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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探源

     -- 天津一貫道「同興壇」研究
   撰文／林榮澤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中心  客座研究員

摘要

臺灣的一貫道，每一組線都有自己的源頭，通常都是由大陸的

某一佛堂，傳來臺灣後所形成。發一組也不例外，它是來自民國28年

（1939），由韓雨霖老前人所成立的「同興壇」。因此，要了解一貫

道發一組的由來，就一定要從天津同興壇了解起。本文的目的即探究

韓老前人如何求道發心，成立同興壇渡化有緣人，以及開展道場的過

程。從中可得知，當年天津共有十二大壇，同興壇是其中的一支。一

貫道來臺開道初期，韓老前人很積極選派人員來臺，所以前後共有27

位前人來臺，可說是各壇之冠。由此可知，韓老在天津的道務一定很

宏展，培育出不少的優秀人才，因此才有眾多的人力往外開創。本文

主要探討這段過程，由於這部份的歷史鮮少有人研究，因此引用的文

獻，大多為道中的記載，再配合口述歷史的採訪，彌補文獻之不足。

文中所及主要是來臺前的階段，來臺後的部份，則留待另文探討。

關鍵字：一貫道、發一組、韓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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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臺灣一貫道的十八組六、七十個支線中，「興毅組」、「發

一組」、「基礎組」、「寶光組」是較大的四個組。1根據《一貫道

概要》的記載，發一組本身又分成：「發一崇德」、「發一天恩」、

「發一靈隱」、「發一天元」四個較大的支線，及「發一光耀」、

「發一奉天」、「發一德化」、「發一同義」、「發一慈濟」、「發

一慧圓（慧音）」、「發一慈法」等七個較小支線。2發一組這十一個

支線是由韓雨霖老前人（以下簡稱韓老）所領導，韓老於1995年回天

後，由陳鴻珍前人接續，陳前人於民國2007年回天，目前發一組各支

線雖各自發展，但以天元佛院為總中心作橫向聯繫，保持適度的整體

運作模式。

目前有關天津一貫道的研究，學界作的比較多的是一貫道在天津

發展之研究，如宋光宇3、鄭志明4、蔡少卿5、僕文起6、陸仲偉7、邵

雍8、秦寶琦、晏樂斌9及筆者的《一貫道發展史》10等的著作，其中

都有提到天津一貫道的發展，但都只是簡略的介紹，尚未能針對其中

的各壇作深入的分析。由於臺灣的一貫道組線很多是來自天津市，當

1.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編（1988），《一貫道簡介》（臺南：青氣巨書局），頁54-63。

2.慕禹（2002），《一貫道概要》（臺南：青氣巨書局），頁107-122。

3.宋光宇（1996）《天道傳燈：一貫道與現代社會》上下冊（臺北：三揚印刷出版）。

                        《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臺北：元祐出版社，1984年12月）。

4.鄭志明（2011），《台灣宗教的發展與變遷》（臺北：文津出版）。

5.蔡少卿（1989），《中國秘密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6.濮文起（1991），《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7.陸仲偉（2002），《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福建：人民出版社）。

8.邵雍（1997），《中國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秦寶琦、晏樂斌（2000），《地下神秘王國：一貫道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

10.林榮澤（2011），《一貫道發展史》（臺北：蘭台出版）。

壹、前言
貳、天津的一貫道
參、天津「同興壇」
肆、同興壇來臺主要前人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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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是以佛堂為單位，來臺開荒傳道，所以天津的佛堂與臺灣一貫道

的關係很密切。因此「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在編寫《一貫道概要》 
11時，對天津的部份也有不少的記載，加上天津來臺的前人中，如韓雨

霖道長，他是當年派來臺灣傳道最多人的「同興壇」負責人，對於天

津辦道的情形也有一些描述。這也是本文以「同興壇」作為個案研究

的主要原因。

至於「發一」這個名稱的由來，原係天津地區道場佛堂的總代

號， 12根據韓萬年點傳師的說法：

　　當年在大陸，師尊辦道時的愿文是用『一貫大道，性理真

傳』。後來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老前人準備到臺灣傳道時，

因聽聞臺灣人受日本統治過，對『一貫道』之名稱特別反感。所

以在臨行前得孫師母之命，將一貫大道改為『發一大道，性理真

傳』，師母說『發一』即『發揚一貫』之意。13 

其實，師母不只是將愿文改成「發一大道」，因在1947年左右，

大道在各方的誤解壓力下，師母還將北平及東北地區的道場改為「孔

孟大道」，天津為「發一大道」，上海為「真理大道」。14而今天在臺

灣，「發一」雖仍代表天津地區來臺的各支線，但因各組線的各自發

展，漸以天津「同興壇」來臺人員為主，所開展出來的支線，稱「發

一組」。

民國36至37年（1947-48）天津同興壇在韓老的策劃下，陸續派出

共八批的人員到臺灣開荒傳道，這些人員名單，根據當時第一批來臺

五人中的三才牛學儉記憶整理如〈表一〉所示：

11.慕禹（2002），《一貫道概要》。

12.宋光宇（1984），《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頁138。

13.韓萬年（1990），《天道普渡的現況與展望》，靈隱寺七十九年大專道學研習營講稿。     

14.宋光宇（1984），《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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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天津「同興壇」分批來臺辦道人員順序表

批次 來臺時間 來臺人員

第一批 1947年3月

劉振魁點傳師（清閒仙長）、
曹聚豐點傳師（來臺未久後去江西南昌辦道）、
王連玉（文恥大帥）、李德璽、牛學儉。

第二批 1947年5月 劉全祥點傳師（大德真君）、劉延賓

第三批 1947年9月

郝金瀛（晉德大仙）、張玉台（德慧菩薩）、
李鈺銘（文慈菩薩）、陳鴻珍（不休息菩薩）、
趙慧湘、曹海瀛

第四批 1947年10月 王繼軒（因籌組化妝品廠未成返津）

第五批 1947年11月
劉老太太（德化仙母）、劉學錕（德化真君）、
陳俊清（禮圓真君）

第六批 1947年12月
潘培真點傳師、姜蕙蘭（南華宮勤務專員）、
劉學成、劉學廣夫婦、劉毅明

第七批 1948年7月

張文運（聖德大帝）、王菊亭、
王祥（以上為天真組）；韓雨霖（白水聖帝）、
韓萬年、李新通、趙質澄、于峻德（南華宮文書
宮）

第八批 1948年8月

祁玉鏞（至德大帝）、陳鴻珍、
趙慧湘（二位返津後二次來臺）、
陳耀菊、梁華春（浩然組）

註：本表根據三才牛學儉「發一組自天津分批來臺辦道人員順序表」15整理而成。

上表所示，即是今日臺灣一貫道發一組的各位前人。本文即是就

天津「同興壇」的由來，及〈表一〉所示的人員在天津辦道的情形，

以探討臺灣一貫道「發一組」的來源。

15.屏山天元宮編印，《天元三十：天元宮三十週年慶暨德慧菩薩一○五誕辰》，頁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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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津的一貫道

臺灣的一貫道有將近四成是直接來自天津，根據〈民國34-39年間

來臺傳道前人簡表〉16的統計，可考的114位前人中，有68位是來自天

津，可見天津是臺灣一貫道很重要的來源地。發一單位的來源主要也

是來自天津，「同興壇」即是當年天津一貫道十二大壇之一，因此得

先就天津的一貫道作個概略的了解。一貫道是在民國23年（1934），

由劉向前前人，首先從濟南來天津傳道開荒，根據韓老所描述這一段

的開荒過程：劉前人來到天津市，舉目無親，就在天津公園坐著，每

天讀師尊張天然（以下簡稱師尊）給的《理數合解》一書，直到三個

月後才渡到任希舜等七人，於是劉前人回濟南請師尊、師母孫慧明

（以下簡稱師母）來到天津辦道，落腳在三星客棧。首先渡化了客棧

的老闆李允中，及伙計任希舜，並在客棧內成立「三一壇」。然後再

渡化于鴻洲等人，之後經李允中的介紹，渡化了「道德武學社」的社

長孫錫堃及社員，並成立「道德壇」，道務就由道德壇開始，快速向

天津各地開展。17 

天津市是北方的第一大港，是當時中國經貿的重鎮。不只是交通

便捷、經濟繁榮，而且人才薈萃，自然是師尊所極力要開展道務的目

標。因此往後一貫道道務的發展，大部份的人才都是出自天津，甚至

連傳來臺灣的一貫道，主要也是來自天津。18《一貫道簡介》中有關天

津的道務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23年（1943），劉向前首赴天津開荒渡眾，並請張祖親往

點道傳法。張祖抵津後，先在大經路三星客棧，點化老闆李允中及

伙計任希舜，繼又點化于洪洲、梁耀先、薛洪等五位。嗣後，又點

化潘金生等數十位。翌年（1935）又度化張文運等大眾，並引度道

16.林榮澤編著，《臺灣樞紐：陳文祥老前人傳》（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未刊稿，頁12。

17.林榮澤（2013），《師尊張天然傳》（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頁27-31。

18.宋光宇（1984），《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附錄＜全世界一貫道發展現況系統總表＞頁附錄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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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武學社社長孫錫堃及全體社員，成立道德壇，自此道務逐漸開

展。開辦之初，張祖則設公共佛堂於福慶里，繼設總壇於光華里。

嗣以道務漸興，道親日增，不敷使用，仍於民國25年（1936）遷府

署街，成立"天真總壇"。19 

從民國23年（1934）到民國25年（1936），師尊在天津成立天

真總壇，代表天津的道務已有了初步的基礎。當時的天津市，雖有日

本租界的侵略，及其日益顯露出侵華野心的威脅，但基本上人民的經

濟生活還是比較穩定的。就在這一年（民國25年）的三月間，已停辦

十五年的天津市最熱鬧的廟會活動──「天津皇會」，於三月十六、

十八、二十、二十二日，熱熱鬧鬧的舉行四天。20在平安、榮吉、東

興等幾條街上也開始出現夜市，許多小商販設攤售貨，以日用百貨為

主，由華燈初上直到午夜，燈光通明，叫聲不絕，人來人往，看似繁

榮的景象。21類似這種廟會或市集之處，是人潮眾多的地方，很利於一

貫道的發展。根據宋光宇的臺灣一貫道調查報告，就提到一位來自山

東的李先生所言：民國30年前後，在山東蘇北一帶的一貫道，每逢趕

集時，就有一貫道的宣講員到趕集場，找塊空地開始講道，一天下來

有十多位的講員輪流，內容都很精彩，並配合一些宣傳小冊子，讓聽

者更能了解，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歡迎。22 

民國 2 6年（ 1 9 3 7），對日抗戰暴發，七月二十五日，日

軍進攻北平、天津，不到五天，北平市及天津市相繼陷落。

面對這樣的變局，華北一帶的道親，紛紛請示師尊該如何﹖

師尊就說：「不撤」。 23顯然一貫道是繼續在日軍佔領區內傳

播，日軍或許是居於安頓人心的考量，採取只要不製造動亂

即可容忍的態度，所以初期未聽聞日軍取締一貫道的情況。

到 了 抗 戰 的 後 期 ， 日 本 軍 逮 捕 一 貫 道 信 徒 的 事 ， 即 時 有 所

19.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編（1988），《一貫道簡介》（臺南：青氣巨書局），頁44-45。

20.來新夏主編（1986），《天津皇會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12。

21.周恩玉，＜解放前的天津六市概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頁222。

22.宋光宇（1984），《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頁126。

23.王恒偉、李己平、沈志強編著（1989），《中國秘密社會內幕》（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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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李世瑜就指出：民國32年（1943），天津的憲兵隊就逮捕了一批

疑是一貫道信徒；固洛塔斯神父也說：民國33年（1944），在山西省

及察哈爾都有一貫道的信徒被日本軍迫害。24 

事實上，一貫道的道務在民國26年後更為蓬勃發展。就在這一

年，師尊任命胡金桂為天津道務的總負責，代表他進住總壇主持天津

道務，其後復由張文運任副辦，劉向前、鄭恩恒、韓雨霖為輔辦。25到

民國38年止，天津約設有百餘壇。重要的佛堂及人物如<表二>所示：

＊<表二>民國24-38年天津重要的佛壇及人物：26

佛  壇 負       責       人   （代表人物）   

道德壇 孫錫堃、楊灌楚、金恩善、陳慧泉

浩然壇
劉萬興、劉夢榮、潘華齡、林錫珊、陳文智、金寶璋、于金藻（女）、
牛從德（女）、陳耀菊（女）、陳耀蓮（女）

普化壇 薛洪、崔占斌（玉岑）、于義賢

天祥壇 郭海潤、張元慶、張五福、趙德忠、嚴不理

興毅壇 張武成、邱鴻儒、盛鴻斌

慈航壇 呂懷拯、孟昭勤（女）、郭振眾（志誠）

文化壇 王義、鮑宏貞、趙輔庭

禮化壇 孫蘭芳、孫克忱、霍永盛、霍永馨 

乾元壇 于洪洲（振鐸）、馬毓琳

三義壇 梁耀先、崔學文、李正華 

明德壇 宮彭齡、宮彭年、曹聚豐

同興壇 韓雨霖

此外尚有興化壇、道一壇、乾一壇、三一壇等  

24.永淵一郎，＜一貫道──中國の秘密宗教＞ 
《歷史讀本：世界謎の宗教團體特集》，1987-9昭和62年9月增刊頁217-218。

25.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編，《一貫道簡介》，頁45。

26.本表係根據《一貫道簡介》，頁45-46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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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一貫道的發展，幾乎百分之八、九十皆由天津開展出去。當

然也包括臺灣在內，以下就民國34至39年間，從天津來臺開荒的前人

輩作統計，如〈表三〉所示：

＊〈表三〉：1945-1950年間天津來臺傳道的前人簡表

姓名
性
別

來源
來臺時間
（西元）

傳道活動內容

孫路一 男 天津文化壇 1946年
在臺北市潮州街設「天化堂」，
後往嘉義發展

朱傑南 男 天津文化壇 1946年 在臺北市潮州街設「天化堂」

陸安平 男 天津文化壇 1946年 在臺北市「中化堂」共辦

李文錦 男 天津文化壇 1946年9月 在臺北市古亭區設「善化堂」

賈慶仁 男 天津文化壇 1946年9月 在臺北市古亭區「善化堂」幫辦

何宗浩 男 天津興毅壇 1947年 在臺南成立「純陽壇」發展道務

孫正陽 男 天津興毅壇 1947年 在臺南成立「純陽壇」發展道務

王春茂 男 天津興毅壇 1947年 在臺南成立「純陽壇」發展道務

馬仲齡 男 天津興毅壇 1947年 在臺南成立「純陽壇」發展道務

張常江 男 天津興毅壇 1947年 在臺南成立「純陽壇」發展道務

聞道弘 男 天津乾一壇 1947年 在臺北市古亭區設立「禮智堂」

牛春來 男 天津乾一壇 1947年 在臺北市古亭區設立「禮智堂」

劉振魁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3月
在臺北市大安區成立「同德壇」及
同德商行

曹聚豐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3月 來臺未久後去江西南昌辦道

牛學儉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3月 擔任三才抵臺北市同德壇幫辦道務

王連玉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3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後往新竹發展

李德璽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3月 擔任三才抵臺北市同德壇幫辦道務

劉全祥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5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後往臺南發展

劉延賓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5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及同德商行幫辦

郝金瀛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道務

張玉台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道務

李鈺銘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後往臺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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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珍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後往斗六發展

趙慧湘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

曹海瀛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9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幫辦

張  勤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1月 來臺後往高雄開展

劉學錕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1月 來臺後往高雄開展

陳俊清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1月 來臺後往高雄開展

潘培真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2月 來臺後往臺南發展

姜蕙蘭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2月 來臺後往臺南發展

劉學成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2月 來臺後往臺南發展

劉學廣 女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2月 來臺後往臺南發展

劉毅明 男 天津同興壇 1947年12月 來臺後往臺南發展

趙煜崑 男 天津乾一壇 1948年 在臺北市幫辦道務

李星五 男 天津天祥壇 1948年 在臺北市設立佛堂傳道，後返回大陸

劉懋忠 男 天津天祥壇 1948年 在臺北市設立佛堂傳道

姜厚成 男 天津天祥壇 1948年 在臺北市設立佛堂傳道，後返回大陸

張文運 男 天津天真總壇 1948年 在臺北市設立佛堂傳道

劉漢卿 女 天津天真總壇 1948年 在臺北市設立佛堂傳道

金寶璋 男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牛從德 女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張鴻義 男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王世棠 男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王嗣森 男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張樹芳 男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設立「浩德佛堂」傳道

陳耀菊 女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佛堂共辦，
後往桃園發展

梁春華 女 天津浩然壇 1948年
在臺北市長安西路佛堂共辦，
後往桃園發展

韓雨霖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7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後往臺中發展

韓萬年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7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後往臺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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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通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7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後往臺中發展

趙質澄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7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後往臺中發展

于俊德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7月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後往臺中發展

祁玉鏞 男 天津同興壇 1948年 在臺北市「同德壇」發展道務

李慧君 女 天津道德壇 1948年 抵新竹設「天廣壇」傳道，後往臺中發展

邢金堡 男 天津文化壇 1948年 擔任三才，在臺北市配合傳道

邢福亭 男 天津文化壇 1948年 在臺北市「中化壇」幫辦道務

葛景濤 男 天津興毅壇 1948年 在臺南「純陽壇」幫辦道務

孔憲周 男 天津興毅壇 1948年 在臺南「純陽壇」幫辦道務

李鳳英 女 天津興毅壇 1948年 在臺南「純陽壇」幫辦道務

李鳳君 女 天津興毅壇 1948年 在臺南「純陽壇」幫辦道務

趙輔庭 男 天津文化壇 1948年5月 在臺北市成立「中化堂」

王樹金 男 天津文化壇 1948年5月 在臺北市「中化堂」幫辦，後往臺中發展

周紹賢 女 天津道德壇 1950年 抵新竹設「天廣壇」傳道，後往臺中發展

註：本表根據慕禹，《一貫道概要》27及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而成。

上表所示，共63位來自天津的前人，佔目前所知97位來臺開荒前

人的六成。直接或間接由同興壇來臺的前人共有27位之多，其次是文

化壇及興毅壇各9位，浩然壇的8位。同興壇的這些前人來臺後，分到

全臺各地傳道，成就今日的一貫道發一組。

27.慕禹（2002），《一貫道概要》（臺南：青氣巨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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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天津「同興壇」

一、韓雨霖老前人

民國27年（1938），中國北方的天津市，有一位患了三期肺病

吐血的人。在幾經就醫仍毫無起色之下，聽一位孫老中醫師的話說：

「這個病不要緊，沒關係，慢慢就好了。現在有個大道，我領你去求

道，好的更快。」28果然在求道後沒多久的一次法會畢班時，這位三期

肺病的病人竟然奇蹟式的好起來，他說：「濟公老師對我說：你跟為

師前世有緣，今天見面，你的命主權在天，小小的災病不算一回事，

你給老天辦事，死了叫你復生。」29於是道的奇蹟在他的身上顯現，

他就開始發心修道、辦道、開設佛堂，從大陸到臺灣，從一間「同興

壇」到今日遍佈海內外，擁有數十萬信徒的臺灣一貫道「發一組」，

他確實又創造了一項更大的奇蹟。這個人就是發一組的大家長：韓雨

霖老前人。

韓老名恩榮，字杰卿，號雨霖，又字潔清。晚年自號「白水老

人」，又號「感恩樓主」。河北省寧河縣潘莊鎮人，生於清光緒27年

（1901）辛丑三月二十二日。30此時中國在華北一帶，正好經歷了義

和團變亂，八國聯軍攻入京津，以致整個國家社會處在動盪不安的局

面。韓老的家鄉河北寧河縣，一直到辛丑年三月他誕生時，各處仍有

外國軍兵擾亂，所以在降世的第二天，母親就懷抱著才剛出生的他，

與外祖母一起到外祖父的村莊躲避。

韓老的父親在天津經商，因為忙碌於生意，每年回家不過一個

月的時間，所以母子倆就長住在外祖父家中。一直到八歲唸書時，韓

老才回故鄉潘莊鎮住。因此從幼年到少年，他深受外祖父母及母親的

教養，並且影響了他的一生。因為外祖父母及母親，生性就是淳厚人

家，一向勤儉守禮、熱心公益，韓老自幼耳濡目染，自然受益良深。

28.白水老人（韓雨霖）口述，《我的求道、辦道經歷》，口述歷史檔H1，「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藏」。

29.白水老人口述，《我的求道、辦道經歷》，口述歷史檔H1。

30.光明集刊社編輯（1995），《道範千秋》（南投：天元佛院發行），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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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韓老求道的經過，根據《道範千秋》31一書的記述：民國27

年（1938）7月，韓老三十八歲，因事業發達，盡心責重，以致積勞成

疾，得到三期肺病，而且失血日益嚴重，中西醫都束手無策。正當絕

望之際，幸好經中醫孫蘭芳老先生勸他求道。韓老說：「本人於民國

廿七年肺病吐血，往孫蘭芳老醫師處治病。此人有德性，他說：『不

要緊，慢慢就好。』看兩次不見效，他老說：『現在有一貫道，濟公

活佛好靈驗，你求了道好得更快！』其實吾是三期肺病不好治，定了

日期他老領吾去求道，在法租界禮堂是一大佛堂。」32韓老求道時，引

師是宮彭齡，保師是崔占賓，兩位全是點傳師。而宮點傳師即是孫蘭

芳老醫師的女婿。

求道後，過了幾日，韓老去北京協和醫院檢查，確定是三期肺

病。於是他就留在北平西山靜養。此時宮點傳師也來北平辦道，韓老

在西牌樓遇上了宮點傳師，說：「你的病見好麼？」回答：「等幾天

住院。」宮點傳師就說：「今天前門外施家胡同佛堂研究班畢班你看

看去。」於是韓老就隨宮點傳師去了。事後韓老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在樓上有九十人研究班畢班，明德班、率性班合併畢班，大

家講的吾也聽不懂。下午大家說活佛老師來到，我一聽說在甚麼地

方，原來借一男孩說話，我沒有見過，我心想這是一男孩，怎說是

濟公活佛呢？說來說去我也不大明白。又說：開一珠寶公司，老祖

師為總經理，濟公活佛為總務、茂田院長為管理員，各位弟子為推

銷員，批發無價之寶。我想修道為什麼還開珠寶公司呢？原來說的

是推銷吾們這點無價之寶。普渡眾生去。33 

濟公活佛的一番話，給韓老很大的啟發，已無藥可治的三期肺

病，竟然奇蹟式的好了起來。談到這段經過，韓老說：

 

31.光明集刊社編輯（1995），《道範千秋》。頁34。

32.白水老人，《祖師師尊師母略傳》（彰化：光明國學圖書館），頁42。

33.白水老人，《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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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給老 獻一桌素菜，由飯莊定做的。活佛老師說：「今天

你們發了大愿老 甚歡喜，老 慈悲赦罪，你們無論有什麼病，每

人吃一口菜百病皆消。」我一聽此話趕快往前面去吃了一口菜，一

塊小點心，吃下去很涼。因為是冬天吾心中還很害怕腸胃不好，最

末後活佛老師說：「韓恩榮今天你趕上此班是你有緣。你小小的災

病，你給老天辦道，死了讓你復生。」我一聽我心想：「我的病真

能好了，我事業不做，家也不要，我捨身給老天辦道。」我這心念

一動，活佛老師說：「你有這個心愿，我派你差使報字、抄寫、文

牘、校對。」吾說：「好罷。」「那你明天搬往山西街佛堂去。」

第二天我就搬去。34

其後，韓老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三才訓練班，他心中一直堅信老師

對他所說：給老天辦道，死了讓你復生。韓老說：「反正自已是三期

肺病不容易好了，不管他了！練了二十八天，開門出去辦道，我的吐

血完全好了，從此我才知道死生有命，人不能作主。」35  

韓老蒙受濟公活佛點化後，從此醫院也不去了，藥也不吃了，過

了幾個月，病情慢慢見好，於是信心大增。過了兩個月後，三期肺病

果真痊癒。這時，韓老回到天津，才知道所經營的大德隆織染廠內，

發生了驚人之事：

就是在我去北平後的第七天，一個夜晚，五名強盜，潛入工

廠，綁去三個人。原先他們是想綁我一個人，沒想到找不到我，才

另外綁了三個人。經過三個月之久，花了一萬二千元才贖回。此

時，我才恍然想起活佛師尊的訓語，若非仙佛撥機，我不去北平，

定受土匪綁架，當時一定一命鳴呼矣！在感激之餘，便矢志發心：

『從此堅心報恩了愿，捨身辦道，研究救世救人！』此後，每天演

練三才，各處奔跑辦道。36 

  

34.白水老人，《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頁43-44。

35.白水老人，《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頁44。

36.白水老人，《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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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韓老與天津胡道長，每天在天津明德壇演練三才，報字三

個月，各處奔跑辦道，病也好了。37 

民國28年（1939），北平的道務，在張五福道長的開辦下大為宏

展。這一年正月，張道長在北新橋的財神廟內正式設立總壇，並接師

尊、師母同去主持道務。於是師尊就在這一年建立全國道務運作的雙

核心，即北平和天津。為了凸顯北平道務中樞的重要，師尊特別在2月

19日到3月25日，首度在北平鼓樓大街蔣家胡同50號，開辦了一次「順

天大會」，有來自各地的200多位幹部參加。38這次的大法會又稱為

「爐會」，是由師尊親自主持，張五福、宮彭齡、劉新泉、齊慧貞等

道長負責具體工作。整個法會的進行，除了《中庸》、《道德經》、

《大學》、《金剛經》等基本經書的講解外，很多時間都是由仙佛直

接臨壇教誨，所以非常特別。這年的農曆年初四，韓老在宮點傳師的

帶領下，去北平向師尊、師母拜年，這是韓老第一次面見師尊師母。

二、「同興壇」的成立

民國28年（1939），韓老回來天津，隨即在工廠裡安設佛堂「同

興壇」。開壇當天，連同員工有數十人求道，這一段經過，在韓老的

自述中有提到：

　　我給我父親去信全家求道，父親那年七十歲，我母親五十四歲

就歸天了，我在北京先超拔母親。三個月後我回天津家裏，馬上立

老 佛燈，那時工廠還工作，我那工廠好幾百人。開佛堂，請點傳

師點道好幾十位。從那兒我天天報字，去佛堂跟點傳師辦道。民國

二十八年正月在北京立順天大會，我沒去，天天辦道，沒有白天、

晚上。39 

37.《老前人生平年譜》未刊稿，民國28年條。

38.河北文史資料編輯（1992），《近代中國幫會內幕》，下卷，頁595-596。

39.白水老人口述，《我的求道、辦道經歷》，口述歷史檔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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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的工廠，即是韓老所開設的「大德隆染織廠」。當時在

天津很多這類民生工業的染織廠，大多生意很好、很賺錢。而韓老願

意將工廠收起來，專心辦道，一則是因為得到濟公老師為他治病的顯

化，二來也是上述在韓老從北平回來天津時，發現工廠被歹徒入侵，

自己也險些沒命，讓韓老深深感受到人生的無常，以及大道的尊貴，

所以下定決心將工廠收起來，在樓上開設佛堂。根據來臺的老三才牛

學儉的回憶，「當時的同興壇，是在大德隆染織廠的樓上，樓下的工

廠染織機都還擺著，只是沒有運作，反而有很好的掩護作用。」40 

同興壇的位置離師尊的「天真總壇」沒多遠，走路就可以到了。

師尊經常是由天真壇走到同興壇。根據韓萬年點傳師的說法，有一次

師尊從天真壇說要去同興壇看韓老前人，天真壇的人打電話過去，說

師尊老大人要來，話還沒講完，師尊已經到了，可知離師尊的總壇確

實不遠。同興壇的大小約有六十坪，可以坐120人，可能是因為離總壇

近，成立之後漸成為天津道務的推展核心。根據住在其中的韓萬年點

傳師回憶，當時他大概十四、五歲，每個月會有一次全天津市所有點

傳師會回來同興壇召開的點傳師會議，可知該壇扮演的重要角色。41

 圖1：同興壇復原圖

註：本圖感謝當年住其中的韓萬年點傳師指正後以3D立體圖完成。前棟
為同興壇，兩層樓，樓上為佛堂，樓下為接待處及房間，一層約60
坪。後棟為原大德隆染織廠，佔地約180坪，前後加起來共佔地約
250坪。

40.20140717牛學儉前人採訪日誌，「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藏」。

41.20140825光慧佛院採訪日誌，「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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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9年（1940）三月間，師尊來到天津，住在霍永盛家。三月

十五日適逢老 大典，師尊安排韓老報字，請老 到壇。師尊請求老

免去立爐立會，老 批示：以後以天地為鼎爐。此後，韓老在各佛

堂擔任人才，每天奔跑。42 

當時，對日抗戰日日吃緊，這年又遇天災大水，淹沒了華北，到

處一片汪洋。天災人禍，萬物遭劫，韓老眼看世局現況，眾生塗炭，

再想仙佛預言，無一不真，便「決定犧牲一切，專心辦道」43。於是

民國29年春季，毅然結束工廠事業，從此擔任道場工作，幫忙操持道

務，盡心盡力，終其一生。

民國29年（1940），九月間，韓老轉而來到天津總佛堂「天真

佛堂」擔任司帳之職。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當時我作什麼事﹖

早起擦佛燈、桌子、掃地，佛堂來道親，招待道親打毛巾。老師、師

母來了，給老師打洗臉水、倒痰桶，佛堂的用品，得騎腳踏車跑出去

買，晚上睡覺全得管。」44同年（1940），韓老將自己開的「大德隆染

織廠」，整個讓給別人，自己專心來總堂辦事。民國30年（1941） 3

月3日，師尊師母一同蒞臨天津，於天真壇主持天津第一次放命，共有

三十六位領點傳師命，韓老亦在這次領命人員之列，當時大道已由天

津傳遍全國各地。

肆、同興壇來臺主要前人

佛堂簡稱「法船」，一旦開設佛堂就可不斷的透過辦道渡人的方

式，來接引有緣的眾生。民國28年6月5日，李鈺銘前人（文慈菩薩）

由一位謝老太太帶來「同興壇」求道，李鈺銘前人就是後來「發一靈

隱」的開創者。45而陳鴻珍前人是在隔年（29年），於天津明德壇求

道，點傳師是宮彭齡，46但求道後多在韓老的同興壇參辦。

42.《老前人生平年譜》，民國29年條。

43.白水老人口述，《我的求道、辦道經歷》，口述歷史檔H1。

44.白水老人口述，《我的求道、辦道經歷》，口述歷史檔H1。

45.祁裕修（1983），《文慈仙君結緣訓序》（臺北：三峽靈隱寺印）。

46.發一崇德編（2008），《陳前人大姑：慈悲喜捨的一生》（南投：光慧文教基金會），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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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劉振魁前人

劉振魁前人原籍河北冀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八月

二十日。世代務農，上有兩位兄長，他排行老么。很早就離開家鄉到

天津學經商、求發展。後被派到日本大阪，負責當地的生意。當時劉

公正值二十初頭，可說是年輕有為。在日本大阪經商沒多久，即學得

一口流利的日語。並在日本大阪停留前後約十年，然後回到天津，自

己開商行，專辦中、日間的貿易，生意作得很成功。最盛時在天津擁

有十五個店舖，因而聲名遠播，為天津一大商人。

民國29年（1940）間，有一位生意上的朋友喬先生，渡劉公去

求道。其後，劉公經常放下忙碌的生意，回來佛堂學習參辦，真誠而

低心的從基本佛規禮節學起。正好韓老的「同興壇」即將安排一場法

會，於是劉公參加了這次的法會。在那次法會中，韓老講述了他個人

發心修辦的經過。劉公深深的被韓老發心修辦，捨出工廠事業，全心

修辦的精神所感動。47於是畢班之後，劉公立刻將自己所經營的生意作

個結束，全數頂讓給別人去作，自己則將全部所得，在天津西火車站

旁，購置四合院一處，準備開設佛堂，效法韓老的精神，全心投入修

道辦道。

劉公於成立佛堂當天，很多生意上往來的同事，都被他的

精神所感召而來求道。根據來臺三才的回憶，其後，每次的「義

善壇」辦道，都是由同興壇的韓老親自來辦理。顯然，韓老對義

善壇的成全工作非常用心，不但是親自關心帶領，而且還細心的

開導。或許是劉公與韓老之間，有某些相似的因緣，讓他們一見

如故，難怪劉公會以韓老為效法的對象。由於劉公的大捨與全心

的投入，再加上同興壇韓老前人的成全，義善壇的道務很快的

宏展開來。於是在義善壇開壇一年多後，民國31年（194 2）左

右，經韓老舉薦，在天津總壇，由天然師尊親自放命。劉公正

式領命為點傳師，從此道念愈堅，進行愈猛，矢志為遍傳大道

真理而努力。一直到民國36年（194 7）渡海來臺開荒前，劉公

47.林榮澤（2002），《一代明師：師尊張天然略傳》，頁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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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義善壇為中心，在韓老領導下，於天津市開創道務。所開出去

的佛堂遍及天津市各地，每當義善壇開班之際，從各地回來開班的人

不計其數，為當時同興壇韓老主持下，道務相當宏展的佛堂之一。

圖2：天津義善壇復原圖

註：圖2根據當年住其中的老三才牛學儉的記憶繪製而成。為四合院式
建築，共佔地約200坪。

二、李鈺銘前人

李鈺銘前人，民國元年九月十日誕生，幼承庭訓，為人忠厚耿

直，克盡孝道。十七歲于歸劉府，子女不幸夭折，良人又罹患心悸

病。婆婆找來江湖郎中，說是須有親人骨肉做藥引。李前人鼓起勇

氣，拿起菜刀，割下左腿一塊肉，鮮血淋漓，痛澈心肝。而且又沒藥

可敷，僅用麵粉敷止傷口。可惜良人命薄，醫藥罔效，回天乏術。48 

李前人慘遭如此人倫巨變，孤寡一人。婆婆遂以為她命中帶剋，

逼她改嫁；全家人也因此瞧不起她，雖身為長媳，卻毫無地位可言。

可是，她矢志守節，願生為劉家人，死為劉家魂。

及至民國28年（1939）遇謝老太大渡化求道，如同從黑暗中找到

明燈，從此聞道不捨，常去佛堂研究。49李前人綁小腳，行動不便，走

48.三峽靈隱寺（1998），《慈恩永懷：文慈菩薩成道十五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天道之光出版社），頁4-5。

49.《一貫薪傳：白水老人開荒闡道六十週年感恩紀念》（南投：天元佛院，2008），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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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堂約需兩個小時。若碰到天候不良，行動尤為不便，但是前人以

毅力克服這一切。前人明理之後，想吃素，婆婆不肯，說是家中乃大

鍋大灶，不准另煮。她老只好將飯端至房間，配些鹹菜，如此再寒

暑，久而彌堅。有時她老去佛堂回來，婆婆語帶諷刺的說：「大神仙

回來了」，不料一語成真。50 

前人個性堅強，素不喜歡麻煩別人，自己份內事，舉凡洗衣做

飯，整理家務，往往利用時間完成，絕不叫妯娌閒言閒語。晚上甚至

於還得替小叔、妯娌做些衣服、襪子，可見她人道無虧。

有一次研究班前賢不在，前人即自告奮勇向大家說：「讓我來練

習講好嗎？」大家均表贊成，她就拿仙佛聖訓講解。由於精誠所感，

講出來特別順暢，如有神助。後來她就到各佛堂講道。

民國36年，臺灣光復不久，前人奉前賢之命，隨同劉前人、祁前

人，從天津到臺灣開荒辦道。可是怕婆婆不肯，於是請娘家母親來說

情，說是女兒要到上海遊玩三個月。婆婆說：「可以啊，如果死在外

頭，可別來我劉家要人哦！」沒想到前人就這樣在臺灣渡過她的下半

生。51 

民國37年，師母在天津主持大懺悔班時，韓老前人向師母請示要

去西安開荒，師母指示應往東南方的臺灣，老前人即向師母稟報同興

壇已去臺灣開荒的人員，並向師母請命，師母慈悲即交代韓老前人員

額，讓老前人帶來臺灣放命。民國39年，李前人與其他共十一位前人

發生官考，各位前人出來後，老前人即代母放點傳師命給李前人及其

他幾位來臺的前人52，領命之後的李前人，歷經艱辛的考驗，開創出臺

灣的發一靈隱大道場。

50.三峽靈隱寺（2003），《菩薩愿行：文慈菩薩李前人成道廿週年紀念》（臺北：天道之光出版社），頁32。

51.〈文心武骨，慈悲渡眾：文慈菩薩李前人生平道範〉，《光明集刊》第四期，1995年12月，頁40-41。

52.20140717牛學儉前人採訪日誌，「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藏」。



063
發一探源 -- 天津一貫道「同興壇」研究

三、陳鴻珍前人

陳鴻珍前人，字瑩如，道號元貞，後學們以「陳大姑」相稱。

民國12年（1923）降生於天津市。父親陳鳳鳴，擔任天津雜貨商會

會長，樂善好施，經常接濟貧苦人家；母親顏氏，相夫教子，淑慎溫

恭。大姑誕生前夕，其外婆及母親顏氏同時夢見觀音送子前來陳家祠

堂，當夜子時，陳前人即在強大的寒風吹雪中降生人間。外婆說：

「這孩子不知是什麼命，一出生就有一陣大風吹來，這叫陽風叫雪，

觀音菩薩送來的孩子。」53父母甚是歡喜疼愛，視如掌上明珠，又希望

陳前人在觀音菩薩的護祐下，前程遠大，所以為她取名為「鴻珍」。54 

大姑有二弟四妹，家庭極為和樂美滿。父親自幼喜讀四書五經，

尊禮崇義，尤愛三國時代的忠義故事。閒暇時，大姑最愛聽父親講述

這些故事，鳳鳴公也藉機引申經書涵義，開導做人處世的道理。

大姑幼年求學時，幸遇康老師，康老師平日經常對學生講述忠臣

孝子、烈女節婦等故事。大姑對康老師深感敬佩，也喜歡研究四書五

經，經常將書中教人修身立德之文句抄錄筆記，隨時翻閱背誦，自我

愓勵。

大姑十幾歲時，一日出門散步，恰巧遇見一婦人於丈夫墳前悲

泣，頓覺人間生離死別之苦，心生悲憫，當下即想：如何可以讓人永

不分離？乃決心尋找能夠離苦而長樂的人生道路。

陳大姑前人求道時才十八歲，當時求道的情形，大姑自己回憶

說：「我個人是民國29年求道，求道以後也算是聞道不捨，在天津同

興壇，也就是老前人領導的佛堂，有好幾位點傳師非常慈悲，對我關

懷照顧，幾位壇主對我提拔愛護。」55陳前人是在天津明德壇求道，點

傳師是宮彭齡，56但求道後多在韓老前人的同興壇參辦。

53.發一崇德編（2008），《陳前人大姑：慈悲喜捨的一生》，頁12。

54.發一崇德編（2008），《陳前人大姑：慈悲喜捨的一生》，頁12。

55.陳鴻珍，〈師尊成道四十週年追思紀念〉，《崇德》合訂本一—十期，頁69。

56.發一崇德編（2008），《陳前人大姑：慈悲喜捨的一生》（南投：光慧文教基金會），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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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姑前人求道後，很快了悟大道的尊貴，隨即發心要渡化理

教的二當家女修士，但沒能成功。一直到二年後，這位理教二當家歸

天後來托夢，對陳前人說：她很遺憾沒能求道，所以只能登堂未能入

室。要陳前人好好修，將來的境界一定比她高，如此讓陳前人對道的

寶貴更具信心。57在天津同興壇修辦時，經由韓老的引見，胡道長的提

拔，見到了師尊。陳大姑前人說：「師尊很慈悲的告訴我，希望我學

觀音菩薩。」師尊還特別叮嚀說：「不過妳要了解，這中途要經過很

多魔考，很多困難，你要堅強，要忍耐。」師尊的慈悲讓陳前人感受

很深，也給了她無比的力量，她說：「這幾句話，使我四十多年來，

在老前人領導下，不論受什麼考驗，我都能突破，這也是師尊幾句話

給我的力量。」58 

民國36年（1947），大姑二十五歲，由於師尊的慈諭，及胡道

長、老前人韓公雨霖與眾前輩的提拔栽培，獲選來臺灣開荒弘道。59母

親顏氏知道後，因擔心女兒出遠門受苦，立刻表示：希望大姑在家裡

修就好，而且都可以依大姑的心願，包括吃素、清修、佛堂設班，只

要她不去臺灣都可以。60倒是父親比較支持大姑出去開荒，還勸她母親

說：「我們這個女兒，既然有大志願，將來不可能都靠我們，如果現

在沒有給她機會磨煉磨煉，以後經不起任何的困難打擊，反而是我們

害了她，到時候我們倆老，才更是放心不下。」61還鼓勵叮嚀大姑說：

「出門在外，一切要靠自己打理，言行要謹慎，所謂：『害人之心不

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62』，要好好照顧自己啊！」於是，首次臺灣之

行就順利的啟程。

半年後，大姑因為語言不通，道務辦不開，心中憂慮、氣餒，水

土不服，於是，決定返回天津老家治病、探親。大姑感嘆，莫非她與

臺灣的百姓無緣。然而，船行海中，忽逢狂風巨浪，客船有翻覆的危

57.發一崇德編（2008），《陳前人大姑：慈悲喜捨的一生》，頁17。

58.《補充資料集》（臺中天恩公司第一屆崇德班紀念專輯，民國77年），頁6。

59.《一貫薪傳：白水老人開荒闡道六十週年感恩紀念》（南投：天元佛院，2008），頁86。

60.《永恆的舵手—陳大姑傳》，未刊稿，頁13-14。

61.《永恆的舵手—陳大姑傳》，未刊稿，頁14。

62.《永恆的舵手—陳大姑傳》，未刊稿，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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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此時大姑心有所悟，莫非這風浪因我而來，於是，對天發願：

「如果這風浪是因我而來，這次返鄉探望親人、治病，等我病治好

後，必定再返，祈求上蒼立刻平息風浪。」63果然，不久，風平浪靜。

大姑內心暗暗許下再來臺灣渡眾之誓愿。

翌年，大姑參加師尊殯天後的「懺悔班」，並立下「清修」與

「頂劫救世」的宏願。同年八月，大姑不忘救世宏愿，再度揮別慈愛

的雙親，追隨韓道長來臺開荒闡道。臨行時，站在天津大沽口的碼

頭，父親心有所感地對大姑說：「此去不管妳遇到什麼困難，妳都要

記住，妳是陳家的子孫，雖然不敢要妳光宗耀祖，但是絕不可辱沒陳

家的門楣，沒有修個菩薩大仙，也要修個仙姑的果位回來。做任何

事，一定要有始有終，世間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妳可要好好記住這

話啊！」64剎時淚珠模糊了大姑雙眼，對著父親猛點頭。弟妹們也情不

自禁地相擁哭泣，依依不捨，互道珍重。陳前人來臺後，歷經艱辛的

過程，民國39年由韓老前人授領點傳師命，開創出今日臺灣一貫道發

一崇德道場。

四、張玉台前人

民國前二年（1910），張玉台前人誕生於河北省景州縣的魁新

莊。父親張木根，母親名九姑，世代務農，門風沌樸。父母為她取名

「玉台」，是希望她成為女流中的佼佼者。前人身為長女，愛護弟

妹，孝順父母，無微不至，精熟女紅，勤於家務，未出嫁前，便贏得

一門上下及左鄰右舍的稱讚、喜愛。65 

長大後，她于歸曹家，夫君曹英俊，是位端正賢良的君子。前人

孝順翁姑，相夫教子，和睦妯娌，愛護小姑，照顧小叔，任勞任怨，

克盡婦職。不到幾個月，她的美德已傳遍鄉里。先生曹公的祖父曾任

一縣之長，德廉政明，時有清譽。曹公排行老大，家規亦嚴。當時正

63.《永恆的舵手—陳大姑傳》，未刊稿，頁14。

64.《永恆的舵手—陳大姑傳》，未刊稿，頁16。

65.《一貫薪傳：白水老人開荒闡道六十週年感恩紀念》，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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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經營永聚成染廠，年輕有為，事業蒸蒸，對父母極盡孝道。與

前人結婚後，夫唱婦隨，家庭和諧。66 

民國29年（1940），曹公在染廠，因為要買染料而認識袁德銘

先生。袁先生首次與曹公見面，便很熱衷談道的事情，談到後來，每

次袁先生一來，曹公便撇頭就走。但袁先生仍鍥而不捨，一有機會便

提。就這樣經過二年，曹公好友李清臺求過道，知道道好，也誠心勸

曹公求道，曹公感於二人情誼深厚，便答應求道，時於民國31年，地

點在天津明德壇，點道者是韓老前人。

也許是宿世的因緣深厚，曹公求道後便聞道不捨，興趣濃厚，大

為發心，尤其在父親躲過一劫（遭土匪搶劫未死），自己也躲過二劫

後，曹公對道益發堅定，從此篤信而全力奉獻了。關於這一點，在民

國77年曹公的結緣訓中，有清楚的描述：

早年前，吾是經商，紡織染布，生意經營不錯，雖得道，無

時間去研究道理。有一次吾出外經商，遇匪寇劫持，很多商人被綁

票，每一個人都被撕票，惟吾英俊，兩目守玄默念三寶得感應，賊

寇不殺吾命，讓吾再有脫生之機。所以吾回去就勸吾內子（張前

人）求道，昔日，內子身體虛弱，吾要求點道師慈悲，讓我內子有

機會求道、訪道、修道，恩師賜個平安果讓我內子吃了，內子身體

才康復，內子發心，佛前打掃、燒茶、照顧三才。67 

張前人求道的動機，並不只是為求自己身體健康，真正的原因是

于歸曹家後，父親過世，她聽說求道可以超拔父母，吃素可以使父母

沾光，便在佛前發愿清口茹素，求道月餘即超拔父親，後來明白這個

道有天命，可以一指超生，便又積極渡化祖父母及母親，並且再超拔

祖父，前人求道的動機，可謂孝心純篤，德足感人。

66.天元宮文書組（1996），《懿德永昭》（臺北：屏山天元宮），頁16-17。

67.引自《懿德永昭》，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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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求道後，前人果真不畏辛勞，發心禮敬仙佛，招待道親，

每天一大早就上佛堂打掃內外、燒茶、獻香，也盡心成全有緣人。夫

婦二人平日也互相勉勵，同修共進。並在工廠開了一家佛堂，老師臨

壇賜名「義興佛堂」。從此夫婦倆齊心修道，更一心不二，篤志向前

了！

民國34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老師在天津總堂府署街對胡道

長等人指示：「臺灣光復了，可以去開荒。」老前人回來同興佛堂，

當時就向大家宣布：「老師有命，臺灣可以開荒了。」當時劉點傳師

（清閒仙長），曹公都在現場。劉點傳師因熟諳日語，便首先發愿：

「要到臺灣來開荒，我去！我懂日語。」曹公接著說：「需要財力的

話，我們義興佛堂來支持。」老前人最後說：「好！你們這樣，我就

幫忙操持。」就這樣開啟了來臺開荒的因緣。

那時義興佛堂有位趙忠貴先生，也是開工廠的，平日與曹公交情

十分深切，對道頗為誠心，財力也好，又熱心助道。曹公回來後，便

與他提及大家有心來臺開荒之事。趙先生了解之後，不但答應以財施

大力支助，並且准其女兒（趙大姑）與大家同來。趙先生一言九鼎，

自那天與曹公談話發愿開始，便盡其所能，對道場經濟支援。民國37

年老前人奉師母之命來臺，所帶的四十億，其中三十億即為趙忠貴先

生所佈施，一億為曹公所了愿。

後來曹公也有意要開荒下種，但無奈事業繁忙，無暇分身，便

回家與妻子商量，希望前人代夫了愿，開荒臺灣，並協助一起去的三

才（趙大姑，名惠湘）。起初公公聞此消息，堅持不肯讓前人遠離家

門，因為前人一離去便無人照料家庭一切。後曹公一再解說、勸諫，

甚至跪地苦苦哀求，公公才答應「離家三年，必須回來！」誰知風雨

變化，從此永訣。張前人來臺後，初期隨侍老前人煮飯，幫辦道務。

民國39年，同陳大姑前人一同領受點傳師命，之後請命到臺中清水等

地開道，由清水向山崎、新竹、臺南、臺北、高雄、屏東、花蓮等地

發展道務，開創出發一天元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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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祁玉鏞前人

祁玉鏞前人，字裕修，民國5年四月十二日生於河北靜海縣，為

人寬厚仁慈，謙恭和藹，少時深炙中國固有之聖賢教化，年長從商，

經營買賣，曾任棉布莊的經理。由於機緣成熟，祁前人經友人引薦，

於民國29年（1940）在塘沽求道之後，深覺大道寶貴，即於心中立下

救渡眾生之志向，遂聞道不捨，常往同興佛堂，參辦道務。68民國36

年（1947），師尊殯天，師母承繼天命，穩住道局，並開懺悔班，以

成全開道人才。祁前人正好也參班，聞說師母將選拔人才，前往臺灣

開荒佈道，乃毅然挺身而出加入開荒的行列，立即辭掉布莊經理的工

作，隻身隨著開荒的前賢們來臺灣傳道，此時正當33歲英年，家中尚

有高堂老母及一位三歲稚女。

民國37年8月3日，祁前人與二位陳大姑、趙大姑、梁大姑等五人

共乘最後一班的美信輪（往後天津淪陷，交通斷絕），在海上顛簸了

四晝夜，才來到臺灣。原先是希望一年半載，將道的種子撒播在臺灣

之後，即可返回大陸，豈料不久，大陸淪陷，遂與家人斷了音訊。 69

祁前人來臺後，於民國39年，同陳大姑、張玉台前人一同領點傳師

命，開創出今日的發一天恩道場。

六、劉全祥前人

劉全祥前人，字德化，別號春輝。祖籍河北省寧河縣人，生於

民國前三年（1908）六月二十九日。劉前人幼蒙庭訓，世代以忠孝

傳家，家庭雖富裕，但重禮教守家規，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為人寬

厚仁慈，謙恭和藹。家中共有兄弟二人，長兄務農為業，劉前人則從

商。壯年時曾往東北黑龍江一帶經商多年，從事燒鍋生意（燒鍋即

酒，相當現在臺灣的公賣局），擔任管帳一職，由於信用卓著，聲譽

很好，所以生財有道，衣食不愁，事業一帆風順。

68.天恩宮編（2002），《體行身教的仁者：至德大帝成道十周年紀念》（臺北：天恩宮），頁27。

69.天恩宮編（2002），《體行身教的仁者：至德大帝成道十周年紀念》，頁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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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常，民國26年，日軍侵華，連年兵燹令神州變色，民

不聊生。民國34年，日本投降，不料共黨接連叛亂，大陸淪陷後，劉

前人亦被列為地主富農，成為共黨剿鬥的對象。經此遽變，劉前人由

平步青雲而一落千丈，乃頓悟人生無常，財產事業猶如鏡花水月，過

眼雲煙，惟有大道綿延亙古，能與天地長存。於是立下洪愿，發心渡

眾，效法聖賢，走上修道、辦道這一條神聖之路。

劉前人於民國30年得遇引保師接引，明師一指點而求得聖道。

求道以後，聞道不捨，認理實修，朝乾夕愓，力求精進，不斷研究道

學，故深知大道寶貴，自是拳拳服膺，精一執中，不敢稍有懈怠。後

蒙韓老前人提拔去見道長，道長慧眼識得劉前人是可造之才，就叫劉

前人住在佛堂幫忙報字、寫字。其後又舉薦領點傳師命，渡化眾生。

從此，劉前人道心益發堅定，修道辦道更加精進。

民國36年（1947），正當臺灣光復之初，大道已在大陸各地傳

遍，惟有臺灣寶島尚未得沾。是年春天，劉前人發一洪誓大愿，奉前

賢之命，追隨韓老前人來臺開荒下種。於決定來臺當時，劉前人不敢

告訴家人，惟恐講出來家人不肯讓他走。可是其夫人已略有所聞，便

叫垂髫稚子前來阻擋，甚至在劉前人執意要走時，將前人的腿抱住，

苦苦哀求不讓其行。劉前人卻忍住內心的不捨，噙住眼眶的淚水，

誑騙家人：「我去天津，你們哭什麼？」就這樣頭也不敢回的奪門而

出，誰知此一別，竟是一生一世的永訣！70劉前人來臺後，發展出今日

的發一同義道場。

70.同義宮編（1995），《大德真君紀念輯》（臺南：同義宮），頁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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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連玉前人

王連玉前人，字蘊如，河北省景縣安陵鄉王沙窩村人，生於清光

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二十二日，民國68年（1979）六月二十日成

道，世壽八十七歲。王前人生於士紳望族，其曾祖父王玉岍在清嘉慶

年間官至五品侍郎，為官清廉，深得民心，乃祖蔭甚盛，書香門第，

禮義傳家，故幼承庭訓，飽讀詩書。自幼受祖母孝行感召，深深體會

「百善孝為先」的道理，時時惕勵，以「孝悌」為做人本份，落實生

活中，不敢輕慢。十八歲結婚，即掌管全家上下應理之事，育有三女

一男，平生為人忠厚，和睦鄉里，心慈懷寬，樂善好施，有「善人」

之美稱。71

王前人在未求道前，即經常出入佛門，學佛作佛。民國30年，經

由堂叔的引渡，求道以後，了解天道寶貴，不久便清口茹素，開設佛

堂。因家裡原本就有私塾，教授古文，故渡了不少人求道。時日本侵

華，北方已經淪在戰亂中，前人依舊為道盡心盡力。

34年底，王前人因「窮人大翻身」而入獄。35年，時局更為混

亂，動蕩不安，不得不離鄉背井，將萬貫家產丟棄一旁，一家幾十口

人各自逃難，妻離子散。如此的考驗，讓前人對道感悟更深，辦道的

意念更加堅定。後來找到其堂叔帶見點傳師商議決定，請示師尊慈悲

指示，今後何去何從？當時師尊正在休息，前人先見到韓老前人，經

說明情形後，老前人說：「最近有一批人要到臺灣開荒，你就跟著去

吧！」又說：「你對道有何貢獻？臺灣有親戚否？」當時經其點傳師

說明，其在家鄉已發心辦道，設立佛堂，渡了不少人。並且有一位堂

侄名叫王士英，民國34年（1945）時，已被政府派到臺灣推行國語，

若去臺灣，可聯絡他。因此老前人鼓勵王前人跟隨來臺灣開荒佈道。72

王前人來臺後，奉老前人之命，赴臺南配合劉全祥前人辦道，37年領

受天命，之後到新竹發展，成立「光明壇」，發展出今日的發一光耀

道場。

71.《一貫薪傳：白水老人開荒闡道六十週年感恩紀念》，頁56。

72.新竹光耀道場編，《文恥大帥生平事略》，未刊稿，「一貫道學研究中心文獻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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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來臺開荒的各位主要前人，如〈表四〉所示：

表四：天津「同興壇」主要來臺開荒前人出身背景簡表

前人 出身背景 備註

韓老前人 大德隆染織廠負責人 領導同興壇

劉振魁前人 天津商人 通日文

劉全祥前人 從商，曾赴東北經營買賣 發一同義

陳鴻珍前人 父親擔任天津雜貨商會會長 發一崇德

李鈺銘前人 家庭婦人 發一靈隱

王連玉前人 書香門第．教書 發一光耀

郝晉德前人 天津意古五金商行經理 發一明德

祁玉鏞前人 經商，任棉布莊經理 發一天元

劉學錕前人 經商 發一德化

張玉台前人 夫君經營永聚成染廠 發一天元

張瑞青前人 南滿鐵路局警務段段長 發一慈法

劉明德前人 經商 發一慧音

八、師尊指示向外開荒

民國34年（19 4 5）八月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但隨之而來的

是通貨膨脹與經濟的快速惡化，國共之間的惡鬥正要展開，北方

的局勢日益險峻。民國34年底，師尊由四川的廣漢縣，來到東

北的瀋陽市總壇，主持法會。廣漢縣是四川全省中，道務最宏展

的一個縣，全縣有近三百處的佛堂，道親約六萬人。73師尊特地

前往當地，給弟子們慈悲鼓勵。隨後，師尊回到東北，主持東北

地區的聯合法會，並提拔郭志賢為前人，負責東北地區的道務。

隔年（1946），師尊回北京總壇視察道務，35年中，師尊再度

也是最後一次蒞臨天津總壇「天真佛堂」主持法會。這是師尊在

抗戰勝後首次回到天津市，師尊在法會中慈勉大家，不要以為

抗戰勝利了，一切的災難就此結束，太平盛世就會到來。師尊

要大家居安思危，面對更大的考驗與挑戰，且更要加快腳步，向

73.孚中，《一貫道發展史》（臺北：正一出版社，1999年3月），頁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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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去開荒闡道。為此，師尊在畢班後，特別指示胡道長，規劃整體

開荒闡道的具體做法。

師尊的指示，讓許多前賢感到訝異，原本以為好不容易抗戰

勝利了，可以過太平的日子，師尊卻指示要加緊腳步，向外開荒辦

道，好像師尊早有預兆，大道的宏展，將要面臨一場大的轉折。隔年

（1947），師尊到四川成都市，隨後就在成都歸空。

當時，負責天真總壇道務操辦的，主要是韓老及張文運點傳師。

韓老負責總壇大大小小事務之安排，張點傳師則負責總壇一切班次的

規劃與推動。胡桂金道長遵照師尊指示，要韓老及張點傳師具體去推

動開荒闡道事宜。於是韓老在後來的一段期間，召集同興壇的各位點

傳師、壇主及各地道務的負責人，開會研討如何向外地開荒傳道。

民國36年（1947）初，當大家回同興壇向韓老拜年時，韓老再

次的提起開荒闡道的事宜。韓老偶然在報上看到臺中公園的照片，得

知臺灣廣告的招牌也是中文字，於是就對大家說：「臺灣這個地方還

不錯，誰去開荒啊？」那時劉公即毅然決然地說：「我去！」韓老就

說：「您年歲大了，辦道人出口為愿，可不要隨便講話啊！」「那有

隨便講話，只要預備好人及船票，我就去！」劉公很堅定的說。74就這

樣，即刻準備前往臺灣開荒。第一批五人，由劉公率領，就在36年三

月間，渡海來臺，開啟了大道傳播寶島的新頁。一年後，他們回天津

報告臺灣的情形，使得更多的人想來臺灣傳道。75其後即陸陸續續有天

津的前賢到臺灣來傳道，民國37年，韓老前人亦帶了四位來到臺灣，

連先前共計有27位來自同興壇。其後，經歷民國38年及40年的兩次官

考，終於開展出今日天臺灣一貫道的發一組。

74.三峽靈隱寺編（1997），《集賢樓落成特刊》（臺北：天道之光出版社），頁36-37。

75.宋光宇（1987），《天道鈎沉：一貫道調查報告》，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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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探源 -- 天津一貫道「同興壇」研究

伍、結論

民國28年（1939）在天津市，韓雨霖老前人在自己的工廠內成

立「同興壇」，30年（1941）韓老領受師尊的天命為點傳師，37年

（1948）他前後指派二十多位前人來臺開荒傳道，開展出今日海內外

共三十餘國的發一道場，信眾超過百萬。這之間的發展與變化之大，

實難以形容。本文主要是探討最早的同興壇，從成立到發展的經過，

藉此以了解天津市當時辦道的情形，及韓老在大陸辦道的歷程。經由

本文的探討，大致可了解以下幾項：

首先，我們可以了解，臺灣一貫道發一組的淵源，主要是韓雨霖

老前人的同興壇。韓老原本是位天津的企業家，經營一家染織廠，根

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在他身上顯現的神蹟，使他能發大心愿，全

力投入一貫道的宣揚，並在自己工廠內成立佛堂，之後又住進天津的

總壇「天真佛堂」操辦。因此，由於韓老對道的投入與開辦，才有後

來傳來臺灣的一貫道發一組。

其次，再就這些位來臺傳道前人的背景來看，可以了解當時天津

同興壇成全的道親，並沒有特定的社經地位。有大家閏秀的陳大姑，

也有識字不多的李鈺銘，還有在天津經營永聚成染廠的曹永聚夫婦。

天津大商人劉振魁也是，經營布莊的經理祁玉鏞，書香門第的王連玉

等。看來是以生意人居多，這可能與韓老本身經營工廠有關。

其三，如果將同興壇放在整個天津道務的發展來看，同興壇是天

津十二大壇之一，這些佛堂也有來臺傳道的，但就民國34至39年間，

來臺開荒的前人輩作統計，如前述〈表三〉所示，同興壇來臺傳道的

人數多達27人，是其他天津各壇之冠。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師母給天津

一貫道的代稱是「發一大道」，而同興壇來臺辦道後，就沿用這個稱

號，成為臺灣的一貫道發一組的代表。

本文的探討，主要是集中在開創者韓雨霖老前人，及其設立的

「同興壇」，還有同興壇所培育出來的主要前人，以此來了解今日臺

灣一貫道發一組的歷史淵源。至於同興壇傳來臺灣後，如何發展成今

日的一貫道發一組，則需另文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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