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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名詞義涵
   撰文／張勝安　一貫道點傳師

一、前言

宇宙本體 維皇上帝開天闢地，創造萬物人類，生生不息，此乃聖

哲所言：「這是大道之妙用。」自古以來，人們逐漸宥於形象，日久

之後，習以眼見者為真，眼不見者為假。因而追逐名利聲色者，每況

愈下，迷昧本來面目，不知良心天性何存，而且造下種種罪業，以致

近世紀之間，災劫重重，越演越烈，世界各處幾無安寧祥和長久太平

之大樂園。當紅陽期滿，白陽世界到臨，天開文運，諸天仙佛、菩薩

神聖，上體 宇宙至尊 明明上帝無量慈愛悲憫，紛紛下凡，或飛鸞宣

化，或投胎為人，打幫助道，警醒愚迷。尤以數十年來，仙佛應機而發，

闡述大道的白陽聖訓，不下幾萬篇，洋洋大觀，妙法無邊，句句皆是

覺世衷言，此乃人類未曾有過之盛況。

吾人逢此亂世之際，實為最容易蒙受明師指授心法以登航返本之

佳期良辰。一貫道之仙佛寶訓，足以顯示道真、理真、天命真。然而

白陽訓文、白陽明師、白陽聖賢所言，有些是應此時運而產生之專有

名詞，世人難懂，所以須作解釋，好讓初入門者，能夠由此見文知義，

進而了悟真理，實修實行，同助大道。

二、「一貫道」名詞

( 一 ) 一貫道 :

一貫道是天命明師在人間用以救世救眾，以達大同的大道。也就

是道化天下、一道同風，讓世界歸於太平。

濟公活佛（即活佛師尊）親批修正 2 的《一貫道疑問解答》中，清

楚闡釋「一貫道」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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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者：「其意甚深，其理至妙；簡而言之，『一』即是無極之

真，先天之妙，至神至明，亦名之曰『理』。『貫』即貫徹一切之

意，由無貫有，由始貫終之無極至理。因此理貫徹天地萬物，而天

地萬物各具此理，故曰『一貫』。所謂『道』者，路也；亦即理也。

萬事萬物莫不有是路，亦莫不有是理。合乎理者，即合乎道。違於

理者，必悖乎道。故『一貫道』者，合而言之，則是貫徹天地萬物

萬事萬類之無極真理。亦即是貫通天地古今中外，普救眾生之光明

大道。2」

「道者，理也。」以一理能貫通萬事萬物之理，所以萬有一切，

不離於真一而復歸於真理，便是一貫之道，即一貫法門。又根據《一

貫道疑問解答》中對於一貫道統與道脈之論述 3 可知，未有天地，即有

此道。伏羲氏畫先天八卦顯天地之奧妙，為大道降世之始，而後歷代

聖人薪傳相授大道心法。孔子曾云：「吾道一以貫之。4」，「一貫」

名稱，已在經典上出現，傳至後東方第十六代祖師劉清虛，正式確立

「一貫道」名稱 5。在一貫道極其重要的聖訓經典《皇 訓子十誡》中， 

老 慈云：「闡天道，稱一貫，貫滿乾坤。6」又云：「　 降道，化

三千，賜名一貫。7」是以一貫道乃白陽期天道普渡眾生之專有名詞。

白陽初祖金公祖師慈訓〈傳妙點玄悟闡機〉8 鎮壇詩：

先王之道古今遺  天屆九九應三期

大千世界綱倫滅  道挽人心扶聖基

一劃開天聖伏羲  貫澈宇宙氣太極

真理精微純至靜  傳妙點玄悟闡機

1.《一貫道疑問解答》，上海崇華堂原版（正一善書出版社重印）。郭廷棟序言：「活佛師尊…特將一貫道中各項疑問，分別
出題，命郭廷棟等八人，分別解答，加以整理，復經師尊降鸞修正。並由活佛師尊自答十餘題，共為六十題，統歸上卷。其
餘六十題，全由師尊降筆自答，統歸下卷。書越數月，始克成帙，題曰《一貫道疑問解答》。」

2. 同上註，頁 5-6

3. 同註一，頁 6-7

4. 語見〈論語．里仁第十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5. 至劉十六祖，號清虛老人，於清光緒十二年 ( 西元一八八六年 )，奉命三教合一，東震堂改稱一貫道堂。一貫道之稱由此開始。
同註一

6.《皇 訓子十誡》，台中，光慧文化，2008，頁 98，語出〈第二誡〉

7. 同上註，頁 282，語出〈第九誡〉

8. 收錄於孚中：《一貫道發展史》，台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9。頁 524。此篇訓文乃批於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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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壇詩簡單數行，勾勒出一貫道正人心、挽頹風之救世旨宗，及

點開玄關一竅的殊勝義涵。其冠頂訓「先天大道一貫真傳」，更明白

點出上天降下先天大道之來由與使命。

一貫道的宗旨，在《一貫道疑問解答》中，已有詳盡的闡發 9；而

一貫道老前賢體會明師之意，進一步撰之成文，在「中華民國一貫道

總會」出版的《一貫道簡介》第三章刊出現今流通的一貫道宗旨，全

文如下：

道之宗旨：「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孝父母，重

師尊；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
10 之奧旨，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洗心滌慮，借假修真；恢復本性

之自然，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平，

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11」

由此可以窺知，一貫道乃以真理貫通萬物，讓萬靈復歸純善真理

的回天大道，也是會通五教聖人心源之妙道，而力行儒家的綱常倫德，

盡全人道，並幫助世界人心恢復本然之至善，以達天道，最終將實現

世界大同的理想。一貫道弟子皆以此道之宗旨為努力目標。

中國大陸學者專家認為當代台灣一貫道已不完全是大陸時期一貫

道的簡單延續，而是以嶄新的「現代儒教」姿態，立足台灣，走向世

界 12。現今一貫道已在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上萬座佛堂，信徒達數

百萬之多，其中以華人、華僑佔絕大多數。隨著一貫道逐漸積累跨文

化、跨族群能量，未來一貫道在海外將有更大發展空間 13。

9. 同註一，頁 8。原文為：「本道之宗旨：就是敬天地，禮神明，孝父母，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謹言慎行，改惡向善。
除綱常倫理當行之事外，一概看破；而研究天人一貫之旨。洗心滌慮，借假修真，恢復本性，明善復初。尤貴善與人同，『己
立立人，己達達人』；互相導引，以正人心而挽頹風，化人人為善人，冀世界為大同。是本道唯一之宗旨。」

10. 即五教教主：道教教主老子、儒教教主孔子、佛教教主釋迦牟尼、基督教主耶穌、回教教主穆罕默德。五教聖人俱是奉天
承運闡揚真道，因地設教化濟一方。見《一貫道簡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1988，頁 6。

11. 民國七十四至八十一年間，費時七年，十位仙佛於二十八班法會（率性進修班），以「道之宗旨」全文，批出連環相扣的
一０八字訓中訓。訓文末了以「盡人道達天道」結尾，六字可謂「道之宗旨」的整體精粹。詳見《道之宗旨聖訓白話譯註》
上下，台中，光慧文化，2005。

12. 楊流昌，《天道傳奇—一貫道在台灣的傳播與影響》，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1，05。據楊博士觀察，台灣一貫
道除延續大陸時期的基本教義與修持觀外，教義結構、組織型態已成功在地化，尤其知識份子入道與儒家思想的進一步彰
顯，更富人文色彩。頁 4

13. 同上註，頁 135。楊博士認為「一貫道堅持忠孝仁義的宗旨，群而不黨的外在面貌、五教兼容的信仰形態、分散靈活的傳
道方式和人皆可為聖賢的現世許諾，……給廣大華人提供了一個以宗教的形式接續中華文化道統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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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老 ：

位居無極，而為開天闢地生物生人之道母 14，宇宙萬靈由此所生 
15。是宇宙之至尊，天地萬物之本源，也是吾人先天靈性之大本體，亦

即大道真理。有詩云：

唯道獨尊我獨尊，生剋制化老身分；

三界十方 為主，養育聖凡一靈根 16。

老 聖名甚多，如： 、老 、 娘、天 、聖 、皇 、老皇 、

無生 、無皇老 、無皇聖 、無生老 、上帝 17、明明上帝 18、無皇、

無皇上帝、萬靈真宰、造物真主、天、上天、皇天……。仙佛又尊稱

為「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 19」，是宇宙之造物

者。在儒教尊稱維皇上帝、佛教尊稱大日如來 20、道教尊稱玄玄上人
21、基督教尊稱天父上帝、回教尊稱真主阿拉；老 就是萬教萬佛萬聖

萬仙等一切無數無量無邊真靈性的總本源。

( 三 ) 三期末劫：

自開天闢地，以至天窮地盡，其間謂之一元。一元共有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會。一會有一萬零八百年。

每會因氣象之變遷，而有數期之劫運。現在午會告終，未會始起。自

寅會生人以來，約有六萬年，已有三期之分 22：第一期曰青陽期：應於

伏羲時代，燃燈古佛掌天盤，有九劫，稱為龍漢水劫；第二期曰紅陽期：

14. 同註一，頁 14

15.《道義須知》，台中，天恩堂，1988。頁 20

16. 同上註。

17.同註一，頁16。原文為「無極既能生育天地萬物，而為天地萬物之主宰。所有其中參贊化育，運用萬能，定有至神；其體為理，
其用為神，因稱此神曰上帝。」 

18. 同上註，原文為「吾人降生之初，天所賦予之性靈，本極光明。嗣後物慾所蔽，失去本來靈明，故欲恢復本來靈明，必須
為善去惡，清心寡慾」

19.《修辦津要》，台中，光慧文化，2008。頁 42

20. 亦尊稱「西天古佛」，《修道須知》，台北，萬有善書出版社，1980。頁 13

21. 亦尊稱「瑤池金母」，《一貫道簡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1988，頁 6

22. 此處三期引用《一貫道疑問解答》說法，另於《修道須知》（同註二十，頁 20）中亦云：「第一期，道君受  維皇上帝掌
教一千五百年；第二期，釋迦受命掌教三千年，至六祖慧能祖師，將道統暗轉於火宅儒家，…現在第三期，白陽末劫，普
度三曹，彌勒掌教，儒門應運，辦理末後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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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文王時代，釋迦牟尼佛掌天盤，有十八劫，稱為赤明火劫；第三

期曰白陽期：應於午未交替，即民國以後，彌勒古佛（即金公祖師）

掌天盤，有八十一劫，稱為延康風劫 23。每期道劫並降 24，「劫泰並

行 25」，以渡善良之人，得道返天 26；而惡孽之輩，打在劫內。《一貫

道疑問解答》中對「末劫」發生的原因，有一段說明：

溯自寅會降生人類，以至於今，眾原胎佛子生生死死，貪戀紅塵假

景，迷失本來性靈，忘記從何而來，不知尋路而歸，愈沈愈迷，愈

迷愈壞，世風險詐，已達極點，因而釀成空前之大刼，故曰：「三

期末劫」。

《皇 訓子十誡》中亦言及三期末劫是道劫並降的時際：

天運迭轉末三秋，三災八難遍地流；

九九浩劫誰能脫，救世惟憑一貫舟 27。

天運的流轉變化，到了午未會之交，往後漸至收束天地；，此時

災劫到處氾濫，老 已開恩降下一貫法航，以渡回原胎佛子。至於末劫

年的景象，《皇 訓子十誡》有所預示：

降三災佈八難刀兵水火，九九劫八十一普遍全球；差來了五大魔東

土大鬧，設萬法定連環惡孽來收。……遍四海起妖風無有安定，干

戈起盜賊亂十人九愁；瘟疫劫飢饉劫旱澇不等，普天下絕五穀寸

草不收。……這種災那種難不為奇論，最怕這水火風刷洗全球；黑

七七四十九無有日月，開地府放鬼魂齊把命勾；黑漆漆陰森森寒光

滿世，齊討債命還命債將錢酬；罡風降掃乾坤並掃宇宙，掃氣象刷

三界另換樞紐；任兒是金剛體銅鐵打就，難脫我真劫火性命難留
28。

23. 參考註一，頁 36-37。三期劫難名稱見《修辦津要》，同註十九，頁 42 

24. 同註八，頁 525。金公祖師云：「三八劫降末世收殺惡孽，道應劫而下降醒化愚迷。」

25.《認理歸真》，台北，建豐印刷廠版。頁 12。「三期末劫，亦為三陽開泰，泰劫並行之謂也，即青陽、紅陽、白陽之轉運也。」 

26. 根據《認理歸真》所述，第一期、第二期各要渡回二億原人，第三期要救回九十二億殘靈。同上註，頁 16

27. 語出〈第五誡〉鎮壇詩，同註六，頁 176

28. 同註六，頁 1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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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老人於《白水老人箴言集》29 述及 上天降災降劫，無非喚醒

愚矇，亦是借魔考真，以定將來果位。而大劫來前， 上天為救善良之

子，所以大開普渡，明師應運降世，大道普傳 30。故「三期末劫」，亦

為獨一無二、亙古難遇的機緣，正是吾人得逢真道、超生了死的殊勝

時機。

( 四 ) 三曹普渡：

三曹指天曹（氣天界）、地曹（幽冥地府）、人曹（人世間）。

白陽時期，應乎三期末劫，三佛收圓 31，大道普傳，三曹齊渡。上渡氣

天之仙、河漢星斗；中渡人間善男信女；下渡地府幽冥鬼魂 32，斯時廣

救古往今來三曹之眾生。

老 為了救渡眾生，在先天裡，不留仙佛神聖，所有菩薩仙真俱投

凡塵，齊助普渡收圓：

此一次開普渡亙古無有，萬古的真奇緣巧遇此春；上渡仙下渡鬼中

渡善信，收千門並萬教同歸正根 33。

《皇 訓子十誡》中更言明「三天事人間辦」，理氣象三天的普

渡大事，要在人間辦理。上渡天曹，是為過去修行之客、煉氣之士，

及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死後升為氣天之仙，或為鬼中之神，但因未

逢大道，仍難脫輪迴之苦。現逢三期末劫，大開普渡，故氣天諸仙，

能隨神佛到壇，或到處顯化，找尋有緣之人，擔任引保，而求得大道 
34，終能「脫浩劫而超氣入理 35」。下渡地曹，乃是為人子孫者，如若

29.《白水老人箴言集》，光明國學圖書館，1984。

30. 同上註，頁 44

31.《皇 訓子十誡》中第二誡有「差彌勒掌天盤萬旁歸正，命天然掌道盤靈妙化身，賜大肚掌敕令萬神助道。」，

     同註六，頁 98

32.《明德新民進修錄》，發一崇德，1990。頁 12

33. 同註六，頁 100-101

34. 據《一貫道疑問解答》中「上渡河漢星斗，怎樣渡法？」一題所載，河漢星斗之渡法，較人而繁雜；須尋找前世之有緣人，
擔任引保，代繳功德費，由師尊再請南極祖師檢定。核准應繳功德費數目，始可借用人竅點玄。同註一，頁 34

35.《明真仙徑》，濟公活佛慈訓，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初九日。錄自第七條目「氣天仙，怎麼成的？怎麼能求得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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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有恆，立功立德 36，則其祖先之亡靈，方可借有功有德的子孫之人

竅點玄 37，此為「孝」之具體表現，亦是一貫道「一子成道，九祖超升」

的殊勝之處。中渡人間善信，乃三曹普渡中之最容易者，世人不分富、

貴、貧、賤、男、女、老、少，僅需身家清白，即可由引保立愿擔保，

而受明師指點，先得後修。求道之後，如能誠心修煉、行功立德，在

生時，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將來百年死後，自然面目如生，冬不

挺屍，夏不腐臭，靈性得以脫輪迴，甚至可以榮證品蓮 38。 

   

( 五 ) 天命明師：

「天命」即為上天的明命 39。《一貫道疑問解答》中，對於天命觀

有如此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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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皇 訓子十誡》中亦有：

論天大論地大惟 命大，順者昌逆者亡天淵之分 41。

由此，可以精簡地說：「無生老 之命，即為天命。」一貫道之道

統，是自古一脈相傳下來的，一師一祖，應運傳道，即所謂「天下無

二師 42」，此「師」即為「明師」。在《明德新民進修錄》中〈天命明

師之印證〉一文，對「明師」之釋義如下：

所謂明師，乃是　上帝所命，降世救人，繼天立極，代天宣化者也 43。

36. 據《一貫道疑問解答》中提及「六十四功加一果，拔一層父母，共計九層，係拔上九代。下拔子孫為恩拔，非有大功德者
不可。」、「亡靈超拔，經過百日以後，就能到壇結緣批訓。…為超拔亡靈確切之驗證。」同註一，頁 38

37. 同註一，頁 35

38. 註三十二，頁 12

39. 有關天命之銓解，在《天命明師之印證》中，有四個面向的解讀：一為上天的明命；二為眾生的本性；三為人心的歸向；
四為體天行道的使命。台中，光慧文化，2005。頁 18-22

40. 同註一，頁 23

41. 同註六，頁 100

42.《新世紀修道答問錄》，台中，光慧文化，2007。頁 19

43. 同註三十，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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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所謂「明師」是領有 天命，奉 天承運，接續道統，代 天傳

授性理真傳之人。濟公活佛批示的《一條金線》訓文 44 中，對於「傳

道明師之印證」，有中肯的闡述：

明師者，係奉承道統、應運救世而降。為師親領　天命，倒裝臨凡，

化身弓長，以直指本性、了悟本來、渡化眾生為本願 45。

透過濟公活佛現身說法，吾人可知「天命明師」乃自性清淨光明

之聖佛，應時應運、應人應事而降生世間，領受　上天明命，得以指

點眾生回天之路的眾生導師。

當代 天命明師乃「應運落紅塵，荷命渡乾坤 46」，在三期末劫年

三曹普渡時期，責任自是既艱且鉅。活佛師尊對傳承聖道的一代明師

所荷擔的重大使命，有真實的吐露：

當今末劫，更荷普渡三曹之重任；承天德而普化，光明遍照三界；

不但眾生賴此出苦，即便氣天真仙、地府鬼魂，各皆顯化於人間，

懇求濟渡；況天機早已預洩，得沾師恩者，非筆下可能盡敘也。傳

道明師，豈可作為虛談？實能得道超生了死之證者，更可推及明師

之真也 47。

天命明師大德受命，稟承 上天恩德來普化眾生，當此時運，三曹

事人間辦，一肩荷擔萬教歸一之收圓重任：

真道真命真人辦，明師一點即超凡；先差各教引人善，末後一著整

三盤。萬教歸一明真面，攜手朝親樂陶然；天真收圓掛聖號，先說

後應理不遷 48。

白陽期有三位明師，即初祖金公祖師、二祖天然古佛與中華聖母。

明師自古迄今，六十四代 49 圓滿，應乎普渡收圓之大事因緣。

44.《一條金線》是民國十九年，活佛師尊降壇批示之鸞訓，共計十五篇，篇篇各有明確主題。今引第三篇。台中，光慧文化，
2005

45. 同上註，頁 26

46. 同上註之鎮壇詩。

47. 同註四十四，頁 26

48. 同上註，頁 29

49. 道脈繼承共有六十四代祖師，分別為東方十八代（由初祖伏羲氏至十八代孟子）、西方二十八代（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至
二十八代達摩尊者）、後東方十八代（初祖達摩尊者至十八代弓長子系祖）。後東方十八代祖師之道脈，可見訓文《道脈
傳承錄》，台中，光慧文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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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無極理天：

無極的意思就是無形無象、至清至明、至尊至極。「理」是無極

的佛性體50，理天是清淨無雜的純善境界，是老 、聖神仙佛的本居地。

《一貫道疑問解答》對於「理天」精妙地說，就是真空、沒有形

色聲臭，而渾然一團的虛靈：

潛的時候，至虛至靈，寂然不動，大無不包；現的時候，至神至靈，

感而遂通，無微不入。雖是沒有形色，而能生育形形色色；雖是沒

有聲臭，而能主宰聲聲臭臭。雖是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卻是體物

不遺 51。

「理天」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永遠存在，不會敗壞。《皇 訓子十

誡》第一誡中對於萬物生化的根本源流，有如此的敘述：

一誡告原佛子細聽根源，金筆動洩盡了天機妙玄；

憶當初天未分混沌未判，杳冥冥無人我空空一團。

九六億原佛子先天同聚，無憂愁無煩惱自在安然；

仙兄弟仙姐妹 身來伴，隨 來隨 去不離身邊 52。

這是指元氣未分、天地未形成之前，眾原胎佛子與老 同聚於一團

先天虛靈中，無人我之分，無憂無慮，自在逍遙。

極樂國任逍遙隨意玩耍，乘青龍跨彩鳳無量尊嚴；

不懼寒不懼暑無束無管，無陰陽無對待至理純然 53。

「無極理天」是「極樂天國」，在這極樂淨土中，大家安閒自在、

尊貴莊嚴；在「理天」，佛性通達無礙、沒有拘束；在「理天」，沒

有陰陽，沒有相對的事物，是「至高無上」、「絕對至善」的妙境。

論無極為聖域至善寶境，靜而應通萬化萬類根源 54。

50. 同註一，卷下，頁 25

51. 同註一，卷下，頁 24

52. 同註六，頁 73-76

53. 同註六，頁 76

54. 同註六，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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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寶境」、「萬類本來的根源」，是「無極理天」甚清楚的

詮釋。而「理天」的純真靈體，平時無色相，寂然不動，清靜無為；

至於動時，可以應化萬事萬物，毫無阻滯；這樣的無極聖境，正是宇

宙萬有的大本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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