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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式與認同：

 　　　一貫道「求道」的宗教意義
   撰文／鍾雲鶯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鍾鎮宇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摘要

「求道」儀式是一貫道道親自我身分認同的宗教儀式，也是進入

一貫道必要的門檻，經過此一儀式後，才可算是一貫道的「道親」。

因此，「求道」儀式在一貫道內部十分重要，為維持此一儀式的神聖性，

整個「辦道」流程井然有序，讓新求道人充分感受求道儀禮的莊嚴肅

穆，進而感動，願意投入一貫道的修道行列。

一貫道強調求道禮乃遵循「古禮」進行，這種類「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式的道統文化之說，主要強化一貫道「求道禮」的正當性、

合理性、制度性、莊嚴性與規範性的儀式意義，在莊嚴肅穆的情境與

身體表現中，感受「禮」收攝與感動人心的力量，在執禮者的引導中，

進行宗教身分之認同與建立歸屬感。

在一貫道的求道禮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表愿文。在一貫道內部，

一個人的修行身分進行轉換時，都會以表文或愿文向上天陳述己愿，

以表後天之身已轉向修行的另一身分，是以求道時有「十條大愿」，

擔任引保師有「引保當愿」。我們可以注意，一貫道所用乃「愿」字，

即回歸原心之意，從信仰的角度而言，乃與自己所信仰之主訂立契約，

以最接近本體之心，回饋自己的信仰，在修己渡人的過程中，成己成

人，精益求精，「立愿」其實就是宗教身分確立的表現。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一貫道求道禮的自我認同與排他性，亦即需

經過求道儀式與三寶講述，才是正式的一貫道道親，而一貫道的三寶

中的合同禮拜方式，其強調僅可在一貫道的佛堂參拜，不可用於一般

神明之禮拜，我們可說這是一貫道的特色，卻也可以看出所有的宗教

派別皆有其排他性，然此一排他性正是各宗教身分歸屬的識別之處。

關鍵字：一貫道、求道儀式、身分認同、道親、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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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求道」在一貫道內部是極為神聖的禮儀，也是信徒們對宗教認

同的必要儀式，因此，若非道親或是新求道人（亦即將透過「求道」

而成為道親者），通常不被允許參與求道儀式的所有過程。因為求道

儀式的限制性，使得一貫道在早期因充滿神秘性而被誤解 1，再加上當

時威權體制的打壓、迫害與他教的污衊，單純的「求道」儀式，這種

類似一般宗教為新的信徒所舉辦的入教（皈依）儀式，充滿著神秘的

傳說與爭議性。近三十年來，隨著一貫道已傳入全球超過八十六個國

家，且研究一貫道者日益增加，並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 2，因而有機會

揭開了一貫道求道禮儀的神秘面紗。

現任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的李玉柱（西元 1958—）在其著

作即說：「只要是道親，就曾經歷過天道一貫儀式」3，「道親」二字

說明了宗教信徒的身分認同，誠如丁仁傑（西元 1966—）解釋宗教認

同時所說：「指宗教場域中的參與者，因為參與的對象或範疇的改變，

使得其所創造出來的身分歸屬感，具有了新的形式。」4 

一般而言，在未正式成為虔誠的道親之前 5，一貫道內部的活動，

除了求道儀式有限制性之外，其他所有的活動，非信徒也可以參加，

可見是否經過「求道」儀式，成為一貫道宗教認同的第一階段限制。

 

1. 一貫道在台灣傳道的艱辛過程與在全球的發展，可參鍾雲鶯：〈近代一貫道的發展及影響〉，漢寶德、呂芳上主編：《中華
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2. 如法國 GSRL 研究中心，由 Vicent Foossaert（高萬桑）教授所主持之華人宗教在法國發展的研究調查，一貫道即被列入重
點研究，由 Sebastien Billioud（畢遊塞）教授負責。

3. 參李玉柱：《天道的再發現與再創造》（臺北：圓晟出版社，1994 年），頁 25。

4.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9 年），頁 61。

5. 筆者之所以如此說，最主要在於一貫道的道親，隨著其修道身分的轉換，需經過「立愿」的宗教儀式，而這些也是屬於內部
不公開的儀式；另有「懺悔班」，即使是道親，也有其資格上的限制，至少需立過「清口愿」且需通過「三關」考試，參與
者需通過：背誦「愿懺文」、明確說出「求道日期」、「求道三師」：點傳師、引師、保師的姓名，以及「求道三寶」：合
同、玄關、口訣等三道關卡，才被允許進入正式會場，可見「懺悔班」不同於一貫道其他的內部班次，並非所有求過道的道
親皆可參加，參鍾雲鶯：〈祖師之位、天命之傳：一貫道《修道指南》研究〉，「2012 亞太暨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創新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2 年 12 月 12~13 日）。

壹、前言
貳、「求道」的重要性與意義 
參、「求道」儀式之內容及其宗教意義
肆、三寶講述與身分認同的宗教意義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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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貫道求道儀式中，可分為三個階段，求道儀式之前：填表掛

號與道義開釋；求道儀式之中：獻供禮、請壇禮、點道禮；求道儀式之後：

三寶講述6。其中獻供禮與請壇禮乃於初一、十五或仙佛聖誕都會舉行，

非求道禮所專屬，故本文擬不深入論述；再者，求道禮囑有其內部的

專有神聖性，雖說已有人將之解釋出版7，然為維持其神聖性與專屬性，

本文亦不探討。本文乃專就求道禮所專有之填表掛號、末後一著、求

道表文、十條大愿、引保師當愿文、三寶講述等論述。雖說一貫道「求

道」儀式已漸揭開神秘面紗，但其所象徵之宗教身分認同仍值得我們

思考與探討，因此本文將透過一貫道的求道儀式，探討其宗教身分認

同。

貳、「求道」的重要性與意義 

一貫道所謂的「求道」，意謂透過特定的一貫道儀式，傳授超生

了死、了脫輪迴的修行之道，此一修行之道，一貫道集中於「三寶」

的傳授。一貫道認為只要依此三寶修持，就可以了悟性命之本，進而

修本溯源、認理歸真，故又稱此三寶為性理心法；再者，透過求道儀

式，外人才可以正式成為一貫道道親。因此，「求道」在宗教意義上，

乃引導眾生便捷的修行法門；而就宗教身分之歸屬上，則是內部道親

身分認同的判準。一貫道強調求道的重要性與意義茲述如下：

一、「求道」的重要性 : 得道四難與先得後修

一貫道之所以強調「求道」儀式的重要性，最主要在於「得道四

難」：人身難得、中華難生、三期難遇、真道難逢 8。人身難得意謂：

「性藉此身以存，身藉此性以生……藉此身以超此性，借假修真，茍

無此身，此性何以超之，無此假體，何以修真？……人在塵世，若是

6. 鍾雲鶯：〈儀式與實踐：一貫道的求道儀式及其意義〉，「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第三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會
議手冊」（2012 年 7 月 28 日），頁 24-40。

7. 由於辦道禮之禮囑乃一貫道內部領有點傳師天職者才有，故屬於不公開文本，雖說有人認為禮囑內容與修道息息相關，故將
禮囑解釋出版，如雷鳴：《禮囑與三寶心法》（板橋市：正一善書出版社，2009 年）。

8. 佚名：《認理歸真》（板橋市：正一善書出版，不著年代），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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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謹慎，……來世變作六畜，一失人身，難以聞道，故人身難得者此也。
9」說明了人的靈性隨輪迴而沉淪六道，今生得此人身，來生已無法確

切可否再為人，此一說法乃佛教輪迴觀在民間普遍的說法，其用意無

非勸化世人，珍惜今生為人的機緣，藉此人身修行，脫離輪迴的侷限

性，這樣的說法，乃將民間流傳「今生不向此身渡，更待何時渡此身。」

之說的轉化，透過儀式而更具體化。

中華難生的說法則是民間教派普遍性的說法，主要乃站在民族本

位主義論述，一貫道之《性理題釋》言：「中華位居亞洲，亞字為白

十字也，天地之樞紐，曰中國、中華、中原、中央，中者天地之大本也，

聖人脈脈而出，開化最早，古稱天朝，真道降始之地也。
9
」意謂中華

乃世界之中，故為「道德之淵源，真道發始之地。」因一貫道自認是

「道」而不是「教」，「教」是教化人心，無法救人了脫生死，而「道」

則可救渡人的性靈，超越輪迴，已非「教」所能達成之聖業 11。故上天

降「道」於中土，挽救世人性靈，故有「求真道若非生於中華，猶如

緣木求魚的了，故曰中華難生也。12」的說法。

明清以來，三期末劫乃民間教派重要的劫難之說。三期意謂青陽、

紅陽、白陽。白陽時期道劫並降，一則因塵世數命已屆，再者因人心

墮落沉淪所引起的浩劫，故稱三期末劫。三期末劫乃人類的集體劫難，

然上天不忍玉石俱焚，故特降真道，拯救三期劫難中的眾生，故一貫

道內部有「若非三期白陽應運，欲求真道難上難也。
13
」之三期普渡的

說法，也就是三期末劫之時，道降庶民火宅，每一個人都有求道、得

道的機會，此一說法為一貫道強調其乃末劫時期之渡人超越生死之道

作出合理的解釋。

9. 佚名：《認理歸真》，頁 15。

10.《性理題釋》乃根據《一貫道疑問解答》增刪而成，全書以問答形式而成，由郭廷棟等人與署名濟公活佛降鸞合作回答，屬
於天人合作之作。參《性理題釋解譯》（臺南：青氣巨書局，1993 年），頁 84。

11. 鍾雲鶯：〈論一貫道《學庸淺言新註》的注疏意義〉，《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3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163-
187。

12. 佚名：《認理歸真》，頁 16。

13. 佚名：《認理歸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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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難逢則是強調一貫道所傳授的三寶心法（性理心法）乃可以

直指心性本體、道德本源，是直接超生了死的根本之道。一貫道認為，

三期末劫之時，萬教齊發，此時左道旁門，或藉仙佛之名迷惑眾生，

或不守佛規而誤入歧途，一貫道強調「真道不二法門，皆在火宅直指

真傳，若無三生有幸，祖上餘德，皆易信入旁門外道，或流於迷信……

真道非佛緣深厚，祖德蔭澤之人，實難遇之。
14
」說明一貫道乃應時應

運之真理大道。當然，我們在此可以看到一貫道的自我認同，特別是

在修行上，他們拒斥迷信與旁門左道惑人的方式，這也是一貫道強調

自己是「道」而不是「教」，「不二」二字正是說明其所傳之「道」

乃是「唯一」的解釋。

一貫道除了強調求道四難，另有「先得後修」之說。一貫道宣揚

在三期末劫之時，上天不忍玉石俱焚，故大開普渡、救渡眾生。在此

之前的修行人，需先累積三千功八百果，上天才會將可以超生了死、

脫離輪迴的寶貴大道，在特殊的因緣之下傳授給他們，此之謂「先修

後得 15」。反觀，「先得後修」可說是一貫道救劫論的特色，此一信念

使得「修行」不再是社會中特別屬類成員之事，促使「修行」理念普

遍化，只要經過「求道」儀式，人人皆可成為修行人。社會各階層中，

只要心存良知善性，人人皆有成仙成佛的機會，修行不再是少數人方

可實踐達成之事，而是在神聖的儀式之後，每個人在其本分之中即可

達成的終極信念。「修行」雖有其嚴謹性，卻不受人、事、時、地、

物的嚴格限制，強化修行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先得後修」說明了

在三期末劫之時，漸進的修行法已不符時運，故在末劫時期，上天透

過代表師（點傳師）先將此一了脫生死的大道傳授給眾生，此即一貫

道所說的「先得後修」，只要求道、修道，即可得到上天解救的意義。

一貫道強調，因上天大開方便法門，因此只要今生得道、修道，累世

的罪業將因今世的修行而得到解脫，無需再受生死輪迴之苦，因此其

所宣揚的乃是一世修道、成道的便捷法門，藉此強化了渡人求道、修

道的說法。

14. 佚名：《認理歸真》，頁 18~19。

15. 民國初年，一貫道所宣揚之「先得後修」的修行論，促成了一貫道在中國發展快速的原因之一，參鍾雲鶯：〈近代一貫道
的發展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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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四難與先得後修乃一貫道解釋「求道」之可貴，若非三期末

劫之運數，吾人恐苦修數世也不得了脫生死輪迴的真理大道。因此就

一貫道的說法，三期末劫之時，「得道四難」轉為「四易」，只要是

有緣眾生，都可以求道、得道、修道、成道。

二、復性修己、超渡先祖與渡人救劫

得道四難與先修後得乃一貫道所強調求道之可貴與不易之因，此

乃就三期末劫與道降庶民火宅之整體而論。然就個人而言，求道的重

要性與意義則在修道信念的實踐，而從一貫道之「道之宗旨」所論述

之入世修行法而觀，一貫道乃以「天－地－人－物」整個宇宙系統為

範疇，從「我→他→社會→國家→宇宙」，發揮循序漸進的影響力，

從而建立「娑婆世界的蓮花邦」16。故而個人的力量是一切的起始根本

與動力，因此就道親個人而言，求道的意義，則在落實復性修己、超

渡先祖與渡人救劫。

（一）復性修己

一貫道十五代祖師王覺一（1833-1884 ？）在其《理數合解．大學

解》論述天地人之終始時云：

天開於子沒於戌，地闢於丑沒於酉，人生於寅沒於申。天大於地，

地大於人，天之元氣，生於子而極於巳，衰於午而極於申。……人

世不待衰極之世，天則先機而動，仙佛則應機而生，堯舜則道統首

開，三教則鼎足相繼。……反本復始，而超出刦（案：應是「劫」）

外矣。17

《一貫道疑問解答》也說：

「白陽劫」，應於午未交替之際。每期道劫並降，以便善良之人，

進入道中，惡孽之輩，打在劫內。溯自寅會生人，以至於今，眾原

子生生死死，貪戀紅塵假景，迷失本來性靈。18

16. 鍾雲鶯：〈一貫道的素食觀——從教義思想的角度談起〉，《臺灣宗教研究》7 卷 1 期（2008 年 6 月），頁 153-173。

17. 王覺一：《理數合解．大學解》（板橋市：正一善書出版社，不著年代），頁 28。

18.《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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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可知，「道劫並降」乃一貫道勸渡世人求道、修道的核心信念，

「道」以救人，「劫」以警世。然就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乃要回歸本源，

因此，「反本復始」、恢復「本來性靈」19、「進入道中」、「超出劫外」

成為個人修行的主要目標。

透過「求道」尋本溯源、找回本我，了解靈性居處於玄關正門是

一貫道一再強調求道的重大意義，一但了解靈性的居處，就此而修，

必能返溯性命之本，「求道」對一貫道的修行人而言，最重大的意義

莫過於復性返本。

復性返本有二重意義，就個人而言，乃返溯先天純善之性，是以

「求道」從外在看來似乎只是儀式或正式成為一貫道的道親，然就個

人生命而言，實乃此世生命的新生，重新選擇自我的生命方式，以修

道為重，追尋生命的永恆，此乃求道以復性的意義；就終極目標而論，

則是恢復與宇宙本體同體同德、不生不滅、永恆存在的自性本來，回

歸性命的本源神聖空間—理天 20，此乃求道以返本的認知。

（二）超拔父母先祖

一貫道最令人動容之處，即在於其「三曹普渡」之說，亦即從開

天闢地以來的生靈，都是救渡的對象，亦即「上渡河漢星斗，中渡芸

芸眾生，下渡幽冥鬼魂。」而其中所言之「幽冥鬼魂」也包含我們的

先祖。許多已求道的道親，思及其父母在世時未有機會求道，將受生

死輪迴之苦，而一貫道宣揚「孝」的最高表現乃超拔父母之靈了脫生

死輪迴。因此，超渡其父母先祖，成為一貫道勸人求道、修道，修善

除惡的原因之一。

一貫道認為，「孝」的至高表現乃在「救父母超凡入聖。」其云：

「欲報親恩，使脫地獄之苦，必需修成返本還源之功，功成超玄拔祖，

方報雙親無量之恩，方可全一『孝』。
21
」可知，個人求道、修道不僅

 

19. 鍾雲鶯：〈「本」與「非本」：論一貫道解讀儒家經典的思考模式〉，《世界宗教學刊》第 9 期（2007 年 6 月），頁 113-
151。

20. 一貫道的宇宙論建立在理天／氣天／象天之神聖空間／宇宙空間／現象空間的結構上，理天乃宇宙之本體，也是修道人的
終極聖域。參鍾雲鶯：〈王覺一之《大學解》及其對理學與心學的吸收與轉化〉，《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主流儒學的吸收
與轉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8 年）。

21.《明德新民進修錄》（臺中：中興書局，1974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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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就自我性靈，亦可超拔父母先祖，這樣的信念，實乃華人社會「光

宗耀祖」思想的宗教化與形上化，亦即可以解救父母先祖的性靈，了

脫生命輪迴之苦，才是真正的大孝。世間有形象的功名利祿只是一時

的、短暫的且變動不居、無法恆久，更何況富貴之家往往是造業、爭

奪與犯罪的起始，稍不注意而不知積功累德，福報耗盡，業障緊隨，

即落入惡報的輪迴之中。因之，一貫道強調求道、修道不僅是個人之

事，亦攸關父母先祖之無形性靈的歸往。更何況，以功名利祿榮宗耀

祖並非人人可為，然求道、修道卻是人人可行，使得華人社會光耀門

楣的觀念不再具有限制性，成為「有為者亦若是」的理念，只存在「為」

與「不為」的信念，不存在「能」與「不能」的限制。

一貫道宣稱，「一子成道，九玄七祖得超升」，而對於先祖的超拔，

有兩種方式：一為渡化世人求道修道，根據一貫道內部之不成文規定，

道親只要渡得六十四人以上 22，即可辦理超拔父母的儀式，引渡父母之

靈求道 23。再則傾盡全力修辦道，成道之後，父母先祖因其在世之功德

而得以超升，類此之說，一貫道最常引釋迦牟尼佛與南海古佛為例，

其言：

釋迦佛十九歲出家，棄父母於不顧，從表面看來似屬不孝，但結果

成了佛教之祖，揚名顯親，共返天界。南海古佛違親修行，後證千

手千眼佛，父母沾光，玄祖同昇。24

又有「亡靈經過超拔之後，……其果位，須以其生前之修養，及其子

孫之功德為標準。」的說法。可知，父母先祖之亡魂的歸往，與在世

之作為息息相關，故而一貫道強調求道、修道的重要性與意義，不

僅只是關心個人性靈的超越與提升，更可以超拔先祖父母之性靈，

22. 根據一貫道內部的說法，在十八代祖師張天然之前，若要超拔父母，需渡 100 人以上，然因張天然只渡 64 人，在扶鸞儀式
時，獲仙佛同意超拔其父母，故民初之時，在中國的一貫道道親只需渡化 64 人求道，即可辦理超渡其父母求道之儀式。隨
著一貫道前人輩來臺，因應時代的變化，現今各組線超拔父母需渡人的規定不一，以其前人輩之規定為要，參郭明義：《彌
勒救苦經講記下》（臺北：慈鼎出版社，2008 年），頁 135。

23. 超拔亡靈一事是否真實，有人問「道中有拔亡靈之事，不知怎樣說法？」《一貫道疑問解答》說：「古者佛規，一子成道，
九祖超生。……欲超拔父母者，非修道不可。再，一貫道有加果位一事，六十四功加一果，拔一層父母，共計九層，係拔
上九代。至下拔子孫為恩拔，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可。甲子年時，規矩又改，凡齊家者，即可拔父母，若拔祖父母，與伯父母者，
乃依前例二層果位，方為合格，其餘類推。」，又問「超拔亡靈以後，有什麼證驗？」《一貫道疑問解答》說：「亡靈超拔，
經過百日以後，就能到壇結緣批訓，說明閻君輪迴之苦難，如何超脫，如何飛昇極樂理天，享受清福。以及生前未經辦理
清楚之事，臨終未經囑咐明白之言，均能在鸞壇上詳細批明，或借人敘述，可為超拔亡靈確切之證驗。」

24.《明德新民進修錄》，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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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得到永恆的歸屬，不再沉淪。或許，我們可以說，儒家「齊家」

的理念，透過一貫道之超拔父母先祖的宗教形式而得到具體的落實。

（三）渡人救劫：

「三期末劫」是一貫道積極勸人求道、修道的主因，最主要在於

一貫道認為在此末劫之際，許多天災人禍都會在此時紛紛降臨。因此，

拯救世人躲避劫難，成為一貫道勸人求道的普遍信念，如同《一貫道

疑問解答》中所言：「每期道劫並降，以便善良之人，進入道中，惡

孽之輩，打在劫內。25」署名孚佑帝君扶鸞所作《學庸淺言新註》亦言：

「時值三期，道劫並降，道以覺迷，劫以警世。」26

其實，躲災避難在一貫道的救劫理念中是粗淺的層面，救渡人的

性靈了脫生死輪迴，與天地共存，才是他們渡人救劫的終極目標。在

《一貫道疑問解答》中針對「心好而已，何必入道呢？」一問，有其

說法：

常人果屬善良原子，一聞此道，定必踴躍求修。盡力提倡，蓋以善

人君子，無時不以世道人心為懷。當今之時，世道澆漓，人心奸險，

惡氣沖天，召來種種惡劫，憂道君子，朝夕設法，救濟不暇！今得

本道出而普渡，有不欣然樂為者乎？且入道最終目的，是在超生了

死，達本還原，不再受閻君之患，輪迴之苦。若徒言心好，亦不過

為一濁世之善人，轉世受福報耳！況福祿亦有盡期，到了盡時，又

不知如何結局？較之入道者，受師指點，永脫輪迴之苦，安享無窮

之福，則不可同日而語也。27 

因此，如何使善良之人免於劫難，得此達本還原的回歸之道，以恆久、

不變、無窮盡、圓滿且不受輪迴宰制的性命之道作為渡人求道的宗旨。

由此可見，完整人的「性、心、身」，是一貫道渡人救劫的核心思想。
28

25.《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36。

26.《學庸淺言新註》乃一貫道內部作品，民國三十六年於西京乾元堂由署名孚佑帝君扶鸞而出。參《學庸淺言新註》（板橋市：
正一善書出版社，不著年代），頁 1。

27.《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47。

28.《學庸淺言新註》於文中即一再強調「性、心、身」一貫的修道信念，不僅要救渡外在的劫難，更要救渡己心內在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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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自許真儒應運，故而不離人群的入世修行是不變的信念，

也是他們渡人求道的目的。一本「以儒為宗」的修行方式，「明明德

於天下」成為他們積極渡人求道的主因，因為他們相信，只要經過「求

道」，每個人都會得到上天的救贖，只要得道後修道，克己復禮、格

致誠正，必然能成道。

《一貫道疑問解答》云：「天降一貫大道，既為普渡眾生，挽救

劫運，……勤修內外功課，內功為修己向善，外功為渡人行善。29」

可知救渡眾生於劫難之災乃一貫道渡人求道的目的。「求道」只是個

儀式，然透過求道，可使人人達本還原、超生了死、脫離輪迴之不確

定性，則是他們積極勸人求道的意義。

上述「求道」的重要性與意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

轉化得道四難至得道四易、先得後修、修己復性、超拔先祖、渡人救劫，

這些可以被實現的修持觀，其基本前提皆需通過「求道」儀式，可見

一貫道所有的修持信念皆建立於「求道」，是以「求道」成為一貫道

之宗教認同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儀式。

參、「求道」儀式之內容及其宗教意義

在一貫道的家庭佛堂裡，我們經常看見彌勒佛、南海古佛、濟公

活佛、關聖帝君、純陽帝君（呂洞賓）一起被放在佛桌上 30，而其主神

乃無形無象的 無極老 。一貫道認為「 」乃後天生我們肉體的母親，

而「 」則是創生我們靈性的先天母親，是宇宙萬象的根本。由於 無

極老 乃一切之根本，因此一貫道以「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

十方萬靈真宰」象徵 無極老 ，將這廿個字作為祭祀的主神。除此之

外，老 燈、兩儀燈、八卦爐是一貫道佛堂最基本的擺設，這是臺灣一

貫道佛堂的特色。31 

29.《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8-9。

30. 通常家庭佛堂之仙佛擺設依佛堂大小而定，小型佛堂只安奉彌勒佛，一般型佛堂則安奉彌勒佛、南海古佛、濟公活坲，大
型佛堂則再多安奉關聖帝君與純陽帝君。

31. 有些佛堂還會將耶穌基督與穆罕默德的聖像掛在牆上。而在一貫道大型的公共佛堂中，一樓通常會看到孔子聖像，或〈禮
運大同篇〉，這些現象，充分顯現一貫道融合多方宗教的包容性，中國學者陳進國認為一貫道乃「以儒家為體，以道家為用，
以佛家為象」可說道出了一貫道的信仰特色。參陳進國，〈全球視野下的民間儒教實踐：以臺灣一貫道的轉型為例〉，「文
化傳統與民間信仰——第二屆海峽兩岸民間文化學術論壇」（200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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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 燈在一貫道內部具有神聖的意義，表示明明上帝與諸天仙佛

都已蒞臨佛堂，護守佛堂。一貫道相信許多靈界的游魂都想要藉由「得

道」而得到解脫，但是求道有其基本條件，而這些游魂並不具備這些

條件。因此，只要點燃 燈，諸天仙佛都會護持佛堂，不讓他界的靈進

入佛堂，擾亂整個辦道流程，讓整個辦道過程順利進行，這也是一貫

道強調辦道儀式之神聖之處。

一、宗教身分建立之始：填表掛號與其意義

在在整個求道儀式進行之前，介紹新求道人至佛堂求道者（稱為

引保師）都會引領新求道人辦理填表掛號。掛牌填表是一貫道求道儀

式前的第一道程序，所謂「掛號」顧名思義乃帶領新求道人填寫名字，

並確定新求道人的名字無誤。而「填表」則是將時間、地點（佛堂所

在地）、求道人姓名等基本資料填入一貫道的求道表文（又稱陽表、

龍天表）。

求道之所以要有此一程序，最主要在於一貫道認為求道所用的表

文，其所代表的神聖意義。一貫道將求道表文稱為「龍天表」，就此

可知這篇表文在一貫道內部意義非凡，其神聖性不在文字表象，而在

經過求道儀式後，超越輪迴生死的永恆意義。

雖說一貫道表文的填寫並不困難，但仍有需注意的事項，茲摘述

如下 32：

（一）掛號時新求道親之身分稱謂：

乾 : 十六歲以上（含十六歲）；童 : 十五歲以下（含十五歲）；

坤 : 十四歲以上（含十四歲）；女 : 十三歲以下（含十三歲），

所計算之年齡以虛歲為準。

（二）引師與新求道人可有親戚關係，而保師則不可，且下輩不可擔任上輩

親屬的引保師，以示尊敬。

32.《一貫道基礎忠恕　初級部辦事員講義》，頁 14-15。底下所引，皆以此版為主，故不再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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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場辦道中，當引師者不可再為人保師。

（四）表文定用毛筆正楷按格式書寫，凡有數目字一律用正寫數字（即０、

一、二、三、四、五……等）。

（五）萬一填錯字時，應將錯誤字剪下，從背後重新貼上空白紙後，填上正

確的字。

（六）填寫年—民國與歲次以農曆相配合為準。

 月 : 若逢閏月須加填「閏」字。

 日 : 十日之前須加填「初」字（如初一、……初十）。

 時 : 以辦道時為準，並於「時分」之後填「前後」二字。

（七）新求道人的姓名須按乾、童、坤、女秩序分開填寫。

（八）求道人或引保師名字與聖諱二個字都相同的時候須改避，但若點傳師

指示一字同者亦要避聖諱，則遵照點傳師指示改避之。

（九）明師聖號由點傳師填寫為原則，若點傳師指示由填表人填寫，則不在

此限。

（十）如求道人數眾多，篇幅不敷使用時可將表文第五、六摺之間割開，貼

接相同空白紙張，加強篇幅。

（十一）新求道人的姓氏以生父姓為準，坤道不冠夫姓

上述所談之掛號應注意的事項，我們可以觀察這些內容包含文化

認同與宗教認同，以及作為一位修道人的獨立性。就傳統文化認同而

言，以毛筆書寫、以農曆年作為時間的傳達方式、對於新求道親之稱

呼（乾、童、坤、女），以及擔任引保師之資格的限制，這些都是華

人文化的底蘊，我們可一目瞭然。在宗教認同上，我們可由第八項與

第九項之說明得到證明，第八項所說的避聖諱，意謂若有新求道親之

姓名與其第十八代祖師張天然與孫素真之名號相同者，皆需以諧音取

代，如「光璧」改為「廣弼」，「奎生」改為「魁昇」；「慧明」改

為「惠銘」，「素真」改為「淑珍」，已開始呈現宗教內部的限制性。



042

就此而言，可見其內部成員之宗教認同，因為若非宗教認同，則可不

顧避聖諱之規定。第九項所言之明師聖號需由點傳師填寫或指定代寫，

這些都是宗教內部的規定，呈現其限制性，也是宗教內部之信徒天職

身分認同判準的開始，「點傳師」在求道儀式中的神聖性與獨特性，

非他人所能取代，其神聖性乃其為張、孫二人的代理師，其獨特性乃

在這場求道儀式中，他（她）是儀式主持者，呈報宗教內部在儀式舉

辦時的身分差異與認同。在第十一項特別強調不冠夫姓，以本來姓名

登錄表文，這與一貫道宣揚求道後可以回返理天本源之信念一致 33，是

以後天身分亦應回歸原生家庭之「本」姓，亦即先、後天皆需以「本」

作為自我認同，可見在求道儀式未正式進行之前，已開始宗教認同的

形式意義了。

新求道人完成掛號填表之後，會被帶至 堂旁邊的教室，此時會有

講師負責「道義開示」。因恐道親於渡人時沒有講清楚求道的意義，

因此求道儀式進行之前，講師會簡單地說明「為什麼要求道？」通常

會藉由時勢之分析，告訴新求道人世事多變，人生無常，唯一不變的

即是入道修行、了脫生死輪迴，不再被「變」所宰制，藉由「求道」

成就一世修道就可成道的永恆「不變」。

二、末後一著、求道表文、十條大愿、引保師當愿文所呈現
之宗教認同

一貫道的求道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是獻供禮，接著是請壇禮，

最後是辦道禮。本文擬簡述獻供禮與請壇禮的信仰意義，而將論述重

點集中於辦道禮的末後一著、求道表文、十條大愿、引保師當愿文，

探討一貫道求道儀式的宗教認同。

在所有儀式進行之前，會先請點傳師點燃佛燈。點燃 燈，在一

貫道佛堂有其神聖的象徵。 燈未點然之前， 堂乃屬聖／凡參半的場

所，可以進行打掃、整理，隨意進出， 燈點燃，則佛堂全然屬於「聖」

33. 鍾雲鶯：〈「本」與「非本」：論一貫道解讀儒家經典的思考模式〉，《世界宗教學刊》第 9 期（2007 年 6 月），頁 11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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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域，點傳師與執禮人員皆穿上執禮的禮服，參與者皆聽從點傳師

與上執禮的口令，行禮如儀，充分顯現莊嚴的氣象。

獻供禮在一貫道中的重要意義即是「以中國古禮，獻上清茶素果，

和　老 、諸天神聖結緣，以表誠敬之心，並感謝　老 降道之恩。」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一貫道強調獻供禮乃古禮 34，因此具有歷史性。

說明了獻供禮既非當代才制定的禮儀，而是古來就如此，此一類「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式的說法，成為一貫道的自我解釋，一則可應證

一貫道的道統之說，另一方面則表示一貫道的儀禮乃承續傳統而來，

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再者，透過獻供禮可以取得與天之間最初步的

接觸與感應，接觸者乃藉此莊嚴儀式，接受上天所降之道，感應者乃

在此一莊嚴儀式中，籠罩在 老 的恩德之中 35。請壇禮則是「禮請　

老 、諸天神聖臨壇，亦即所謂的請神禮，其意義是遮斷天人耳目及莊

嚴道場。36」一貫道認為其所傳之道乃可以超生了死，一世修成，不墮

輪迴，因此許多靈界流浪生死的靈也想藉此得到超拔。然因他們沒有

功德，也沒有引保師的保證，故不具求道資格。一貫道在求道儀式中

非常重視請壇禮，他們認為，只要一經請壇，所有的諸天仙佛都會蒞

臨佛堂、護持佛堂，不使靈界之靈任意進入。此時，佛堂在天地間乃

是單一且神聖的空間 37，在 老 、諸天仙佛的護庇下，僅有居佛堂內

的參與者得以參加這場盛會，其他天界與靈界的神明與靈皆被阻斷，

故有「遮斷天人耳目」之意。請壇經之「遮斷天人耳目」的意義，亦

說明的入教禮儀的限制性不只是現象界中的人類，還包含了他界無名

眾生。

34. 今日一貫道的禮儀乃經張天然改良而來，張氏在《暫訂佛規》曾說：「惟以城都鄉市，環境不同，儀式祭品，難使劃一，
必須因人以施用。因地而制宜。……猶望諸生賢，詳加參議，斟酌而為，活潑行之。內盡其誠，外盡其禮。藉以正心修身，
成人成己，化挽劫運，咸登聖域。」，可知張天然的認為「內盡其誠，外盡其禮。」乃一切禮儀的核心思想，切莫被外在
的行式所拘泥，而忽略了「禮」的根本精神。隨著一貫道在台灣與全球的發展，許多禮儀多已制式化。當然，在水果數量
的計算方面，許多難以計數的水果，他們是不會去計算數量的，如葡萄之類。引文請參張天然：《暫訂佛規》（上海：崇華堂，
1939 年），頁 1 左。參鍾雲鶯：〈「禮」的生活化—一貫道對儒家「禮」思想的實踐〉，《鵝湖》419 期（2010 年 5 月）。

35.《一貫道基礎忠恕　初級部辦事員講義》，頁 45。基於與天連繫的信念，一貫道的家庭佛堂每天的早獻香禮都需行獻供禮，
但僅獻茶。

36.《一貫道基礎忠恕　初級部辦事員講義》，頁 54。

37. 當然，有人會提出疑問，全世界一貫道佛堂在同一時間進行請壇禮者無數，何以是單一？一貫道認為，只要進行完整的請
壇禮，每一間佛堂都被仙佛所護持，佛堂周圍都是天兵天將，即使連一般民間信仰中的氣天神明也被阻隔在外。因此，此
時的佛堂宛若在一層保護膜內，與其他空間隔絕，因此是單一且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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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道禮」是一貫道求道儀式的核心，這個過程的禮儀文本包含

末後一著、求道表文、十條大愿、引保師當愿文等具體的文獻，茲表

述如下：

禮文名稱 內 容

末後一著

末後一著昔未言，明人在此訴一翻，愚夫識得還鄉道，生來

死去見當前。今有欽加頂恩（案 : 填寫孫素真名字） 率眾

等虔心跪在明明上帝蓮下。又申請三期應運，彌勒古佛、

三千弟子，諸班星宿，到此運際，同助三佛，普收蘊數，末

後大事明白，同報  情。38 

求道表文

表 文 呈 奏

　　  據

　　中華民國　　年　　歲次　　月　　日　　時分　
　在

　　　　臺灣省　　　　縣市

　　佛堂之中今有

　欽加（案：填寫「頂」字）恩（案 : 填寫孫素真名字）率　引保（案 : 填寫

　　　　　　虔心跪在　　　　　　　　　　　　　引保師姓名）

明明上帝蓮下曰竊自開天以來已經

　三佛之運生民而後未得聖道普傳理義不明道統已墜

　　至今三千餘年矣今蒙

皇天開恩正宗鍾毓於東土

　祖師鴻慈正派再振於 郡今時眾生塗炭未得救拯水

　　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會廣救無數眾生整起

　　此著普收有緣種子不啻

　　湯武鴻恩

　　堯舜大德壇前

上帝哂納案下　神祇俱庇今有　　　　　　　眾生等

　　突破塵緣醒悟迷津懇祈

上帝大賜明路兒等別無可陳惟獻清供素蔬以達

上聞

　　　　　　　　　　　　　願助功德費　　　圓整

　　　　　　　愚兒　　　率眾等俯伏百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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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大愿

虔心跪在　明明上帝蓮下，今天願求原一大道，性理真傳，

得道以後，誠心抱守，實心懺悔（坤：實心修煉）。如有虛

心假意，退縮不前，欺師滅祖，藐視前人，不遵佛規，洩漏

天機，匿道不現，不量力而為者（坤：不誠心修煉者），願

受 天人共鑑。

引保師當愿文

虔心跪在　明明上帝蓮下，今天願引願保大眾，求原一大道，

性理真傳，如若引入保入，左道旁門，哄騙人之錢財者，願

受 天人共鑑。 40

「末後一著」在王覺一的解釋為最後的拯救 41，他以「末後方傳此

一著」作為前一貫道時期的傳教符號，傳授理天的超生了死之道，解

救末劫眾生。「末後一著」成為當今一貫道傳道強調先得後修的神聖

性，藉由儀式傳達修己渡人的宣示。這樣的宣示所隱含的乃是宗教的

獨特性，是以求道表文中「皇天開恩，正宗鍾毓於東土，祖師鴻慈，

正派再振於巴郡。」其中所說的正派、正宗，就是「末後一著」所言

之「還鄉道」，我們可以發現，儀式執行者掌握了宗教認同的文本，

透過儀式達成其宗教認同的目的。

求道儀式中各類文本內容所傳達的另一宗教認同的訊息是：我們

皆是三期末劫的末後眾生。是以所有的儀文皆以最高神祇「明明上帝」

（老 ）作為傾訴、依賴的主要對象，這種「絕對依賴感」（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成為儀式參與者共同企慕的終極關懷。

此時，無論是否了解求道禮的意義，透過儀式所營造的莊嚴肅穆氛圍，

「明明上帝」成為參與者共同孺慕的宇宙最高神。再者，一貫道所宣

揚之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道統文化，實乃透過求道儀式，結

合了教派「累積的傳統」與「個人的信仰」42，強化儀式進行中之宗教

認同的企圖心。

39. 易水：《一貫道人才手冊》，頁 147-148。

40. 早期的愿文乃「如有引入保入，左道旁門，邪教白蓮……願受天譴雷誅」，後經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召集各組線領導者，
在多次會議後，因現代已無白蓮教，故將「邪教白蓮」四字刪除；再者「天譴雷誅」四字引人畏怯，因應時代之變，故表
愿文多有更動。但仍有許多組線仍沿用早期的表愿文內容。

41. 一貫道十五代祖師王覺一在清末所創立的教派即稱「末後一著」，意即末劫時期，上天才降此一救渡生靈的大道。

42. Wilfred Cantwell Smith 特別強調，我們應該接受「累積的傳統」與「個人的信仰」，我們對「人」的宗教生活的研究才算
是完整而充分的。見 Wilfred Cantwell Smith 著、董江陽譯《宗教的意義與終結》（”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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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保師當愿」與新求道親需立的「十條大愿」，更是充分呈現

儀式執行者所主導的宗教認同。一貫道認為「愿」是「原心」的意思，

以最接近本體的心，回饋於自己的信仰。用「原心」表示，主要在於

這是個人對於自己在修行之路的期待，在修己渡人的過程中，成全自

己，充分表現出宗教認同後的作為，「引保師當愿文」即是實例。值

得我們注意的，在一貫道的修行歷程中，各類「愿文」所象徵的，乃

是後天修行身分的轉換，這或許可以為新求道親在求道的當下需立「十

條大愿」作一解釋，因為求道的當下，他們已轉換成了修道人的身分，

成為一貫道彌勒眷屬的一分子，立愿內容所言之「今天願求原一大道，

性理真傳，得道以後……」，「得道以後」四字 43，正是儀式執行者，

主動地引導新求道者藉由儀式進行宗教認同。

在求道禮的儀文中，「上承天命，以渡眾生」意思是一貫道宗教

認同中很重要的「道與教」識別，誠如《一貫道疑問解答》解釋「奉

天承運」說：

天者，明明上帝也，運者，天機之運也。奉天承運者，即係奉上天

之明命，辦理本期之天機大事也。吾道天然老師，既承三期末劫之

天機運會，而辦收圓普渡三曹之大事也。44 

在這樣的認知中，使得一貫道自認是「道」而不是「教」，是以求道

儀式充分顯現宗教的自我認同的排他性，以及透過這種排他性所建立

的宗教歸屬感。這樣的現象，我們可由求道表文中需填寫張天然與孫

素真之名字，以及在這過程中，時時聽到「領有天命的點傳師代表濟

公老師」等語言，這些語言文字除了是排他性的歸屬認同，同時也是

宗教神聖符號的象徵。 

「明明上帝（或 ）」、「天命」、「張天然」、「孫素真」、「點

傳師」這些符號，在整場求道儀式中，乃是最具宗教之身分認同以及

權力的象徵，特別是這些符號所具的神聖性，可說是透過一貫道這個

43. 筆者曾經討論一貫道表、愿文所呈現的天人之約的宗教意義，參鍾雲鶯：〈禮儀與實踐——一貫道表愿文所呈現天人之約
的意義〉，已通過審查，將刊於《華人宗教研究》第 1 期。

44.《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23。

45. 參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頁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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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給予認定、並加以壟斷，成為一貫道所專有。在這當中，無形的

宗教權力被建構（「明明上帝（或 ）」、「天命」、「張天然」、「孫

素真」），有形的宗教權力（「點傳師」）被賦予，在求道儀式中，

儀式執行者與參與者共同創造宗教認同與歸屬的氛圍。

「儀式」是宗教認同的必要元素，一貫道求道儀式之過程與文本，

在儀式執行者的主導中與神聖符號的建構，建立宗教身分的認同。

肆、三寶講述與身分認同的宗教意義

求道儀式完成後，不代表求道禮儀已經完成，講師必需為新求道

親講授「求道三寶」內容，整個辦道儀式才算圓滿完成。「三寶」乃

專為新求道親講述，也就是說經過了求道儀式之宗教認同規則者，才

有資格聆聽三寶講述。

講師講授三寶內容時，還會再次向新求道親道喜，恭賀他們得以

求得超生了死的大道，接著會稱讚新求道親平時為人很成功，才會有

人願意為之擔任引、保師，繼而進入主題，說明新求道親可以順利求

道乃「身家清白、品性端正、祖德庇蔭、累世修來」的福報。除此之外，

最重要乃是「三期末劫，大道普傳」，古人即使累積無數功德，若無

良好的因緣，也只能修得福報，若非大道普傳，吾人絕不可能如此輕

易求道，可見「求道」對一貫道的道親而言是多麼的殊勝。在這段簡

短的前言裏，我們可以發現，一貫道的宗教神聖符號不斷出現，在這

過程中，講述者與聽講者共同創造「相互給予合理性」之宗教認同結

果。

講師對「三寶」的解釋與點傳師所傳授之次序相同，因此會依合

同、玄關、口訣之次序講述，這些神聖符號，又再次成為宗教認同與

識別的共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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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 46

一貫道講師介紹合同時，都會強調一貫道的禮拜合同是先天的

禮拜方式，與後天廟宇雙手合掌的拜拜方式有極大的不同，並且強調

合同只可在一貫道佛堂中使用，禮拜已超越生死輪迴之先天仙佛，不

可以合同禮拜民間廟宇中的氣天神明。因為民間信仰的神明乃是在

世為善，因未得理天之道，故只能成為氣天神明，而氣天只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的時間，故而民間信仰的氣天神明受人供奉也是有期限的，

期限一到，必須再度輪迴，雖可享受福報，卻無法了脫生死 47，故無法

承受這種先天禮拜法。

合同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即是上天老 之子的印記，亦即手抱合

同，即可以立刻感通上天，在緊急之時，諸天仙佛會感應此印記，讓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二）玄關

一貫道的三寶中，被認為最殊勝者乃點傳師代表濟公活佛打開人

的玄關，了脫生死。講師解釋玄關時，通常會以「人」字為例，並且

說明「人」乃真人（靈性）與假人（肉體）的結合，肉體假人隨時空

而滅，靈性真人則永恆不滅，然靈性會受到肉體感官欲望的拖累，造

過累愆，導致在六道輪迴中沉淪不已。

講師又會以「五官端正」與「七孔八竅」為例，並問新求道親：

第五官與第八竅何在？並藉此說明，此即古人暗藏玄機之處，只是若

未經明師指點，終其一生都不會了解第五官與第八竅所指即是人之靈

性的所在正門。此後只要好好修道，百年之後，靈性從正門而出，將

不墮輪迴。此說法最好的證明是一貫道的道親歸空後，身體柔軟如綿。

46. 根據林萬傳的研究，合同是一種手勢或指訣，淵源於佛、道教禮拜的合十或企掌。明清以來的新興教派為了有別於傳統與
他教，都會創立新的禮拜手勢，這些手勢的共同特徵即是右掌在內，左掌在外，左拇指在上，右拇指在下。參林萬傳：《先
天道研究》（臺南：青氣巨書局，1986 年訂正二版），頁 1-56~57。

47. 因一貫道認為，民間廟宇中的神明仍未脫離生死輪迴，故受世人之供奉是有期限的，期限一到，仍需接受輪迴，流浪生死。
因此，一貫道內部會經常出現「氣天神明」求道的神蹟。一貫道道場盛傳，寶光建德單位因超拔了比干，比干乃是氣天界的
文財神，故其靈求道後，打邦助道，護持道場，是以該組線之求道者商人居多，財力雄厚；寶光建德在前人林再錦的領導下，
在高雄縣六龜鄉新威村建設近四百甲的神威道場，為一貫道最大的道場；發一崇德則因超拔了氣天仙司馬光，故其學術界人
士最多。參郭明義：《彌勒救苦經講記》（臺北：慈鼎出版社，2009 年），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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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點開明玄關的重要性，以及古今中外的修道人，其修持所

尋覓之處即是可以超生了死的玄關，因此講師會引五教聖人之言，進

行一貫道式的解釋。如，講師會以素描人像為例，畫十字架在黑板上，

再將眼、耳、鼻簡略畫上，說明正中之處即是玄關，並解釋耶穌所說「背

著十字架跟隨我」所言不是有形的十字架，而是自身已有的十字架，

即是玄關。48

對於三教經典的應證，講師們通常會以孔子在《論語》所言：「吾

道一以貫之」解釋此中之「一」即是明師一指的玄關竅，又引《道德

經．知本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而這當中的「一」即「道」，

可見「道」是一切宇宙萬物生生之本，而人生命的本源即在玄關。

在這當中，講師又會以孔子所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也。」、老子所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以及佛教偈語：「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爾心頭，人人有個靈山

塔，好向靈山塔下修。」這當中的關鍵字「戶」、「玄牝」、「靈山塔」

所指即是「玄關」。

（三）口訣

一貫道的口訣又稱無字真經或五字真經。因為真經不在紙在，因

此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以心印心。又稱五字真經，因為是由五個音組

合而成，而這五個音乃是天音密語，是以平常不可以唸出聲音，只能

默唸在心。平時可當作收攝心意之用，緊急時默念無字真經，仙佛會

及時前來幫忙。

對於新求道人的三寶講述，通常會停留在躲災避難的實際需求，

也是說明求道立即見效的好處，這是從世俗的角度告訴新求道人。另

外也會告知新求道親一貫道的修持法即是三寶性理心法，也是最便捷

的修持法，只要大家常接近佛堂，聆聽前人、點傳師、講師、資深道

親的修道經驗，必能有所精進與突破，並在今生成道。

48. 鍾雲鶯：《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臺北：玄同文化，2001 年），頁 284-290。



050

講師還會再一次與新求道人溫習三寶，並會特別交待，三寶必須

在佛堂點燃 燈，經過慎重莊嚴的獻供禮與請壇禮，在天命明師的指引

下傳授，因此必須密守在心，自己不可輕易傳授他人，若覺得道很好，

很想與人分享，可以渡他們來佛堂求道，千萬不可自己說予他人，如

此不但沒有效力，也洩漏了天機。

當然，為了避免新求道人因忘記三寶而憂心，講師也會交待，只

要到堂， 燈點燃時，可以找道親複習，只要常到佛堂學習，必能得仙

佛之力庇護，增加智慧。

三寶講述後，講師會叮嚀新求道人需注意三件事，首要記住三師：

點傳師、引師、保師之姓名，因為他們是我們性命再生的恩人；其次

需記得求道日期，並舉觀世音菩薩有三個生日為例，一為觀世音菩薩

的出生日，二為求道日，第三個生日則是其成道日。因此，必須記住

三寶、三師與求道日。日後歸空後，靈性至南天門時作為佐證之用。

最後，講師會請新求道親記得繳交功德費，因為這些功費乃印製善書

給予日後求道者看，並為新求道人行功立德，讓他們在修行路上除了

可以躲災避難，也可以消解與冤親債主的累世之怨，並且強調參加一

貫道的活動只有繳交這一次的功德費，日後不會再請道親繳交費用，

一切皆由道親自己發心，隨喜功德，沒有強制性。

一貫道視三寶為「性理心法」，也就是說「三寶」是一貫道主要

的修行法門，由於此一法門必需倚賴自我的體會，並沒有絕對與一致

的解釋說法，而是根據長期的修行經驗而進行的自我論述，如郭明義

解釋：

三寶的關、訣、印正好可以達到身、口、意三密。」又說：「手

抱合同結印契 - 身密；默頌真經 - 語密；意守玄關 - 意密。修

行這三密可與佛之三密相應，可減除罪、障、災、疫、病患……

無量不思議功德。」49 

郭氏雖援佛解釋，然我們可以發現他對「三寶」的解釋與論述，充斥

著限制性、排他性、神聖符號的宗教認同論述。

49. 郭明義：《修道百問》，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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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寶」的論述，一貫道強調與先天老「 」的連結，重尋「人」

之根源意義，而三寶的論述，皆在此範圍之中。具體而言，「人」在

求道儀式中，只是一個配合儀式進行的客體，而非主體，此即上文所

說的宗教權力之建構。三寶的論述，則將此客體意義的「人」放置於

主體意義的「道親」，從求道儀式到三寶講述的意義網中，一貫道視

所有新求道者都是「道親」，宗教身分之認同，至此才算完成。

強調求道三師、日期、繳交功德費則可說是宗教認同後之歸屬感

的建立，以及在「道親」意義中所建立的人際網絡，透過這個宗教身

分的意義網絡，擴大一貫道對於「道親」二字的宗教認同與歸屬的解

釋，藉以建立一貫道「道親」個人與群體的主體性，丁仁傑就說：

認同不是一個單純事實性的認定，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性意涵的

自我描述。認同產生與延續的背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它是被建

構出來的，是一連串人與人、人與制度間的互動，並且是一種實

踐。……而「認同歸屬」，可以說經由論述，而為個人或集體找出

其社會位置後，再以特定情境（往往是儀式的過程）和修辭（這兩

者都是論述中的一部分），創造出個人或集體的特定社會位置的連

結，這時，也就產生了個人或集體的「主體性」。50

丁氏之說，正可為一貫道之求道儀式與三寶講述所呈現之宗教身分認

同意義作一注解。

伍、結論 

「求道」儀式是一貫道道親自我身分認同的宗教儀式，也是進入

一貫道必要的門檻，經過此一儀式後，才可算是一貫道的「道親」。

因此，「求道」儀式在一貫道內部十分重要，為維持此一儀式的神聖性，

整個「辦道」流程井然有序，讓新求道人充分感受求道儀禮的莊嚴肅

穆，進而感動，願意投入一貫道的修道行列。

50.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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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強調求道禮乃遵循「古禮」進行，這種類「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式的道統文化之說，主要強化一貫道「求道禮」的正當性、

合理性、制度性、莊嚴性與規範性的儀式意義，在莊嚴肅穆的情境與

身體表現中，感受「禮」收攝與感動人心的力量，在執禮者的引導中，

進行宗教身分之認同與建立歸屬感。

在一貫道的求道禮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表愿文。在一貫道內部，

一個人的修行身分進行轉換時，都會以表文或愿文向上天陳述己愿，

以表後天之身已轉向修行的另一身分，是以求道時有「十條大愿」，

擔任引保師有「引保當愿」。我們可以注意，一貫道所用乃「愿」字，

即回歸原心之意，從信仰的角度而言，乃與自己所信仰之主訂立契約，

以最接近本體之心，回饋自己的信仰，在修己渡人的過程中，成己成

人，精益求精 51，「立愿」其實就是宗教身分確立的表現。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一貫道求道禮的自我認同與排他性，亦即需

經過求道儀式與三寶講述，才是正式的一貫道道親，而一貫道的三寶

中的合同禮拜方式，其強調僅可在一貫道的佛堂參拜，不可用於一般

神明之禮拜，我們可說這是一貫道的特色，卻也可以看出所有的宗教

派別皆有其排他性，然此一排他性正是各宗教身分歸屬的識別之處。

一貫道求道禮儀的最大特色乃在生活中體現三寶，「生活即道，

道即生活」這是一貫道強調入世修行的理念，如同現任中華民國一貫

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所說：「切勿將一貫儀式直視為『儀式』而已，

當使其義理精神或真實生命，體現於求道者的日用倫常中。52
」

因此，學者從生活修行的角度看待一貫道的求道儀式，或許較可

以貼近一貫道信仰者的自我解讀與其宗教身分認同。

51. 鍾雲鶯：《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頁 298。

52. 李玉柱：《天道的再發現與再創造》，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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