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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崇德聖訓教育初探

 -以 1993~2004 年「共同課程」為主軸
   撰文／陳丁立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摘要

發一崇德道場於民國79年（1990）成立聖訓中心，此後每年由聖

訓中心邀集七大道場聖訓組組長召開會議，各自推薦前一年度仙佛於

該道場所批示的聖訓，經過綜合討論，進而安排研究班的聖訓課程。

直到民國94年（2005），崇德道場實施研究班教育教務更新，並以固

定版本的教材作為聖訓教育的依據，沿用至今。因此，發一崇德聖訓

教育，可分為「年度型」、「固定版」兩類教育型態。

「年度型」國語班聖訓教材，可分為「共同」與「個別」課程，

所謂「共同」課程，指新民、至善等研究班共同研讀的「妙訓」課

程，又可分為「圖形」與「文字」兩類，為本文探討之主軸。「妙

訓」，是指仙佛聖訓中出現文字或圖形等「訓中訓」，讚歎「訓中

訓」精湛神妙，故稱「妙訓」。聖訓教材中的25篇妙訓，「圖形」類

的妙訓，可歸納為「燈火」、「植物」、「會意」等主題；「文字」

類妙訓，另可區分為「學習」、「修為」、「願景」等主題。

在「圖形類」中的「燈火」主題強調「燈」為「道」之「體」，

「火」為「道」之「用」，合而言之，即「聖賢之道」的體用。妙

訓強調實踐人道，綻放仁愛本心的光芒，燃起慈悲之心，照亮長夜的

幽寂。聖賢之道，猶如天地的明燈，崇德人以不休息菩薩為典範，傳

承心燈，永續道脈，締造大同世界；以「植物」為主題之妙訓勉勵修

士效法「竹」之虛懷若谷、「梅」之冰清堅忍、「蘭」之篤實率真。

另外，「文字類」妙訓，期勉修士「學習」聖賢之道，摒除私心，居

仁、遵禮、行義，以覺為師，反求諸已，「燈火」即其「學習」之對

象。「修為」貴在真心奉獻，無私無求，謙虛和讓，對修道四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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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功德、禮節、火候用心下功夫，慎心念於隱微，言行舉止從容

有禮，「植物」即「修為」之對象。而圖形類訓文中的「會意」主題

則期勉眾修士「萬眾一心」，復興中華文化，實現世界大同。文字類

訓文中「願景」為主題所嚮往者：「淨化人心」，啟迪眾生良知良能

之至善，締造良善仁厚的社會風氣；以仁為本，發揚「禮」的精神與

作用，與圖形訓「會意」主題中象徵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互通，亦為

「臺客語班」、「固定版」聖訓教育之核心宗旨。

崇德之聖訓教育以實踐「聖賢之道」為核心目標，故須以「紮根

聖賢之學、聖賢之德」為主軸，而整體奠基的重要目標如下：

一、建立完整的聖訓資料庫，提供研究者閱讀、檢索。

二、建立「善歌」、「語錄」的完整資料庫。

三、全面檢視具有「普遍性」教育價值之「連訓」、「妙訓」，確實

掌握其教育意義，並做好「詮釋」工作之規劃，以及聖訓傳題教

育的培訓。

四、讓聖訓內容與各教經典、文學典籍接軌，以作為研究班課程聖訓

資料之佐證。

以上述的成果為基礎，「繼往」方能「開來」，「往聖絕學」之

闡發，必定是開創「萬世太平」的成功關鍵，亦即聖訓教育之終極目

標。

關鍵字：發一崇德、聖賢、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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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一貫道發一組崇德單位（以下簡稱「發一崇德」或「崇

德」）聖訓中心所建立的目錄，以「國內外道場」、「區別」、「妙

訓名稱」、「地點」、「壇名」、「語別」、「連訓」、「合訓」等

分類，按時間順序次第建立訓文編號，從西元1945年（以下「西元」

省略）2月到2015年3月28日，所登錄的聖訓共7825篇。面對如此豐富

的聖訓寶藏，發一崇德於民國79年（1990年，以下「年」省略）成立

聖訓中心，典藏道場的聖訓資料，用以奠定聖訓研究、教育與推廣的

基礎。

一貫道「聖訓」，主要源自於「借竅」與「飛鸞」兩種方式1：

「借竅」，即仙佛借著「三才」之身現身說法；「飛鸞」，又稱「扶

鸞」，由「三才」分工而形諸「文字」記載。

民國26年《一貫道疑問解答》中的「何謂三才？」：「扶鸞時用

『三才』，即天才、人才、地才是也。扶乩者稱為『天才』，抄字者

稱為『地才』，報字者稱為『人才』。三才組成，始能飛鸞宣化，所

謂『天不言來地不言，天道藉人把道宣；繼往開來古今理，代代脈脈

續心傳。』」由此可知「飛鸞」時，「天才」手扶乩筆閉目橫書，透

過「人才」將天才所寫的文字大聲讀誦，再由「地才」抄寫，形成聖

訓的記載。

《周易．觀卦》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矣。」「神道」為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則，然而天不言、

地不語，因此聖人藉由占卜等求助神祇的方法來教化百姓，期達四海

賓服之效。

1.民國30年《皇 訓子十誡∙第二誡》：「今時下真機展普遍大地，諸天神眾仙佛共下東林；各處裡施顯化驚惺迷子，或飛鸞
或借竅親渡原真。」

壹、前言
貳、發一崇德聖訓教育概況
參、共同課程聖訓教材之內涵
肆、崇德聖訓教育特質及其展望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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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訓」是 明明上帝、諸佛菩薩與諸天神聖為了啟迪眾生而留傳

的智慧瑰寶，其內容為闡發真理，切合舉世政經文化之脈動，更是人

類追求和平、化娑婆世界為人間淨土的重要經藏，故為發一崇德研究

班教育施教的重要課程。過去碩博士論文與學術期刊，對於「聖訓」

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三種：（一）單一本聖訓：如《百孝經》2；

（二）針對聖訓特質：結緣訓、開壇訓、回文訓文等；（三）針對聖

訓的詮釋方式：「飛鸞釋經」3。而本文研究的角度，是從聖訓教育

的立場，彙整發一崇德從民國82年沿用至今所使用的聖訓教材。本文

研究之方法，即是從資料的歸納與分析，從關鍵資料中義理脈絡的會

通，依序層層遞進，用以探究崇德聖訓教育理念及其宗旨。

綜觀發一崇德的聖訓教育，就「教材」而言，可分為「年度

型」、「固定版」兩種。民國94年起，崇德進修班教育實施教務更

新，並以「固定版」聖訓教材在各班傳題，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之

前，「年度型」國語班的聖訓教材，從民國82年到93年，所彙編的

「妙訓」教材共有105篇。

「妙訓」，是指仙佛聖訓中出現文字或圖形等「訓中訓」，以標

明全文之主題。讚歎「訓中訓」精湛神妙，故稱「妙訓」。上述「妙

訓」，依課程性質而言，可分為「共同」、「個別」課程兩類。「共

同」課程，是指新民、至善等研究班共同研讀的妙訓課程，共25篇；

而「個別」課程，則為新民、至善等研究班各自研讀的課程，共80

篇。本文基於篇幅等因素之考量，為了能夠適度詮釋妙訓之要義，故

以「共同」課程之妙訓為重心，分為「圖形」、「文字」兩類，會通

這兩類妙訓之義理，以明崇德聖訓教育之特質與宗旨，進而展望未來

聖訓研究之方向。職是之故，首先須介紹發一崇德聖訓教育的歷史發

展，奠定妙訓、聖訓詮釋發生意義的基礎。

 

2.民國102年，莊德仁〈傳承與創新--《百孝經》聖訓與孝道傳統的對話〉，建中學報。民國101年，黃玉蘭《一貫道《百孝經
聖訓》的勸世訓文研究》，中央大學碩士論文。民國97年，林榮澤〈一貫道「飛鸞釋經」模式之探討：以《百孝經聖訓》
為例〉，臺灣宗教研究。

3.請參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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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一崇德聖訓教育概況

發一崇德的聖訓教育，就「教材」而言，可分為「年度型」與

「固定版」兩種。「年度型」教材，即從民國82年至93年，各就新

民、至善等研究班所規劃妙訓課程教材，為期12年；而「固定版」

教材，則因應崇德進修班教育實施教務更新，自民國94年起，彙編

「新民班」、「至善班」等班專用之聖訓教材沿用至今。有關「年度

型」、「固定版」教育類型的發展，敘述如下：

一、「年度型」妙訓教育的發展

「聖訓中心」成立的前一年（1989）元旦，發一崇德以「天恩

堂」名義編印《活佛師尊及仙佛慈示妙訓》，蒐錄民國77年8篇以及民

國76年2篇，共10篇「妙訓」。民國79年成立聖訓中心之後，則以「發

一崇德」之名義再行編印《活佛師尊及仙佛慈示妙訓》，於民國80與

81年分別蒐錄民國76至77與79至80年之聖訓，民國82年起即有標明

「臺客語班專用」的教材，而民國83年起更明確區分為「國語班」、

「臺客語班」兩類，此後沿用至民國92年。民國93年，則合為「各種

進修班通用」之教材。綜言之，聖訓中心成立之後，以「年度型」教

材的方式，持續地整理民國76年到民國93年的聖訓，作為這十幾年研

究班聖訓教育主要的教材。

「年度型」聖訓教育探討的範圍：民國82年至93年的《活佛師尊

及仙佛慈示妙訓》。而民國93年雖將教材內容加以統合，然能明確區

別國語各研究班兩篇妙訓、臺客語班之教學內容，與之前的聖訓教材

性質互通，亦為過渡「固定型」聖訓教育之先聲。因此，「年度型」

的聖訓教材，實指民國82年到93年這12年度「國語班」所蒐錄的「妙

訓」，「臺客語班」則選錄一篇妙訓，另增「善歌」、「仙佛慈語」

兩類。

在年度型「國語班」的聖訓教材，旨在彙編前一年度仙佛批示

的妙訓，由聖訓中心召集會議，邀集臺灣七大道場聖訓組組長，各自

推薦所屬道場前一年度最具教育意義之妙訓，經過綜合討論之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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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各研究班課程適合之妙訓。從聖訓資料彙集的意義來說，此一教材

即是經過集思廣益後的「菁華版」，並且是經過整體規劃而因材施教

的聖訓課程，讓各研究班的班員得以研讀前一年度最適合的妙訓。而

「臺客語班」第一類教材所選用的一篇妙訓，也具備相同的意義；而

「善歌」、「仙佛慈語」亦為針對「臺客語班」因材施教所增加的教

育型態。

年度型「國語班」選錄之妙訓，分為三階段：妙訓一、妙訓二、

妙訓三，每年選錄妙訓7至13篇；「臺客語班」聖訓教育的內容亦分

三類：第一類選錄一篇妙訓，大部分取自國語班所選錄之妙訓；第二

類為「善歌」；第三類為「仙佛慈語」，民國93年，則又將「國語

班」、「臺客語班」的教材加以統合，為年度型聖教材劃上句點。

表一：「國語班」12年聖訓教育課程一覽表

年度 妙訓一 妙訓二 妙訓三

82 心燈、奉獻 守謙、竹圖

素位而行（新民）
自誠明（至善）
得大自在（培德）
救世金舟（行德）
性命雙修（崇德）

83 勸學篇、大丈夫 蘭花圖、梅花圖

謙德（新民）
天心大愛（至善）
淨化人心（培德）
動靜合一（行德）
寬大容人（崇德）

84 親賢襲聖 容止若思

修辦人生（新民）
進道立志（至善）
勵節行志（培德）
開創守成（行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崇德）

85
點心燈、

覺師智友
品格功德禮節火候

求進步（新民）
慎獨（至善）
掃心地（培德）
濟世化人十方歸一（行德）
永恒の燈塔（崇德）

86 萬眾一心 德振旗輝

君子不器（新民）
圓滿（至善）
尊重包容（培德）
雨霖甘露（行德）
鯉躍龍門（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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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旭日東昇 火炬 揮灑生命創造永恒萬年長青

88 淨化人心 邁向康莊迎向光明

勤修（新民）

和諧合作和平（至善）

德範（培德）

一心不二腳踏實地（行德）

大展鴻圖（崇德）

89 光慧 法雨滋潤道樹茁壯

Bright Future （新民）

躬行君子（至善）

至誠無息（培德）

慈悲喜捨（行德）

放眼天下（崇德）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標杆（崇德學

院）

90 傳燈

見賢思齊 （新民）

觀止（至善）

器量（培德）

無我利他（行德）

傳燈（崇德）

集其大成（崇德學院） 

量寬福厚（新民）

志同道合（至善）

代天宣化（培德）

希聖希賢（行德）

正已成德方圓自在（崇德）

萬世名天下利（崇德學院）

91 禮運大同

道化家庭（新民）

迎向光明（至善）

聖德合天地（培德、行德、

崇德、崇德學院）

為學之道（新民）

座右銘（至善）

存養省察（培德）

遠志聖行（行德）

盛德日新（崇德）

崇德厚福（崇德學院）

92 光被世界慧日普照

原心（新民）

開卷有益（至善）

己和人和萬物和（培德）

向道心（行德）

光大聖學（崇德）

文思行篤忠厚信實（崇德

學院）

紮根圖（新民）

智慧（至善班）

觀自在菩薩（培德）

明道致用（行德）

標準獎牌（崇德）

定靜安慮得（崇德學院）

93

敬業樂群（新民）

學修精神（至善）

恭寬信敏惠（培德）

力行（行德）

端正風氣（崇德班）

端正風氣（崇德學院）

師三人行（新民）

松竹梅君子風（至善）

暮鼓晨鐘（培德）

寸光化萬丈（行德）

前程萬里（崇德班）

前程萬里（崇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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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版」聖訓教育的發展

民國94年起，崇德進修班教育實施教務更新，並以「固定版」教

材在各班傳題。「固定版」教材，分為兩種：（一）《活佛師尊及仙

佛慈示妙訓》為上述「年度型」妙訓之菁華版，蒐錄過去11篇妙訓4，

新增1篇民國93年〈敦品崇禮志道立德〉、〈傳承〉妙訓，共12篇妙

訓，另有「臺客語班」〈仙佛慈語〉菁華版1篇。民國94年出版，民國

99年三修出版。（二）「新民班」、「至善班」與「培德班」聖訓專

用之教材。

本文「固定版」教材採用第二種聖訓，理由有二：（一）教務更

新至今，第二種聖訓教材使用情況較為普及。（二）本文研究方法，

以資料比較分析為主軸，而第一種固定版來自於「年度型」的資料，

內容多有重複，所以不予討論。

目前最新版本「固定版」之聖訓教育為民國100年3月所出版。而

「行德班」、「崇德班」則直接合併在進修班教材之中，不額外使用

聖訓教材。固定版的聖訓教材，選錄民國81至93年之聖訓，所編撰的

主題數為新民班8個、至善班5個、培德班8個，共有21項主題，從「認

識自我」到「參研內聖外王之道」，所列舉之名目，均無重複。分別

收錄13、13、23篇，共有49篇訓文。而「行德班」選錄之訓文有兩

篇：濟公活佛〈勸學篇〉、南海古佛〈一個標準的修道士〉；「崇德

班」則為：藍采和大仙〈歷練〉、〈輔德〉。

4.蒐錄11篇妙訓：〈紮根圖〉、〈淨化人心〉、〈學修精神〉、〈道化家庭〉、〈存養省察〉、〈崇德厚福〉、〈光被世界慧
日普照〉、〈聖德合天地〉、〈遠志聖行〉、〈光慧〉、〈禮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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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民」、「至善」、「培德」研究班聖訓教材之聖訓主題

參、共同課程聖訓教材之內涵

「共同課程」聖訓教材為年度型國語班各研究班共同研讀之妙

訓：「妙訓一」收錄民國82至92年14篇訓文；「妙訓二」收錄民國82

至89年10篇訓文；「妙訓三」僅收錄民國87年度1篇訓文，總計25篇。

關於圖表中數字符號的代表意義，以「82-3守謙（2）」為例：〈守

謙〉一訓為民國82年度第3篇核心課程妙訓，（2）代表第二階段的

「妙訓二」。關於「國語班」中的「共同課程」，茲列總表如下：

班別
（出版時間）

單元 課程進度

新民班
（2008.6 出版）

1.認識自我（生命掌中握85年、莫讓生命荒廢88年、享受
是苦81年）

2.體認人生價值（真假悟明穿89年、萬般隨緣80年、邁向
正確方向89年）

3.培養健全人格（留三分餘地與人89年、反觀自省88年）
4.勸發菩提心（打開智慧寶藏88年）
5.認識道場（佛規禮節）
6.肯定道之尊貴（巍峨大道場89年）
7.肯定道之尊貴（受師一指明本面91年）
8.積極承擔的入世法（立志篇86年）

1. 立志篇
2. 留三分餘地與人

至善班
（2011.3 出版）

1.力行修身齊家（育德正身92年、修福篇91年）
2.肯定天命傳承（天傳慧音83年、永續天命傳承91年）
3.體認天恩師德（師徒情深92年、體認天恩師德93年、師

徒如父子89年）
4.栽培修辦人才（真知真行89年、發心立大愿86年）
5.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創造圓滿的生命價值85年、追求

真善美91年、德被蒼生89年、修德行善92年）

培德班
（2011.3 出版）

1.培養內德（育德88年、立德篇91年、坦誠之要91年、培
內德86年）

2.提升心境（恕道仁心89年、尊重93年、淨心篇91年、包
容心91年）

3.堅定道心（醒心效聖賢85年、世間逍遙佛83年）
4.渡化有緣佛子（隨喜自在85年、永恒燈塔84年）
5.積極參興（鍥而不捨84年、齊力合心92年）
6.仁智並舉（覺學若水85年、仁人辨是非84年、仁恕之道

80年）
7.知行合一（活水源頭89年、踏實賦91年）
8.參研內聖外王之道（倫常推人己84年、天人無欺內聖80

年、寬得眾84年、照亮生命真善美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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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聖訓「共同課程」總表

年度 妙訓一 篇數 妙訓二 篇數 合計

82
82-1 心燈
82-2 奉獻

2
82-3 守謙
82-4 竹圖

2 4

83
83-1 勸學篇
83-2 大丈夫

2
83-3 蘭花圖
83-4 梅花圖

2 4

84 84-1 親賢襲聖 1 84-2 容止若思 1 2

85
85-1 點心燈
85-2 覺師智友

2 85-3 品格功德禮節火候 1 3

86 86-1 萬眾一心 1 86-2 德振旗輝 1 2
87 87-1 旭日東昇 1 87-2 火炬 1 2
88 88-1 淨化人心 1 88-2 邁向康莊迎向光明 1 2
89 89-1 光慧 1 89-2 法雨滋潤道樹茁壯 1 2
90 90-1 傳燈 1 妙訓（三） 10 21
91 91-1 禮運大同 1 87-3 揮灑生命創造永恒萬年

長青92 92-1 光被世界慧日普照 1
合計 14 11 總篇數：25

共同課程，「訓中訓」呈現的方式有「圖形」、「文字」兩類，

而其聖訓內涵之要義為：（一）以「圖形類」而言：「燈火」主題象

徵「聖賢之道」之體用；「植物」主題，以梅蘭竹等植物之堅毅、高

潔、節操，作為實踐「聖賢之道」的內德涵養；「會意」主題，以圖

形象徵的意義，勖勉實踐「聖賢之道」的願景。（二）以「文字類」

來說：「學習」主題以「聖賢」作為效法學習的對象，真誠仁厚，返

樸歸真；「修為」主題，欲成就「聖賢」之德業，須以「品格、功

德、禮節、火候」為功課，守謙奉獻，無私無求；「願景」主題，即

以人心淨化為基礎，作為「聖賢之道」實現世界大同旳願景。合而言

之，即以實現「聖賢之道」作為教育的核心目標。

一、「圖形」妙訓之教材內容

「圖形」類的妙訓共15篇，是指以「圖形」方式呈現「訓中

訓」，〈光慧〉、〈邁向康莊〉、〈揮灑生命創造永恒萬年長青〉等

3篇，則同時以「文字」、「圖形」方式呈現訓中訓，亦屬之。「圖

形」類的妙訓，可歸納為「燈火」、「植物」、「會意」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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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圖形」類妙訓主題、篇數與名稱

主題 篇數 妙訓名稱

燈火 7

82-1 心燈（1）85-1 點心燈（1）87-2 火炬（2）

90-1 傳燈（1）87-1 旭日東昇（1）89-1 光慧（1）

92-1 光被世界慧日普照（1） 

植物 5

82-4 竹圖（2）83-3 蘭花圖（2）83-4 梅花圖（2）

87-3 揮灑生命創造永恒萬年長青（3）

89-2 法雨滋潤道樹茁壯（2）

會意 3
86-1 萬眾一心（1）86-2 德振旗輝（2） 

88-2 邁向康莊（2）

【圖說】：關於圖表中數字符號的代表意義，以「85-1點心燈（1）」為
例：〈點心燈〉，民國85年度第1篇核心課程妙訓，（1）代表第

一階段的「妙訓一」。

（一）「燈火主題」圖像妙訓之義諦

首先，探討「燈火」主題妙訓之義諦。「燈」，是具有照明功能

的燈臺，象徵「聖賢之道」的「本體」；「火」，為物體燃燒時所散

發的光與熱，象徵「聖賢之道」的「妙用」。合而言之，「燈火」主

題之妙訓，旨在象徵「聖賢之道」的「體」「用」，進而言之，可歸

納為兩類要義：

1．聖賢之道的實踐與傳承

〈心燈〉5所言的「心」，即古聖先賢所覺悟體證的「本心」、

「仁心」，散發仁愛之心實踐人道，朗現本自俱足的智慧之光，方能

獲得祥和滿足的至樂。〈點心燈〉6強調心燈「點」起，慈悲之心啟

動宇宙無限的生機，點亮長夜的幽寂，讓是非紛擾的風波從此平息，

順應眾生的根器，覺醒痴迷，讓心燈的明亮與溫馨，照亮傳達無窮無

盡的天際。而〈火炬〉7的象徵意義：聖賢弘道，點明天地間的真理

5.〈心燈〉，民國81年3月27日歲次壬申2月26日，鶯歌妙善宮，濟公活佛。

6.〈點心燈〉，民國84年歲次乙亥5月6日，三重明誠壇，濟公活佛。

7.〈火炬〉，民國86年3月30日歲次丁丑2月22日，中壢亞德壇，達摩祖師、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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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樹立三不朽，讓聖賢之學薪火相傳。〈傳燈〉8，古聖先賢猶

如天地之明燈，不休息菩薩點燃心燈，建立崇德聖業，為使道脈永

續，則須傳承心燈，永續道脈，人間的清平和樂，指日可待。以下，

三篇仙佛聖訓：〈旭日東昇〉、〈光慧〉與〈光被世界慧日普照〉，

則在肯定發一崇德前人陳大姑生前弘揚「聖賢之道」的德業。

2．讚揚陳前人大姑為崇德聖業之「永恒舵手」

從民國87年到92年共三篇妙訓，肯定陳前人智德兼備，延續聖

道金線，為崇德聖業的「永恒舵手」：〈旭日東昇〉9讚揚陳前人為

「永恒舵手」，集智領導，整體帶動，延續　明明上帝、歷代祖師、

師尊師母的金線，追隨韓老前人的領導，開創崇德聖業，有「旭日東

昇」之氣象。〈光慧〉10聖訓，是諸天仙佛對發一崇德總壇「光慧道

務中心」落成前的肯定，民國87年2月25日大姑前人率所屬點傳師赴

光慧請壇安座，同年7月3日濟公活佛與李鐵拐、藍采和大仙於此批

訓，民國88年3月21日正式落成啟用。妙訓中以「鴻圖大展，珍道久

遠」八字垂訓，大姑前人姓陳諱「鴻珍」，以當時前人之名肯定其智

德兼備，祝福崇德聖業道務宏展，連綿久遠。〈光被世界慧日普照〉
11以臺灣之光照耀世界各洲為象，讚譽陳大姑兼具宗教家的慈悲心與

企業家之長才，將光慧崇德道務紮根蓬萊仙島臺灣，遍傳世界。綜上

所述，即在肯定發一崇德前人陳大姑對於「聖賢之道」的實踐、傳承

與發揚。

（二）「植物主題」圖像妙訓之義諦

「歲寒三友」、「四君子」，均是以植物的特質風貌，作為人們

提昇品格的效法對象。妙訓中，以竹、蘭、梅與萬年青，期勉修士涵

養實踐「聖賢之道」的內德，更如道樹般，在歷經狂風暴雨、千錘百

煉之後，成為傳承聖道的棟樑之材。

8.〈傳燈〉，民國89年2月26日歲次庚辰1月22日，台北崇德佛院，藍采和大仙、濟公活佛。

9.〈旭日東昇〉，民國86年2月11日歲次丁丑1月5日，埔里天元佛院，藍采和大仙、靈妙天尊（濟公活佛）。

10.〈光慧〉，民國87年7月3日歲次己卯5月20日，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崇德佛院，李鐵拐大仙、藍采和大仙、濟公活佛。

11.〈光被世界慧日普照〉，西元2002年1月12日歲次辛巳11月29日，台南濟德宮，觀音菩薩、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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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12、「蘭」13、「竹」14與「菊」，為植物中之「四君子」，

為古代文人雅士所喜愛繪畫的題材。「松」、「竹」、「梅」歲寒三

友，不畏寒冬，象徵堅毅卓絕的志節。「植物」主題圖像妙訓旨在勉

勵修士涵養內德，宜效法「竹」之虛懷若谷、高風亮節；「梅」之冰

清淡泊，韻雅堅忍；「蘭」篤實紮根，真性昭著；必須勤學不倦，心

誠意潔，才能像「萬年青」15般，揮灑生命創造永恒，剛柔並濟，圓融

十方。更期待修士們，能於風雨中澡身浴德，堅毅茁壯，終成棟樑之

才。

（三）「會意主題」圖像妙訓之義諦

以「圖形」或與「文字」加以結合，形成「會意主題」的象徵

意義，期勉實踐「聖賢之道」的修士們：「萬眾一心」、「德振旗

輝」、「邁向康莊」。

〈萬眾一心〉16，勉眾修士團結一致，無為奉獻，復興中華文化，

開創萬世太平的無疆之舉；〈德振旗輝〉17，期勉眾人修德，如美玉

之雕琢，切磋琢磨，齊心勠力，啟迪有緣的芸芸眾生，讓慧命代代薪

傳，以「聖賢之道」實現彌勒家園的理想；〈邁向康莊〉18以追求「聖

賢之道」為康莊大道。能夠推本溯源，向道不捨，效法聖賢，繼往

聖，開來學，共同創建世界大同的不朽聖業。綜上所述，即以圖形象

徵的意義，勖勉實踐「聖賢之道」的願景。

12.〈梅花圖〉，民國82年10月10日歲次癸酉8月25日，頭份觀音宮，藍采和大仙、濟公活佛。

13.〈蘭花圖〉，民國82年7月27日歲次癸酉6月6日，花壇菩提禪院，李鐵拐大仙、濟公活佛。

14.〈梅花圖〉，民國82年10月10日歲次癸酉8月25日，頭份觀音宮，藍采和大仙、濟公活佛。〈蘭花圖〉，民國82年7月27
日歲次癸酉6月6日，花壇菩提禪院，李鐵拐大仙、濟公活佛。〈竹圖〉，民國81年3月29日歲次壬申2月26日，台中信義佛
堂，濟公活佛。

15.〈揮灑生命〉，民國86年12月7日歲次丁丑11月8日，台中信義佛堂，濟公活佛、哪吒太子。〈創造永恒〉，民國86年12月
13日歲次丁丑11月14日，中壢亞德壇，蘇東坡大仙、濟公活佛。〈揮灑生命〉、〈創造永恒〉兩篇妙訓中，【附圖12-14】
再出「竹葉青」圖形，「萬年長青」訓中訓云：「源引千江水，滌淨纖塵是與非。植誠年穗（果實）芳，方寸福田中栽培。
一性配（分）蒼翠，勁枝昂首拯式微。隨任（職務）思精粹，郁郁文采緣承接。論居何方位，適得其所即依歸。活力永充
沛，不曾斷續湧智慧。無價謂可貴，君子不器惟勤學。志立大無畏，圓融十方顯光輝。契悟內在美，剛柔濟濟大可為。時下
眾豪傑，永恒生命盡發揮。」

16.〈萬眾一心〉，西元1996年5月18日歲次丙子4月2日，吉隆坡崇德佛院，李鐵拐大仙、靈妙天尊。

17.〈德振旗輝〉，民國82年8月31日歲次丙子7月18日，中壢亞德壇，濟公活佛。

18.〈邁向康莊〉，民國87年8月8日歲次戊寅6月17日，大甲教化佛堂，南極仙翁、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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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妙訓之教材內容

在「共同課程」25篇訓文當中，「圖形」訓中訓有15篇，「文

字」訓中訓則為10篇。「文字類」妙訓，可分為「學習」、「修

為」、「願景」三類主題，如圖表所示：

表五：「文字」類妙訓主題、篇數與名稱

主題 篇數 妙訓名稱

學習 4
83-1 勸學篇（1）  83-2 大丈夫（1）  84-1 親賢襲聖（1） 
85-2 覺師智友（1）

修為 4
82-2 奉獻（1）  82-3 守謙（2）  84-2 容止若思（2）
85-3 品格功德禮節火候（2）  

願景 2 88-1 淨化人心（1）  91-1 禮運大同（1）

【圖說】：關於圖表中數字符號的代表意義，以「82-3守謙（2）」為例：
〈守謙〉，民國82年度第3篇核心課程妙訓，（2）代表第二階段
「妙訓二」。

（一）學習

「學習主題」訓文以「聖賢之道」作為效法學習的對象。〈勸學

篇〉強調深入學習聖王所教節禮樂道德，即能成為孟子所稱的〈大丈

夫〉。〈覺師智友〉勉勵修士心常明，念無泥，明大道之體性，體證

如如不動之「覺」性，方為真「智」。

1.〈勸學篇〉19

〈勸學篇〉云：「古之聖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者皆勤

習禮樂，深入道德，氣節昭天地，得一善則服膺不移，弗恃一己之才

智而致天下動亂崩離……倘能除一己之私，萬緣放下，憑藉初發之愿

立堅持到底，不受引誘退志，不因考驗而怨天尤人，則天地之間，任

爾悠遊，千變萬軫（轉動），無妨初衷。故今勸學，勸爾學一頂天立

地之人，學自然無虛飾之人，學一無得無失，逍遙來去自如之人。」

19. 〈勸學篇〉，民國82年6月5日歲次癸酉4月16日，蘆洲林德壇，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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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導修士除一己之私，勿以貪瞋偏執之心而擾亂大眾。所「學」為

何？「頂天立地」之人，光明磊落，問心無愧；「無得無失」之人，

只問耕耘，不問收獲；「自然無虛飾」之人，真誠仁厚，不虛偽造

作；「逍遙自如」之人，逍遙自在，從容自得。簡言之，「學」即去

偽存真，樂在其中矣。

2.〈大丈夫〉20

〈大丈夫〉，民國82年1月1日歲次壬申12月9日，高雄慈德宮，

濟公活佛。〈大丈夫〉訓中訓云：「聖之謂大丈夫者，乃居天下之

廣，樹立天下之正，更行天下之大道。心親仁義禮法，守而不紊，

得志與否，皆存其道。任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觀

其崇高志節，修道者亦須立大丈夫之向。」引用《孟子•滕文公下》

「大丈夫」之道，勸勉修道者應立定「大丈夫」之志向，存心「仁」

厚，以「禮」處世，以「義」待人，無論處於順境、逆境，皆心存正

道，無違於道，此謂之「大丈夫」。

3.〈覺師智友〉21

〈覺師智友〉冠頂訓云：「定性辨根源，休將萬緣攀，肫肫（誠

懇貌）盛德建，襟抱似泰山。」「以覺為師」，「覺性」如如不動，

可明大道之體性、根源，以仁建德不攀外緣，是為真「智」。訓中訓

云：「為修道，善自約束。守於身，反諸己，節嗜慾，釋謀智，去巧

故。以理尊，進退義取，與中言無遺。養其性，內品育，使心常明，

念無泥。事乎自然之途，知物萬化，闊大淵深，莫可測。得悟聖諦，

德行昭美，比日月。……返歸於樸謂圓兮。」「智」，以覺性、仁心

為師，秉除私欲之權謀、巧智。存仁心養真性，反求諸己，恬淡寡

欲，清澈明淨，可悟聖諦，返樸歸真。

20.〈大丈夫〉，民國82年1月1日歲次壬申12月9日，高雄慈德宮，濟公活佛。

21.〈覺師智友〉，民國84年歲次乙亥4月2日，台南濟德宮，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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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主題」，以「聖賢之道」為對象，以締造天下百姓福祉

為目標。因此，〈勸學篇〉強調「聖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勤習

禮樂，除一己之私，成為頂天立地、逍遙自如之人，亦通於孟子所言

的「大丈夫」。〈大丈夫〉云：「聖之謂大丈夫者」，即是以仁義禮

法，「行天下之大道」，方為大覺真智。〈覺師智友〉契入大道的本

體，返樸歸真，進而以仁心建造圓滿的德業，此即修士學習之「聖

諦」。

（二）修為

「修為」主題訓文，欲成就「聖賢」之德業，須以「品格、功

德、禮節、火候」為修行的四門功課。〈奉獻〉22，強調真心付出，

反躬自省；〈守謙〉23，秉除驕吝的惡習，謹守謙虛之道，是修行建

德的基礎；努力作好〈品格〉、〈功德〉、〈禮節〉、〈火候〉24四

門功課，以誠摰之心腳踏實地〈下功夫〉，終能萬家生佛，化娑婆世

界為蓮花邦。

「奉獻」與「守謙」，是實踐「聖賢之道」的重要修為。正因人

情冷暖，世態炎涼，所以人間是煉心忍性、奉獻擔當的好地方。〈奉

獻〉貴在真心付出，無私無求，在人事興衰的變局中歷練，更容易成

就無上菩提。〈守謙〉，虛懷若谷，如同山谷之悠雅，讓人望之心曠

神怡，容止若思，從容不迫，動靜合宜，心安理得。恭行禮節，行功

立德，人欲淨盡，品格自然高超；火中栽蓮，火候更加了得。

22.〈奉獻〉，民國81年3月29日歲次壬申2月26日，樹林瑩德壇，濟公活佛。

23.〈守謙〉，民國81年2月7日歲次壬申1月4日，嘉義慈善堂，藍采和大仙、濟公活佛。

24.〈品格〉，為1995年歲次乙亥8月8日，於加拿大徐氏佛堂所批示；〈功德〉為歲次乙亥8月22日，於洛杉磯光明聖道院批
示；〈禮節〉為歲次乙亥閏8月13日，於臺北懷德壇批成；〈火候〉、〈下功夫〉、〈heart〉為歲次乙亥閏8月13日，於中
壢亞德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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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願景

1.〈淨化人心〉25 

〈淨化人心〉訓中訓：「惟天鑰，可啟宇宙之門；惟道場，可

陶冶人心向善；惟德學，可美育品行雅；惟修辦，可增益功果福慧；

惟慈愛，能化怨仇為親信；惟仁義，能轉奸慝為忠良；惟聖諦，能導

貪懦為廉勇；惟誠信，能勵愚庸為將才。」淨化人心的關鍵在於「天

鑰」來啟動宇宙之門；其次，是修道的環境可以陶冶人心向善，修

辦道可以行功立德增長福慧；再者，確立以「德」為本的價值觀，

培養慈愛、仁義、誠信等美德。〈淨化人心〉冠頂訓：「天懷高遠

行仁道，明禮崇義身示教。」張良大仙〈立身箴〉：「立身以仁居

之，……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所以，淨化人心最有效的方

法：出自「仁愛之心」，用「行動」來說話，「行動」比「言說」更

加重要。

2.〈禮運大同〉26 

〈禮運大同〉為民國90年10月6日歲次辛巳8月20日，於光慧崇德

佛院，由端木賜、阿難尊者、濟公活佛共同批訓。〈禮運大同〉冠頂

訓：「聖人輔世，定禮理樂，因禮至則無爭，樂至而無怨。禮義乃人

之大端，故道德仁義，教訓正俗，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宦學事師達

於禮，則大同理想實現。」〈禮運大同〉訓中訓云：「禮乃天之經，

地之義，民之行，學修講辦之基……施之以禮教，其人必恭敬和睦；

持之以禮儀，其行必溫文端雅；導之以禮樂，其風必雍睦吉慶；守之

以禮節，其道必貞固久遠；治之以禮運，其世必清平大同。」世界大

同的實現，以「禮」為常道，亦為學修講辦行道之基礎，順天應人，

將「禮」的精神與作用善加發揚，世界之大同清明指日可待。

25.〈淨化人心〉，民國87年3月28日歲次戊寅3月1日，頭份觀音宮，張良大仙、濟公活佛。

26.〈禮運大同〉，民國90年10月6日歲次辛巳8月20日，光慧崇德佛院，端木賜、阿難尊者、濟公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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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是「聖賢之道」願景，《四書•大學•經一章》

中的「三綱領」、「八條目」，以「平天下」為「止為至善」的最終

目標，旨在締造人類福祉，讓百姓過著幸福安樂的生活。然而，想實

現世界大同的目標，「三綱領」以「明明德」為基礎，「八條目」以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為內聖的修為，亦即內心淨化

的工夫。綜言之，「聖賢之道」，即以內心淨化為修為之基礎，實現

世界大同為目標，亦即聖賢教育的核心目標。

三、「圖形」、「文字」妙訓義諦之會通

表六：圖形類與文字類訓文主題之比較

主題一 主題二 主題三

圖形類 1.燈火 2.植物 3.會意

文字類 1.學習 2.修為 3.願景

　將「共同課程」之「圖形」與「文字」兩類妙訓加以比較：

（一）「文字」類之「學習」主題與「圖形」類之「燈火」主題互

通；（二）「文字」類之「修為」主題與「圖形」類之「植物」主題

互通；（三）「文字」類之「願景」主題與「圖形」類之「會意」主

題互通。

（一）「學習」、「燈火」主題之關連

圖形「燈火」主題，象徵「道」之「體」「用」，聖賢之道的實

踐與傳承，正是文字「學習」主題的學習對象。「學習」聖賢之道，

須摒除私心偏見，只問耕耘，不計得失，才能瀟灑自如；以聖賢為圭

臬，陶淑身心真善美，順天應人，開萬世太平；學「大丈夫」，居

仁、遵禮、行義，無論處於富貴、貧賤等任何境遇，都能心存正道，

而無所違；以覺性為師，仁德為本，反求諸已，返樸歸真。兩主題相

互關連。

（二）「修為」、「植物」主題之關連

圖形「植物」主題，以竹梅蘭象徵君子冰清玉潔、堅毅卓絕的

節操，此即「聖賢之學」的內德涵養，亦即文字「修為」主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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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效法君子的「修為」，貴在真心「奉獻」，貴在反躬自省，薄

責於人，無私無求，方能實證菩提。驕傲自滿，偏執失道，「謙」恭

虛懷，合道心安。修道四門功課：「品格」、「功德」、「禮節」、

「火候」，用心下功夫，當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修道功夫，在

於心念與言行，慎心念於隱微，談吐儀「容」舉「止」安祥，合於節

度，足見修為真功夫。兩主題相互關連。

（三）「願景」、「會意」主題之關連

圖形「會意」主題，期勉眾修士「萬眾一心」，復興中華文化，

實現「聖賢之道」的理想：世界大同；以「德」為本，惜福造福，齊

心戮力，彌勒家園「萬旗生輝」；向道不捨，便是錦繡「康莊」，順

應天時，明察地利，行事合於情理，必能迎向「光明」。上述之理想

與期望，亦即文字「願景」主題所嚮往者：「淨化人心」，啟迪眾生

良知良能之至善，締造良善仁厚的社會風氣；以仁為本，發揚「禮」

的精神與作用，方能實現世界大同。兩主題相互關連。

肆、崇德聖訓教育特質及其展望

以國語班「共同課程」為主軸，用比較的方式，進而探討「固定

版」、「年度型」聖訓教育之特質，展望崇德聖訓教育之方向。

一、「共同」與「個別」課程之比較

民國82至89年國語班第一、二階段課程，為各研究班共同研讀

之「共同課程」，第三階段課程，除民國87年外，則為新民、至善、

培德、行德與崇德班之「個別課程」，各自研讀之妙訓共35篇，民國

89年起增列「崇德學院」妙訓，故為36篇。民國90至92年，第一階段

課程為「共同課程」，第二、三階段課程為「個別課程」，民國91年

第二階段培德、行德、崇德研究班與崇德學院，共同研讀〈聖德合天

地〉，研讀妙訓合計33篇。民國93年沒有「共同課程」，第一、二階

段均為「個別課程」共12篇。總計民國82至93年之「個別課程」，彙

編之妙訓共80篇，（請參【附錄一】）質優量豐，基於篇幅考量，僅

能擇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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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型」妙訓教材的產生，來自於「雲林、彰化、臺北、

臺中、苗栗、高雄、臺南」臺灣七大道場推薦「前一年度」的「妙

訓」，由聖訓中心邀集七大道場聖訓組組長召開會議，經過集思廣益

與綜合討論後，安排適合各研究班的妙訓課程，再呈報大姑前人確

認。從妙訓課程規劃與內容來看，筆者將各班共同研讀之課程，稱

之為「共同」課程；將個別研究班或少數研究各自研讀之妙訓課程，

稱為「個別」課程。而從妙訓主題與內容來看，「共同」課程與「個

別」課程有何區別？又有何關連？

以82年度之「共同」、「個別」課程相較，「共同」課程「妙訓

一」、「妙訓二」四門課中，〈心燈〉、〈竹圖〉屬「圖形」之「燈

火主題」、「植物主題」，〈守謙〉、〈奉獻〉屬「文字」之「修為

主題」；而「妙訓三」「個別」課程五門，均屬「文字類」，而無

「圖形類」。檢視民國82至93年「個別」課程80篇，圖形訓13篇27，約

佔總數的六分之一，如加上「『訓中訓』再出『圖訓』」6篇28，共19

篇，約佔總數四分之一。而「共同」課程「圖形」訓中訓15篇佔總課

程25篇的三分之二，比例差距甚大，蘊涵著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共同」課程「圖形類」訓中訓比例為三分之二，有何殊勝

之意義？「燈火主題」，象徵「聖賢之『道』」之體用、實踐與傳

承；「植物主題」，象徵實踐聖賢之道的修為方法與目標；「會意主

題」，即以邁向聖賢之道的終極理想世界大同為目標。合而言之，實

踐聖賢之道，完成世界大同的理想，即為聖訓教育的核心目標，不但

與「文字類」訓中訓義理相應，亦與「個別課程」相互關連。

27.85年度：「濟世化人」，於「人」字左右兩方各畫了一雙腳印。86年度：「鯉躍龍門」圖形訓。88年度：「腳踏實地」
「腳踏」為圖形訓。89年度：Bright Future　結合8條光芒線、「放眼天下」圖形訓。90年度：「正己成德」圖訓，以「成
德」二字與方圓圖形結合。91年度：「崇德厚福」圖訓。92年度：「紮根圖」圖訓、「開卷有益」「簡冊」圖訓、「標
準獎牌」圖訓。93年度：「學修精神」結合三個人在跑道跑步圖訓、「君子風」結合「松竹梅」圖訓、「恭寬信敏」結合
「樹」的圖訓。

28.84年度：「開創守成」訓中訓，再出現「樹苗」圖訓。86年度：「尊重包容」訓中訓，再出現「蠟燭」圖訓、「雨霖甘
露」訓中訓，再出現「一枝草一點露」圖訓。88年度：「和諧、合作、和平」訓中訓，再出現圓形中有三箭頭之圖形訓。
89年度：「慈悲喜捨」訓中訓，再出現「蓮花」圖形。92年度：「文思」「行篤」「忠厚」「信實」訓中訓，再出現「一
串金線」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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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課程安排，必以研究班的特質及其個別之教育目標為考

量：

（一）新民班：「新民」，革除舊習、教人為善，為研究班之初階，

所選訓文主題，較著重對班員的勉勵，如（君子不器）、〈求

進步〉等；以及學修辦道基本態度之建立，如〈素位而行〉、

〈謙德〉、〈修辦人生〉等。

（二）至善班：「至善」，為完善之理想或境界。經過革除舊習、己

立立人的學修工夫，再則鼓勵班員邁篔完善之理想、境界，如

〈天心大愛〉、〈圓滿〉、〈座右銘〉等。

（三）培德班：「德」為修道最重要的內在涵養，具備好的理念和修

辦基礎後，培養內德則為修行的首要工夫，〈德範〉、〈觀自

在菩薩〉強調「德」的典範意義，〈掃心地〉、〈存養省察〉

則為培德的具體方法。

（四）行德班：培養內德最重要的方法，在於力行實踐。有關實踐之

原理，如〈動靜合一〉、〈開創守成〉、〈明道致用〉；強調

內德實踐的要領與效能，〈一心不二腳踏實地〉、〈力行〉、

〈寸光化萬丈〉。

（五）崇德班：「崇德」，尊崇、發揚聖德，而成就自身內在的美

德。〈永恒の燈塔〉、〈大展鴻圖〉屬前者；〈正己成德方圓

自在〉、〈盛德日新〉屬後者。

（六）崇德學院：民國89年起，聖訓課程於五年研究班之上，增加

「崇德學院」，對於聖德的發揚而有更高期許，如〈學為人師

行為世範標杆〉、〈萬世名天下利〉、〈定靜安慮得〉等。

綜觀「國語班」五年研究班及「崇德學院」聖訓教材之選定，均

以發揚聖賢之道為主軸，而依研究班特質次第施教。另外，繼續研討

「臺客語班」聖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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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班」「臺客語班」課程之比較

「國語班」聖訓教育，期望識字或接受較高教育的班員，能學習

前一年度仙佛所批示的「妙訓」。「妙訓」的結構層層遞進，內容博

大精深，意境精湛神妙，較適合「國語班」的班員，故在「臺客語」

班增加了「善歌」、「仙佛語錄」的聖訓教育。以下，且將「國語

班」、「臺客語班」課程類別、內容加以介紹：

（一）「國語班」：以「三階段妙訓」為課程架構，分為「妙訓

一」、「妙訓二」、「妙訓三」；民國82至89年，「妙訓

一」、「妙訓二」均為1至2篇「共同」課程，「妙訓三」多為5

至6篇的「個別」課程。全部的課程，均為「妙訓」。

（二）「臺客語」：課程分為「妙訓」、「善歌」、「仙佛語錄」三

類。臺客語班有四分之三選錄國語班「核心課程」的一篇「妙

訓」29，僅佔全課程的三分之一，「善歌」寓教於樂、「仙佛語

錄」淺顯易懂，相較於博大精深的「妙訓」課程，顯然較為平

易近人。

「臺客語班」為了讓社會僅熟悉地方方言的民眾，能夠體悟真

道，因此豐富「善歌」、「語錄」兩類的教學內容，使聖訓教育更加

平易近人，易於吸收，影響了民國94年「固定版」聖訓教材的編撰。

三、「固定版」與「年度型」聖訓教材之比較

依據2006年3月出版，社會界、學界通用本《負責講師手冊》所規

劃各研究班的授課時數：（一）社會界：從「新民班」到「崇德班」

五年研究班，均為2週4節的聖訓課程。（二）學界：從「新民班」到

「崇德班」研究班，均為1週2節的聖訓課程。所以，依據民國94年

教務更新，社會界、學界所共同使用的《新民班聖訓》、《至善班聖

訓》、《培德班聖訓》教材，社會界1年32週有2週4節的聖訓課程、學

界1年28週則為1週2節的課程。前者，佔總課程的十六分之一；後者，

佔總課程的二十八分之一。

 29.民國92年台客班妙訓〈道化家庭〉，附錄：〈禮運大同〉，選錄兩篇妙訓，情況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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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固定版」、「年度型」教材相較，列述於下：

（一） 體裁形式：「固定版」的「聖訓」和「年度型」的「妙訓」相

較，「妙訓」在文學體裁的經營上，結構層次多重，易讓閱讀

者產生博大精深的感受，義理內容亦隨之而豐富，須反復用心

閱讀方能漸入佳境，了解深奧之義諦。而「聖訓」的體裁結構

較為單純，平舖直敘，顯得較為淺顯易懂。民國85年〈永恒

の燈塔〉「妙訓」，《培德班聖訓》〈永恒燈塔〉即呈現「永

恒の燈塔」冠頂訓及訓中訓：「日昇又落……牽引眾生抵達終

點。」節錄「妙訓」之精華，經過注解、翻譯後，成為淺顯易

懂的教材。「固定版」的每篇「聖訓」課程之後，均有活佛師

尊等仙佛「慈悲囑語」，結合「年度型」「臺語班」「語錄」

課程的方式，易於研究班學員吸收的成效。

（二） 分類方式：「年度型」的「妙訓」，「國語班」三階段妙訓課

程，原則上是依照上課的順序加以安排課程，重視仙佛智慧結

晶的傳承；「臺語班」則分為妙訓、善歌、仙佛語錄三類，較

著重學員多元吸收的成效。而「固定版」的「聖訓」則依各研

究班之教育目標選擇適合之聖訓、語錄，較重視施教效能的普

及程度。

（三） 效能特質：「年度型」的「妙訓」對前一年度具重大教育意義

之妙訓，透過教材的彙編與研究班的教育，適時地發揮妙訓的

教育功能，也能掌握重要資料保存的意義。而「固定型」的

「聖訓」教育，則將民國81-93年之聖訓加以整合，編撰施教的

主題，並與研究班明確的教育目標30加以結合，兩者發揮效能有

所不同，然對實踐、發揚聖賢之道的教育宗旨，卻是殊途而同

歸。

30.請參本文第二節「發一崇德聖訓教育概況」「二、『固定版』聖訓教育的發展」「聖訓主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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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德聖訓教育之展望

《負責講師手冊》明確界定各研究班（進修班）之教學目標，而

其共同之總目標，即是「崇德學院教育目標」，開宗明義云：

復興道德文化，端正風氣，深入白陽經藏及闡揚普渡殊勝，實

踐道之宗旨，渡化眾生，達本還源，使萬家生佛，以冀世界大

同。31 

濟公活佛三大宏願：（一）在先天渡化眾生，達本還原；（二）

在後天，移風易俗，實現世界大同；（三）繼往開來，復興中國固有

文化。如何實現道之宗旨、世界大同？如何完成活佛師尊宏願？如何

闡揚普渡殊勝？關鍵在於「深入白陽經藏」。所謂「白陽經藏」，就

發一崇德而言，即是目前近8,000篇的「聖訓」；「深入」，有「研

究」、「貫通」、「熟稔」、「實踐」等義。聖訓的典藏與分類，是

詮釋與研究的基礎，經過適當的詮釋與深入的研究，方能透過教育，

有效地落實於日用尋常之中。有關崇德聖訓之展望，以下分為三項要

點，加以論述：

（一）聖訓的典藏與分類

從「崇德人」的角度出發，民國38年後至今的訓文逾7500篇，聖

訓中心已建立典藏、分類的基礎，並適時地出版《道之宗旨》、《百

孝經》等「連訓」的著作。為了提供聖訓研究的園地，聖訓中心目前

已初步著手建構數位典藏機制，第一階段期能全面掃描聖訓原始資

料，提供研究者全面檢視或閱讀，繼而建立檢索系統，期能便於有系

統地提供聖訓研究素材。

崇德，隸屬於發一組，發一組及其平行的組線所典藏的聖訓，均

是當前重要的「白陽聖訓」，可分為「總論」、「原典」、「研究」

三大類，依臺灣圖書編碼，茲將建議列圖如下：

31.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負責講師手冊》（南投：光慧，2006年3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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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6（200宗教類 270其他宗教 271中國其他宗教 6一貫道） 

271.61 白陽聖訓總論

271.62 白陽聖訓原典

271.621 大陸時期聖訓

271.622 臺灣時期聖訓

271.623 世界各國聖訓

271.624 聖訓集結（置於「原典」第一類或「總論」）

271.6241 連訓（以下，舉例）

271.62411 道之宗旨

271.62412 百孝經

271.62413 世界大同

271.62414 大學

271.62415 中庸

271.6242 合訓（以下，舉例）

271.62421 莊敬自強

271.62422 儒行操守

271.62423 智仁勇應萬變

271.62424 敬老尊賢飲水思源

271.63 白陽聖訓研究

271.631 聖訓義理

271.632 聖訓辭章

271.633 聖訓考據

271.634 聖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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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為「研究」之素材，依聖訓重要發展階段及時空因素

加以區分，可分為「大陸」、「臺灣」、「世界各國」三類，最後另

立「集結」一類，將「連訓」「合訓」等重要妙訓著作加以統整。而

「研究」的成果與方向，可依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提及的圖書分

類法，分為「義理」、「辭章」、「考據」，將「經濟」改為「應

用」，共為四類，「教育」則屬「聖訓應用」一類。

（二）聖訓的詮釋與研究

詮釋聖訓的「態度」，對於聖訓「詮釋」的效益影響甚遠，民國

99年國曆11月14日紐約白水聖帝結緣訓云：

聖賢仙佛的嘉言，是用來惕勵自己，而非用來檢討別人。

如果「動機」不對，見解「偏狹」，引用聖賢仙佛嘉言，那就不

是尊敬聖賢仙佛了！因此，詮釋聖訓，必須省察心念，考慮人、事、

物之感受與立場，做到身、心、言、行之正，以「謙」學習了解文字

形音義之專業，以「勤」查明確認，以「誠」體會聖訓之奧旨，方能

充分發揮聖訓詮釋之效益。

詮釋、研究聖訓，首須辨明聖訓的性質。崇德學院陸隆吉執行

長，曾對聖訓教育研究，提出一項重要的看法，認為研讀聖訓須辨析

其「個別性」、「局部性」、「時間性」與「普遍性」：孔子對子路

說的話，不一定適合顏回，屬「個別性」；仙佛對臺北道場說的話，

不一定適合臺中道場，對發一崇德的訓示，不一定適合其它單位或組

線，屬「局部性」；針對特定時間或階段任務而言，屬「時間性」；

《道之宗旨》、《百孝經》等「連訓」著作，適用於古今中外，則為

「普遍性」。32研究聖訓應以「普遍性」之義理為重，並辨明資料所適

用的範圍。

32.民國103年8月10日，本文論文〈發一崇德聖訓教育初探〉於台北崇德大樓簡報時，陸執行長所提出的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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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聖訓教育的教材而言：「年度型」教材以呈現「妙訓」之全貌

或要義原文為重點，目前可以看到部分年度為傳題者提供詮釋上的補

充教材；「固定版」教材則對聖訓原典加以解釋、全文翻譯，便於傳

題者與研究班學員的閱讀。從詮釋的角度來看，「固定版」教材成功

作好聖訓詮釋的工作，大部分的內容可以提供課後的閱讀教材，用以

達成聖訓教育的預期目的。本文針對這兩類聖訓教材進行研究，希望

能對崇德聖訓教育之展望有所助益。

（三）聖訓的教育與運用

民國94年迄今，發一崇德五年研究班的聖訓教育課程，佔社會

界總課程的十六分之一；佔學界總課程的二十八分之一，未來聖訓教

育的努力目標，並不一定是增加授課的時間，而否定其他課程的重要

性。目前的「固定版」之教材，是許多前賢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進德

修業非常珍貴的閱讀教材，將來研究班的授課，新民、至善、培德班

三本聖訓教材如何相互銜接？傳題講師如何導讀聖訓教材？負責講師

如何設法鼓勵班員用心閱讀？透過在班上口頭公開發表，或撰寫書面

「心得」，擇優刊登《發一崇德》雙月刊等方式，形成聖訓閱讀之風

氣，方能充分發揮現有聖訓教材的教育功能。

展望發一崇德未來的聖訓教育，除了珍惜目前的聖訓教材成果之

外，尚有漫長的路程有待大家齊力邁進。短程來講，行德班、崇德班

聖訓教材的編撰，未來五年研究班教材的定期更新，均須有所規劃。

再以長遠的角度觀之，如何善盡崇德的聖訓教育工作，促進世界的和

平，聖訓「研究」工作最為關鍵，而整體奠基的重要目標如下：

1．建立完整的聖訓資料庫，提供研究者閱讀、檢索。

2．建立「善歌」、「語錄」的完整資料庫。

3．全面檢視具有「普遍性」教育價值之「連訓」、「妙訓」，確實

掌握其教育意義，並做好「詮釋」工作之規劃，以及聖訓傳題教

育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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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讓聖訓內容與各教經典、文學典籍接軌，以作為研究班課程的聖

訓資料之佐證。

以上述的成果為基礎，「繼往」必能「開來」，「往聖絕學」之

闡發，必定是開創「萬世太平」的成功關鍵，亦即聖訓教育之終極目

標。

伍、結語

一、本文研究之方法，即是從資料的歸納與分析，從關鍵資料義理脈

絡的會通，依序層層遞進，用以探究崇德聖訓教育的理念及其宗

旨。

二、發一崇德的聖訓教材，可分為「年度型」、「固定版」兩種：

（一）年度型：分為「國語班」、「台客語班」聖訓教材。民國82年

（1993）到93年（2004），總共12年的時間。

１．國語班教材

(1)分為三階段：「妙訓一」、「妙訓二」、「妙訓三」。分為

「共同」、「個別」課程，所謂「共同」課程，為新民、至

善等研究班共同研讀的「妙訓」課程，又可分為「圖形」、

「文字」兩類，為本文探討之主軸。「個別課程」，即指新

民、至善等研究班各自研讀的妙訓課程。

(2)「共同課程」25篇，「個別課程」80篇，彙編的「妙訓」總

共105篇。

２．台客語班教材：分為「妙訓」、「善歌」與「仙佛慈語」三類。

（二）固定版：民國94年（2005）起，崇德進修班（研究班）教育實

施教務更新，所編定《新民班聖訓》、《至善班聖訓》、《培

德班聖訓》等教材。

三、「國語班」「共同課程」訓中訓以「圖形」的方式呈現，共15

篇，以「燈光類」7篇最多、「植物類」5篇居次，約為共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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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1/2。「燈火類」，象徵「聖賢之『道』」之體用、實踐與

傳承；「植物類」，象徵實踐聖賢之道的修為方法與目標；「會

意類」，即以邁向聖賢之道的終極理想世界大同為目標。合而言

之，「紮根聖賢之學、聖賢之德」，實踐聖賢之道，完成世界大

同的理想，即為聖訓教育的核心目標，不但與「文字類」訓中訓

義理相應，亦與「個別課程」相互關連，亦為「台客語班」、

「固定版」聖訓教材的共同宗旨。

四、如何善盡崇德的聖訓教育工作，促進世界的和平，聖訓「研究」

工作最為關鍵，而整體奠基的重要目標如下：

（一）建立完整的聖訓資料庫，提供研究者閱讀、檢索。

（二）建立「善歌」、「語錄」的完整資料庫。

（三）全面檢視具有「普遍性」教育價值之「連訓」、「妙訓」，確

實掌握其教育意義，並做好「詮釋」工作之規劃，以及聖訓傳

題的教育培訓。

（四）讓聖訓內容與儒道經典、文學等典籍接軌，讓研究班課程均有

載明時間、地點的聖訓資料加以佐證。

奠定聖訓研究的基礎，接軌「往聖之絕學」，闡發白陽經藏之義

理，貫古通今，必能開創新局，邁向「萬世太平」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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