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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救渡團體的本土運動與全球擴展︰       

 宗教人類學視野中的一貫道 1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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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擬以中國近現代「宗教救渡團體」—一貫道的嬗變軌跡—特別

是邁向區域化、全球化的歷程為中心，重點探討了中國的宗教救渡團體

與宗教本土運動發展的緊密關係，以及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一貫道在

歷經中國大陸近 60 年的挫折之後，尚能在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華人社

會，乃至朝全球化繼續邁進，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文化變遷現象。其從一

個充滿未定性的新興宗教轉變為常規化的體制性宗教，一則要拜賜於作

為「固執地保持自我」之文化的變革能力，二則要歸功於冷戰和全球化

時代臺灣及海外華人社會所要應對的歷史處境。一貫道邁向區域化和全

球化的進程，是現代中國及周邊華人社會「宗教本土（救渡）運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了一種「回心型」的文化肯定力量和作為想像共同

體的文化族群的記憶。儘管「文化中國圈」的宗教復興運動之指向性有

所不同，卻有效地推動了一貫道區域網絡的構建，並初步奠定了一貫道

拓展全球的基礎。作為表達「陌生人」之「文明化的使命」（師道）的

信仰網絡，一貫道全球化啟程的動力，亦同日常生活世界的靈性信仰的

現實需求、RNGO 的多元發展、宗教社會資本—特別是華人宗教儒商網絡

的有效運作等等密切相關。針對一貫道的曲折命運及角色變遷，我們有

必要換位思考，回歸到「正常化」的宗教性界定，並放在「文化中國」

的區域網絡甚至全球視野中，進行文明式的觀察。

關鍵字：宗教救渡團體 本土運動 陌生人的信仰 宗教儒商網絡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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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走向日常生活：

　　一貫道與宗教靈性需求的歷史心向

對於普通人來說，日常生活是一種過日子的慣常的過程和狀態。

而追求現代化的日常生活批判，往往將隱藏在日常生活背後的傳統或

內在文化圖式視為一種文化阻滯力量。４民國以來的宗教復興運動或救

渡團體，無疑是對潮流湧動的消解傳統運動的一種回心的否定力量，

因而也屬於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無所謂進步或反動。而如何透

過所謂的救世或入世的運動，讓傳統文化重新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並成為一種常態，更是某些救渡團體的天真的企圖。而這種趨向保守

傳統的努力，又是透過宗教性的整合嘗試而得以實現的。比如，以「士」

或「師」的新姿態來謀求醒世、救世的烏托邦想像，借助宗教化的形

式進行傳統經典的宣講和保存，在文化上嘗試「中體西用」式的黏合

和拼接，無非也就是要在「末世救劫」的路上，來重新「安排」或「優

化」傳統的日常生活世界罷了。

一、宗教救渡團體：一類「中體西用」的入世宗教嗎？

（一）三教的精神失落與民間之「師」的仿鑒

當我們將視野回轉到晚清民國之際的動盪時代時，會發現傳統宗

教及其舊團體所面臨的現實尷尬：由於正統道教的衰弱及日益的世俗

化，無法擔當應對殖民主義的入侵而形成的文化和意義的危機；而佛

教自身的出世傾向及陷入天化、鬼化的民俗樣態，同樣無法擔當如是

的「回心的抵抗」；至於傳統儒教作為一種中華帝國的固有的官方意

4. 衣俊卿就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之所以遲緩的根本原因在於，現代性的生成遭遇到異常發達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內在文化圖
式的嚴重的文化阻滯，因此，在中國語境中，開展日常生活批判，就有了特別的現實意義。」載衣俊卿、欣文：《日常生活
批判 : 一種真正植根於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學—衣俊卿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06 年 1 月號。

伍、走向日常生活：一貫道與宗教靈性需求的歷史心向

陸、漫遊與固定：一貫道與「陌生人」信仰網絡的構建

柒、代結語：用積極自由主義的眼光看一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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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在面對新「民族─國家」體制的構建時也顯得力不從心。特

別是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以及為之張目的皇權的消失，正統儒教已

基本喪失了制度性支撐的展演平臺。與此同時，直面「救亡」與「啟

蒙」，以批判傳統為目標的本土運動，如新文化運動，更是將矛頭指

向以官方儒教為代表的「吃人的禮教」。「反宗教」、「反迷信」運

動所帶來的對儒教傳統聲譽的破壞，無疑是空前絕後的。康有為以一

味復古為標的之保皇運動及附帶的孔教會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命運了。

誠如余英時所言，基督教基於個體救贖以求普世救世的主張，充

分表達了一種積極「改造世界」的終極情懷。就儒家傳統的「士」之「仁

以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又兼備了一種近於基督

教傳教士的宗教情操。王陽明嘗倡「士商異業而同道」，傳統中國落

在「士」身上的「社會良心」，在作為「士」之一部分的「官僚」、「吏」

因社會政治體制的轉換而喪失其身份和地位之後，所謂的教化的責任

自然落在擔當承擔文化任務的民間之「師」（先生、禮生等等地方知

識份子）身上了。因此，「士」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未定項」
5，「師」也成為傳承禮樂、接續道統的關鍵。費孝通在《論師儒》中

就指出：「道統並不是實際政治的主流，而是由士大夫階層所維護的

政治規範的體系。 當士大夫階層要用道統來駕馭或影響皇權，以規範

牢籠現實的時候，孔子被抬出來作為道統的創始者，因之得到『素王』

的尊號。傳承道統的被稱為師儒—『道在師儒』。……師儒就是和這

道統不相離的人物。皇權和道接近時，師儒出而仕，皇權和道分離時，

師儒退而守。」6 當皇權早已旁落或消失，以道統傳承自居的民間的儒

教徒，仍然扮演一個「民間師儒」的角色。儘管在「禮壞樂崩」的民

國時代，這個「師」或「士」的自我想像，在面對新式官府的冷色懷

疑時已失去了往時弘毅的凜然。我們從許多宣導醒（救）世的救渡團

體對創教教主或主教的「師尊」7 的稱謂中，可以管窺到宗教救渡運動

5.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之「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 8 － 11 頁。

6. 吳日含、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第 26 頁、第 29 頁。

7. 比如，一貫道稱第十八代祖師張天然為「師尊」。道德學社也稱段正元為「師尊」，其弟子還編有《師尊為文化之本元》的
書。參見范存武：《民初儒學的宗教化：段正元與道德學社的個案研究》，載《民俗曲藝》第 172 期，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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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士志於道」的仰望與眷戀。這種狀態是一種「禮失求諸野」的

慣性表達，更是「士」的精神下落「庶民化」的體現。

在科舉制度盛行的時代，「扶乩（鸞）」和「宣講（講道）」也

是傳統「士」的精神在民間的重要表達方式之一。設乩扶鸞最初系以

「卜紫姑」的形式出現於民間 8，後來逐漸為文化墨客、地方士紳所接

受並實踐。其歷經唐宋的發展，於明清時期達到鼎盛。許多文人墨客

往往將扶鸞活動視為文字遊戲或宣洩情感的一種手段；扶鸞同時也成

為明清時期中下層儒生或民間宗教人士施展地方教化的重要模式之一。

地方儒生或士人透過「扶乩」可以將儒家的義理以信仰的形式鮮活地

傳達給庶民；至於宣講或講道活動同樣源遠流長，系通過宗教教化的

形式來講述經典和往聖先賢的道理，諸如唐宋以降民間的「俗講」和

「宣卷」（宣講寶卷），乃至明清時代的「聖諭」宣講，都是重要的

表現形式。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既提供了社會各階層一個相對平等的

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也刺激了儒家觀念和禮教在近世地方社會特別

是宗族社會的深耕化。明清時期，大批經受科舉制度的知識培訓卻又

無法成為體制內成員的儒生群體，作為一類特殊的「士」或「師」，

成為民間「宣講」和「扶鸞」活動的生力軍。這批失落的儒生階層同

樣也被吸納到新世的宗教救渡團體當中，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以「扶乩（鸞）」和「宣講（講道）」為主的近世宗教救渡團體中，

一貫道堪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9 一貫道的壇主、講師、經理、點傳師、

前人或道長、三才等等體系化的傳道士，延續性地扮演了醒世與救世

之「師」即庶士的新角色。事實上，透過經常、反復的宗教扶乩和宣

講方式，正統儒家所追求的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反而可能在個人層

面上得到真正的落實，並因此獲得更為有效和長久的保存。一則，「以

教解經」式的宣道或借鸞訓示，難免帶有「六經注我」的主觀性解釋，

卻是一種對經典所代表的「道統」的重申和表述，反而進一步強化了

儒家經典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二則，源於靈性之實在（如明明上帝、

8. 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 10 頁。

9. 宋光宇：《一貫真傳（一）——張培成傳》，臺北：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第 341 － 3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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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佛）的訓示和「點傳師」的教誨，也使得關於儒家的宣教更帶有基

要主義的色彩了。在這方面，一貫道無師自通，與傳統的「經書宗教」—

如基督宗教等，有了更為相近的宗教氣質和文化表情。這或許也是以

「聖教」或「正教」自許的正統儒家所未能理解到的另類驚喜。因此，

並非儒釋道三教的自我判教或本身實踐，而是貫徹於中的「士」或「師」

的獨立精神的傳承，方才是中國式的「公民宗教」得以落實于於民間

的文化表徵。

值得關注的是，在未走向宗教化的儒家之「師教」、「聖教」、

「帝教」，「士」或「師」作為一種身份（如士紳階層）終究保持著

道德理性主義的色彩，因此作為教化之「士」、「師」亦很難形成一

種革命性的「卡理斯瑪」權威。然而，晚清民國以新宗教面貌出現的「師

尊」或宗教師，由於其所宣揚的國學是作為一種「神怪先生的國學」，

從而與舊傳統的「冬烘先生之國學」（基要主義），或者反傳統的「賽

先生的國學」相區別，亦使得這種被「神怪化」（神聖化）的「師尊」

具有了卡理斯瑪的革命性力量。比如，在曹聚仁筆下，民國的道德學

社「奉段正元為師尊，其徒祀之如神，禮之如佛，以『大道鴻開』為志，

以天眼通為秘。……然亦自命為道業之正統，國學之嫡系」10，堪稱是

民國宗教救渡團體的「師（尊）」之形象的生動寫照。

（二）民國宗教救渡團體的「中體西用」模式

毋庸置疑，在大時代之謀變的宗教救渡團體，欲圖擔當所謂民間

教化之「師」、之「士」、之「社會良心」，以重整傳統而又不肯選

擇「回心式的否定」，便不能不從「中體西用」模式中獲得存續道統

的些許靈感與自信。伴隨著殖民主義而湧入的基督宗教，由於經歷過

「現代性」的洗禮，其在傳教模式上的成熟經驗，如推動新式的教育、

設立醫療診所和醫院、開展慈善救助、定期的聚會和禮拜、生動活潑

的唱經查經、定期的懺悔班、簡潔的入教儀式（洗禮）、立足於末世

10.這種國學三分法是曹聚仁的傑作。有關段正元的研究，請參照范存武：《民初儒學的宗教化：段正元與道德學社的個案研究》，
載《民俗曲藝》第 17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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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救世情懷等等，對於求變的宗教結社或儒教團體而言，既是一種

來自異文化的新鮮刺激，卻也是不得不學習和模仿的對象。

然而，對於民間的宗教救渡團體而言，「西體中用」顯然是無法

接受的文化事實。於是乎這個「體」，只能是儒釋道三教之「體」，

是「道本一體，理無二致」的理念。其重整傳統文化的格局，大體上

首先需要佛教的「治心」，因此講「因果」、「劫數」、「勸善」、「救

渡」、「功過格」等等；其次需要道教的「治身」，因此講「修煉」、

「治病」、「靜坐」等等；最後，核心當然還要儒家這個三教歸一的「主

體」—「醒世」和「治世」（理身理國），即需要一套簡潔化的道德

倫理秩序安排，「醒世」是想像中的「師」或「士」的教化，「救世」

是道民（信眾）的自覺歸化和眾生普度。而三教的有機黏合度，則要

借助於「師」以扶乩及講道的形式，進行「俗世化」和宗教化的重新

解讀，以更加切近草根的信仰與需要。

而這個「用」，則是晚近的基督宗教或伊斯蘭教之有利於傳教的

種種方便，所以新的救渡團體，亦得有相應之神職的職級、每週的宣

道、集體的懺悔班、傳道的組織、普世化的慈善、像基督一樣的先知

或直截了當的神啟、最高之神明膜拜、末世救贖的論調等等。當然，

體是「神似」，用卻只能「形似」，形神的結合便形成了所謂的「新」。

從「文化涵化」的角度去看，這個宗教結社之所謂的「新」，自然是

一種「生（外教的生機）」與「熟（三教的熟料）」混合的氣質，也

就是日常化的「信仰拼盤」了，可以多少消解文化同質化的單調，並

獲得簡單的怡悅或快捷的狂喜。

然而，這個「新」的身體感覺，仍然是以接續文化傳統為主要的

重整目標，以應對文化傳統的失落或挫折的命運罷了。而通過打破精

英與大眾在身體自我控制方面的差別性，有關個體的救贖（諸如「歸

根覆命」）或普世的拯救（如無生老 之「普渡收圓」），更無須借助

專業的僧侶或教士的媒介來完成了，人人可以成聖得道。特別是通過

推行接近於節欲主義或苦行主義的新生活方式，比如素食、戒淫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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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戒之約束身體的方式開始流行。11 而諸如一貫道的「天譴雷誅」式

的發誓或面對聖賢仙佛的叩首跪拜，亦是成就身心之潔淨的重要方式。

當然，如何以感官之身軀去應對所謂的「魔考」、「官考」，也成為

神明考驗「渡世救劫」之忠誠度的利器。約束自然的身體，以成就一

種中國式的清教徒生活，無疑靈巧地催生了「末劫救世」的終極情懷

和弘道、辦道的古道熱腸。

（三）作為「入世宗教」的救渡運動與「信仰主體性」

由上而知，近現代中國的宗教救渡團體，大多數不能不帶有「綜

攝主義」色彩的，不能不帶有「教派主義」結社的，也不能不是「五

教歸一」的，更不能不是有生活節制的清教主義的。然而，這種宗教

救渡運動，又不能只是一種多元的拼接，仍然需要一個提綱挈領的核

心主旨，或者說文化的「主體性」和「本真性」之所指。儒家宣導的

「修齊治平」之入世的正統或道統，便是黏合五教的根本所在。是故

純粹的佛教的出家，真假道士的散居或修真，都是出世、遁世或順世

的消極，儒教的書院式空談更是害人誤國，自當統統地放棄。這樣，

我們多少能理解民國的宗教救渡運動，在「末世救劫」之時不我待的

緊張感、壓迫感之中，儒家式的「救世主義」主張成為應對社會文化

危機的關鍵與基本動機了。那些社團化的「民間儒教」或「庶民儒教」

之符號，也成為這場宗教救渡運動中旗幟最鮮明的一支。

「醒世」、「救世」既然是一種現世的迫切，簡潔而又直觀的神

啟方式便是啟動的樞紐，曾經是「士」或者「師」藉以達成庶民的文

化教化的借竅扶鸞，便是最好的方便法門和靈性嚮導了。顯然，宗教

救渡團體因應文化衝擊而形成的「中體西用」的創教模式，在官方儒

教因帝國的制度性平臺坍塌之後，便也正式淡化或模糊了正統儒家的

「異端／正統」、「正祀／淫祀」、「邪教／聖（正）教、邪經／聖（正）

經」之類的強勢分辨，反而帶有一些革命或解放色彩的政治想像與烏

托邦願景（保國、保教、保種）。

11. 關於身體與宗教的關係，可參見（英）布萊恩•特納（Bryan.S.Turner）：《身體與社會》，馬海良等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0，第 72 －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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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陳熙遠的研究，曾幾何時，清朝駐美參贊還將儒教視為帝教、

師教，而基督教相對而言就是巫祝或懺偽之學。然而，面對西教的入

侵，宋恕亦曾提倡「依西國禮拜期，集諸生禮拜孔子」，「以民多創

禮拜堂，奉孔子神主」。周煥樞甚至倡議成立「素王教」，組織「翼

聖教會」。12 如此夫子自道，亦反襯正統儒生的失態兼自省。無論是敗

落的官僚、士紳階層，或者等待救贖的庶民，從中也獲得了些許的消

極或積極的自尊，並將所新信奉的救渡宗教運動，視為一種構建「善

世」的宗教，一種身體治療的良方，一種文化損益的傳統。

因此，清代以降的民間教派所形成的外向型的傳道品格，很大程

度上要歸因於西方的殖民擴張所帶來的文化之癢。隨著經濟掠奪的殖

民主義帶來了天朝大國最初的「全球化」的視角，顯然也刺激本土宗

教傳統的自我革新之路。在上述意義上，近現代「中體西用」的宗教

救渡團體，其主流的保守的救世的文化勢力，仍然是不能不帶有「入

世（左翼）宗教」（Engaged Religions）色彩的，也不能不帶有「以

儒為宗」的基調和綜攝主義的面目，儘管它的「信仰主體性」是以復

歸傳統為底色的。而一貫道作為一種新興的民間「師教」，滿足了這

樣的時代選擇和精神想像。這也是民國宗教救渡團體或宗教復興運動

之共同的旨趣。

最後，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提倡「中體西用」的自我蛻變進程中，

現代的一貫道組織也變得越來越類似於「信者得救」的宗教救渡團體，

並在「五教同宗」的宣示中呈現了某些「基表儒裡」或「儒骨基皮」

的典型個性：即一方面因青蓮教的歷史教訓而急忙地放棄了傳統道家

的丹道修煉或釋家的內修體徵，轉以宣揚儒家倫理道德為日常生活世

界的現世需要；另一方面又以入信者的「回天」和「收圓」（彌勒家園）

為號召，並借助信仰者發生的神秘異象、或者教化的神跡為感召對象。

諸如加入一貫道總會的各組線便放棄了可能受到宋元道教「雷法」影

響的「天譴雷誅」等儀軌語言（因改「天譴雷誅」為「天人共鑑」是

一貫道總會各組線共同決定實施）；而「基礎忠恕」道場乾脆就放棄

12. 參見宋恕：《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 36 頁、283 － 285 頁。轉引自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
化史上的關鍵字》，《新史學》第 13 卷 4 期，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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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表神啟的乩文宣教，轉以借助重複性的「宣講」活動、等待神跡

恩典和分享他人的神跡等教化道眾。同時，對於走向身體節制或禁欲

的專職神職人員的徵召和培養，也強化了其走向理性主義、清教徒式

的宗教生活態度。這些表徵顯然又很「新教化」。這種表裡如一、皮

骨相連的文化演進，也體現了全球化處境中不同文明間的「你濃我濃，

忒煞情多」（管道升《我濃詞》）。

二、靈性信仰拼盤：一種本土化或全球化的趨勢嗎？

誠如斯蒂芬 ‧ 亨特（Stephen Hunt）所剖析的，討論全球化背景

下當代宗教的變化時，必須將宗教的作用和意義，納入一般性的、跨

文化和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而泰勒（Tylor）關於宗教的實體論定義，

即對「靈性存在（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無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可

操作的分析工具。如果說「宗教」範疇的解釋更趨向於教條、知識、

儀式、體制、意識形態、效果、宗教權威等等的文化的維度，那麼，「靈

性信仰」側重於生活的維度，偏於個體的感受、當下的體驗，或者反

醒、啟蒙的意識，等等。13 後現代的文化還呈現了一個可能對當代宗教

生活造成衝擊的維度，即相容並包的信仰特性等，並透過新的敘事、

講述方式對宗教典籍進行重新的詮釋，以發現或恢復「真實」的信仰。

全球化帶來的宗教跨境流動，人們可以從不同的信仰資源中提取有用

的要素，來進行身份認同的建構。

在全球化的時代，像歐洲等地區，正統基督教的發展無疑呈現了

下降的趨勢，而諸如追求靈性印證的靈恩派基督教獲得更為廣泛的認

同。拼盤式基督教也成為一種流行信仰。與此同時，東方富有「靈性」

傳統的印度教、藏傳佛教、道教、新氣功等「拼盤式信仰」，也帶來

了新的文化衝擊。作為「東方化」過程的一部分，它們的神秘主義傾

向無疑動搖了傳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別是傳統的理性主義

範式。在全球地方化的衝擊下，外部世界的入侵很容易被納入本土化

的意義體系中被消化，從而打上本地人的思想和文化軌跡。14

13.（英）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宗教與日常生活》，王修曉、林宏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第 14 － 37 頁。

14.（英）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宗教與日常生活》，王修曉、林宏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第 50 －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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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評論一貫道的全球化進程是否成功，還顯得太早，也太草

率。近年來，除了在華人社會中獲得廣泛地認可之外，一貫道在其他

族群的辦道成績，顯然還是一個進行時和未定式，並有待實地的考察。

在非華人區域，作為非本土運動而出現的一貫道社團，考察其區域化

和全球化的前景，其制度層面的設計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對象。

如果說在臺灣的一貫道以靈活多變的組線的形式傳教，是一種為適應

政治戒嚴時期的權宜之計，那麼這種「理一分殊」、「月印萬川」式

的組線模式，也堪稱是一種「宗派主義」的路徑了，反而能適應現代

性的多元主義需求，形成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良性格局，從而滿足不

同群體的信仰需要。比如，它並沒有早期那種中央集權的性質，嚴厲

的等級制度，而是鼓吹速食式的「先得後修」，訂契約式的入道發願、

包容性的多元信仰、發乎情止乎禮的親情孝道等等；而其道場的設置

更是充滿靈活性，可以是家庭佛堂、公共佛堂、也可以是大道場等。

儘管有入道時的宣誓乃至神明的訓示，然而立足於「臺灣經驗」的道

務擴張，能否既維持並固守信仰的「本真性」，又根據在地社會進行

自我的調適，也仍然是在一種疑問之中的。

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無疑促使大量社團走向社區化，以至於大

量帶有特定的價值要素認同的民間組織得以快速發展。與那些強調靈

修的純粹宗教團體不同的是，由於「宗教非政府組織」（Religious 

NGO，或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具有中性化的特徵，反而容

易獲得人們的價值認同，進而帶動自身的宗教傳播。在全球的非華

裔地區，一貫道並不只是一個注重靈性需求的宗教團體（Religious 

Groups），更是一個實踐儒家倫理的文化慈善團體，即一個東方式的

RNGO。一貫道在全球一些地區的文化慈善公益事業，就充分體現了這

類 RNGO 的趨勢。

事實上，一貫道的教團和基金會是兩面一體，具有相當的靈活性

和務實性，在間接地推動臺灣的「國民外交」和「宗教外交」方面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貫道「在歐美，除了積極興辦及參與當地的文化

公益活動，更透過在當地居住的華人，加強與高層社會與臺灣駐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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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間的聯繫，獲得當地政府及社會的肯定，一改早期在臺灣與政府

部門保持距離的傳道態度。……在中南美洲，一貫道則以醫療、慈善

救濟為主，並且教授中華國術，渡化當地的軍、警界人士與政府官員，

也因此一貫道在中南美洲與各國政府官員的互動良好。而在南亞與非

洲，一貫道的社會福利工作，則以援助弱勢團體為主，協助當地政府

解決了其人民百姓的民生問題」。15 當然，走進非洲和美洲的一貫道

RNGO，如何走向專業化、模組化、專案化，仍然面臨著許多的問題與

挑戰。 

討論一貫道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取向，我們顯然不能忽視其在滿足

非華裔在地人的靈性信仰及道德理性實踐方面的雙重需要。一方面，

當一貫道以 RNGO 的形態反復出現時，顯然使得處於「弱宗教性」的儒

家傳統，因 RNGO 之現代性的形態而獲得外在性的存續；另一方面，一

貫道「三位一體」（儒體、道用、佛相）的拼盤式信仰之特質，以及

直觀感知的靈性面向（如扶鸞借竅、聖像膜拜、入道宣誓），又克服

了正統儒教在信仰載體或外在超越方面上的嚴重缺失，「使得儒家教

育得到超自然的肯定而獲得了更強大的力量」。16 在全球化背景下，儒

家在內聖與外王方面的雙向追求，通過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靈性嫁

接模式，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

當然，面對文化全球化與全球地方化的時代處境，當我們不再將

一貫道僅僅看作一種針對華人世界內部的宗教復興運動時，又如何去

把握它作為一個邁向全球化的新興宗教運動之發展的動力呢？比如它

的「地方性」的多元特色是如何呈現的，「普世性」的靈性需求是如

何達成的呢？而這種在全球化處境中的「地方性」，是否又有可能影

響到對一個「正統的一貫道」之存在的普遍質疑呢？同樣是面對儒家

的經典，一貫道的有些組線就明確反對「發一崇德」道場所使用的扶

乩版《大學》的權威性。諸如《荀子 ‧ 儒效》嘗言：「儒者在本朝則

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事實上，以下的提問並

15. 鐘雲鶯：《一貫道在臺灣的發展及其影響》，載氏著：《中華民國發展史 • 文化發展組》，2011，未刊稿。

16.（美）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範麗珠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第 2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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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有可無的：對於一貫道而言，什麼是儒教？為何他們是儒教？為

何要復興儒教？什麼才是界定儒教的邊界？有一個體現儒教之「本真

性」的道統嗎？一貫道在全球的「地方性」行動，依然使得上述的本

質主義的拷問充滿著活力。

另外，一貫道在強化它的「以儒為宗」之信仰主體性的同時，同

樣要繼續面對如下的拷問：在延續「六經注我」式的以教解經的傳統

之際，一貫道往往根據自身對於傳統漢字的比附性的推測，或者本教

神明的各類鸞訓，去開放性地解釋五教的傳統經典的價值，儘管一定

程度上造就了經典詮釋上的創新和張力，並促進了一種他者的文化理

解，卻也可能造成一種他者感覺無從平等對話的「信仰霸權」。當帶

有基要主義性質的佛教團體批評一貫道為「附佛外道」，基督宗教從

其一神教的「排他性」立場出來指責一貫道為「異教」的時候，我們

顯然能從中感覺到關於自家經典被「自由誤讀」的些許無奈或憤怒。

這是「統攝主義」的宗教團體在全球拓展中的普遍困境，特別是在面

對宗教對話時所將遭遇的解釋難題之一。因此，在經典匯集、整理與

詮釋方面，一貫道如何學會「加法」與「減法」，及時地完成「清整」，

並結成諸如《聖經》一樣的聖典，將是一貫道走向自我提升的一大考

驗。

我們或許可以用「信仰的變容」一詞，來理解這類宗教傳播過程

的「地方性」與「本真性」的相互交織狀態。即特定的宗教形態為了

更好地與「在地社會」相調適、並滿足在地傳教的實際需要，往往會

針對自身的教典教義、組織形態、儀式實踐等等基本要素進行與時俱

進的調整，其中既有所固守，亦有所損益；既有加法，也有減法。而

信仰的「主體性」和「本真性」（即一貫道宣傳的「道統」或「宗旨」）

是衡量一個宗教是否還保持其自身特質的標準之一。當「信仰的變容」

超過一定的關節點，則可能促成新道派意識的信仰自覺或道派團體的

成型。「信仰的變容」現象是一種「傳統的損益」，體現了宗教組織

總是處在一種文化的建構與被建構的過程之中。我們參與觀察一貫道

嬗變，更離不開這種動態性的反思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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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漫遊與固定：

　　一貫道與「陌生人」信仰網絡的構建

在上文，筆者係將宗教救渡團體—一貫道的興革歷程，首先放在

一個「本文化」體系的歷史變遷、以及跨文化的歷史語境中加以分析，

即近現代中國及「文化中國圈」的宗教本土運動的大背景，為一貫道

的嬗變提供了怎樣的歷史機遇和與時俱進的外部動力。然而，無論是

中國還是周邊文化中國圈內的宗教本土（救渡）運動，終究是一種朝

向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文化族群內部的傳統存續運動，它終究有自

身的擴張邊界和軸心回向，並透過「異族意識」或「異文化意識」而

來反觀自我的文化本質，從而構建自我的歷史記憶。孔子作《春秋》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宗教本土運動

一定程度上也是「華夷之辨」的現代話語轉換，是一種「文化基因」

的保存與改良運動。它可以解釋一貫道、孔教、德教會等救渡團體在

文化中國圈的傳播與復興，卻不足以理解它在非華裔之異國異族的新

版圖擴張，更無法用「文化殖民」之類的習慣話語來簡單地界定其信

仰的歸屬。

因此，在討論一貫道邁向區域化和全球化的主題時，當我們順沿

著純粹的「社會關聯性」的路徑前行之際，完全可以繼續轉換一種內

在理路的研究視角，去反觀諸如一貫道的宗教信仰體系的內在嬗變、

人類對靈性信仰的普世需求、宗教的日常生活實踐、宗教團體的氣質

類型和傳教動力學等問題。其中，有幾個關鍵字值得敘說。

一、橋流水不流：一種「陌生人—師道」的信仰規制？

當我們將一貫道等宗教救渡團體放在更遠的歷史向度之中，或者

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之中，並視之為一種回歸「宗教性」的「拼盤式

靈性信仰」，看作一種來自現實與未來之日常生活世界需要的信仰需

求時，我們就會看到一貫道走的是一條在「叛逆」與「疏離」、「漫遊」

與「固定」之間的歷史軌跡。借用齊美爾的「陌生人」理論，一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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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道網絡便是一種「陌生人」組成的信仰網絡，因而也是一種以「陌

生人」為「師道」的信仰規制？作為「陌生人」所建立的帶著新文化

品質的信仰體系，通常也附帶著一種自我想像的「文明化的使命」，

自然也不屬於那種以地方性的封閉社群為歸屬的民間信仰形態，反而

具有一種建構跨地域性的宗教社會網絡的基礎與能力。

在齊美爾的筆下，「陌生人」主要是針對流動的商人而言的，是

一種群體的要素和環節，並從群體的外部來定義群體的實質，以構成

和群體的統一體。他「既非今天來，明天走的流浪者」，更非像遠方「天

狼星的居民」，「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外來人。陌生人是「今天來，

明天留下來的漫遊者—可以說潛在的流浪人」，他會在一定特定的地

域範圍內固定下來，但又是「帶著一些並非和不可能產生於它的品質

到它裡面來」，陌生則意味著遠方的人是在附近的。在一個有周圍邊

界的群體之內，陌生人總是存在著近和遠的綜合，因此他可以擺脫約

束，創造性地與群體內的任何一個分子都有接觸，而且可以採取「客

觀」的特殊的姿態，而沒有「從根本上被群體的某些個別的組成部分

或者一些片面的傾向固定化」。這種客觀也意味著自由，「讓外來人

猶如從鳥瞰的視角，來經歷和對待近的關係」。而「這種自由包含著

種種危險的可能性」，「因此用更加普遍的、客觀的理想來衡量」。17

毋庸置疑，這種由亦遠亦近的陌生人團隊所組成的傳道網絡的「開

放性」、「理想性」品格，本身就是一種追求流動性的存在方式，「年

深外境尤吾境，身處他鄉是故鄉」，因此也構成了道親辦道不懈背後

的動力之源，並使得一貫道經常被一個近的熟人社會或者遠的異質文

明社會，視為本質上是一種既有創造性，但具危險性的外來者。一貫

道強調其辦道的要旨是「忘己為人，誠敬奉獻。盡其在我，平心靜氣。

任重道遠，盡忠守義」，恰恰體現了一種介於漫遊與固定之間的陌生

人的精神個性。這種帶有雙重性的文化漂泊感和關於遠方世界的陌生

感覺，也促使著更多的道親養成更多的動力和潛能去開拓道務，以追

17.（德）齊美爾：《陌生人》，載《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林榮遠編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第 341 － 3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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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個美好的日常生活世界—彌勒家園，「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

良善，冀世界為大同。」我們可以看到一貫道各組線的「核心卡理斯瑪」

領袖，經常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感召力和親和力，以推動組線

內的道親去努力地「捨財」、「捨身」，「忠肝義膽」地傳道。是故，

作為宗教師的道親們從各組線分出支線，從家庭佛堂做到公共佛堂，

從大陸傳到臺灣，從亞非拉傳到歐美……。對於一貫道的點傳師或道

親來說，在陌生人的地方傳道和辦道的種種艱辛舉動，既是日常生活

的方式和目標，更是來自 天的神聖召喚、救劫應世。

因此，對於本文化的人群而言，這是一群自稱講師、經理或點傳

師的、本是同文同種的「陌生人」，嘗試去復歸日常的生活方式、日

常的生活態度的舉動，並為流動的群體提供了由「陌生人」而變為「熟

悉人」的相對自足的文化空間；而對異文化的人群來說，一貫道是一

群既流動而又固定的「陌生人」所帶來的新文化潮流，或適應現實的

靈性信仰需求，並滿足了一種關於「東方」的文明想像和象徵實踐。

當然，這個日常的文化表情，絕絕然是因歷史的積澱而成型的一種心

向（定勢）、一種符號、一種表像。然而，大多時候，這類亦遠亦近、

若即若離的宗教運動，無非只是一群陌生人在野地堆火做了一頓半生

不熟的夾生飯，甚至只是一種挫折的時代情緒、一種畸變的文化情結、

一種復古的精神眷戀、一種現代性的迷失。但對於點傳師這群「今天

來，明天留下來的漫遊者」而言，他並不在意於被本土反傳統的「回

心式的否定力量」視作「叛逆」，也不在意於其他回歸傳統的「回心

式的肯定力量」看作「疏離」。而無論是在隸屬本文化的近處，還是

在位處異文化的遠處，有關「末世救劫」、入世救渡的理想動力，特

別是無生老 回收「九六原人」的神聖的「召喚」，都可以讓辦道者雖

然處在作為陌生人的危險之中，又形成一種接受「官考」、「魔考」

的喜樂體驗，諸如「殺頭槍斃，告老還鄉」式的義無反顧。而在中國

大陸或臺灣的社會，有鑒於一貫道長期屬於政府被管制或監控的對象，

屬於被其他宗教或文化團體批判的靶子，並處於受社會大眾及主流媒

體所懷疑、誤解的生存狀態，那種夾雜著「陌生人」、「邊緣人」的

宗教精神氣質也越發的凸現，並被養成了一貫道親「低調而神秘、勤

儉而世故」的社會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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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宗教救渡團體一旦有了強調「末世救劫」、

「收圓普渡」等末世論或創世論的自我定位，難免會自認為「天命（道）

在身」、「聖教在茲」，代表「先知先覺」，從而形成一種教化的責

任擔當感，並試圖突破世俗社會所固有的律法體系（律法體系亦有涉

及合理不合理，以及兼顧本土傳統等等問題）對自身的可能限制，懷

疑並聲稱那些世俗固有的法制框架屬於不合理的考驗—「魔考」或「官

考」，並需要根本性的改變。在各層級的「卡理斯瑪」領袖的超凡的

「召喚」下，其虔誠的信徒基於時不我待的文化焦慮，往往會更主動

地走一種義無反顧的「地下傳道」的路徑，並注重擴散更多的信仰組

織，互相之間又醞釀形成「殺身成仁」、「成仁取義」的深層心理定式，

從而養成一種「使命感」與「陌生感」相互交集的集體信仰情結。因此，

當這個陌生人的信仰走進一個具有固定的熟人社會，比如具有較強的

非自願性的祭祀圈組織（如民間信仰神廟或神明會組織）中，其所引

發的「疏離感」無疑也是相對強烈的。即使是在開放的臺灣民間社會，

一貫道也仍然保持著一種「神秘性」的社會印象，不能不說與它的陌

生人的信仰氣質所誘發的張力感有密切關係。

諸如，清代以降的宗教救渡團體，大多有「末劫收圓」的輪迴

創世的觀念，一直有「諸佛仙真」受命「下凡應劫」的說法，其歷

代祖師或傳道師往往被視為（或自視為）諸佛仙真的「化身」，系

領命而降。傳道師既然是作為外來的神聖力量的化身，以期應劫救渡

「原人還鄉」，其人格特質便天然地附帶有一種陌生人的「他者性」

（Alterity），並變成了一種「文明化的使命「（「開荒播種」）。
18 這種「他者性」也是一種「超凡性」（Transcendence），其神聖的

力量，主要來源於一種天人之間的聯結關係或先天性的訂約，亦即神

聖者的「法身」與「化身」的關係，因而也具有超越性的力量。諸如

一貫道關於「皈依三寶」（玄關、手印、口訣）的儀式，或關於舍財、

捨身辦道的「五雷轟頂」（或改「天人共鑒」）宣誓，以及作為點傳

師之資格的層層考驗，強化的便是這種「陌生人 - 師道（點傳師）」的

「超凡性」。

18. 參見 Marshall Sahlins，劉琪譯：《陌生人 - 王，或者說，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載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
9 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薩林斯敏銳地指出，每一種文化制度都深刻地契入了陌生人——英雄（王）故事。
「陌生人擁有一種對於生命的超越性能力。事實好像是，對於他們而言，任何一種外來的東西都不僅僅是人類。帶有超越
性力量的外來者通常同時成為欲望和危險的對象。」（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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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一貫道「開荒傳道」的外向型品格，有時難免是道親主動

應對世俗的「魔考」或「官考」（逆勢開荒），以求「末劫收圓」、

「普釣賢良」的文化後果，並將其所執著的文化品質或者「救劫之道」

帶進陌生的遠方，構成一種信仰品格上的「革命性力量」（誓願辦道、

官考成道）。而作為陌生人的點傳師或壇（堂）主，正是借助於儀式

和宣道等等宗教性的仲介方式，讓在地的陌生人成為「道親」，以表

達和宣示其「文明化的使命」，確切地說「末劫收圓」的使命。

其實，「道親」一詞本身就隱含著一種關鍵象徵，即陌生人的超

越性力量在熟人社會中的血親性的根植和成長。每一個道親也因為「超

凡性」的移植而被重新的契約化和文明化，即作為「原子（靈）」而

在「回天」的路上。而「返歸原鄉 懷」、「歸根覆命」、「開荒播種」

等等語詞，同樣暗含著一種流浪的陌生人回歸熟悉的文化母體的使命

情結。家園雖遠，卻無處不在。共同的信仰理念將使得被打破的血緣

或地緣關係重新獲得有效的補償。

總之，我們透過「陌生人」或「邊緣人」的精神氣質去反思一貫

道的百年命運，無疑會更深刻地理解這個宗教救渡團體的雙重的文化

品格：既強調儒家的主體性和正統性，又兼具綜攝主義的色彩；既注

重道德理性主義的經典講道，又提供神秘主義的借竅扶鸞或神聖的體

證；既聲稱天國有一個至尊至聖的萬靈主宰，又呈現一個神明共和國

的彌勒家園。這種「陌生人」的信仰的文化品格，一定程度上也滿足

了作為「陌生人」的非華裔群體對中華文化的現代想像和東方神秘主

義的直觀理解，儘管一貫道在非華裔社會中的道親比例仍然是相對較

少。而當我們走進華人以外的陌生人的世界，去衡量一貫道能否保持

其慣性的傳道能力時，同樣脫離不開如下的觀察指標：即一貫道在遠

方傳播其「文明化的使命」時，如何智慧地處理與當地「本土」的政治、

文化和經濟的複雜關係；異文明社群對於這個「陌生人 - 師道」的現

世信仰規制是否保持歡迎的態度；一貫道所帶入的新的宗教文化元素，

又在異族他鄉引發怎麼樣的「文明」的反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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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儒商網絡：一種累積的文明傳統？

如我們繼續用「陌生人」的理論視角，再來審視一貫道在中國或

東南亞的興革，這個由「陌生人」組成的傳道網絡，其信仰者的主體

也是一個宗教性的儒商網絡。這個宗教性儒商網絡，很大程度上說是

宗教之「師」（庶士）與商的身份的有機結合，既以商養儒，又以儒

化商，從而形成了一股自我想像或被想像的救渡文化力量。因此，與

其說一貫道是一種「宗教儒商網絡」，毋寧說是一種「以儒為宗」的

商儒網絡，即一個流動的、陌生人組成的文化宗教網絡。借用一個不

恰當的比喻，特別是就形式（儀式）上而非實質的意義而論，作為一

個商者與道徒兼顧的身份，如果說儒商是其「化身」，商儒則是其「報

身」，而所謂的接續道統，則是其「法身」。 

根據余英時的研究，從 16 世紀開始，「棄儒就賈」堪稱是近世中

國的一種時代風氣和社會趨勢，士人階層與商人階層的界限已經相當

模糊。而商人對儒學發生嚴肅的興趣在於相信儒學可以幫忙他們經商。

從社會史角度看，商人的「睦嫻任卹之風」已使他們取代了一大部分

以前屬於士大夫的功能。19 當然，近世的士商身份的合流，無疑使得彼

此的習氣也相互的濡染。一方面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道術將為

天下裂」，普通士人的生活世界越發的世俗化，亦似商賈一般的「重

利輕義」，在精神取向上越發的「儒表賈裡」。如明末思想家黃宗羲

便鄙夷地稱「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20；另一方面儒商或商儒

者作為新興的階層，有鑒於「商賈為末」的舊俗，反而越發的透過「賈

道」、「賈義」的自我宣示，以小心地維護自我的社會形象和固有的

身份象徵。諸如「良賈何負宏儒」、「服賈而仁義存焉」成為了一種

有意的社會表達和集體話語。而東南宗族社會更視士農工商皆能「治

生」，「苟能居積致富，則禮義可興，亦足以振家聲」，覺得「置身

於農工商賈之途，亦有儒者氣象」云云。21 伴隨著近世的東南儒商階層

19. 參見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業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 155 － 156、311、334 頁。

20. 黃宗羲：《孟子師說》卷 7《自范之齊》。

21. 參見陳進國：《理性的驅馳與義利的相容》，載氏著：《隔岸觀火：泛台海區域的信仰生活》，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第 143 － 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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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和科舉制度的沒落，也加劇了兩種朝野之「士」（商儒與儒士）

的身份倒掛現象，諸如大批「捐監」的出現，使得財富的積累遠比舊

知識的堆疊，越發地成為身份維護與提升的關鍵象徵。

因此，隨著清代社會的急劇變遷和外來文化的反復刺激，服賈之

「士」（庶士、商儒）以「賈皮儒骨」自居，形成了一種關於賈道的

文化自覺，往往又看不起依附於體制內的殿堂之儒士，視之為滿身的

窮酸氣象（酸儒、呆儒）。《儒林外史》對於範進中舉的辛辣諷刺，

正是這種世風轉換的生動寫照。當體制性的儒家人士越來越沒有了靈

魂的躍動，變成了真正的遊魂，而在民間的儒商或商儒卻開始感覺「聖

教在茲」、「天道不棄」。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以及外來文化制度

的侵蝕，那些落在民間的商賈或儒賈家庭反而有能力獲得更多的向上

的社會流動機會，比如留洋，上新式學堂，捐資買賣世俗功名，等等。

部分儒商或民間之「師」因其兼及知識與財富的兩得，當他試圖借助

宗教結社的形式，來提升自身的身份認同之時，其「達則兼善天下」

的文化心情也因此高脹，反而可能成就為「教化之師」。近代宗教救

渡團體的領袖更甚少是「窮儒」出身的。

事實上，作為一貫道前身的青蓮教或先天道系統就是一個既「宗

儒」又「重商」的教派組織，「生意」被視為一種「開荒引道」的活

潑法門。據王琛發的研究，被稱作先天道五老之一的「金秘祖」林芳

華對於門下就有「借商傳教」的教誨。其撰寫的《喫緊銘箴》稱「凡

開荒引道，須要活潑之心，生意為本外掩身，又好隨途救拯；有此遮

身之法，任他關卡詢問，無阻無考坦蕩行，五湖四海不禁。」22 而早期

為躲避「官考」而南下南洋傳道的青蓮道徒，也是兼做生意、傳道兩

不誤，足證當年青蓮教的南洋開荒擁有經濟能力支持，而且也是有一

定的組織性的。由於彼時在馬來亞半島的英國殖民者放任華人傳教並

重視商貿的態度，傳道人可以邊做生意邊公開設立佛堂，以至凡有華

人集中之地，道眾都會致力於建設乾坤兩道齋堂，並籌錢印送各類經

22. 黃中老人：《喫緊銘箴注釋》，惠州羅浮山朝元洞藏版，光緒二十九年王裕安重鐫，第 7 頁。這些資料由王琛發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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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善書廣泛分發傳道。23 顯然，一貫道也創造性地繼承了青蓮教「生

意為本外掩身」的弘道傳統。

據楊流昌的研究，在大陸時期，「傳道與經商結合，以商務帶動

道務發展。這是張天然傳道成功的又一鮮明經驗。此時的一貫道組織

特別重視吸收商人入道，而商人也似乎特別熱衷參加。經商與傳道聯

繫在一起，使一貫道傳播發展有了可靠的經濟保證，而商人以宗教慈

善方式給予接濟，又促使一貫道對信徒和民眾更有吸引力和號召力，

商人經商四處奔波，也很容易對外拓展道務」。以天津為例，當時天

津道場人士就以紡織和日用百貨相關的行業最多，後來去東北和上海

「開荒辦道」，也是以這批人士為主。24

至於一貫道在臺灣道務的拓展之因，作為「陌生人」前來臺灣弘

道的前人、道親，起初主要也是通過經商而得以起家的，並形成了經

商與辦道的有機結合，從而建構了一個龐大的宗教性儒商網絡，為各

組線的對外拓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人脈資源。比如，1952 年樂

汝成點傳師把一個「可樂娜」糖果公司買下，找張培成前人一起投資

當總經理，使得基礎道場有了生機；25 寶光建德在新加坡道務的開展及

在臺灣的興盛，則得益於呂樹根、施慶星、林再錦等成立的「天然化

工私人有限公司」，佔據國際薄荷市場相當重要的份額；26 我們更不用

說興毅組線張榮發點傳師領導的長榮集團，寶光建德組線林義守組建

的義聯集團等工商大佬對於道務拓展的實際影響了。至於數量達數千

間的全島性的素食店網絡，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文化同質性的商業共

同體，更基本上是一貫道道親的天下。

23. 王琛發：《青蓮教下南洋：馬來亞最早期的瑤池信仰》，2010，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cat=34&loc=zh-cn&id=1862。

24. 楊流昌：《天道傳奇─一貫道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0，第 24 頁。

25. 北林編著：《白陽道脈薪傳錄》，臺北：明德出版社，2008，第 189 頁。

26. 宋光宇：《天道鉤沉》（修訂版），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 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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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代以來，伴隨著臺灣社會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一

貫道各組線更是通過「以商促道」、「以商辦道」的方式，使得本土

的企業文化帶上了典型的「儒家化」的精神氣質，特別是一批批流動

的「陌生人」—廣大的勞工群體因進入道門而獲得了新的文化品質，

並在具有儒家教養的「熟人網絡」中得以有效地成長。當大批勞工離

開故土前往陌生的城鎮去尋找機會，無疑更需要一種向上提升的知識

空間和人際交往平臺，而企業主同樣需要員工透過文化或知識的培訓，

養成承續本土的「賈道」、「賈義」的精神，藉以共同支撐企業的健

康成長。一貫道透過在臺灣工商社會中的積極活動，特別是通過對勞

工的傳道和文化培訓，亦商亦道，既培養了一批帶有儒家倫理精神的

文化勞工，也孕育了一批新型的工商業者，其中更不乏成功者。而具

有一貫道身份的企業主同樣在自己的勞工群體中「克隆」、推行儒家

式的培訓與教化，諸如興毅組線的張榮發甚至在長榮航空班機上也置

放有弘道的小冊子；「發一崇德」道場長期在各大專院校中進行素食

推廣和道德宣教，給大批來自農村或勞工階層的寒門子弟提供了擴大

「社會資本」的空間，從而培養了一批士（青年知識份子，知識階層）

商兼通的弘道群體，並儲備了一批知識型的弘道人才。而每個組線各

自構建的佛堂體系（家庭佛堂和公共佛堂）、宣教印刷業、素食業、

慈善公益機構，更是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而又完整的連鎖經營的立體

網絡，並為入道的道親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人際網絡和商業機會。因此，

每個組線的傳道網絡更是一個將流動的陌生人轉化為熟人社會的網絡，

也是一個經營有方的跨國宗教有限公司，並且以共同性的信仰作為其

基本的價值平臺和文化規範。

我們反觀東南亞的情形，在非華裔的居民佔據新型民族─國家的

領導權的社會中，華商更一直是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商人群體

普遍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來建立和拓展其經濟活動。血

緣網絡、親緣網絡、以及混合性的業緣組織網絡，對華人的商業活動

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商人更經常是各類華社或宗教結社的領袖。華

商網絡本身就是一個「陌生人」或「邊緣人」的商業群體和文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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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主流社會的亦近亦遠、若即若離的關係，「使他們能夠擺脫主流

社會的約束，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性潛能」。27 而支撐華商網絡的價值

體系，也主要是由傳統儒家的商業倫理精神所構成的。因此，儒商本

質上是「師」或「士」的精神在商道象徵性的落實。而宗教性儒商網

絡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儒群體，以商為用，以儒為本，則是商的職業在

宗教救贖道上的自我成全。

我們可以從跟一貫道同質性頗多的德教會去做一下比較的分析。

德教會內部一直有一個所謂「天爵」（其典故源於《孟子 ‧ 告子

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意指因德高則受人尊敬，勝於有爵位）的傳統觀念，強調在神明前特

別是代表忠義之道的關帝聖君面前積極捐資救贖或懸壺濟世，最能保

證善信的財富增加與健康長壽，這種累積的傳統，成為吸引至今仍有

大批華社商人加入其中的一大主因。早期德教會的起源之一，也同當

年作為「陌生人」的華商為應對南洋社會的現代轉型有著密切的關係—

尤其是為生計漂泊而善於從事投機風險生意（比如走私、甚至包括毒

品）的潮汕商人—希望藉借忠義性的宗教結社，尋求濟世贖罪和身份

的轉變，特別是走向上層的社會流動的機會，其中也與華商對於可能

剝奪自身利益的遺產與所得稅法令的敏感度有部分關係，而帶有地緣

性聯結色彩的宗教結社是一個完成社會資本積累的快捷而有效的途徑，

即將原來流動性的「陌生人」群體，借助於同質化的原鄉祖籍符號而

重新形成有效的熟人社會聯結。1960 年代部分德教團體「焚盤化柳，

永不復鸞」的變革，除了因應民族 - 國家的政策變遷以及尊重宗教神

聖性的啟示（鸞訓）等因素外，也多少牽涉到宗教救渡團體內部的權

力模式的轉換。諸如閣社不再以乩文來解說經典或教訓道眾，堪稱是

對原附屬於同善社系統的人士之借「神道」保持影響力的消解，從而

使得「德德社」演變成部分商人秘而不宣許求「天爵」，進行自我濟

世救贖的一個宗教性善社。28 姑且不論德教會的起源和變革究竟充滿著

27. 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第 186 頁。

28. 有關德教會的起源問題，在此非常感謝馬來西亞王琛發博士多次的指教與交流。他的如下觀點大膽而新穎：德教會的早期
起源，同東南亞早期一些從事風險行業（甚至包括毒品生意）的華人企求自我漂白而走正常化的生意有關。如「焚盤化柳，
永不復鸞」被嚴格執行的秘密，在於符合某些上岸漂白的老闆們只想「天爵」的意願，從此就不必再被借扶乩神道設教的
知識份子和紛爭實力拉鼻子，進能強調「濟世贖罪」以及「向社會上層遷流」的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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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的戲劇性或偶然性，這種由陌生人特別是華商組成的宗教網絡，

畢竟使得作為「散居者」存在的海外潮汕商人群體，重新形成了一種

帶有熟人社會氣息的命運共同體，特別是借助於帶有儒教特色（如十

章八則）的儀式性皈依活動，從而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在海外華人社

會中重振儒家倫理道德的理想目標。

東南亞的一貫道傳道網絡，同樣是由華商網絡來有效地建構和支

撐的。作為道場的主要負責人士，往往是當地華商組織的主要領導者。

由於德教和一貫道等救渡團體都宣稱「以儒為宗」，由這群「陌生人」

組成的華商網絡，本質上也是一個「宗教儒商網絡」，即一批標榜以

儒家倫理為精神皈依的商人群體，自覺地借助宗教結社的形式，以善

堂、神閣或佛堂為主要載體，組成一個文化（命運）共同體，以期更

好地構建一個想像的「善世」（彌勒家園）。諸如遠方的一貫道等宗

教救渡團體的到來，堪稱是儒商倫理精神的一種催化劑和黏合劑，從

而促成了宗教社會資本的有效運作，反過來又刺激了一貫道對外傳播

的深度和廣度。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關於「宗教性儒商」的界定，並不是局限於

「何為儒家」的本質主義的拷問，而是對中國傳統「師（聖）教」與「商

道」如何透過宗教化和儀式化的形式，從而達成有機結合的「想想型」

的思考。而一貫道在新馬泰的弘道經驗，儘管其領導集體構成了一個

相對強勢的「宗教儒商網絡」，但作為這張宗教網絡的每個立體結點，

又是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社區村民、城市平民或小商販群體，或者教

育水準有限而又尋求身份定位的新興商人。這個由陌生人聯結的宗教

關係網絡的優勢，是形成一個相對封閉而安全的命運共同體，有助於

其成員改善和提升物質或精神的生活。特別是在強勢的異文化或種族

主義偏見的外力刺激下，由於這個宗教儒商網絡在文化認同和身份依

附方面會所形成的強磁場，也使之成為兼具開放性與封閉性、現實性

與理想性、自由性與自律性的信仰組織網絡。

如果說傳統儒家倫理體系展示了一種「內在超越」的人文關懷，

那麼以一貫道等救渡團體的「末劫收圓」觀念所生成的新儒教倫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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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然又夾帶上了一種「外在超越」的終極精神，因而也充滿一種「由

內而外」的「改造世界」的精神動力，以及「入世」、「救世」的樂

觀的現實精神和節制苦行的職業倫理取向。這種「末劫收圓」的救渡

觀念，顯然和西方基督宗教一味強調外在超越的「末世論」（末日審判）

（End of Days）有著根本的差距。

比較而言，基督教的立論根基是排他性的「一神論」和「他力的

拯救」，唯有 上帝，再無他神，其與《聖經》所謂的耶穌再臨時（俗

稱世界末日）的末日審判有關，要麼靠信基督而與神和好，要麼永墜

地獄。其得救者的主體性並不在於信者自身，只能「因信稱義」、「領

受聖靈的恩典」云云；而一貫道所謂的「末劫」與「收圓」卻是一體

兩面，立足點在於「理一分殊」式的神明創生思維，既強調一個至尊

至聖的明明上帝，也承認在「三界十方萬靈」中「應劫下世」的諸仙

神佛體系。就像《隋書 ‧ 經籍志》總結的「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

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對於身處三期末劫之「白陽劫」的原

靈而言，末劫時的得救與否全在於自身現世的善心善行，「收拾圓成」，

歸根覆命，從而回歸「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

的身邊。因此，一貫道的末劫收圓論也是一種循環的創世論，「它帶

給苦難者雙重創立新世界的憧憬，收圓的結果是原靈歸娘鄉、天上世

界最終完成，地上也更新為理想新世界」。29 這種結合「他力的拯救」

（如 天的明明上帝、諸佛仙真的開示和慈勉）與「自力的拯救」（知

恩、感恩、報恩，立德、立功、立言，立願、了願、盡忠、盡孝）的

救渡模式，無疑是崇尚社團主義的「有機團結」（諸如「共創一道同

風的彌勒家園」云云），因而也使得每個信仰主體更具有自主的能動

性，並能自我書寫一個大寫的「人」字，而非一味地匍匐於神明之下，

從而構設出一個與己無關的、尚未領受「恩典」和被「魔鬼纏身」的

他者—異教徒。

29. 參見王琛發：《末劫收圓：概說先天道諸派瑤池信仰的循環創世觀》，未刊稿。作者提供，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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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一句大俗話中，感悟到一貫道這種「由內而外」的超

越情懷（歸還原鄉 懷）對於中國式的商業倫理精神的培育與內化。一

貫道內部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押運的閩南話：「日時顧梆肚，暗時顧

佛祖」（白天顧好肚皮，努力工作；晚上好好修行，參拜佛祖），足

證「末劫收圓」時代之一貫道所追求的「修道生活化，生活修道化」

之精神氣質。這堪稱是一種東方式資本主義的「儒教倫理精神」的延

續與重塑，一方面參與刺激「文化中國圈」的「陌生人」或「邊緣人」

在制度上的有機團結和組織聯合；另一方面使得「宗教儒商網絡」充

滿著一致對外的危機意識、競爭意識和挑戰意識。

柒、代結語：用積極自由主義的眼光看一貫道

總而言之，從有關一貫道的區域化、全球化議題引申開來，我們

有必要重新站在一個「陌生人」的眼光，用「客觀的」、「自由的」

的態度，來重新審視我們對待傳統的思維定勢與文化心向，以及其所

引發的文化後果。而對於因被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豢養而成的歷史知

識、歷史判斷，我們更需要一種「叛逆」與「疏離」的文化反觀態度，

以尋求客觀的、自由的理解。顯然，一百年以來，中國在「西方」這

一他者刺激下形成的「文化殖民化」慣性，往往將某些西方特定的價

值要素優先化，形成話語強勢和話語權力壓迫。諸如「革命、進步」

的話語正是在「反迷信（宗教）」運動中形成對本土傳統的誤解和批判。

毋庸置疑，這種批判作為一種「回心的否定力量」，在促成新文化的

整合方面也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文化殖

民力量的衝擊下，這種針對文化傳統的「疏離與叛逆」，以及試圖「用

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歷史心向，無疑也給作為「民族國家」出現的

中國帶來深重的文化傷害，這當然也是在「文化全球化」面前吊詭地

忘卻「天下」的文化中國試圖尋找「現代性」的學費與代價。30 

30. 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就敏銳地指出：與占統治地位的西方範式（宗
教在中國不占重要地位）相反，宗教觀念和宗教生活在傳統中國一直非常普遍，傳統帝制政府與地方社會通過禮儀、神話
與寺廟而達成的溝通（而非共識），「被致力於現代化的國家所摧毀，從而對現代國家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第253頁）。
而 20 世紀以來「反宗教運動試圖消滅民間宗教。這一運動並非僅僅想確保國民的象徵地位，它同時亦想造就真正的國民，
以使其更符合這種象徵。這場造民運動是一種強迫的、暴烈的運動，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第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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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借用「宗教自由」概念，來討論本土信仰傳統的合

法（理）化進程時，還涉及究竟是採用「自由至上主義」的思維，還

是「積極自由主義」的路徑。前者強調程式先於後果，自由權往往以

「傳播真理」或「宗教正確」的面目出現，並引發強勢的「文化剝奪（中

斷）」、「信仰專制（壟斷、霸權）」等文化後果；「宗教」傳統被

劃分高端與低端版本，正統與異端之類，以滿足構建「民族─國家」

或「宗教願景」的現代想像。諸如有些聲稱代表「正統」和「現代性」

的宗教組織更扮演了一個排他者的角色。而後者的理念更首先立足於

文化多元與文化尊重。誠如阿馬蒂亞 ‧ 森所（Amartya.Sen）說過的：

自由是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某些價值要

素不能絕對的優先於另外一些價值要素。31 在不事先排除某些價值要素

的前提下，宗教信仰的實質自由更牽涉在地社會的「文化自覺」等問

題，即以一種與時俱進的眼光，同情地理解本土宗教之「累積的傳統」
32，以及對相關的生活方式保持應有的尊重等等。當我們用這樣的本土

眼光來審視本土語境中的一貫道之命運，無疑將是一種更富有建設性

的文化選擇之路。

31. 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以自由看待發展》，任頤、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2. 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宗教的意義與終結》一書中（董江陽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認為，
17 － 18 世紀「宗教」（religion）概念演變為「一個體系性的實在或實體」，構成了作為單數形式的「一種宗教」觀念。
他宣導以「信仰」和「累積的傳統」來指稱人的宗教生活的內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序言〉，第 5 －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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