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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尊姓張，諱上奎下生，字上

光下璧，道號天然，山東濟

寧人，生於清光緒十五 ( 西元 1889

年 ) 年七月十九日。誕生之際，天壇失

火，紅光 滿天，黃河澄澈，天地垂象，實乃聖人降世之

徵。師尊生有異稟，平頂方頭二目重瞳，天縱睿智，秉性淳

厚。民國四年 ( 西元 1915 年 ) 二十七歲時遇褚老師得道，聞

道不捨，篤信修辦，民國九年 ( 西元 1920 年 ) 褚老師歸天，

蒙路祖器重， 隨侍左右，親炙德輝，道業精進。 民國十四

年 ( 西元 1925 年 ) 路祖殯天，十九年 ( 西元 1930 年 ) 維皇

降訓，令師尊師母同領天命，接續道統，普渡三曹，師尊師

母承命戰兢自持，忍辱負重，道務日興，民國三十四年 ( 西

元 1945 年 ) 已遍佈全中國，次年由四川道親迎至成都闡道，

民國三十六年 ( 西元 1947 年 ) 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日，一代

明師溘然殯天，春秋五十有九，維皇賜封天然古佛。師尊雖

位證至極 ，然眷顧蒼生，誓愿無盡，靈昭感應，到處顯化，

廣渡群黎，普天眾生無不蒙恩。

 師尊 天然古佛 道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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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riarch’s family name was Zhang, given name Kuisheng, also 
called Guangbi, and bestowed name Tian Ran. His hometown was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and he was born on July 19, 1889. When 
he was born, the heavenly temple had a fire and the sky was all ablaze, 
the Yellow River turned clear, and there were auspicious signs between 
the heaven and earth, truly signifying that a sage had descended upon 
the earth. The Patriarch was born with an outstanding appearance, with 
a flat skull, square forehead, and eyes with double pupils, endowed 
by heaven with wisdom, benevolent in nature. In 1915, when he was 
twenty-seven, he met Teacher Zhu and received Dao, was persistent 
in learning about Dao, and faithfully went about establishing Dao. In 
1920, after Teacher Zhu returned to heaven, the Patriarch was trusted 
by Lu Zu to accompany him everywhere. Lu Zu taught him virtue and 
glory himself, and the Patriarch’s Dao-cultivation progressed greatly. 
In 1925, Lu Zu returned to heaven. In 1930, God gave order that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should shoulder the holy mission of passing 
on Dao together, redeeming beings in the Three Worlds.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took on the mission and carefully carried it out, bearing 
insults and burdens, and Dao affairs were thriv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spreading to all provinces in China by 1945. In 1946, the Patriarch 
was invited by Dao relatives to Chengdu to lecture on Dao. In 1947, 
on August 15 in lunar calendar, the mid-autumn day, the wise Patriarch 
returned to heaven, at the age of fifty-nine, bestowed by God as Tian 
Ran Gu Fo. Even though the Patriarch was in a high position, he cared 
deeply for all beings, and his devotion to save them was endless. 
His inspiration and miraculous deeds were manifested everywhere, 
redeeming a wide range of human beings, everyone benefiting from his 
kindnes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Patriarch, 
Tian Ran Gu Fo:A Brief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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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母姓孫，諱上素下真，又名

上明下善，道號慧明，山東

單縣人，生於清光緒廿一年 ( 西元

1895) 八月廿八日。幼承庭訓，嫻淑貞

靜，民國七年 ( 西元 1918 年 ) 得道，慈心廣博，悲願宏深，

民國十九年 ( 西元 1930 年 ) 道運推移，維皇明命師尊師母同

領天命，使男女平等皆可修辦，乃道降庶民火宅之運數。又

諸佛四處顯化，應驗斑斑，師母聞命深知天意難違，乃敬謹

持慎輔佐師尊，使千百年來婦女得修大道不讓鬚眉；三十六

年 ( 西元 1947) 年中秋師尊示寂，天地同悲，草木同戚，諸

弟子悲慟萬分，師母力挽狂瀾，安定道場，諸弟子為師母德

化所召，拋家捨業傳遞心燈，重振聖業。三十八年 ( 西元

1949年)風雲變色，師母避難香江，四十三年(西元1954年)

由韓道長克服諸難，迎請聖駕移錫臺灣，師母宏愿感天，終

於化危機為生機，使一貫道能頂天立地，合法傳道，再由台

灣傳遍世界各國，紛紛受到各國政府肯定。六十四年 ( 西元

1975 年 4 月 5 日 ) 農曆二月廿三日，一代明師溘然殯天，享

壽八十有一，維皇賜封中華聖母。

師母 中華聖母 道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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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riarch’s family name was Zhang, given name Suzhen, also 
called Mingshan, known by the name of Huiming. Her hometown 

was in Ch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born on August 28, 1895. She 
received teachings from childhood, had a demure and quiet nature, and 
received Dao in 1918. Her heart was filled with endless kindness and 
deep caring, In 1930, Dao’s situation changed and God gave order that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should shoulder the holy mission together 
so men and women would be equal in establishing Dao, the fortune 
that Dao brought to common homes. Various Buddha made miracles 
in many places and people had many testimonies; the Matriarch heard 
about it and knew heavenly order shouldn’t be disobeyed, so she 
carefully supported and aided the Patriarch, so women could cultivate 
the great Dao in the same way as men since thousand years ago. On 
the mid-autumn day in 1947, the Patriarch returned to heaven and the 
heaven and earth were both sad, even grass and trees felt the grief, 
disciples shaken by the deep sadness. The Matriarch changed the severe 
situation and stabilized Dao. Disciples were inspired by her virtue and 
left their homes to spread the light of Dao, revitalizing the holy cause. 
In 1949,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and the Matriarch took refuge 
in Hong Kong. In 1954, Han Dao Zhang overcam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invited the Matriarch to Taiwan. The Matriarch’s great wish moved 
heaven and changed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so I-Kuan Tao could 
stand up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nd be legally propagated, from 
Taiwan to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eceiving affirmation by many 
governments. On February 23 in the lunar calendar, April 5, 1975, the 
wish teacher returned to heaven, aged at 81, and was bestowed by God 
the Buddhahood of Zhong Hua Sheng Mu. 

The Matriarch, 
Zhong Hua Sheng Mu: A Brief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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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師恩、感戴母德，一九三 0年師尊師母二老大人同領天命，繼天立

極，救拯乾坤，傳道解惑，日月照臨，為化三天，濟世度生，奔波勞

碌，憂苦身心，其德昭昭、其恩穆穆，至善至美、至大至仁，總盼早日天

下一家，萬國一理，相親相愛一道同風！

然近年來，因人性物化，大氣暖化，人文道德異樣化，故而災劫頻傳，

天地不安，如果人類不回心轉意，只有一直惡化下去，有識之士，唯有透

過「道化」，叩懇上天慈憫，每一個人要痛定思痛，感恩懺悔，返樸歸淡，

清心寡欲，修心養性，率性而行才能了愿還鄉。

八十年來，師恩母德加被，各國總會陸續成立，全賴我同道兄弟姊妹

秉持  師尊、師母二老大人慈志，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同心協

力，不畏艱難，矢志開拓成果。然九六原人，必竟還有很多未渡，相信於

未來時日，應在現有基礎上，加強各組線團結合作，厚實道力、財力，積

極培養人才，紮根性理心法，廣植道學探究，如此以應「真儒復興」之鴻

運，從而道援天下帶出人類平安幸福之途！

於此紀念與感恩大會上必共同冀下厚望：

一、盡孝盡於無生、盡忠盡於彌勒天：小孝孝於父母，大孝孝於上天。時

存感恩報德，立身行道，如此孝道備矣。而盡大忠大義為「扶助彌勒

成大道，保佑鄉兒得安寧」。

二、報師恩永為弟子、揚一貫絕無二心：一師一道終生不渝，報恩了愿絕

無二心，達成師尊師母宏願，道傳萬國九州。

三、敬天地尊重天然、淡生活愛護地球：志為環保道親、天然義工，必先

做好清口、清心工作，生活簡單、樸素，儘量減少人工化，一切回歸「道

法自然」。

四、道本一體無你我、理無二致共一心：道務宏展，天命永昌，唯一之徑，

只有公心一片，無為無我，團結一致，上天無親，惟德是輔。

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總會道務昌隆，一貫天命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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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the Patriarch’s kindness, grateful for the Matriarch’s virtue, in 
1930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both followed Heaven’s manifested order, 

carried on Heaven’s mission and set up supreme principles, rescued the universe, 
propagated Tao and cleared up confusion, shone upon by Sun and Moon, 
transformed three worlds, saved the world and living beings, rushed about and 
worked hard, saddened and worried body and mind, their virtues were obvious, 
their kindness was solemn, they had ultimate goodness and beauty, supreme 
broadmindedness and kindness. They always hoped that the world would unite 
as one, all countries would follow the same truth, loving and endearing each 
other, all following Tao!

Still, in recent years, as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materialistic, there is 
global warming, customs and atmosphere are becoming strange, thus disasters 
are frequently reported, heaven and earth are not resting in peace. If human 
beings don’t change their minds, the situation will only become worse. People 
with vision should strive towards “Tao-transformation,” ask kindness and pity of 
Heaven, and everyone should reflect on their suffering, feel gratitude and repent, 
go back to simplistic lifestyle, clear their hearts and cut back on desires, cultivate 
their heart and nature, behave according to true nature, then wishes will come 
true and they can go back to their true home.

 In eighty years, with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kindness and virtue, 
I-Kuan Tao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consecutively in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all disciples’ carrying on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kind ideals, holding 
their aspiration as own aspiration, their goal as own goal, unified in their efforts, 
afraid of no obstacles and tribulations, set their heart upon achieving 

Congratulatory Speech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Mission and 4 5 Parent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A respectful record from Elder Peicheng 
Chang, President of Council of I-Kuan Tao 
World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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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However, of the 9 6 original people, many are still not redeemed.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current foundation, various group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put in more endeavors and funds, actively 
cultivate talent, take root in methods of human nature and heart, spread Tao 
research, in this way true Confucianism will be revitalized, and Tao will give 
help to the world, creating a path to peace and happiness for human beings!

 On this commemoration and gratitude conference following wishes should 
be cherished by all:

1.Practice filial piety all the way, practice loyalty to the Mi Le Heaven: minor 
filial piety goes to parents, major filial piety goes to Heaven. Harbor gratitude 
and virtue at all times, establish oneself and implement Tao, then the way to 
filial piety is ready. Practice major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for “helping Mi Le 
in becoming great Tao, protect children with peace and security.”

2.Repay the Patriarch’s kindness with being permanent disciples, propagate 
I-Kuan Tao with no other ambition: one teacher and one Tao for all life, repay 
kindness and fulfill wish with no other ambition, realize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great hopes, spread Tao to all countries and continents.

3.Respect Heaven, Earth and nature, live simply and protect the earth: make it a 
goal to be environmentally aware Tao disciples, nature’s volunteers, start with 
simple taste and simple heart, live a life of simplicity and plainness, minimize 
artificial processing, let all return to “Tao and Nature.”

4.Tao is one without you and me, there is only one truth with no divided hearts: 
Tao cause is booming, Heaven’s mission will always be upheld, the only way 
is to think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get rid of self-serving and selfishness, 
unite with all disciples, the Heaven favors no one, all works towards virtue.

Last, wish the conference a complete success, the World Headquarters will 
always boom, I-Kuan Tao’s heavenly mission will always be upheld!

         May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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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一貫道總會為紀念一貫道第十八代祖師張天然師尊暨孫慧明

師母傳道八十週年，特別於 201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在

美國紐約市皇后大學，舉行一貫道師尊師母傳道八十週年紀念大會暨

四五孝親感恩活動，後學謹代表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致上最誠摯的祝

賀之意，並祝福大會圓滿成功，與會嘉賓前賢平安幸福。

一貫道自 1930 年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同奉上天之明命，承

擔第十八代祖師的傳承以來，一貫道在傳道救人的聖業上，已開拓至

全球五大洲八十個國家。從張天然師尊時代〈1930 ～ 1947〉的道傳 5

個國家，到孫慧明師母時代〈1947 ～ 1975〉的道傳 16 個國家，進而

到張天然師尊〈1895 ～ 1947〉、孫慧明師母〈1905 ～ 1975〉歸後的

今天一貫道總會所屬各組線道場已將一貫道從台灣傳到 80 個國家，

足見道傳世界的弘願實踐，一直都在努力，從未止息。雖然距離道傳

全世界 195 國尚有一大段前程，但依近百年來道傳世界的弘願實踐事

實觀之，相信一貫道傳遍全世界也是將來可成的事實。

一貫道自 1945 年 12 月由大陸傳入台灣，1949 年後台灣海峽兩岸

分治，此後一貫道在臺灣海峽兩岸都受到執政者的嚴格禁制。在台灣

經歷了長期的溝通，直至 1987 年 2 月才獲解禁，並於 1988 年 3 月 5

日在台北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1996 年 10 月 6 日在美國洛

杉磯成立「一貫道世界總會」，目前已在十三個國家成立一貫道總會，

包括 2006 年在美國洛杉磯成立的美國一貫道總會。目前隨著臺灣海

峽兩岸的交流，一貫道總會也與大陸有關當局進行了四年多的互動，

也邀請過大陸有關當局代表到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國

參訪一貫道道場，並在臺灣舉辦「近現代中國民間結社學術論壇」，

有海內外三十餘位學者專家參與，大陸學者專家即有 17 位出席，會

後並參訪臺灣一貫道道場，大家都有同感，一貫道是個道道地地的中

弘願無息，傳承永續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李玉柱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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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實踐者。我們深信，中國大陸如果真正要共同發揚中華文化，

構建和諧社會，共建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那麼積極研究評估解禁

一貫道以及認可五大宗教之外的民間信仰、民間宗教與新興宗教是不

可或缺的步驟。

其實，自 1930 年以來，師尊師母暨全體一貫道弟子，不論順逆

二境，時時處處都在實踐一貫道傳道的宗旨，希望人人都能啟發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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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在教育事業上，除了早年義務學校的興辦，各道場道學學

院的創立，更推展到中文學校、社區大學，目前已獲台灣教育部核可

籌設一貫道研修學院。

一貫道在教化工作上，舉辦國學育樂營、經典研習班、反煙拒毒

活動、淨化人心講座、國際家庭年活動、音樂會、成年禮、學術研討

會、觀護講座、輔育院星光夏令營，長期參與少年觀護所及假釋人士

的輔導，提倡兒童讀經、成人讀經，甚至三代同堂讀經活動，表揚模

範父母親，倡導三代同堂及舉辦敬老活動，製作弘道及深化人心節

目，成立網路電視台，甚至籌劃成立衛星電視台。

一貫道在公益慈善事業上，設立慈善機構如育幼院、養老院、

重殘養護中心，醫療服務措施，社會福利工作，急難救助（如台灣

九二一地震風災，八八水災，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南亞的大海嘯，中

國的汶川大地震，各國的災難等）。幾十年來，普受各國政府及人民

的肯定與獎勵。一貫道全體道親並不以此為足，而且會在這個紮實的

基礎上，繼續努力。

今天的大會，大家懷著最美好的心，共同參與最溫馨的盛會，這

是人生難得的大福份。我們相信「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

世界為大同」的美好願景，不只是一貫道的傳道願景，也是各大宗教，

甚至全人類可以永久和平繁榮的共同願望。在這裡，我們誠摯的恭賀

大家踴躍出席盛會，相信經由大家共同永續的努力，發揮宗教情操，

「忘己為人，盡其在我，誠敬奉獻」，我們的國家會更美好，世界也

會更和平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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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18th-generation forefather 
Patriarch Zhang Tianran and Matriarch Sun Huiming’s mission, in the 

afternoon of Sunday, November 14, 2010, in Queens College, New York, 
American headquarters of I-Kuan Tao holds the commemorating conference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I-Kuan Tao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mission and 
4 5 Filial Gratitude Activity. On behalf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Kuan Tao 
Association, I present the sincerest congratulations and wish the conference a 
complete success and all honored guests safety and happiness.

Since the Patriarch Zhang Tianran and Matriarch Sun Huiming together 
followed Heaven’s manifested order in 1930 and took on the legacy as the 18th-
generation forefather, I-Kuan Tao’s holy causes of spreading Tao and redeeming 
lives have expanded to 80 countries in five continents all over the globe. Since 
Patriarch Zhang Tianran’s era (1930-1947) when Tao was spread to 5 countries, 
to Matriarch Sun Huiming’s era (1947-1975) when Tao was spread to 16 
countries, to the time after Patriarch Zhang Tianran (1895-1947) and Matriarch 
Sun Huiming (1905-1975) passed away, I-Kuan Tao’s various groups of Dojo 
have spread I-Kuan Tao from Taiwan to 80 countri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fforts 
of realizing the great hopes of spreading Tao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always been 
kept up without cease. Even though there is still some distance from spreading 
Tao to all 195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how the Tao has 
been spread in the world in the last 100 yea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is realistic 
to spread I-Kuan Tao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Great Hopes Know No End; Legacy 
P a s s e s  O n  F r o m  G e n e r a t i o n  t o 
Generation.
Congratulatory Speech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s Mission and 4 5 Parent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by Master Yu-Chu Lee,President of I-Kuan Tao Headquarter,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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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uan Tao was spread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in December 1945. After 
the separation in 1949, I-Kuan Tao has been under strict sanctions from governments 
on both sides of Taiwan Channel. After long-term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the 
ban was finally lifted in February, 1987, and on March 5, 1988, Republic of China 
I-Kuan Tao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n Taiwan. On October 6, 1996, I-Kuan Tao 
World Headquarters was formed in Los Angeles, United States. So far I-Kuan Tao 
associations have been formed in 13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I-Kuan 
Tao Association formed in Los Angeles in 2006. With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s 
going on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Channel, I-Kuan Tao Association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in mainland China for four years. 
Representatives of related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been invited to 
visit I-Kuan Tao Dojos in Thailand, Malaysis, Singapore, and Philippines. Academic 
forum on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folk associations was held in Taiwan with 
more than 30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experts attending, 17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forum, scholars and experts visited I-Kuan Tao Dojo in Taiwan and 
everybody felt I-Kuan Tao is a true practitioner of Chinese culture. We are convinced 
that if mainland China really wants to propagate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 a society 
of harmony, and build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all Chinese, then it is a step not 
to be missed to actively research and evaluate the ban-lifting of I-Kuan Tao and the 
recognition of folk beliefs, folk religiosn and emerging religions outside the five 
main religions. 

In fact, since 1930, the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and all I-Kuan Tao disciples have 
been practicing the principles of I-Kuan Tao’s mission, through thick and thin, in the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be inspired to the ultimate virtue of good knowledge and 
good conscience, establishing oneself and others, distinguishing oneself and others, 
recovering the world to pure peace, changing people’s hearts into goodness and 
kindness, striving for the world to become one. 

In the realm of education, besi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compulsory schools 
and Tao institutes of various Dojos, I-Kuan Tao has also entered Chinese schools and 
community colleges. So far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given permission to 
plan on setting up I-Kuan Tao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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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alm of societal education, I-Kuan Tao holds educational and 
entertaining camps of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lasses of Classics, anti-smoking 
and anti-drugs activities, heart-purifying lectures, International Family Year 
activities, concerts, grown-up rites, academic forums, supervision and nursing 
lectures, tutoring academies, starlight summer camps, and participates in long-
term coaching of problem youths and parolees, promotes children’s reading 
classics, adults’ reading classics, even three generations’ reading classics 
together, praises model parents, encourages three generations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holds filial piety activities, produces Tao-propagating and heart-
awakening programs, establishes online TV stations, and even plans on setting 
up satellite TV stations.

In the realm of charity, I-Kuan Tao establishes char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nurseries, retirement homes, nursing homes of severe disabilities, medical care 
agencies,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disaster relief agencies (such as September 21 
earthquake and hurricane of Taiwan, August 8 flood, September 11 of America, 
Tsunami of South Asia, Wenchuan earthquake of China, disaster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dozens of years, I-Kuan Tao has received affirmation and praises 
from many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All I-Kuan Tao disciples aren’t just 
satisfied with this but will keep up endeavors based on this solid foundation.

In today’s conference, everyone holds the most glorious heart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most heart-warming grand gathering, a rare and great blessing 
of life. We believe that the vision of “recovering the world to pure peace, 
changing people’s hearts into goodness and kindness, striving for the world to 
become one” is not just the mission vision of I-Kuan Tao, but also the common 
goal of all major religions and all human beings to achieve perpetual peace and 
prosperity. Here, we sincerely congratulate everyone o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is grand gathering and believe that with everyone’s ongoing endeavors 
in bringing forth the religious mindset of “forgetting oneself for others, being 
completely self-motivated, contributing sincerely and respectfully,” our country 
will become more glorious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more peaceful and 
pro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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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尊敬的長官、貴賓、宗教界先進，各位同修前賢：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齊聚一堂，參與一貫道世界總會指導，美國一

貫道總會主辦，紐約一貫道各組線單位聯合承辦的「師尊師母傳道八十

週年紀念大會暨四五孝親感恩活動」。此先感謝所有籌備同仁暨演出前

賢的盡心盡力，使大會得以順利舉行。

每年的四月和五月是充滿溫馨感恩的季節，四月有清明節，大家慎

終追遠，感恩祖先血脈相傳；五月有現代的母親節，感恩父母生養培育。

另一方面，四月五日也是師母她老人家的成道紀念日，上天賜封她老為

「中華聖母」。因此我們以「四五」作為孝親活動的名稱。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常誤會科技文明可以帶來幸福與和平，但在

2010 年的今天，幸福非但沒有降臨，人類還面臨了更多的問題。英國歷

史學家湯恩比曾經預測，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中國的孔

孟學說和大乘佛法。

「孔孟學說」代表了中華道統文化，以堯舜大道、孔孟真傳為主軸，

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就是無違、容悅、敬愛、供養，

並讓父母無憂。孝悌之道不分地域、種族、宗教、信仰、學術領域，它

是每個人都應遵行的至德要道。人類欲達和平、和諧、合作，必須先尋

找共同的核心價值，而這個核心價值就是「孝」。在一貫道，「孝」是

修行功課中最重要的入門功夫。

本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紀念一貫道師尊師母傳道八十週年，並推廣

百孝經，提倡以「孝」為本，宣揚孝悌倫理道德，讓美加人士重新體認

孝道是個人倫理的根本。大會安排了多元豐富的孝親節目，不論歌劇、

短劇、MV、中國傳統舞蹈、兒童讀經等表演，都具有傳統與現代之意義。

最後謹祝大會圓滿成功，與會嘉賓前賢聖凡如意、身心健康，人類

社會永遠和平安樂。

人之行，莫大於孝
美國一貫道總會  理事長 黃世明

16



人之行，莫大於孝
美國一貫道總會  理事長 黃世明

Government officials, senior members of all religions, distinguished fellow 
Tao members, and all honored guests, Good Afternoon!”

I am very happy to welcome all of you here today for the “I-Kuan Tao 
Missionary’s 80th Anniversary & Parent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guided by the 
World I-Kuan Tao Headquarters, organized by I-Kuan Tao USA, and put on by 
the New York branches of I-Kuan Tao. First I would like to give a big thanks 
to our Tao members for all the hard work they have done to get ready for this 
assembly. They are the reason the event is going so smooth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April and May are full of the spirit of thanksgiving. There is the QingMing 
Festival in April when we give respect to our ancestors. Mother's Day falls in 
May, and it’s a time for us to show gratitude to our mothers for bringing us 
into the world and raising us in the best way they know. Also, April 5th is the 
Memorial Day of her Graceful Matriarch, “Zhong-Hua Holy Mother”. God 
gave her this eternal role, and so we devote this day to the Parent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people have often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ld bring us happiness and peace. But now, in the year 
2010, people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find happiness. Indeed, mankind faces even 
more problems. British historian Arnold J. Toynbee once sai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from China and Mahayana Buddhism are the solutions 
to the social issu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lcoming Speech for the I-Kuan Tao 
Missionary's  80th Anniversary & 4 5 
Parent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by Master Shih-Ming Hwang,President of 
I-Kuan Ta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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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represent 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The core of this culture is the teachings of Yao and Shun, as well as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Mencius once said, "The course 
of Yao and Shun was simply that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Filial piety 
means obedience, pleasantness, respect, and support of our parents, and not 
giving them worry. Regardless of region, race, religion, belief, or academic field, 
all peopl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In order 
to make the world a place filled with peace,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people 
must first find a core value that they all share. This core value is "filial piety." In 
I-Kuan Tao, "filial p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when starting to practice 
cultivation.

Our main purpose for gathering here today is to celebrate the eigh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I-Kuan Tao Missionary. At the same time, we wish to promote 
“the Sutra of Hundred Filial Piety.” This book focuses on filial piety, and 
encourages filial piety and morality. Studying it will provid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th a chance to get reacquainted with the ideas of filial piety 
and rediscover that it is the root of personal ethics. The organizer has arranged a 
lot of great activities that include opera, drama, music videos, Chinese traditional 
dance, and recitations of classic books. Each of them combine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ncepts.

Last but not least, I anticipate all the activities go smoothly and successfully. 
I wish everyone good health, happiness, as well as wonderful spiritual and 
earthly lives. May peace and happiness be upon our society forever.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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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現況概要介紹

現代一貫道的傳承與發展資料簡輯（1930~2010）

一、一貫道的傳承與發展

有關一貫道的起源及其發展，晚近以來學者專家有諸多的討論，

目前則以一貫道淵源於黃德輝倡創的先天道這一論點，可說是大部份

學界的共識。根據一貫道內部文獻顯示，一貫道的淵源先後有「接緒

道統」和「開創道統」。

所謂「接緒道統」，係指一貫道的源流可追溯到自伏羲聖人以降，

「道在堯舜，帝王傳之，道在文武，諸侯傳之」，乃至儒釋道三大教

的心法，均是在傳承先天的妙道，「道本一理，原無二致」，即是

接緒道統最主要的義理核心。如是彰顯同源者，在三大教的各自傳承

中，不乏極力提倡者。

◎諸如傅翕（497 ～ 569）的「道冠儒履佛袈娑，會成三家作一家。」

◎陸象山（1139 ～ 1193）的「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

心皆具是理。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

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

同此心同此理也。」（陸九淵集．卷 22）

◎王重陽（1112 ～ 1170）的「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

（重陽全真集．卷一第八）

◎憨山（1546 ～ 1623）的「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

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所建立。」（憨山老人夢遊集．

卷 45）

◎紫柏（1543 ～ 1603）的「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

之心。學老而能老氏之心，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

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

乃可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紫柏老人集．

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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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1599～1655）的「三教聖人，不昧本心而已。」（靈峰宗論‧

卷 2）

如是論述，也獲得當代哲學大師牟宗三（1909 ～ 1995）的另一

種詮釋：「不管是佛家的般若智心，抑或道家的道心，抑或是儒家的

知體明覺，它們皆是無限心。同一無限心而有不同的說法，這不同的

說法不能形成不相容；它們只是同一無限心底不同意義。無限心本有

無量豐富的意義，每一意義皆與其他意義相鎔融、相滲透，而不能形

成其他意義底障礙。否則這一意義便不是無限心底意義。……」

這樣主張「道本一理，原無二致」的理念是有其根柢的，比如孔

子的「吾道一以貫之」，孟子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早已有類

似的思想，只是均在各大教自承的義理體系中持續傳承而已，即使有

宋元之際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仍是屬傳統道教的範疇。因此，一貫

道將伏羲聖人以降至儒釋道三大教的心法傳承，視為「接緒道統」。

所謂「開創道統」，係指清順治年間（1644 ～ 1661），黃德輝

在江西盧山蒙天啟，受天命，遙接八祖，緒為第九代祖，開創「先天

道」。黃德輝融匯天命心法及新舊宗教思想，以儒佛道「三教合一」

及全真道「修煉金丹」等教義核心，並融合當時新興宗教之「無生老

中」及「龍華三會」之教義，且於康熙六年（1667）頒訂《禮本》《愿

懺》《雷唵經》等三經，作為闡道的章本。此是為因應「三期末劫」，

拯救原人返本還原，所特設傳授無上法，專辦普渡收圓之道門，這也

是早期一貫道道場結社之開始。黃德輝歷經數十年之風霜，開荒闡化

鄱陽一帶，門風鼎盛一時，惟因客觀政治環境及入道標準須「茹素」

及「絕慾」修煉金丹，故自康熙中期，黃德輝歸後，先天道漸呈式微

之態勢。

直至乾隆年間吳紫祥受命為十祖，重振先天道脈，歷經十一祖何

若，十二祖袁志謙，十三祖楊守一、徐吉南，十四祖姚鶴天等之弘揚，

先天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傳到台灣、新加坡等地。先天道在此

時期的發展，仍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禁制，而在祖位傳承方面亦受天

啟的影響，以致乎有中斷或並出之情況，然仍延續著先天道黃德輝倡

創之義理核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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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光緒三年（1877），王覺一蒙天啟，奉 無生老 之命，緒為

十五代祖，續辦收圓。王覺一掌道後，奉命以真儒來闡揚先天道義，

廢除了入道時「絕慾」之規定，以「理天法」取代「氣天法」，將先

天道之「指出玄關」，改為「點開玄關」，又廢除了黃德輝開道以來

所創的「九節內功」，不再修煉金丹，只教人格物致知，涵養心性，

使先天道之修持，由全真化轉趨儒教化。其道以「三極一貫」為綱領，

所謂「先天曰無極，中天曰太極，後天曰皇極，三極大道，三極皆一

也。」特重「末後一著」心傳，謂「非人、非時不准傳」，又言「末

後大道，會三教而歸一，合萬法而不二；得者成仙，見者成佛，修者

成聖。」王覺一先期闡道尚稱平順，在宗教界亦頗具聲望，尤其光緒

七年（1881）在北京三清宮鑄造洪鐘，獲宰相李鴻章之賞識，而名聞

一時。當時曾度化許多文武官員入道。詎料，其間有人假借其名抗清，

遂受連累，其傳道活動因而中斷，不得已假託歸空，以息風考。而且

為延續道脈，於光緒十二年（1886）將道盤交劉清虛執掌。王覺一畢

生除修辦道外，並致力於著述，以宏揚大道。所著有《理數合解》、

《談真錄》、《祖師四十八訓》、《三教圓通》及《歷年易理》等傳

世。王覺一可說是先天道的再創者，其將先天道之義理規模做了更符

應當時社會環境之所需。甚至預知未來道運當是由庶人全體承擔，所

謂「道在堯舜，帝王傳之；道在文武，諸侯傳之；道在孔孟，大夫傳

之；道在周程，士人傳之；當今之世，道在庶人，此不卜可知者也。」

而且將先天道之義理做了創造性的詮釋，雖然天有理天、氣天、象天

之分，性有理性、氣性、質性之別。但是「天君雖貴，舉目即在眼前，

理天雖遙，不移一步即至。」這種一以貫之的胸襟，可說是先天道義

理的更圓熟，故稱其為先天道的再創者，也可說是當代一貫道義理規

模的先驅者。

光緒十二年（1886），十六代祖劉清虛掌盤，並將先天道門改稱

「一貫道」，這是一貫道代表傳道團體名稱的開始。而「先天道」改

名為「一貫道」，可能有二個原因，一者是呼應王覺一「三極一貫」

之說，也即不論先天、中天、後天，其理原一貫，不可偏執於一端，

故稱「一貫道」；或者是因應光緒初期道場官考頻繁，而有之方便權

稱。質實而言，宜以前者為主要原因，因為即便稱為「一貫道」是新

21



的名稱，也難以避免官方的禁制，何況當時劉清虛接事之初，仍是

處於隱道狀態，足見改名為一貫道，並非為了避免道場官考的方便權

稱。清光緒 31 年〈1905〉，由路中一繼任第十七代祖。民國 14 年

（1925）路中一歸空。民國 19 年（1930）農曆六月十五日，張天然

〈1889 ～ 1947〉奉天命掌道盤，其後孫慧明（1895 ～ 1975）續之，

並稱為第十八代祖。80 年來，一貫道已傳遍全球五大洲、八十個國

家，成為一個準世界性的宗教。目前已在 13 個國家成立總會及世界

總會，諸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1988成立）、世界一貫道總會（1996

成立於美國）、各國一貫道總會（柬埔寨 1995，泰國 2000，印尼

2000，馬來西亞 2002，美國 2006，日本 2006，奧地利 2007，澳大利

亞 2007，英國 2007，巴拉圭 2009，巴西 2010，南非 2010）。

致於現代一貫道的發展資料，由於大陸時期甚少有關道場發展之

出版品，在臺灣戰後（1945）至合法化（1988）前，長達近四十年的

取締禁制，幾乎未留下資料，加上一貫道道親常有為善不欲人知之保

守美德。因此，本文僅能從合法化後，各國總會及各組線道場之出版

品，以及官方、私人著作，並透過耆宿訪問、整理一些資料，雖屬一

麟半爪，但也彌足珍貴，謹供參研。

二、一貫道的教育事業

民國二、三十年代在全國各大都市如天津、北平（北京）、濟南、

武進、上海、南京、西安、重慶、成都等地設立了十多所義務小學，

以推廣教育，如天津的忠恕小學、天然小學，上海的忠恕、德民、德

新、德彰四小學，南京的育民小學，西安的培英小學，成都的忠恕小

學、英明小學等。

緬甸道基壇在民國五十年代則分別在貴概及皎脈成立了小學、初

中一貫的崇華學校，而闡德壇更是在臘戌成立規模宏大的明德學校，

並在緬境各大城市如曼德勒等地設十四所分校，學生達七千多人，占

全緬華校人數之九分之ㄧ。

臺灣的崇德文教基金會則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獲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評選，承辦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 迄今仍承辦中，並獲評定為

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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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七十年代起，為宏道及發揚中華文化，臺灣各道場在世界

各地普設中文班，以教授當地華裔子弟，較具規模的如舊金山先天道

院中文學校（1987 ～ 1998）人數最多時有三百人；雪梨天品佛堂的

建德中文學校有一百五十人；洛杉磯全真道院設有慈恩中文班有學童

五十人；巴西聖保羅市全真道院及菲律賓宿霧先天道院均設有中文學

校。

而臺灣地區一貫道道親則開設了一百多所幼稚園。這些對維護固

有文化，作育英才，促進地方及華裔教育均極具有成效。

致於一貫道研修學院的創辦，已於 2008 年初獲得教育部核可准

予籌備「一貫道崇德研修學院」，開設一貫道學系及一貫道研究所。

另有「一貫道學院」及「一貫道白陽研修學院」均已向教育部申請核

可籌備中。

三、一貫道的教化事業

（一）闡發大道真理，渡化眾生－傳授性理心法，以聖音法雨普化滋

潤眾生，開啟其智慧，以解除其心靈之疾苦，進而使其了徹聖

賢正己化人之本懷，以期人人活出生命的真實意義，開創人生

的永恆價值。

（二）辦理道學及才藝研習班－在各道場及社教機構講述一貫道道義

及聖賢經典如四書、老莊、禪學、聖經等，並傳習中醫針灸、

太極拳、內外丹功，及教授書法、道歌、繪畫、戲劇、插花、

烹飪等，以宏揚固有文化，深植道學基礎，培育辦道人才。近

年來為強化人才之培訓，已由昔日的一般研習班，擴大為學

院、書院之設立，如崇德學院、一貫書院、忠恕學院、純陽學

院以及韓國忠南扶餘之ㄧ貫道教育院之設立，提供了道親進修

及講師深造的機會。

（三）舉辦國學育樂營及海外中華文化研習營－各道場在寒暑假及連

假日期舉行青年、青少年之育樂營，寓教於樂，以培養其人格

教育，充實其文化內涵。自民國七十二年（1983）開辦以來，

迄今各道場參加人數已有數十萬人。各道場自民國八十三年

（1984）起長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南北美等地道場

舉辦文化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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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設易經研究班－如民國六十四、五年之際，台北先天道院設

有二千人之易經講座。民國七十年代常州道場之「私立臺灣省

中國國學研究會」主辦之易經班由台南市開始，逐漸在各地開

班，迄今學員遍佈社會各界，數以萬計。

（五）舉辦淨化人心講座及園遊會－一貫道總會成立後，各道場聯合

舉辦大規模的活動，以配合政府祥和方案之進行，於民國八十

年以來，經常在各縣市文化中心或大型公共道場，設立淨化人

心講座，此外也年年辦理淨化人心園遊會，以八十年（1991）

光復節與省政府社會處合辦的「富麗祥和園遊會」規模龐大，

有十萬人參加。

（六）辦理心中有晴天反菸拒毒活動－民國八十二年（1993）共辦四

場，而以桃園縣立體育場舉行的心中有愛、美化人生活動，人

數最多，有一萬五千人參加。

（七）辦理活水淨化人心活動系列，以提倡倫理生活，改善社會新秩

序－係崇德文教基金會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在全省各

地辦理之活動，於民國八十二年（1993）舉行。

（八）舉辦心靈環保園遊會，以響應環保工作，關懷社區文化發展－

如民國八十六年台北縣支會在板橋溪北公園舉辦之園遊會。

（九）辦理國際家庭年系列，以推行儒家思想生活化、社會化、家庭

化，以營造幸福美滿家庭－崇德文教基金會於民國八十三年

（1994）辦理，計在台南市立中正圖書館等地辦理了四場。另，

一貫道總會也派員擔任台北市政府在中山堂舉辦之「宗教關懷

國際家庭年」講座。

（十）承辦生命關懷系列活動，以倡導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崇德文

教基金會於民國八十二、三年之際，在北、中、南各地辦理了

十場活動。民國九十八年一貫道總會暨台灣省分會與行政院衛

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合辦二十場生命守門人講座。

（十一）舉行音樂會，以宏揚禮樂教化－各道場均成立合唱團及國樂

團，除了道場例行唱奏外，並常應邀省（市）政府及縣市文

化中心或外國公演，風評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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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頒發獎助學金，以鼓勵青年學子奮進勤學－各道場之基金會

每年均辦理。

（十三） 辦理繪畫、書法比賽－以提倡美育，陶冶心性，發揚國粹，

各道場經常辦理。

（十四） 出版道書及道刊，以宏道化俗－一貫道出版之道書不下千

種，期刊有數十種，出版社也有數十家。

（十五） 辦理自強運動大會，以強身報國－各道場均定期舉辦，參加

人員動輒萬人。

（十六） 開設兒童讀經班，以培育國學、經典道苗－自民國八十三年

（1994）迄今，各道場已有數十萬以上學童參加讀經活動。

而民國八十七年（1998）由崇德文教基金會及各道場讀經班

配合臺灣省興儒文教基金會、嘉義慈善堂等先後在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台東市四地之孔廟，辦理北、中、南、東

四地區之「小狀元會考－兒童讀經成果評鑑會」，更是盛況

空前，迴響不斷。近來各道場所屬基金會更與各地小學合

作，將讀經活動延伸到學校教育裡，協助學生建立道德意

識。除了臺灣，並擴及海外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美國等國。各組線道場也常常深入社區教導兒

童，頗受社會人士肯定與讚揚。世界一貫道總會及中華民國

一貫道總會更於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台北舉辦「慶賀

老祖師（路中一）傳道一百週年，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

有來自數十個國家的道親來臺，以各種語文接受讀經評鑑，

頗受社會好評。二○○七年五月二十日、二○○八年五月四

日、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華經典研究學會暨臺中縣讀

經推廣協會在臺中市中山公園及臺中市豐樂雕塑公園舉辦第

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中華經典萬人大會考暨萬人齊誦禮運

大同篇。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一貫道世界總會暨馬來西亞

一貫道總會在吉隆坡國家體育場舉辦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

讓讀經活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智慧成長的主要努力之一。

25



（十七） 表揚模範母親、父親，倡導三代同堂及舉辦敬老活動，以提

倡孝道，強化家庭倫理關係－自民國七十年代起，各道場經

常辦理。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並於二○○二年於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感恩師尊成道五十五週年，表揚三代同堂修道

楷模」，計有來自十餘國家，八百多個家庭獲此殊榮。

（十八）舉辦親子活動，以強化親情倫理－各道場經常辦理。

（十九）舉行論文比賽，以提昇道學研究，培育寫作人才。

（二十）舉辦成年禮－使青年認識成人成仁之涵義，以作為國家棟樑

之材，一貫道總會及各道場經常辦理。

（廿一）辦理儒家思想研習會，承辦祭孔大典－一貫道道場以儒家思

想精義，在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辦理講座，普受

當地僑界歡迎。另者，一貫道總會於一九九一年獲臺北市政

府邀請，主辦臺北市孔廟春季祭孔釋奠大典，供品全採素食

製品，發智慧糕代替拔智慧毛，如是尊重生命的改革，普受

好評，也受後續承辦單位〈民間或政府〉採用。

（廿二）舉辦學術研討會，以提昇道場學術水平－一貫道總會台北市

分會曾在民國七十八年（1989）及民國七十九年（1990）辦

理了二次道義論文研討會。天臺聖宮、一貫道總會與中華民

國民間文學學會，自民國八十五年（1996）起，連續辦理了

三屆「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學術研討會」。二○○三年世界

一貫道總會在紐約舉辦第一屆一貫道學術研討會，二○○六

年九月世界一貫道總會十週年慶祝活動在高雄六龜神威天台

山舉行，除了辦理第二屆一貫道學術研討會之外，尚與元智

大學合辦宗教學術研討會。二○○七年十二月三日馬來西亞

一貫道總會在吉隆坡舉辦第三屆一貫道學術研討會。二○○

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一貫道總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其校園內

合辦中國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二○○八年九月八日一貫

道總會與國立政治大學簽訂學術合作案，在政大宗教研究中

心設立一貫道研究組。二○○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高雄六龜

神威天台山舉辦「近現代中國民間結社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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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少年觀護所的輔導－如安東道場及基礎忠恕道場對新竹少年

觀護所之輔導；發一崇德對台中少年觀護所的輔導，至今已

有二十年的服務績效；大香山慈音巖對台北縣少年觀護所的

輔導，林枝鄉主委積極參與輔導工作，擔任台北縣板橋地方

法院更生保護會理事，於民國八十九年（2000）榮任台北市

地方法院觀護人協進會第七屆理事長，大香山慈音巖所屬之

「慈音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並贈送２０部電腦設備給

台北縣少年觀護所。

（廿四）辦理少年輔育院星光夏令營－如一貫道總會與台北市政府在

木柵天恩宮合辦之國中星光夏令營，及發一崇德道場在彰化

少年輔育院所、台中觀護所及接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在桃園

勞工育樂中心，所舉辦之星光夏令營。

（廿五）設立圖書館，以宏揚社教－各道場設立圖書館者頗多。

（廿六）設立網路電視台，製作弘道及淨化人心節目，以發揚道義，

昇華性靈－民國八十五年（1996）一貫道總會在有線電視頻

道播出「智慧的燈火」節目；崇正寶宮也製作「打開心靈的

鎖匙」廣播節目，頗受社會大眾之喜愛及肯定。二○○六年

一貫道陸續成立崇德網路電視台、崇華網路電視台、白陽網

路電視台、宏宗網路電視台等等。

（廿七）辦理志工培訓研習營─激勵青年道親，深入基層社會，協助

弱勢族群。長期在臺灣、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辦理志工培訓，

成為社會更安穩的力量。

（廿八）參與宗教聯合組織，貢獻宗教圓融精神─一貫道總會及代表

參與「中國宗教徒協會」、「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及「中華民國宗教建設研究會」，並承擔會務責任，貢獻宗

教圓融服務精神，促進臺灣社會更和諧發展，深獲各界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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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貫道的公益慈善事業

在大陸時期，一貫道各地的佛堂公益慈善事業做的很多，如施

粥、施茶、捨藥、助葬、濟貧、救難等善舉很多。較有名的有江西武

進設有頗具規模的「崇華堂慈善會」，對慈善事業的推行績效卓著，

尤其是對戰時傷患的醫療及難民救助貢獻極大，屢蒙當局的獎勵。南

京、上海、天津亦設有規模龐大的「中華慈善道德會」，不遺餘力的

從事各項慈善工作，曾獲國民政府社會部頒金質獎章。成都也設有一

所義務醫院－錦城醫院以協助貧民醫療；並設有義務墓園，以解決貧

民安葬問題。

（一）設立慈善機構－分為 (1) 成立育幼院：計有屏東南州精忠育幼

院、西螺信義育幼院及台南柳營佛山育幼院三所。另、緬甸臘

戌龍華宮也設有育幼部門，收容孤苦無依之孩童。 (2) 設置養

老院：計有旗山華川山莊、南投埔里光明仁愛之家、韓國全南

長城進德修養院、常州道場香港竹林明堂附設有養老院、泰國

素口力有光明仁愛之家敬老院、緬甸臘戌龍華宮及眉苗天然宮

均附設養老院，分別收容孤苦老人。

（二）醫療服務措施－如民國七十一年（1982）大香山慈音巖在台北

市立仁愛醫院等三醫院所設置的醫療急難救助金。天臺聖宮自

民國七十四年（1985）起每週日，舉辦中西醫義診，其後並設

置天臺中西醫院，長期對貧民提供義診。緬甸龍華宮、天然

宮、無極宮等十多處大佛堂均設有中醫診所，三十年來一直對

當地貧民實施義診。臺北市師大路的興一聖堂，自民國八十二

年（1993）成立慈善基金會，至全民健保實施前，也設有專任

醫師定期為貧民義診。大香山慈音巖所屬之南非天泰佛堂自民

國八十四年（1995）起定期每月辦二天貧民中醫義診。菲律賓

宿務先天聖道院，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元月起，成立蔡新

輝紀念診所，舉辦低受入西醫義診，分內科及牙科。此外，一

貫道總會成立後，各分支會也經常辦理義診，規模較大的，如

民國八十三年（1994）彰化縣支會在二林國小的義診，出動了

三十多位中西醫師，受惠民眾達七百多人。柬埔寨一貫道總會

也定期舉辦中西醫義診，嘉惠當地人民，甚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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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福利工作－

道場的社會福利工作：早期以貧民救濟為主，如斗六崇修

堂自民國四十年代起，即從事當地之貧民救濟；台北先天道院

自民國五十六年（1967）起，每年對雙園地區四、五百戶貧民

之冬令救濟。至民國七十年代起，各組線道場，除了貧病救濟

外，同時擴大為殘障醫療補助、設備之捐助及育幼院、殘障機

構、及老人院之慰問或清掃以及捐助消院器材、救護車。部份

組線道場乃至有捐助文化器材及地方公共工程如道路、隄防、

停車場、登山步道之興建、以及社區環境美化之捐助；並有建

春元守望崗哨，協助地方守望相助；或設靈骨塔免費提供貧戶

使用；或設義工隊作公共服務；或做環保資源回收。淨山、掃

街活動，以及捐血活動等。近年來又擴及配合社區捐建文化中

心、老人會所，以及社區兒童遊樂設施等以嘉惠眾生。

海外的社會福利工作：則以貧民、殘障之救助、醫療及育

幼院、老人院之濟助、服務為主，以及學校清寒獎學金之發

放。如香港道德善堂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成立後，每年均

支出數萬港幣從事公益善善工作，其中最大如民國八十一年

（1992）與社會福利置合作，出資一百九十三萬元港幣，捐助

仁濟醫院養老院等四家養老院，次如菲律賓宿霧先天聖道院，

每年聖誕節對當地數百戶低收入致贈物品，南非西北省瑪蒂

蒂天泰佛堂於民國八十三年（1994）成立後，先後在當地設置

天道一號、二號兩口水井，供一千多戶居民使用，並為一所中

學裝接自來水，以解決其飲水問題；又在當地學校設置清寒獎

學金，協助當地貧苦績優學生助學，每年耗資一萬多美元，在

當地六所大學及高中設置若干名獎學金，並出資協助當地貧苦

兒童就學，二○○○年共資助二五○名兒童；又每逢佛堂週年

慶，也對當地貧民提供二千多份食品、衣物。此外各組線各國

道場等長期對老人院或育幼院提供金錢、物品及清掃、服務等

工作。二○○四年起 , 馬來西亞一貫道總會每年主辦一次全國

捐血日活動，深獲政府及社會各界的肯定與支持。曼谷承揚佛

堂也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在素口力府捐助一所國小圖書館

十二萬元泰幣圖書，並在當地高中設置清寒助學金十名，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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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四千泰幣。次如巴拉圭西松森孔孟聖道院對當地印地安村

等之貧民救濟。大香山慈音巖自民國八十七年（1998）起三年

間先後捐獻越南胡志明市免費慈善醫院及貧窮病人輔助基金會

二百枝柺及四○八架輪椅，以協助當地殘障人士。馬來西亞寶

光建德道場每年均配合吉隆坡中央醫院，舉辦團體大捐血活

動，以解決當地血荒，同時每年捐助當地數所華文學校馬幣二

萬元。泗水天平佛堂也在民國八十五年（1996）捐助十架輪椅

給當地殘障人士。在這方面表現較突出的為新加坡崇華道德會

（址設天國佛堂），該會平時要照顧四百位獨居老人，每週日

均派一、二百人至當地五所老人院服務；每年的樂齡節均出動

五百人配合服務千位老人；自民國八十七年（1998）起，受託

辦理二所樂齡中心，以擴大服務老人。此外，該會還定期捐助

防癆協會等慈善機構及接受公益機構委託，在中元節期間到全

國數百個中元會去募款。又，泰北及柬埔寨難民救助也是各道

場經常性的工作，如民國八十二年（1993）發一道場派兩位點

傳師至泰北救濟難民。民國八十三年（1994）寶光崇正道場以

食品、物品及醫療器材捐助柬埔寨政府，並出資助建金邊莫靈

望大道；民國八十五年（1996）柬埔寨一貫道總會成立時，寶

光建德道場則捐助五十公噸白米及科技物品等、建校基金等五

萬美金，此外又捐助修路基金二萬五千美元。民國八十六年

（1997）一貫道總會捐獻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在泰北清萊密額，

建蓋四十三幢磚瓦房屋給當地難民居住。而寶光建德道場也配

合建屋，在當地發放貧病難民救助金數萬元。安東道場宏道慈

善基金會數年來均派員至泰北，分送救濟品給當地貧民；民國

八十八年（1999）還捐助十多萬泰銖清邁府範縣，以供當地興

建蓄水池，解決村民飲水問題。民國九十六年 (2007) 在菲律

賓興建一貫道村，改善菲律賓低收入戶的生活。

（四）急難救助－民國四十八年（1959）八七水災，發一、寶光等數

道場均參與救民賑災。民國七十三年（1984）臺灣各道場聯合

捐助海山煤礦災，及清寒榮民返鄉探親費用各一百萬元。民國

七十七年（1988）巴西聖保羅水災，寶光建德等道場也捐助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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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衣物救災。民國七十八年（1989）大香山慈音巖發動企業

界道親，捐助春暉啟能中心五百二十五萬元，以配合該中心緊

急募款，興建智障兒童宿舍。民國八十年（1991）大陸水災，

一貫道總會捐助一千萬元賑災。民國八十一年（1992）華東水

災，香港基礎道場所屬寶善道德，捐助一百萬元港幣賑災。民

國八十三年（1994）華南水災，該會又捐助廣東封開縣港幣

一百萬元，供村民重建房舍。又，香港明光組仁光善堂在華東

水災、華南水災及爾後之土耳其地震及臺灣九二一地震亦捐款

七十萬港幣救災。民國八十三年（1994）臺灣中南部水災，一

貫道總會捐助一千七百萬元，給省政府作救災用；此外，興毅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也捐助三百七十萬元，給省政府及

高雄縣政府；高雄天臺聖宮也捐助五百萬元高雄市政府，以供

救災用。民國八十五年（1996）賀伯颱風侵襲臺灣，一貫道總

會捐助五百萬元給省政府及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給內政部，轉交

相關單位作賑災之用；發一靈隱道場也捐助五十萬元給南投水

里受災戶。同年，泰國水災，泰國崇德慈善基金會，也捐助

泰幣五十萬銖賑災。同年，雲南麗江地震，基礎忠恕道場也捐

助美金十萬元、四萬美金醫療器材及棉被三千條賑災。民國

八十六年（1997）大香山慈音巖與海浪救生協會合作，於泳期

假日，在新店溪、北海岸白沙灣及淡水河設救生站以救護遊

客。民國八十七年（1998）河北張家口地靈，發一崇德道場捐

贈棉被一千五百條救災；西藏那曲地區雪災，基礎忠恕道場捐

贈棉被四千條賑災。民國八十八年（1999）土耳其大地震，一

貫道總會也捐助該國三萬美元物質賑災。同年八月，柬埔寨水

災，寶光建德道場金邊天振佛堂派員至災區頁不省慰問災民，

並捐贈一千噸大米。寶光元德道場也捐助十多萬元台幣的米和

藥品。同年，臺灣九二一地震，一貫道總會募款四千六百餘萬

元，捐助災區地方政府賑災及受災學校復建，此外，並動員數

萬多人次，在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災區，設

置三十六個餐飲供應站，每餐供應四萬多災民用膳；並設置

三十三個賑災物品供應站，發放救災物品。又，災區也設置九

個醫療服務團及二十二個心理諮詢及課業輔導站，到組合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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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為災民服務及輔導。而霧峰金陸山墓園及柳營佛山靈寶塔也

提供六百多免費塔位，供災民使用，以上共耗資二億元。又，

各道場及寺廟個別捐助災區部份亦達一億五千萬元，如大香山

慈音巖捐助現金及物品五百萬元；興毅慈善基金會捐助埔里學

校之設備、用品及災民救助金，食品，則達一千多萬元；高雄

天臺聖宮之捐亦有一千多萬，發一崇德道場亦有一千萬元，基

礎忠恕道場捐助南投水里永興國小、南投中寮廣福國小、雲林

斗六梅林國小等三校之校舍重建費用更達一億餘元。總計此次

大地震總會各組線共耗資三億五千萬元救災。尚未參與總會之

道場捐款也不少，如興毅長榮集團捐款及物品，更達四億五千

萬元；發一德化道場亦有七百萬元，發一靈隱道場則有一百萬

元及數十萬元物資。民國八十九年（2000）印尼萌姑露災變，

一貫道道場共捐助五、六十萬元現金及物品賑災，又，民國

八十九年（2000）十一月象神颱風，侵襲臺灣，一貫道道場也

捐獻約一百萬元台幣之現金及物品賑災。民國九十年（2001）

一月，中美洲薩爾瓦多地震及印度古茶拉底省地震，一貫道總

會也分別捐助台幣一百萬元賑災。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

遭受恐怖攻擊，世界一貫道總會捐助美金二十餘萬元及物品賑

災，也舉辦多次祈福法會，撫慰傷亡者心靈，並獲當時聯合國

秘書長安南邀請參加每年在紐約舉辦的聯合祈禱會。二○○三

年ＳＡＲＳ疫情爆發，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及各組線道場捐助

新台幣一千餘萬元及應急物資，並製作文宣以助減緩疫情。二

○○四年十二月南亞大海嘯，波及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斯

里蘭卡、印度等國，一貫道總會及世界總會，各國總會及各道

場共同捐助新台幣計二千萬元以上及在受災區協助重建家園數

百間愛心屋，並撫慰災民。二○○五年菲律賓大水災，美國紐

奧良大水災，二○○六年印尼大地震，一貫道總會及世界總會

也分別捐助各數百萬元新台幣。二○○八年初中國大陸華中大

雪災，一貫道總會捐助新台幣一百萬元，各國總會及道場也分

別捐助善款。二○○八年五月四日緬甸風災，一貫道也自臺

灣、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捐助物資及善款各數百萬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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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國大陸汶川大地震，一貫道總會捐助

新台幣一千萬元由大陸海協會代轉四川災區，美國一貫道總會

也捐助美金十八萬元由中國駐美洛杉磯總領事館代轉四川災

區，各國總會及道場也分別捐助善款及救難物資。一貫道總會

也特別向內政部申請核可設立勸募專戶，募集善款協助地震災

區重建學校及心靈輔導。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一貫道總會

捐助臺中縣、南投縣政府新台幣二百萬元，協助辛樂克颱風災

區重建及人道關懷。二○○九年八月八日台灣遭受莫拉克颱風

大水災侵襲，一貫道總會暨各組線道場設立多個賑災中心，投

入人力物力財力，長期在災區救護災民，並成力勸募專戶，協

助災區災民重建家園。

（五）舉辦園遊會、愛心活動，讓溫暖滿人間－道場辦理是項活動已

有十多年歷史，較具代表性的有，民國七十七年（1988）大香

山慈音巖在板橋綜合體育場舉辦的炬光殘障園遊會，提供一千

多位殘障青年參加。近年來大香山慈音巖經常在萬里「台北縣

立仁愛之家」，舉辦園遊會，設素食攤位，及致贈禮品慰問老

人，次如，民國八十年（1991）一貫道總會台灣省分會在台中

民俗公園舉辦之愛心園遊會，設置二百餘攤位，接待六百多

位養老院院民、育幼院院童，參加道親達三萬多人。再次如民

國八十四年（1995）崇德文教基金會在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

舉辦脊髓殘障愛心晚會為殘障機構募得一千六百萬元。民國

八十七年（1998）總會高雄市分會假高雄市三民區，舉辦「寒

冬送暖溫馨關懷園遊會」，有一萬多人參加。民國八十八年

（1999）十月，興毅慈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撫慰地震災民，假

埔里辦理「埔里人蓮花情之夜」，近萬人參加。同年十一月，

基礎忠恕道場天惠道德文教基金會假中寮爽文國小，辦理「南

投縣中寮鄉祈福法會」，為災民祈福，並致贈受災家屬慰問

金。同月，總會分會假台中市舉辦「奔向陽光，邁向光明－與

身心靈健康有約」反毒、社教園遊會，設置一七五攤位，有五

萬人參加。同月省分會又假台中市中山堂，舉辦「阮的鄉情阮

的愛˙九二一賑災音樂會」以募款賑災，有一千六百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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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省分會假南投縣鹿谷鄉秀峰國小，辦理「清水、秀峰

兩村跨世紀，走出災區陰霾晚會」，以撫慰災民。民國八十九

年（2000）十月，由一貫道總會主辦，台灣省分會承辦之「關

懷社會，溫情滿人間－牽手再援九二一賑災、慈善、社教園遊

會」，假台中市文心路與向上路交會處廣場舉行，設置二百多

攤位，並提供災區設攤，及提供義賣，並為災民募款。直至於

今，每年都會以「關懷社會」為主題，舉辦園遊會，將義賣所

得款項全數捐助弱勢團體。

（六）提倡天然素食、戒殺護生，以發揚善德，提昇人類光明面－一

貫道道親一本慈悲之心懷，不僅尊重生命，戒殺護生，且倡導

茹素，道場講師以上人員均需素食。為推廣素食，在臺灣及世

界各地普設素食館，目前各地之素食館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為一

貫道道親所開設 ( 據保守估計臺灣即有上千家 )。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台山道場成功主辦亞洲

素食協會第三屆年會，有二十餘國貴賓出席。尤其，在今日國

際社會倡導環保及生態保育的聲浪中，一貫道道場的素食戒

殺，實具積極意義。

五、傳承永續，道弘無極。

綜上可知，八十年來一貫道在傳承與發展的聖業上，由醫療、濟

貧、救災、以及殘障、育幼、養老等社會問題的解決；乃至興辦學校、

社區大學促進地方教育；廣設文教慈善公益等基金會，舉辦文化、孝

親、敬老、親子活動、慈善公益活動；從事國學、道學及才藝之研習，

以恢宏固有文化及培養倫理道德觀念；講經說法，匡正世道人心、淨

化社會，其宗教功能的發揮，對於國家社會實有莫大貢獻。而一貫道

道場、社團及個人從事公益慈善及教化事業，也屢獲各國各級政府機

關頒獎表揚。我們深知，一貫道係提倡倫理道德，發揚中華文化的傳

道團體、宗教團體。我們不怕做的太多，只怕我們做的還不夠。道場

老前賢們常講：『這社會只一個人好是好不了，要大家一起好那才是

好！』其實一貫道道親在師尊師母的天命領導暨各組線道場領導前輩

的慈悲感召下，總是默默的做、默默的行，仁慈是我們的本心，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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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本份，活佛師尊曾言：『縱是無名也頂天立地！』無為的付

出才是真付出，無私的奉獻才是真奉獻。即使要達成「挽世界為清平，

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的願景目標，尚有相當漫長的路。

但是我們相信，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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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管理學會宗教委員會編著（本簡輯依本篇論文修增訂而成，特此致

謝）

　　

◎附　　錄

一、一貫道的宗旨

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孝父母，

重師道，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

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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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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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貫道相關網站

一貫道世界總會 http://www.with.org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http://www.ikuantao.org.tw

一貫道崇德學院 http://www.iktcds.org.tw

基礎忠恕 http://www.1-kuan-tao.org.tw

寶光紹興崇華聖道院 http://www.chsty.org

大香山慈音巖全球資訊網 http://www.yitkuant.com.tw

寶光建德全球資訊網 http://www.bgjd.org.tw

發一崇德全球資訊網 http://www.fycd.org

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iktxy.org.tw

興毅神源山義和聖堂 http://www.shinyi.org

寶光崇正全球資訊網 http://www.ikt.org.tw

寶光元德全球資訊網 http://bgyd.org.tw

一貫道安東道場全球資訊網 http://www.andong.org.tw

一貫道天祥大同道場全球資訊網 http://www.tiansiang.org

三、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I-Kuan Tao Headquarter,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會址：235 台北縣中和市建八路 2號 11 樓

電話：(02)8226-9326

傳真：(02)8226-9300

E-mail : ikuantao@ms8.hinet.net

四、美國一貫道總會

 I-Kuan Tao U.S.A.
16842 Millikan Ave, Irvine, CA. 92606
Tel: 949-857-0277     949-857-0277   Fax: 949-857-0811
http://www.tao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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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夯的百孝經推廣活動 ─ 45孝親日

45孝親活動緣起

弘揚孝道《百孝經》

回憶起韓道長（白水聖帝）在世之時，立身行道渡人救世，突破

一切困苦艱難，將大道傳遍世界各地，仙佛曾譽之為「今世孔子」。

他老深契孔孟一貫真傳、師尊師母之慈懷，以其真知灼見，欲挽世界

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必須從天性來啟迪，以德之本、教之源的孝

道來教化，方能匡正世道、挽化人心。於是將〈百孝篇〉加以編修並

提倡之，除了承傳聖人心法大道，更著重孝悌之道的宏揚；我們大德

前人（不休息菩薩），她老也是繼往聖、開來學，承續道長這一點精

神，在法會中以及課堂上時常教導我們力行孝道，她老平素之行誼風

範，思親孝親，尊師重道，敬老尊賢，組線之間師兄弟姊妹的和睦和

諧合作，以身示道，這些都是我們非常熟悉且崇敬的事。

所謂〈百孝篇〉原為先賢所遺留，經道長白水老人編修後，共

八十四句，全文有一百個「孝」字。從九○年代起，廣為流傳，兒童

讀經班也普遍流行，一時促進了親子的和諧、家庭和睦。

〈百孝篇〉句句金玉良言，研讀吟詠，能使人深體行孝之要領，

是以眾人於白水老人成道後，將〈百孝篇〉尊稱為《百孝經》。如今  

上天皇 慈憫，為順應人心，垂教世人，於是派遣仙佛聖哲，臨凡批

訓，將〈百孝篇〉八十四句之真諦，詳細闡述於《百孝經聖訓》之中。

世紀大顯化  《百孝經妙訓》

《百孝經聖訓》一書溯自西元二○○三年一月四日起，以三年多

時間，於台灣、中國（港澳）、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

日本、馬來西亞、尼泊爾、緬甸、印度、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

義大利、法國、南非等十九個國家，由儒釋道三教聖人、觀音菩薩、

地藏古佛、白陽三聖、八仙……等四十位仙佛，應機在白水聖帝領導

陸隆吉點傳師 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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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發一組十個單位（崇德、同義、靈隱、慈濟、光耀、慈法、天元、

慧音、德化、奉天）之率性進修班、複習班等，二百二十三個班中，

以開沙或借竅的方式，借不同的三才，批示完成。仙佛並於各班批訓

時，異口同聲囑咐當班負責人員，將在該班所批示的訓文，送一份至

台灣的「光慧書局」。

然而，大道普傳，已遍及五大洲，各單位之佛堂分布於世界各地，

平日各自忙於開創道務，彼此無暇往來，故有甚多不知「光慧書局」

者。有人甚至歷經數月或半年之久，四處尋問，方才得知地址。於是，

他們不約而同地將仙佛所批示的各篇訓文，陸續從世界各地送抵台中

光慧書局，因此，《百孝經聖訓》一書，得以順利彙集完整。活佛師

尊並特別叮嚀，要光慧文化公司在民國九十五年（西元 2006 年）初

出版。當此經問世，眾人聞訊，莫不嘖嘖稱奇。仙佛慈悲，深知世人

要有大善知識的引路，才能突破塵障，醒悟迷津，活佛師尊殷切期盼

我們這群學「菩薩」的弟子們，不要忘了上天交付的使命，所以特別

囑咐《百孝經聖訓》的進度，以便讓此法雨甘霖能滋潤眾生乾涸的心

靈，找回原有的清新活泉，這種天人共辦的殊勝因緣，誠如《金剛經》

所言：「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詩經．大雅．抑》

所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實乃不可思議的世紀大

顯化。

仙佛囑咐  廣布流傳

 後學把收集來的訓文，呈給大姑前人老人家觀覽，她老看了這

部聖訓，非常的讚嘆！直喊了三聲：「奧妙！奧妙！奧妙！」在白水

聖帝領導之下十個單位，雖然偶有機會相聚在南投埔里天元佛院，或

彰化福山榮園，但是相互之間還是非常陌生；各單位又遍布世界那麼

寬廣的領域，每個國家也都有好幾個城市，例如：美國有舊金山、佛

州、紐約、洛杉磯、北卡州、波士頓、西雅圖；日本有東京、盛岡、

宮古、騎西、神栖、昭島、郡山；印尼有雅加達、泗水、西加里曼丹、

坤甸……等等。不同的仙佛借著不同的三才批訓，竟然異口同聲，一

定要把訓文寄到光慧書局來集結。她老聽聞此事非常高興歡喜，囑咐

後學們要好好編印。

光慧文化公司裡的編輯劉鈞洋及劉明煖兩位講師，也甚盡職責，

積極趕工，問遍了每一篇訓文批示的地點及當地的文書人員，或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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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現場拍照留下的文字檔案，仔細校對訓文中的字句，在校對訓文

與成語出處的過程中，發現近八萬字的經文，包羅萬象，其內涵乃以

儒家十三經為本，含蓋了中華二十四史，儒、釋、道三教經典、《文

心雕龍》……等等歷代古籍名冊，道盡了中華五千年的文化精粹。他

們歷經數個月的案牘勞形，方才把這部曠世巨作校對完工。

《百孝經聖訓》在金公老祖師的序文裡提道：「今值末後，世風

不古，……五常作瓦石般唾棄；三綱如亂世般動蕩，……，是以《百

孝經》傳世，廣布流傳。」天然古佛師尊更於跋文中說明：「徒兒們

不僅要用心研讀，還須再三反芻，為的是要把這些醒世箴言、感人嘉

話，深植心扉，融入生命，更要用畢生的力量實踐孝道，且發揚光大。

由自己做起，感化家人，帶動親友，進而影響千千萬萬的蒼生，達到

改造世界的理想……，傳統道德重振，固有文化復興，家家和睦歡樂，

民風敦厚純樸，社會自然清寧安定，堯天舜日必將再現，大同世界亦

會到來……。」

在序文、跋文裡面，仙佛都提醒一定要讓《百孝經聖訓》傳遍世

界每一個角落。此一上天交付的大事，徒弟們應是責無旁貸，所以才

想了一個方法，集合眾多智士能人、道親們，組成志工團隊，大家一

起來研擬如何推廣《百孝經聖訓》，於是舉辦「4/5 孝親活動」。

復興中華文化  4 ／ 5 孝親日  

中華聖母的聖號，很有代表「中華文化」的象徵意涵，我們以四

月五日她老的成道紀念日，作為孝親活動的開始，又四月有民族掃墓

節，五月有母親節，提醒大家慎終追遠，孝順父母，飲水思源，所以

取名 4／ 5孝親活動，它代表的意義就是復興中華道統文化的意思。

廿一世紀以來，國人崇尚西方的科技文明，藉以尋求和平幸福之

道。西潮來襲，加上歷史的扭曲，導致國人對中華固有文化逐漸淡

忘，甚至曲解它的本來面目。但是，幾十年來的經驗得知，西方的精

神文化，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西方的史學家湯恩比（Arold 

Toynbee）在一次歐洲的國際會議上曾說：「欲解決廿一世紀的社會

問題，只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所謂的「孔孟學說」其實

就是中華道統文化，如今四月五日，就是要推動復興固有的中華傳統

優良文化，以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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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道統文化，以堯舜大道、孔孟真傳為最主要內容，孟老夫子

說過：「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我們師母，榮膺  上天老 賜封為

中華聖母，她老的聖德有代表中華文化的象徵，她老自從民國十九年

奉上天之命普渡三曹以來，在中國大陸、在台灣，為傳揚大道犧牲奉

獻，為救渡眾生慈悲無量、無怨無悔，眾徒弟受老人家至誠感召，將

神聖大道傳遍八十多個國家，至今聖業方興未艾， 蒸蒸日上、欣欣

向榮，其精神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我們以她老成道之日，作為復興

中華文化的日子，推廣《百孝經聖訓》，舉辦「4 ／ 5 孝親活動」，

實具有此種殊勝的意涵。

活佛師尊在《百孝經聖訓》訓文裡題曰：「半部《論語》治天下，

移風易俗《百孝經》。」祂老有三大弘願：

一、在先天，渡化眾生達本還源。

二、在後先，復興中華道統文化。

三、移風易俗，化世界為大同。

所以說：移風易俗《百孝經》；移風易俗化大同。一場「4/5 孝

親活動」實踐活佛師尊的三大弘願，推廣《百孝經聖訓》，同時也復

興中華道統文化，若在活動中受到感動，亦可引領登上慈航。為此我

們個個都忙得不亦樂乎！

舉辦 45 孝親活動的過程當中，參與人員都有非常大的體會與感

應，尤其助印或贊助活動之人想乞求上蒼賜子，更是非常的靈驗，「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是令人耿耿於懷的大事，若真有孝心，行大孝，

推己及人都會有感應，所謂「誠則靈、感則應」。希望大家一起來護

持 45 孝親感恩活動助印、請經，推廣《百孝經聖訓》，同時履行實

踐孝悌之道。

每年的四月、五月之間，我們都會舉辦多場的孝親活動，我們把

四月、五月稱為「孝親月、感恩月」；四月五日稱為「孝親日」，讓

大家一起來接受往聖的啟迪，把「4／ 5孝親活動」形成風氣。

後學深恐此事不夠周延，因此在大姑前人老人家〈不休息菩薩〉

歸空後，於西元二○○九年二月六日臨壇結緣時，特別將《百孝經聖

訓》推廣的辦法請示不休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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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百孝經聖訓》的推廣您老在世時就一直推行，後學們

不才，想出了一些方法，不知道適當不適當？請您老慈示。」

不休息菩薩慈示：「你之做事我放心，其中周圓度再周圓，寬容

度再寬容。集智集賢，善用眾生之好處之行處，來推行百孝達世界，

安置在每一個角落，好不好？」

經菩薩慈悲指示，後學們更具信心，推行孝悌之道實不分地域、

不論種族、不問信仰，乃人人所應遵行的至德要道，是普世永恆的人

生價值；而「孝是人道第一步」，「人間百善孝為先」，在後天盡孝

於祖先父母，在先天盡孝於　無極老 、老祖師、師尊、師母、老前

人、前人，方能人道、天道圓滿而歸根復命，若能人人如此必可達世

界大同之境，以竟普渡收圓之功。

幾年的「4 ／ 5 孝親活動」，分別在台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台北中油總部，台北中和崇德文教紀念館、桃園縣中壢

高中，台北市世貿國際會議廳、高雄小巨蛋，今年 11 月份，在印尼

加里曼丹、雅加達。參加人數場場暴滿，可見得大家都非常的重視「孝

親」這件事。

節目內容深具意義，發人深省，當下令人天性受到感通，誠如孔

子所云：「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至聖先師都謙稱自己於

孝、悌、忠、信「未能一焉」，何況平凡的我們關於孝悌的實踐，實

有太多不足的地方。然而，人人天性本自具足，經過啟發提醒，也可

以喚醒良知，促進各個家庭和諧、幸福。

據說道親的親友們在參加這幾場活動之後深受影響，更加了解自

己的親人投入道場修辦道是正確而且神聖的，是值得令人敬佩的。不

容易成全的家人，也都回心向道，登上法航；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的也改變了作風；常與父母頂嘴、辯嘴的孩子也當下悔改，

真是天恩師德浩大，佛力無邊，各位老前人、前人大德留下的教化及

風範，化導參與盛會的每一個人。在此並感謝所有贊助的先進大德，

以及志工群們的辛苦，恭祝大家，家庭和睦歡樂，吉祥平安、道務宏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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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孝篇　白水老人　韓雨霖　編輯

天地重孝孝當先　一個孝字全家安　孝順能生孝順子　
孝順子弟必明賢　孝是人道第一步　孝子謝世即為仙　
自古忠臣多孝子　君選賢臣舉孝廉　盡心竭力孝父母　
孝道不獨講吃穿　孝道貴在心中孝　孝親親責莫回言　
惜乎人間不識孝　回心復孝天理還　諸事不順因不孝　
怎知孝能感動天　孝道貴順無他妙　孝順不分女共男　
福祿皆由孝字得　天將孝子另眼觀　人人都可孝父母　
孝敬父母如敬天　孝子口裡有孝語　孝婦面上帶孝顏　
公婆上邊能盡孝　又落孝來又落賢　女得淑名先學孝　
三從四德孝在前　孝在鄉黨人欽敬　孝在家中大小歡　
孝子逢人就勸孝　孝化風俗人品端　生前孝子身價貴　
死後孝子萬古傳　處世惟有孝力大　孝能感動地和天　
孝經孝文把孝勸　孝父孝母孝祖先　父母生子原為孝　
能孝就是好兒男　為人能把父母孝　下輩孝子照樣還　
堂上父母不知孝　不孝受窮莫怨天　孝子面帶太和象　
入孝出悌自然安　親在應孝不知孝　親死知孝後悔難　
孝在心孝不在貌　孝貴實行不在言　孝子齊家全家樂　
孝子治國萬民安　五穀豐登皆因孝　一孝即是太平年　
能孝不分貧和富　善體親心是孝男　兄弟和睦即為孝　
忍讓二字把孝全　孝從難處見真孝　孝容滿面承親顏　
父母雙全正宜孝　孝思鰥寡親影單　趕緊孝來光陰快　
親由我孝壽由天　生前能孝方為孝　死後盡孝徒枉然　
孝順傳家孝是寶　孝性溫和孝味甘　羊羔跪乳尚知孝　
烏鴉反哺孝親顏　為人若是不知孝　不如禽獸實可憐　
百行萬善孝為首　當知孝字是根源　唸佛行善也是孝　
孝仗佛力超九天　大哉孝乎大哉孝　孝矣無窮孝無邊　
此篇句句不離孝　離孝人倫顛倒顛　唸得十遍千個孝　
念得百遍萬孝全　千遍萬遍常常念　消災免難百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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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叩首
千叩首萬叩首 祈求上天 停息考魔 日日叩夜夜叩 

叩求上天 開恩寬赦 寬赦無邊的罪過 心繫大地徒兒 

不忍見到 羔羊迷失醉南柯 含淚呼喚眾賢儔 

一字一句家書投 音訊杳杳 不見眾回頭 

想起當年 立愿下東州 如今 忘了許下的承諾 

心也捨身也捨　頂劫救世 色身自囚 

心也甘情也願　情願犧牲 無怨無尤 

情願潛隱背黑鍋 換得道務開拓 寒風刺骨　

受屈受辱莫須有 一肩擔起受折磨 一心一意不退縮 

蠟炬成灰堅持到最後 想起三曹責任身擔荷 挑起使命 

毅然向前走 望徒歸 盼徒修 行功立德 佳期把握 

苦海流駕金舟 代勞分憂 渡盡九六 上蒼道劫降娑婆 

處處天災人禍 只願綱常倫理道德再振作 挽世清平 

拯末流 一生一世緣深厚 日夜精進 真辦真成果 

想起修辦路上多風波 一叩再叩至誠平坎坷

Ten Thousand Koushous (Knelt Nodding Bows)

Thousand Bows and Ten Thousands Bows. 
Plead to the Heaven above to cease the trials of our spirit. 
I’ll pray night and day. Hoping Heaven above will hear my pray. 
Please  grant mercy with amnesty. 
Please forget our ignorance and faults. 
My heart is always with my children. 
Because I cannot endure to see. 
The lost lambs have gone astray again and again. 
With tears I tried to gather all my lost lambs to me. 
Every word and every phrase i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However my message is not getting through. 
Because I’m not seeing any reaction toward my messages. 
Remember the year that we parted. 
The promises we made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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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w, All of us have forgotten the promises we made. 
Offering the life of body and heart. Bearing the world's suffering. 
Imprisoned in her body. Perfectly willing. 
To sacrifice without hesitation. Begrudging no one. 
Being the scapegoat and hidden herself all life long, 
unnoticed by others. So as to extend the holy business. 
Aggrieved humiliation like cold winds pierce the bones. 
But still she firmly shoulders the torment. 
The intention and will never flinches. 
And insisting to the end until candle burnt up to ash. 
Thinking of the duty on shoulder to save three worlds. 
Carry the mission. Resolutely moving forward. 
Hope all disciples back. And cultivate well. 
Seize the moment to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Sailing a golden boat on a sea of suffering. 
Substitute hardship and worry for heaven. 
Save 9.6 billion people without one left. 
Tao and calamity descend together from heaven to the secular world. 
Disasters and human`s evil harms scatter around. 
Wish for rehabilitating ethics and morality. 
Turning the world back to peace and purity. And save the decadence.
 Deepened karma goes with each generation or life. 
Advancing day and night. Propagation producs true results. 
While thinking of disturbance on the way 
of cultivation and propagation. 
Sincerely koushou after koushou smooth the ruggedness.

母親的手 

在那懵懂的季節 很多事情我還學不會 

是您耐心的牽引我 給我依靠和安慰

寒冬為我蓋暖被 夏日為我拭去汗水 

付出從不求收回 從那白天忙到深夜

看看天上彎著那半邊月 像那母親的側影一樣美 

推動搖籃的那雙手 也推動了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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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 Love

In the age of ignorance. 
A lot of what you have given us is greatly treasured. 
It was your patience that touched me. 
It is you who gave me love and comfort. 
You clothed me when I was cold. 
And wiped away my sweat when I was hot. 
Always giving unconditionally. 
You are always in my mi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 see you in the beautiful silhouette of the moon. 
Because the silhouette of the moon is just as lovely as you. 
The hands that rocks the cradles. Also rocks the world.

落雨聲
落雨聲 哪親像一條歌 誰知影 阮越頭嘸敢聽

異鄉的我 一個人起畏寒 寂寞的雨聲 捶阮心肝

人孤單 像斷翅的鳥隻 飛袂行 咁講是阮的命

故鄉的山 永遠攏站置遐 

阮的心晟只有講乎山來聽

來到故鄉的海岸 景色猶原攏總無變化

當初離開是為啥 你若問阮阮心肝就疼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嘸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住 阿母啊 已經無置遐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出社會走闖塊甲人拼輸贏 為著啥 自己嘸知影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嘸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住 阿母啊 已經無置遐 

哭出聲 無人惜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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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s of Rain

The sounds of rain is just like a song. The more I listen to its music,
the more it’s made me aware of the loneliness this song brings 
to my heart. The loneliness in a strange city brings nothing but 
the fear of coldness and isolation, like a sharp pain to my heart. 
A loner, just like a bird without wings, I cannot fly out of here, 
is this how my life should be? 
The mountains of my hometown is forever in 
the distance listening to my yearning. Upon return to 
the seacoast hometown the scenery still as before, 
nothing has changed. Why did I leave before ? 
Again and again, it breaks my heart each time 
someone asks me this question. 
The most fortunate person is one who’s our parents 
are still alive allowing us the time to repay them, 
not waiting until it is too late! Time is limited 
and our parents will not be waiting for us forever. 
The most fortunate person is one who’s our parents 
are still alive allowing us the time to repay them, 
not waiting until it is too late! We are busy all the time trying 
to make a better tomorrow, but in the deep of the night 
I ask myself why I do the things I do and why 
I left my family behind. The most fortunate person 
is one who’s our parents are still alive allowing us 
the time to repay them, not waiting until it is too late! 
Time is limited and our parents will not be waiting for us forever. 
Do not wait to miss our parents and cry when there is no one to hug, 
kiss, and give love us an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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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母 
父母本是活神仙 不敬父母是倒顛 孝子孝心感地天 

大大之孝報恩前 今聞孝道方明詮 以往無知求懺前 

行為端正儀容顏 巖立身 行道德風顯 昔日孝子 孝敬親顏

觀今棄親 孝敬少年 猶日西出 落東邊 堪嘆彝倫錯認 

倒亂顛 所謂色難必須明詮 孝從難處細微表現 勞記父母 

慈語銘言 感恩父母 育化深遠 扶養恩典

The Graciousness of Our Parents

Our Parents are like Heroes. 
We should be mindful to not disrespect them. 
our hearts should always strive for Filial Piety (appreciation) 
in this world. We should always repay 
Our Parents with Gratitude.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Our Parents and Filial Piety(appreciation) 
between us. Please forgive our ignorance of yesterday. 
We should always behave properly and gauge our appearance too. 
We should always be a good role models to others 
by Honoring Our Parents. In the old days. 
The Filial Piety(appreciation) is to Interact Daily with Our Parents. 
Now a days.  We are pre-occupied with our young 
and have forgotten our elders. As if day and night are reversed. 
We can only regret the order of nature is upset.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is to control our attitude 
and our facial expressions when we are down. 
We should always treat our parents with Tender Loving Car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wards them.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our Parents for. 
The Compassion, Gentleness, Kindness, 
nd the Inscription they have given our lives. 
In the Graciousness of Our Parents. 
Our Nurtures are profound. And let us not forget the T.L.C. 
that our parents have enriched our liv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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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舞蹈集錦

中
華民族舞，分為古典舞、民間舞。每個地區的舞蹈跟地理氣候、

生活習俗、生產方式、宗教信仰和審美意識而各有特色，但表

現的手法主要是「手、眼、身、法」「形、神、勁、律」，「圓、擰、

傾、曲」締造中華民族舞蹈不同的韻律與美感。

中華民族舞蹈有「欲右先左、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下先上」

的法則，舞蹈者必須掌握剛柔並濟、虛實相生才能展現中華民族舞蹈

精髓，形成了中華民族舞的獨特之處。

Highlights of Chinese  Ethnic Dance

Chinese ethnic dan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lassical dance and folk 
dance. The dance of each area is influenced by its geography and 

weather, living customs, production method, religious belief, and aesthetic 
concepts, and is unique in its own way. The main expressive methods are 
"hand, eyes, body, gesture," "shape, spirit, force, rhythm," "circle, twist, 
slant, curve" and they create the outstanding rhythm and beauty of the 
Chinese ethnic dance.

Chinese ethnic dance has principles of 
"meaning right but left first, meaning left but right 
first, meaning above but below first, meaning below 
but above first." The dancer must master how to 
combine the force and flexibility, the abstract and 
reality s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folk dance can 
be manifested, forming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ethnic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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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含德青少年鼓舞團

新
州含德青少年鼓舞團成立於 1998 年由于維女士以中國傳統文化

精神為根基與現代文化兼容並蓄之下，提供團員擁有完全的學

習空間，在舞蹈藝術薰陶中提昇基本的美學素養，讓團員藉著中國傳

統舞蹈技藝的學習抒發情感、體會與了解的生命意義、建立活潑樂觀

人生觀，進而啟發學習潛能。舞團創團以來，團員在傳統的學習規範

及現代多元的教學培訓下，透過舞蹈表演藝術配合公立學校社會學科

教學、參與各類的社區文化藝術活動及多次赴海外做文化交流巡迴演

出，提供身為亞裔青少年的團員們全面的機會提昇青少年在生活與文

化層面上的質素，展顯學習績效及亞裔青少年進取又創意的活潑形

象，成效顯著。百餘場的演出，被社區人士讚譽為有最具創意及教育

意義的舞蹈文化藝術團體。舞團並於 2008 及 2009 年舞團經評鑑榮譽

獲得 Essex County 頒發之藝術獎。                                                                              

新州青少年鼓舞團是舞團，也是聚匯歡樂的舞蹈教室。由於

她是舞團，師資與教材更為專業，更有計劃。在這間舞蹈大教室

裡，天真活潑的孩童們，舞出由汗水與笑聲編織成的快樂童年。

njasiandance@gmail.com / 973-758-9693

NJ Youth Asian Dance & Drum Troupe

Greetings from the NJ Youth Asian Dance and Drum Troupe! The 
Troupe was founded in 1998, by professional choreographer and 

dancer, Ms. Wei Yu with a M.A. in Dance Theory and a M.A. Asian 
Studies. The Troupe, comprised of young talented Asian-American 
dancers,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arts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greater 
NJ community by year round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charitable, self-
sponsored events. The Troupe provides audiences of school children, 
families and professionals with appropriately targeted programs and 
workshops that offer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Wei Yu, in 2008 the Troupe was presented with an “Outstanding Artistry 
Award” and in 2009 was presented by Essex County with an “Outstanding 
Performing Arts Group” award.

49



一貫道大事紀

〈謹摘錄自路中一祖師暨師尊師母以至於今之記要〉

◎道光廿九年（1849）路祖中一誕生。

◎光緒三年〈1877〉王覺一繼任十五代祖。以真儒闡揚先天道義，倡導「三
極一貫」之說。

◎光緒十一年（1885）路中一拜劉祖清虛為師入道。

◎光緒十二年（1886）劉清虛繼任十六代祖。將先天道改稱「一貫道」

◎光緒十五年（1889）張天然師尊誕生於山東省濟寧城南大流店村。

◎光緒廿一年（1895）孫素真師母誕生於山東單縣。

◎光緒廿六年（1900）路中一領受天職。

◎光緒卅一年（1905）路中一繼任十七代祖。

◎民國四年（1915）孫素真師母拜路祖為師入道。

◎民國五年（1916）師尊由褚善老師引進入道。

◎民國九年（1920）師尊領受天職。

◎民國十四年（1925）十七代祖路中一成道，師姑太（老姑奶奶）路中節
代掌道盤。

◎民國十五年（1926）『彌勒救苦真經』、『布袋真經』、『金公妙典』垂世。

◎民國十九年（1930）師尊、師母領天命辦理末後一著大事，道開濟南，
設「崇華壇」、「敦仁壇」、「金剛壇」。

◎民國廿一年（1932）濟南「禮化壇」成立。

◎民國廿二年（1933）濟南「天一壇」成立。

◎民國廿三年（1934）開荒天津。

　　　　　　　　　  濟南「明德壇」成立。

◎民國廿四年（1935）開荒青島、北平。

　　　　　　　　　  天津「道德壇」成立。

◎民國廿五年（1936）天津「浩然壇」、「興毅壇」成立。

　　　　　　　　　  師尊在南京受官考。

◎民國廿六年（1937）開荒東北哈爾濱及安徽蚌埠。

　　　　　　　　　  師尊釐訂『一貫道疑問解答』。

　　　　　　　　　  天津「天真總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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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廿七年（1938）純陽爐法會在天津舉行。

　　　　　　　　  　紫陽爐法會在天津舉行。

　　　　　　　　  　山東聊城舉辦元陽爐法會。

　　　　　　　　　  開荒太原、歸綏、開封、潘陽、大連。

　　　　　　　　　  北平總壇成立。

◎民國廿八年（1939）師尊釐訂『暫訂佛規』。

　　　　　　　  　　北平舉行「順天會」法會。

　　　　　　  　　　山東鄭家口舉辦「中和爐」法會。

　　　　　　  　　　開荒上海成立「基礎壇」及「和光壇」。

　　　　　　  　　　開荒南昌、蕪湖、蘇州、無錫、長春。

　　　　　　  　　　南京「道興壇」成立。

◎民國廿九年（1940）開荒蘭州、漢口、重慶、昆明、營口、佳木斯。

◎民國卅年（1941） 『皇 訓子十誡』垂世。

　　　　　　   　　 上海「寶光壇」成立。

　　　　　　　　    開荒杭州、常州（武進）、成都、福州、武威、香港。

　　　　　　　　    江蘇武進「忠恕義務學校」成立。

◎民國卅一年（1942）上海「忠恕小學」成立。開荒寧波及貴陽。

◎民國卅二年（1943）開荒溫州、紹興、廈門、長沙、衡陽。

◎民國卅三年（1944）漢口「中和總壇」成立。

◎民國卅四年（1945）開荒浙江金華。

◎民國卅五年（1946）開荒台灣、韓國。

◎民國卅六年（1947）師尊、師母駐錫四川成都。

　　　　　　　 　　「中華道德慈善會」成立於南京。

　　　　　　　 　　 上海「中華道德慈善會」成立，首先捐助四萬件

                    棉衣送北方濟寒。

　　　　　　　　  　開荒緬甸。

　　　　　　　  　　師尊成道、師母續掌道盤。

◎民國卅八年（1949）師母駐錫香港。

◎民國四十年（1951）師母抵馬來西亞闡道。

◎民國四十二年（1953）師母抵香港闡道。

                     「國際道德協會」成立於韓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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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三年（1954）師母駐錫台灣。

◎民國四十八年（1959）一貫道代表向內政部申請依憲法解禁一貫道，

                      可惜未獲准。

◎民國五十年（1961）「財團法人大韓道德會」成立於韓國首爾。

◎民國五十二年（1963）台灣發生大官考，道場被迫解散及停止活動。

◎民國五十五年（1966）香港「道德善堂」成立。

◎民國五十九年（1970）台灣屏東精忠育幼院落成。

◎民國六十四年（1975）師母成道。

◎民國六十八年（1979）台灣雲林信義育幼院落成。

◎民國七十年（1981）張培成老前人代理道教會理事長，晉見蔣經國總統

                    遞交一貫道陳情書。

◎民國七十一年（1982）中國民族學會宗教之旅，參訪一貫道道場。

◎民國七十二年（1983）

◇中央研究院宋光宇教授受政府委託研究之一貫道調查研究報告～「天

道鉤沉」出版。

◇中國電視公司製作台灣一貫道實況報導。

◎民國七十三年（1984）台灣道場捐獻新台幣壹佰萬元，救助海山煤礦

                      災民。

◎民國七十六年（1987）

◇蕭瑞徵立法委員等 40 位立委聯合向行政院提緊急質詢，建請准予一

貫道合法立案傳道。

◇中華民國政府宣佈一貫道合法化。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籌備處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供作清寒榮民返鄉

探親之用。

◇台灣南投光明仁愛之家落成。

◎民國七十七年（1988）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成立。

◇張培成老前人當選總會第一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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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八年（1989）

◇一貫道總會台北市分會、台灣省分會、高雄市分會相繼成立。

◎民國七十九年（1990）

◇「師尊、師母傳道六十週年紀念大會」，假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來

自廿二個國家及國內道親代表共二千六百餘人參加。

◇總會所屬各組線領導前輩暨香港前人輩會議，在台北大香山慈音巖舉

行。

◇一貫道發一崇德道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儒家思想研習會」有

一千多人參加。

◎民國八十年（1991）

◇總會主辦台北市孔廟「春季祭孔釋奠大典」，由道長韓雨霖主祭，觀

禮來賓有一千一百多人。

◇總會捐獻新台幣一千萬元賑濟大陸水災。

◇「一貫道總會會訊」創刊。

◇一貫道總會台灣省分會假台中民俗公園，舉辦愛心園遊會，籌款濟助

養老院及育幼院，參加人數有三萬多人。

◎民國八十一年（1992）

◇香港道德善堂捐助當地仁濟醫院養老院等四所養老院一百九十三萬

五千港幣。

◇總會點傳師社會教化研討會，假台北市木柵青邨舉行。

◇張培成老前人當選連任總會第二屆理事長。

◎民國八十二年（1993）

◇台北市政府邀請一貫道總會假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一貫道音樂會」。

◇一貫道崇德文教基金會假台北世貿中心配教育部，舉行國際家庭年系

列活動，有五千人參加。

◇一貫道總會高雄市分會假高雄天臺聖宮，舉行「全國甲骨文書藝展」，

展出海峽兩岸一百五十多位名書法家之作品四百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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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與台北市政府，在木柵天恩宮，合辦國中「星光夏令營」，嘉惠

誤入岐途之青少年。

◇一貫道興毅道場在台南市中山公園，舉辦「炬光禮和園遊會」，嘉惠

原住民。

◇總會與桃園縣政府，假桃園巨蛋體育館合辦「心中有愛，美化人生」

反煙拒毒演講會，有一萬五千人參加。

◇一貫道總會高雄市分會假高雄師範大學禮堂，舉辦「反煙拒毒淨化心

靈音樂會」，有一千多人參加。

◎民國八十三年（1994）

◇總會捐新台幣一千七百萬元賑濟台灣中南部水災災民。

◇總會「慶祝中華聖母百齡誕辰活動」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舉行，

有三千多人參加。

◇寶光建德道場假台中縣大里國中，舉辦「萬人自強運動會」，以作慶

賀。

◇香港寶善道德會捐港幣壹佰萬元賑濟廣東封開水災災民。

◎民國八十四年（1995）

◇總會配合內政部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為慶祝台灣光復五十週年，舉辦

淨化人心講座。

◇一貫道玉山寶光聖樂團參加台灣區音樂比賽，獲得優等第一名。

◎民國八十五年（1996）

◇「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於美國洛杉磯。張培成老前人榮任理事長。

◇總會捐款新台幣一千七百多萬元給賀伯颱風受災戶。

◇總會假台北市實踐堂，舉行「一貫道國樂聯合演奏會」。

◇一貫道總會台北市分會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假市政府大禮堂，合辦

「八十五年度優良警察孝行揩模表揚大會」。

◇一貫道總會台灣省分會及崇德文教基金會，配合省政府舉辦「八十五

年台灣省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總會在有線電視博新一台頻道播出「智慧的燈火」淨化人心節目。

◇施慶星前人當選總會第三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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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1997）

◇一貫道發一崇德道場在馬來西亞芙蓉九州草場舉辦「我們都是一家

人」萬人園遊會，有一萬五千人參加。

◇一貫道世界總會假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第二中心，舉辦首次「成年

禮」，有一百七十位成年道親參加，與會貴賓及各組線代表共八百多

人。

◇一貫道崇德文教基金會於彰化少年輔育院辦理「熱愛生命，奔向光明」

星光夏令營。

◇總會假台中石岡天皇宮，舉辦「紀念師尊成道五十週年感恩大會」，

各組線老前人、前人、點傳師等一千四百多人參加。

◇寶光建德道場假台中縣豐原體育場舉行運動會。

◇由總會及崇德文教基金會主辦，台灣省分會承辦之「關懷社會，溫情

滿人間園遊會」，假台中市林園大道市民廣場舉行，有六萬民眾及道

親參加。

◎民國八十七年（1998）

◇一貫道總會台北市分會與台北市孔廟合辦「兒童讀經班」，有學生

二百多人參加。

◇一貫道基礎忠恕道場與發一崇德道場，分別捐贈棉被四千條及

一千五百條，分送西藏那曲及河北張家口賑災。

◇一貫道總會新竹辦事處在新竹市舉辦「千人掃街活動」。

◇總會獲內政部頒發「八十六年度績優全國性人民團體甲等獎」。

◇高雄天台聖宮，舉辦第一屆「建德盃全國書法比賽」，有一千多人參

加。

◇總會主辦，崇德文教基金會承辦的「中華民族青年子弟成年禮」，假

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舉行，參加學員及家長近三千人。

◇一貫道總會高雄市分會，應邀參加在屏東科技大學舉行的「亞太地區

暨全國童子軍大露營」。

◇一貫道崇德文教基金會配合中華文化總會分別於北、中、南舉辦「小

狀元讀經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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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參加台北市政府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之「一九九八年宗教博覽

會」。

◎民國八十八年（1999）

◇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總會各組線捐助數億元賑災，並發行賑災實

錄「災劫中的尊嚴」一書。

◇一貫道總會台北市分會與台北孔廟管理委員會，假孔廟明倫堂舉辦

「兒童讀經班成果發表會」。

◇總會假桃園巨蛋體育館舉行「為國祈福大會」，有一萬五千多人參加。

◇一貫道崇德文教基金會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承辦「台北市士林社區大

學」。

◇土耳其大地震，總會捐三萬美金賑災。

◇一貫道興毅慈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撫慰地震災民，假南投縣埔里鎮辦

理「埔里人蓮花情之夜」，有近萬人參加。

◇一貫道基礎忠恕道場天惠道德文教基金會，假南投縣中寮鄉爽文國

小，辦理「南投縣中寮鄉祈福法會」。

◇一貫道總會台灣省分會假台中市文心路與向上路口廣場，舉辦「奔向

陽光、邁向光明與身心靈健康有約」反毒、慈善、社教園遊會，參加

民眾有五萬人。

◇台灣宗教學會假台北市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行「台灣一貫道的研

究與展望」演講與座談會。

◇為撫慰九二一地震受創心靈及協助毀損學校重建，一貫道總會台灣省

分會假台中市中山堂，舉辦「阮的鄉情阮的愛 --- 九二一賑災音樂

會」，計有一千六百人參加。

◇總會「九二一賑災表揚大會」假台中縣石岡鄉天皇宮舉行，副總統連

戰蒞臨嘉勉，並頒獎表揚有功人員。

◎民國八十九年（2000）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會館落成（座落台北縣中和市建八路）。

◇「泰國一貫道總會」成立於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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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師母領命七十週年感恩祈福大會」假桃園縣龜山鄉忠恕道院

舉行，來自各組線前人、點傳師代表等一千五百多人參加。

◇總會所屬各組線領導前輩會議，共識共愿永續慧命傳承，在台北崇德

文教館舉行。

◇施慶星前人當選連任總會第四屆理事長。

◎民國九十年（2001）

◇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賑濟薩爾瓦多震災。

◇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賑濟印度震災。

◇泰國皇家福利院副主席頌蓬帖沙他博士率主管宗教相關官員來台訪問

一貫道道場。

◇內政部八十九年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表

揚，總會所屬多個團體榮獲表揚。

◇內政部八十九年度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工作評鑑之優等團體頒獎，

總會榮獲優等獎。

◇桃芝颱風侵襲台灣，總會捐助新台幣六百餘萬元予台中縣市、南投縣、

花蓮縣等地協助賑災。

◇總會主辦，發一崇德道場承辦「大狀元讀經會考」，在南投光慧文教

紀念館舉行。

◇陳總統為感謝總會多年來造福鄉梓，特頒「仁濟為懷」匾，由高老前

人代表接受，全體道親深感榮幸。

◇總會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行政指導委員三位老前人蒞會指

導，對施理事長成道，深表敬悼，會中全體理事一致通過推選王昆德

前人接續總會第四屆理事長。

◇總會故理事長施慶星前人公奠禮，在神威天台山舉行，場面莊嚴肅穆。

◎民國九十一年（2002）

◇內政部九十年度績優社團表揚，總會獲績優團體獎。

◇紀念師尊成道五十五週年感恩大會暨表揚三代同堂道化家庭，在台北

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千人參與盛會，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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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總會高雄市分會主辦小狀元啟蒙拜師於高雄孔廟舉行。

◇「馬來西亞一貫道總會」成立於馬來西亞吉隆坡。

◎民國九十二年（2003）

◇內政部九十一年度寺廟教會損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表

揚大會於台南市立圖書館舉行，總會所屬有十二個團體獲獎。

◇內政部九十一年度全國性社團職業團體工作評鑑績優頒獎典禮，在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總會榮獲優等獎。

◇一貫道世界總會在洛杉磯華僑第二文教中心舉辦大狀元讀經會考。

◇一貫道世界總會在紐約發一崇德道場厚德道院學辦第一次舉術研討

會。

◇一貫道世界總會理事長基礎忠恕道場領導張老前人九十高壽，陳大姑

老前人、高老前人、王理事長等代表總會贈匾祝福

◎民國九十三年（2004）

◇王昆德前人當選連任總會第五屆理事長。

◇二○○四年世界宗教議事會議大會，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八天，有

七十五個國家，五十個教派，七千人參加，一貫道由世界總會陳正夫

秘書長及總會李秘書長、蕭副秘書長代表參加。

◇內政部九十二年度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表

揚大會，在台北縣政府舉辦，總會所屬有十二個團體獲獎。

◇內政部九十二年度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工作評鑑優等表揚，總會榮

獲優等獎。

◇二○○四年國際城市夥伴會議，一貫道之夜在崇德文教紀念館舉行，

感謝總會所屬各組線道場暨發一崇德道場精心接待、晚宴、節目安

排，千人燭光道別，使參加盛會各國貴賓感受到一貫道愛與盛情的表

露。

◇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教育基金會主辦「宗教關懷愛滋祈福會」，在

喜來登飯店舉行，總會李秘書長代表一貫道為台灣愛滋感染者祈福。

◇總會寶光建德道場主辦二○○四年全球寶光建德道場萬人讀經大會

考，在神威天台山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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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四年（2005）

◇文化總會主辦「愛與和平音樂祈福大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行，陳總統

蒞會指導，總會由簡新發副理事長率道親五百人參加。

◇台灣宗教界南亞賑災聯合勸募斯里蘭卡台灣愛心屋啟用典禮，蕭副秘

書長代表總會前往參加。

◇內政部九十三年度全國性社團績優表揚，總會榮獲績優團體。

◇一貫道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於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行，盛況空前，有來

自各國考生五千多人，從六歲到八十五歲，會場熱鬧無比，正副總統

受邀致詞，會場並有園遊會，晚間有音樂會演出，計有五萬餘人出席。

◇內政部九十三年度寺廟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表

揚在台北縣政府多功能禮堂舉行，總會所屬有十四個團體獲獎。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主辦「第七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由總會

承辦，在寶光建德神威天台山道場舉行，本次活動主題是「宗教的生

命關懷」，參加學員有來自八個宗教，近二百多人參加。

◎民國九十五年（2006）

◇中國宗教徒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總會王理事長榮任協會副

理事長，李玉柱、廖永康榮任理事、蕭家振榮任常務監事。

◇「美國一貫道總會」成立於美國洛杉磯。

◇印尼遭逢大地震，災情慘重，總會捐新台幣二百萬元為印尼賑災之用。

◇台灣宗教界捐贈斯里蘭卡愛心屋（二○○間）落成，發一崇德洪美珠

點傳師代表總會前往祝賀，並代表總會捐贈每戶日用品。

◇越南貴賓一行六人抵華訪問，總會王理事長、李秘書長等人陪同拜訪

立法院王院長，並參訪全台各大道場，留下深刻印象，對往後越南傳

道會有幫助。

◇蕭副秘書長及台中縣支會謝前理事長前往北京，與沈立委共同拜訪大

陸有關官員，洽談互動交流的可能性。

◇內政部舉辦九十四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宗教團體表

揚大會總會所屬有十三個團體獲獎，其中寶光玉山香光聖堂獲行政院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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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一貫道總會」成立於日本東京。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訪問團一行四十人，由沈立委、韓副理事長帶領作

首次參訪交流之旅，成果豐碩。

◇為慶祝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十週年，總會與元智大學合辦「宗教、文

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元智大學舉行。

◇慶祝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十週年特舉行第二屆學研討會，在高雄縣神

威天臺山道場舉行。

◇慶祝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十週年大會，「感恩相挺、促進世界大同感

恩大會」在神威天臺山道場舉行，有來自各國代表六千多人參加。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訪問團一行八十人，由沈立委、簡副理事長帶領作

進一步參訪交流之旅，開啟兩岸互動、互信之門。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訪問團一行十多人，由沈立委、王理事長帶領作正

式拜訪大陸有關單位，奠定今後道德文化交流基礎。

◇一貫道世界總會陳正夫秘書長與越南宗教研究院杜光興博士在 EL 
MONTE 市長 Mr. Erine G.Gutierrez、總會王昆德理事長及各界貴賓見

證下簽署合作事宜。

◎民國九十六年（2007）

◇「二○○七年尊重與關懷音樂祈福大會，假台北縣政府大禮堂舉行，

總會王理事長率道親代表三百人參加。

◇韓副理事長率省分會代表一百多人，繼續進行大陸參訪之旅及拜會活

動。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改選理事長，總會李玉柱秘書長被推選為

第五屆理事長，總會蕭副秘書長榮任該會秘書長。

◇「二○○七經典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在元智大學舉行，

總會為協辦單位，李秘書長於會中發表「一貫道推展讀經概況」。

◇中華經典會考暨萬人牽手齊誦禮運大同篇，在台中公園舉行。

◇內政部九十五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

會，總會所屬有多個團體獲獎。

◇一貫道師尊成道六十週年追思感恩大會於桃園巨蛋舉行，海內外代表

一萬五千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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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度宗教聯誼（三天）由軒轅教及總會共同承辦，此次聯誼有

十大教派代表參加。

◇「奧地利一貫道總會」成立於奧地利維也納。

◇一貫道現代化北區研習營於崇德文教館舉行。

◇第三屆亞洲素食協會年會（五天），於寶光建德神威天台山舉行，國

內外代表二千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由王理事長、李秘書長率團參加馬來西亞一貫道總會舉辦，萬人讀經

大會考及一貫道世界總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民國九十七年（2008）

◇李世瑜教授新書發表會在青年交流中心舉行，蕭副秘書長應邀參加，

並陪同李教授南下參訪道場，夜宿神威天台山。

◇總會行政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發一崇德領導前人陳大姑老前人功果

圓滿成道。公奠禮在光慧文教館舉行，獲頒總統褒揚令，場面莊嚴肅

穆。

◇平安幸福音樂祈福大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由總會承辦，委由寶光崇

正單位協辦，各宗教代表、各國駐華代表二千多人參加

◇李玉柱副前人當選總會第六屆理事長。

◇總會成立廿週年慶祝大會，在天皇宮舉行，各界代表祝賀，有總統當

選人馬英九先生，佛光山宗長心培和尚及各宗教領袖，場面溫馨感

人。

◇總會行政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老前人功圓果滿，安息中懷。公奠

禮在新竹彌勒山舉行，獲頒總統褒揚令，場面莊嚴肅穆。

◇由中華經典研究學會主辦「萬人讀經大會考」及「宗教與文化學術研

討會」在台中豐樂雕塑公園舉行。

◇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典，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總會由李理事長

等多位代表參加。

◇總會籌集壹仟萬元，首次以總會名義匯款大陸捐助川震賑災，並捐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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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事長、廖副理事長、蕭秘書長、尹講師一行四人，前往奧地利參

加奧地利一貫道總會週年慶。李理事長、蕭秘書長並前往英國倫敦參

訪英國一貫道總會。

◇李理事長一行五人前往陝西漢中考察川震受災情況。

◇李理事長、蕭秘書長前往參加馬來西亞一貫道吉隆坡總會為國祈福大

會，在天上佛堂舉行。

◇第十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為期三天，在南投天元佛院舉行，有來自各

宗教學員一七一人參加，崇德台中、彰化、雲林、台南青年志工二百

多人前往服務，大會圓滿閉幕，非常感恩省分會各同仁及崇德志工承

辦此次活動。

◇為符應總會之本份，一貫道入口網站自即日起由總會專屬網站負責，

總會專屬網站為 www.ikuantao.org.tw 請大家多多利用。

◇總會李理事長、廖副理事長、張副理事長、翁常務理事、謝常務理事、

陸理事及蕭秘書長等一行十人至國立政治大學，李理事長與吳校長共

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於政大宗教研究中心設置「一貫道研究組」，促

進一貫道學術研究暨獎助宗教學術研究發展。

◇內政部九十六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務，績優宗教團體表揚

大會，總會所屬有十多個團體獲獎。

◇為道務長遠計劃，與時俱進，總會成立一貫道道義通識教材整編小組，

由發一崇德陸點傳師負責召集。

◇李理事長、蕭秘書長及鄭振煌教授至馬尼拉參加第七屆 ACRP 亞洲宗

教和平協進會年會。

◇法國巴黎社科院研究員杜瑞樂及畢遊塞二位博士學者參訪興一聖堂，

李理事長親自接待介紹一貫道。

◇安東道場成立宏宗禪修協會。

◇由新加坡崇華堂道德會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辦，總會協辦 2008

中國宗教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加坡大學舉行。

◎民國九十八年（2009）

◇指南宮高董事長，宴請中國宗教事務局葉局長，並邀總會李理事長、

王玉前人、蕭秘書長出席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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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組團前往東南亞宗教文化考察，成員包括大陸有關單位代表，參

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各國一貫道道場，前後十三天，

大家深受感動，見證一貫道在各國傳道發揚中華文化的盛況。

◇柬埔寨總會第一屆理監事會成立大會，在金邊天振聖堂舉行。李理事

長、廖副理事長、王副理事長、蕭秘書長等代表總會參加。

◇印尼佛教司 Budi 司長賢伉儷來台參訪道場。

◇立委黃昭順於立法院召開宗教團體法立法研商，聽各宗教代表的意

見，總會李理事長、蕭秘書長參加。

◇指南宮高董事長與大陸主管宗教方面之貴賓十餘人由李理事長、蕭秘

書長陪同參訪神威天臺山。

◇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一行由丁敏、鍾雲鶯兩位教授陪同，參訪

神威天臺山道場並採訪李理事長，中午林前人宴請一行人。訪問文稿

刊登在五月二十八日中評網頭條新聞。

◇一貫道全球化研討會，由政大宗教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及總會主辦，

在崇德文教館舉行，一百多人與會參加。

◇李理事長、蕭秘書長一同拜訪廖前部長商談有關四川震災捐建漢中

「第七中學」乙事，對方同意用臺灣一貫道總會名義捐建，並可立碑

紀念。

◇臺灣中評社舉辦「一貫道與臺灣社會變遷」座談會，總會李理事長、

蕭秘書長等代表參加。

◇內政部指導，總會主辦，省分會與基隆市支會、行政院自殺防治中心

共同承辦的「自殺防治生命守門員」系列講座於基隆市立文化中心舉

辦，本年度在全台各地辦理四十餘場。

◇高老前人「任考不倒修道渡眾的大願行者─高金澄」人物櫥窗展開幕

茶會於新竹市文化局，總會李理事長出席致意。

◇蕭秘書長代表總會前往廣西省，參加桂平市蕉樹村中心小學重建落成

典禮。

◇李理事長、蕭秘書長前往北京，禮貌性拜訪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由卓所長，金副所長等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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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事長代表總會前往湖南長沙，參加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日本天地正教教鑑竹內清治來總會拜訪李理事長，相談甚歡。

◇九十七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會，在

台大國際會議廳舉行，總會所屬有十多個團體接受表揚。

◇莫拉克颱風襲臺，造成本省中、南、東部百年來大水災，損傷慘重，

總會成立高、屏救災中心、積極展開救災，並發動道親投入救災行列。

◇召開總會第六屆第三次臨時理監事會，研商成立救災募款專戶事宜，

再為災區災民重建家園盡一份心。

◇近現代中國民間結社學術論壇在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臺山道場舉

行，有中國大陸、德、法、馬來西亞及台灣學者三十多人參加，總會

多位代表與會。

◇大陸學術團、山東教育團參加台中讀經觀摩會、孝親感恩暨愛心賑災

祈福大會，並參訪道場，每位團員深受感動，留下深刻印象。

◇八八水災全國追悼大會在高雄巨蛋舉行，由馬總統主持，副總統、五

院院長、災區縣市長、宗教團體及各界代表、災民代表參加，李理事

長代表總會向罹難者獻花。

◇一貫道屏東縣賑災中心於林邊國中舉辦八八災後祈福感恩晚會，屏東

縣長及各界首長，民意代表災區民眾及道親代表近萬人參加。

◇營建署「莫拉克颱風災後長期安置住宅重建基地作業」控管進度協調

會，蕭秘書長代表總會參加。

◇「澳大利亞一貫道總會」成立慶祝大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天帝聖堂舉

行。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救災有功人員表揚大會」在警政署大禮堂舉行，

李理事長代表總會、蕭秘書長代表神威天臺山接受表揚。

◇薩爾瓦多受到艾達颱風侵襲，造成嚴重災情，總會捐新台幣六十萬協

助賑災。

◇二○○九全球和平之夜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行，馬總統蒞臨致

詞，宗教及社會各界近三萬人加，總會道親代表一千人參加，蕭秘書

長代表各宗教頌讀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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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天主教在台灣一百五○年「福臨台灣－一五○傳愛感恩大會」下

午在林口體育館舉行，李理事長等十一位道場代表前往祝賀。

◇一貫道台灣省分會會員大會及廿一縣市支會幹部聯誼在玉山寶光聖堂

舉行。同時李理事長、廖副理事長、張副理事長、蕭秘書長等代表向

總會榮譽理事長寶光玉山道場領導王壽老前人九十高壽贈匾祝福。

◇天祥大同道場領導蔡前人九十高壽，李理事長代表總會贈匾祝福。

◇基礎天基道場領導黃前人九十高壽，李理事長代表總會贈匾祝福。

◇召開「巴西一貫道總會籌備會」，李理事長、廖永康副理事長、蔡水

發理事、蕭家振秘書長及寶光建德吳順發點傳師等人參加。

◎民國九十九年（2010）

◇第三屆宗教學門教學暨教學工作坊研討會，在南華大學舉行，蕭秘書

長參加。發一崇德陸隆吉點傳師代表一貫道崇德學院發表辦學經驗心

得。

◇海地遭逢大地震，災情慘重，總會捐新台幣一百三十五萬元賑災。

◇總會王榮譽理事長之夫人寶光玉山邱老前人公奠禮，在寶光聖堂舉

行，獲頒總統褒揚令，場面莊嚴肅穆。

◇自殺防治學會「望年會－自殺防治成果與展望─在凱撒飯店舉行，寶

光崇正翁領導點傳師、省分會陳副理事長、總會蕭秘書長應邀參加，

並分獲獎狀。

◇總會暨分支會幹部代表新春聯誼，分別在台中正承佛院暨崇正寶宮舉

行，總統府廖秘書長、行政院吳院長及台中市胡市長等政要與會致

賀。

◇基礎忠恕道場領導袁前人九十高壽，李理事長、廖副理事長、蕭秘書

長、陸理事等代表總會贈匾祝福。

◇大陸青海玉樹大地震，災情慘重，總會誠摯致上祝禱之心，並經有關

機構代轉表達誠摯關懷暨協助賑災之意。

◇一貫道師尊師母傳道八十週年紀念大會暨 45 孝親感恩活動，總會主

辦，高雄市分會承辦，在高雄巨蛋體育館舉行，各國各界長官貴賓暨

道親代表萬餘人出席，場面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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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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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

洗心滌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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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吾道創道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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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ao
To venerat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o worship God and revere the Zhu-Tian-Shen-Sheng.
To be patriotic, loyal, and responsible.
To be of virtuous character and uphold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o carry out the filial duties to one’s parents.
To honor and respect one’s teachers and elders.
To be faithful to friends.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neighbors.
To rid oneself of bad habits and evil, 
and to pursue good thoughts and deeds.
To expound upon the Five Bond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the Eight Cardinal Virtues.
To preach the main principles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ive world religions.
To obey and respectfully practice the Four Ethical Principles,
the Three Mainstays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To cleanse the mind, purify the soul 
and eliminate unclean thoughts.
To cultivate one’s true-self by utilizing untruths
To recover one’s original Buddha-nature.
To continually develop one’s innate wisdom 
and natural abilities until perfection is achieved.
To establish and reach one’s own goals and 
to help others do so.
To transform the world into a peaceful, honest, 
and orderly society.
To enlighten the minds of people and enable them 
to return to a state of benevolence.

By pursuing this path, to bring the world into a state of equality, 
fraternity, harmony, welfare, and justice - the World of Da-Tong 
(Dah-To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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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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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of Da-Tong 
Confucius’ Ideal of a Commonwealth State* – a Great Utopia

Li-Yun-Da-Tong (Li-Yun-Dah-Torng) Section, the Record of 
Rites, Book 9, by Confucius (BC551~479)

When the Great Dao (Tao, perfect order) prevails, the 
world is like a Commonwealth State shared by all, not a 
dictatorship. Virtuous, worthy, wise and capable people are 
chosen as leaders. Honesty and trust are promoted, and good 
neighborliness cultivated. All people respect and love their 
own parents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others. The aged are cared for until death; adults are employed 
in jobs that make full use of their abilities; and children are 
nourished, educated, and fostered. Widows and widowers, 
orphans and the old without children, the disabled and the 
diseased are all well taken care of. Every man and woman has 
an appropriate role to play in society and in the family. They 
hate to see resources lying idle or cast away, ye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them for themselves. They hate not to make 
use of their abilities, ye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work for their 
own self-interest. Thus intrigues and conspiracies do not arise, 
and thievery and robbery do not occur; therefore doors need 
never be locked. This is the ideal world – a perfect world of 
equality, fraternity, harmony, welfare, and justice. This is the 
world called “Da-Tong (Dah-Torng)”.

* This is the stat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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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 一貫道世界總會

Advisor :  World I-Kuan Tao Headquarters
主辦單位 : 美國一貫道總會

Organizer :   I-Kuan Tao USA
承辦單位 : 一貫道發一組紐約各道場

Sponsors :  Local New York Tao Centers in Fa-Yi Division of I-Kuan Tao 
協辦單位 : 一貫道各組線紐約道場

Co-Sponsors :  Local New York Tao Centers in All Divisions of I-Kuan Tao

             美國一貫道總會 I-Kuan Tao U.S.A.
                          16842 Millikan Ave, Irvine, CA. 92606
                          Tel: 949-857-0277   949-857-0277  Fax: 949-857-0811
                          http://www.tao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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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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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NOTICE:

The Exit indicated by a red light and sign nearest to the seat you occupy is the shortest 
route to the street.  In the event of fire or other emergency, please do not run - WALK TO THAT 
EXIT.  Thoughtless persons annoy patrons and endanger the safety of others by lighting matches 
or smoking in prohibited areas during the intermissions. This violates a city ordinance and is 
punishable by law.

Nicolas Scoppetta
Fire Commissioner

如是我聞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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