣，也是此疫情期間值得嘗試之修行方式。 

  林展賢點傳師所撰述的〈從彌勒淨土到彌勒救世——論彌勒應運之預喻〉

一文，旨在梳理從佛教之彌勒信仰、彌勒淨土到民間彌勒救世信仰等之演變過

程，進而以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五代王祖覺一之著作，以及第十七代祖路祖中一

成道後所批之《金公祖師闡道篇》、《金公妙典》之聖訓，闡明白陽期的應時應

運，印證白陽期彌勒佛之真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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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炫講師、廖玉琬教授合著之〈由明清寶卷之「彌勒救世」預言印證一

貫道白陽期之彌勒佛降世〉一文，則針對千年來中國所流傳之彌勒佛降世、救

世預言之主題，藉由整理部分明清具代表性的民間寶卷－－《佛說皇極結果寶

卷》、《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古佛天真考

證龍華寶經》等相關內容，同時彙整第十五代祖師王祖覺一之著作以及第十七

代祖師路祖中一歸天後所批示之《金公祖師闡道篇》、《金公妙典》等，進行寶

卷內容與一貫道資料之比較與分析，梳理出明清教派寶卷之預言角色。同時勾

勒出一貫道祖師為收圓祖師的降世憑據，以證成一貫道奉天命普渡之真諦，明

明上帝收圓之大計畫，因彌勒佛之分靈轉世為一貫道祖師而得以全面性開展。 

  與談施教授論文的謝居憲教授認為，施教授在持齋方面的研究著墨甚深，

論文中對於如何躲劫難，有方法也有心法，表達得相當好。論文中也引用甚多

仙佛聖訓，給予吾人深刻之提示。謝教授也建議論文的引文可以節錄與內容較

相關者，並加強論文的論述。最後謝教授提出，雖然研究之目的——持齋修持

躲災劫很有意義，但客觀的主流醫學層面也應一併關照到。 

  與談林展賢點傳師及陳慧炫講師之論文的崇德學院洪淑芬教授則指出：就

論文的主題與研究目的來看，兩篇論文具有共通性，都是印證「一貫道白陽期

——彌勒應運、普渡收圓」的研究。換言之，兩篇論文都是肇基於一貫道既有

的信仰體系、信仰理念與價值，亦即天命道統、天命明師之印證的脈絡中。各

自跨越不同的歷史時間，進入不同的研究領域，運用不同的研究材料，而欲印

證相同的結果，這是建立一貫道主體信仰的研究著作，值得被關注與肯定。此

外，兩篇論文在相近的研究主題的關注下，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應用不同的

古籍文獻資料，積極證成一貫道信仰體系的核心理念。這樣的努力，在保有一

貫道自身屬於「天啟／神蹟／天人共辦／神道設教」的超越性屬性之外，並不

孤立於歷史的發展之外，上天渡化原胎佛子的計畫，藉由歷史文獻的考證、梳

理、研究，依然可以被印證。 

 
第五場次：一貫道之義理、佛規禮節、經典版本之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5 ( Concurrent Sessions 5 ) 

議題五： 

一貫道之義

理、佛規禮

主持人：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與談人：陳姝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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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經典版

本之研究 

發表人 1：廖綺琪／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一貫道「天開科選」之研究 

發表人 2：馮榆茲／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一貫道「十五條佛規」初探 

發表人 3：李慧玲／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白水老人〈百孝經〉版本及淵源之探索 

 

  最後一場次，也有三篇論文的發表。首先宣讀的是廖綺琪點傳師撰述的

〈一貫道「天開科選」之研究〉一文。本文以《皇 訓子十誡》作為立論基

礎，彙整祖師著作及相關聖訓，進行文獻資料應有的分析詮釋，發揮探討「天

開科選」的相關議題，進而延伸「天開科選」的現代意義，整理白陽修士所關

心的成聖成賢之修辦方針，用以建立修辦道之正知正見，以輔成彌勒佛普渡收

圓任務的圓滿完成。 

  至於馮榆茲講師〈一貫道「十五條佛規」初探〉一文，則以仙佛聖訓為研

究主體，探索一貫道的十五條佛規。論文提出「十五條佛規」乃開道之初，由

皇 頒定；再由仙佛批示，演繹垂訓。並提出「十五條佛規」與白陽文運的修

辦意義，乃為回天的導航，成佛之禮節；也是修道的準則，辦道的條理，可視

為白陽修士成就「內聖外王」之規章。足見，十五條佛規是聖佛的教化，於知

行合一的踐履中，達成正己成人，一道同風之化成。 

  李慧玲講師與廖玉琬教授共同發表之〈白水老人〈百孝經〉版本及淵源之

探索〉一文，則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清朝至今流通的〈百孝篇〉版本，再加

上口述歷史等方式，探討白水老人修編的〈百孝篇〉的內容淵源，以及依此

〈百孝篇〉加以編修成的現今幾個流通版本。並指出〈百孝篇〉應皆出自清朝

的《勸報親恩篇》一書，而〈百孝篇〉由原本近四百文句濃縮為八十四句之結

構，呈現了時宜性、文字精簡易背誦性及孝行之周遍性，適宜於各國、不同文

化區域之推廣。 

  首先與談廖點傳師一文的是崇德學院施春兆教授。施教授肯定廖點傳師的

論文能擇取《皇 訓子十誡》的重要議題，且論文的鋪陳，工整穩健。此外，

施教授也針對論文中關於「考」的敘述，提出白陽文運的主考官，除了三天主

考之外，尚有報事靈童、三官大帝等等的補充說明。至於「九品蓮台」的按功

定果，仙佛已有垂示聖訓，她認為可以再補入論文中。 

  最後兩篇論文則由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陳姝伃講師評論。陳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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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馮講師「十五條佛規」一文給予肯定，認為從其文想見其為人，感覺這

篇文章是一位對道虔敬的修行者，秉持著十五條佛規的守戒精神，入手為文。

這種對文章誠心敬意的精神，可謂一股清流，亦頗有古人文以載道之風。此

外，陳講師也提出一些建議，她認為本文的性質傾向於說理式之文而非學術論

文，因為學術論文不僅必須展現「作者的分析論點」，更重要的是與「此題在

學術界的研究情形」進行對話。 

  陳講師接著討論李講師的論文。她認為這篇論文的選題，頗有眼光，以整

個中華文化發展的源流來看，經書與聖人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一項值得討論

且重要的問題。陳講師在肯定此文的研究成果之後，也從三方面提出問題，進

行討論：一、清末民初的「百孝」的思維、體例與傳播；二、對本文結構與撰

寫方式的建議；三、未來拓展《百孝經聖訓》研究的幾點可能。 

  本次學術會議，在十四篇論文的正式發表及與談人敬業的評論對話中，劃

下圓滿句點。整體而言，對於一貫道的學術研究，無論是研究之主題，所發表

的論文品質，乃至於研究之精神態度，較之以往，都有良好的進展。或釐正澄

清一貫道的重要議題，或證成一貫道的義理道學，乃至於印證白陽文運及天命

明師之降世等等，都有輔成三曹普渡之證驗。不僅與會者充實滿載而歸，對於

崇德學院的辦學目的，也有階段性的成長意義。 

   

結語：年年 12月 23日，將是「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 

  閉幕式主要由崇德學院校長陸點傳師致詞。陸點傳師在表達對大家的謝意

之外，表示： 

今天所發表的十四篇論文，雖然有十一篇都是崇德學院的學生，尚不是

很周延成熟，但是學生很用功在研究，花很大心力在蒐集資料，真心想

為一貫道而立論。道場中的知識分子，能夠寫學術論文的道親們，都有

一個初衷，認為我們對道真、理真、天命真都有所體悟，應該用一點心

力，為一貫道所闡述的義理，加以論述完成。而學校足以提供教育與研

究之平台，可以將一貫道的整體義理，加以系統性的證明完成。 

活佛老師曾指示我們：「在學道中堅認道統。」在學校進行研究也是在

學道，希望能夠探索出問題意識，再從其中得到正確的解答。而老師提

示了一個要領，在學道中要堅認道統。如果我們所堅認、認取的一貫

道，原來是邪教，大家應該不願意花一輩子的生命、時間來為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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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看重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活佛老師會慈悲說「堅認道統」，足

知，這個道統一定是真傳統的真相、實相。所以一貫道不是新興宗教，

不是民間宗教，更不是邪教，一貫道是有一淵源流長的道統，有其來龍

去脈的。 

一貫道是天人共辦，老 慈悲，這個階段要普渡收圓，所以派遣活佛老

師、達摩祖師、王十五代祖、師母、白水聖帝、哪吒太子共同批示了

《道脈傳承錄》。《道脈傳承錄》的垂示，道統的立論有了堅實的依據。

再經由蒐集資料，加以抽絲剝繭，學校很快就找到一貫道的真相，釐清

了學者的誤判。包括：一貫道的羅八祖不是學者所研究的羅清，不是明

清的反動會道門，更不是以訛傳訛的邪教。現在學校有好多位同學，分

別針對道統祖師，深入研究。包括從第七代祖師至第十八代弓長、子系

祖，都有同學在研究。雖然都是碩士生，研究成果尚不是那麼成熟，但

是已經找到真相，充分證明一貫道不是邪教。 

此外，尚有同學的研究，證明了一貫道是中華道統文化的真傳，也有同

學研究一貫道與聖經的關係，一貫道與伊斯蘭聖訓的關係。從這些研究

中，發現很多的預言，正好是我們道場中所辦的事情。例如：二十世紀

出土發現的《死海古卷》，即記載了三盞佛燈，這是聖靈與火洗禮（傳

道點玄關）的重要禮器。足見，一貫道全然由上帝所主導，透過研究，

我們發現很多上天的旨意。 

學校的學術研討會即稱為「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至今已經第十

年了。中華道統的歷代祖師們，應該聽到我們在此論述中華道統的傳承與

創新，而今我們將真相表述出來，洗清過去學者誤判之誤會，歷代的祖師

也會感到非常的欣慰。或許也因為如此，才有麻州州長、波士頓市長、劍

橋市長的公告，訂 12月 23日為「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紀念日」。

過了今天，明天就是平安夜，後天即是聖誕節，讓今天這個日子和聖誕節

連結在一起，全球共同為普渡收圓的歷代祖師而紀念而禮讚。從今年開始，

12月 23日，就是「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日子」，謝謝大家的光臨，

我們大家的努力老天看得見，老天一定會為這件事作獎賞。 

 

12 月 23 日的國際學院研討會，在校長陸點傳師的致詞與致謝中，正式圓滿落

幕。無論是一篇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一份份美國政府的公告文，或是一封封來自

世界各地之友人學者的祝賀信，乃至於與會嘉賓一聲聲的法喜讚嘆，線上一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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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點擊，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結束，不是劃下句點，而

是承擔起更堅實的研究責任。相信每位關心一貫道研究的同學、同修們，都願意

生發誠恆道心，以此真心勤耕一貫道之學術領域，為共榮耀上帝而努力，也同為

三曹普渡盡一分心力。崇德學院至誠邀請您一起關心一貫道的學術研究。深深感

恩，無限祝福！（撰文：洪淑芬、謝居憲、廖綺琪、馮榆茲、陶桂蘭、劉櫻婕。

攝影：黃嘉慶、楊德康、葉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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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帶領全校教職員生獻香叩首 

 

 

獻香叩首後 校長陸點傳師勉勵全校教職員生恪盡厥職 

 



18 
 

 

校長陸點傳師 歡喜簽名 

 

 

校長陸點傳師與崇德學院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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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點傳師、蔡點傳師 蒞臨簽名 

 

 

蔡點傳師、劉點傳師 歡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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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組各單位點傳師及道親前賢蒞臨 

 

 

發一組各單位點傳師及道親前賢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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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報到之前 接受量體溫 並且全程配戴口罩 

 

 

負責大會工作的前賢們 開心的各司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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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的學生 負責簽名報到 

 

 

崇德學院的學生 負責簽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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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 開幕致詞 

 

 

黃世明點傳師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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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神學院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查爾斯．史丹教授  

以視訊方式專題演講 

 

 

史丹教授的演講主題：Jingjiao, or the ‘Luminous Religion’: Christians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景教：唐朝時期在中國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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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教授專題演講內容之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十字架」，象徵人生的十字路口，有「道路」之義，也印證明師一指點 

 



26 
 

 

許恒源博士以視訊方式發表論文：A Study on the Centennial Plan of I-Kuan-

Tao Education: Taking Fa-Yi Chong-De Los Angeles Tao Society as an Example

（一貫道教育百年大計之研究－－以發一崇德洛杉磯道場為例） 

 

 

與談人王雅萍教授與許博士以視訊方式 進行精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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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恒源博士以視訊方式介紹洛杉磯道場 

 

 

許恒源博士以視訊方式回顧校長陸點傳師的美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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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恒源博士以視訊方式 介紹洛杉磯道親的修辦道情況 

 

 

許恒源博士以視訊方式 介紹洛杉磯道親的修辦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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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視訊研討會的圓滿成形 

 

 

學術研討會現場 校長陸點傳師全神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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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現場 黃世明傳師專注聆聽 

 

 

學術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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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學術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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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兼與談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王雅萍教授 

 

 

發表人兼主持人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鍾雲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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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兼與談人 崇德學院廖玉琬教授 

 

 

主持人兼與談人 崇德學院唐經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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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崇德學院謝居憲教授 

 

 

發表人兼與談人 崇德學院施春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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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崇德學院洪淑芬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姝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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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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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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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崇德學院在校生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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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司儀 崇德學院在校生 

 

 

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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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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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與會嘉賓專注聆聽 

 

 

茶敘時間 ( Coffee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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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時間 ( Coffee Break ) 

 

 

茶敘時間 ( Coffee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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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時間 ( Coffee Break )  龍門山的小朋友現場音樂演奏 

 

 

茶敘時間 ( Coffee Break )  龍門山的小朋友現場音樂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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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與一貫道各組線嘉賓合影 

 

 

校長陸點傳師與崇德學院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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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與崇德學院學生合影 

 

 

崇德學院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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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全體大合照 

 

 

崇德學院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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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精神領袖 Dumas 

積極和許恒源講師一起申請美國州政府、市政府的公告文 

 

 

美國麻州州長的簽名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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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麻州波士頓市市長的簽名公告文 

 

 

美國麻州劍橋市市長的簽名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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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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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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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世界各國的友人、學者之祝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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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組的精神保壘 天元佛院 

 

 

崇德學院歡迎您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