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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二一發生前，天上人間對大地震的示警非常多。早在民國八十四年間，維生樞機

就根據阪神大地震的經驗，預測台灣即將面臨相同的危機，並指出過去不是地震震央的

地區亦值得注意。八十七年丁丑年期間，三期主宰指出：戊寅年中部地區首當行劫之衝，

並暗示地震的可能到來。後來，果然發生嘉義大地震。八十八年間，兩岸局勢緊繃，國

內政局動盪不安，行劫的腳步加速推進。雖天上不斷示警，但人間依舊不夠警覺，終致

大災難的來臨。 

九二一雖對台灣帶來重大災難，卻緩和了兩岸一觸即發的流血衝突。故對台灣而

言，既是行劫，也是救劫。此外，九二一之後，台灣喪失對大陸的絕對優勢，再也不能

抵擋大陸要求統一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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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前天人間的示警 
 

劉普珍 

 

 

一、前 言 

 

民國八十八年震央在中部的九二一大地震，是台灣近百年來最嚴重的天災。地震後

十天，累積死亡人數 2188 人，受傷 8739 人。 

關於這次大災難，在發生之前，天上人間就已有多次預警，只是同奮未有警覺罷了。

事實上，早在八十四年間，維生樞機便曾多次公開提及此事。而在八十七年與八十八年

上半年，乃至地震前十一天，都有聖訓分別言及災難即將來臨。可惜言者諄諄，聽者邈

邈，當時大家似乎都不太注意這些訊息。直到地震發生後，同奮才得到教訓，至教院加

強誦誥。大地震後半年，台灣進行第十任總統選舉，國民黨失去了維持五十年的政權，

由民進黨首度執政。時機之湊巧，不禁讓人聯想到天災、人禍間的關係，竟是如此密切。

遙想周幽王二年(780B.C.)，西周王畿發生大地震，不僅涇、渭、洛三川之上游被土石截

流，連周人的聖山－岐山也崩坍了。結果，不到十年，西周便在內憂外患的交迫下亡國。
1九二一大地震以後，台灣是否會走到這一步，值得關注。 

本文除了前言與餘論之外，正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八十四年間維生樞機對

於大地震的預警，第二部分討論八十七年間國內政經局勢的變化及地震的示警，第三部

分則是探索九二一大地震前兩岸關係、國內政局重大變化與上天對行劫的一再示警。 

 

二、正 文 

 

Ⅰ.第一階段：維生樞機的預示 

 

八十四年初，正當全教為世尊證道而一片哀戚之際，元月十七日，日本關西地區發

生阪神大地震，災情相當慘重。2一個多月之後，維生樞機在南投縣初院的親和講話中，

                                                 
1 此事詳見於三國•韋昭注《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pp.26-27。 
2 按此事早在八十二年六月，世尊於正宗靜坐第六期日本特訓班結業式及極院教職人員宣誓暨講習上便曾

明示。此外，八十三年十一月初，正宗靜坐第八期日本特訓班期間，日本玉和殿總參議大日如來亦曾降

示，請求世尊化減即將發生的大地震。見〈第六期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日本特別訓練班師尊致詞〉，《天帝

教教訊》（以下簡稱教訊）114 期，pp.30-31；〈極院教職同奮宣誓暨講習會師尊致詞〉，《教訊》114 期，

pp.12-13；〈天帝教日本第八期正宗靜坐特訓班紀要〉，《教訊》130 期，pp.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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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公開透露了台灣恐將發生大地震的訊息： 

 

    巡天節聖訓指出：今年將會有種種災難，天災人禍不斷。天帝教救劫 

  是將三期末劫核子戰爭化為傳統戰爭，世界大戰化為區域戰爭，最後化為 

  一般自然災害。但是今年年初起，天災人禍頻繁。我們看到，日本關西一 

  場大地震，根據報導災害重建必須十五年，以日本國力尚且如此，台灣如 

  遭受同一大小地震侵襲，恐怕後果更嚴重。3 

 

又說： 

 

    師尊過去曾經說過：「南投是台灣的心臟，台灣安定的關鍵在南投。」 

  當時，師尊即是為了台灣的安定，限期要求成立南投縣初院。明年將是台 

  灣安定的一大關鍵。4 

 

由上面兩段引文可知，關西大地震後，維生樞機似即預感台灣恐有天災（地震）人

禍（戰爭）將臨，並指保台護國的重點在確保台灣的心臟－南投。惟當時他所言「明年

將是台灣安定的一大關鍵」者，並非指地震發生的時間，而是指兩岸局勢而言。這是因

為當時世尊之證道，正與其「以己身承擔中華民族共業」，以化解迫在眉睫的台海武力

衝突有關，5故所謂明年為台灣安定關鍵年者，實指台海危機及第九任正副總統投票一

事。6 

後來，果如世尊所料，海峽兩岸因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而致關係緊張，

幾乎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正當本教因應世變而破天時之際，十月三日，維生樞機於天

心堂的親和集會中表示： 

 

    日本大阪地震前，根據日本提供的資料顯示，日本各地都有地震，大 

  概有十六、七次的小型地震。我們算一算台灣地區今年到不久前在嘉義的 

  地震為止，地震的頻率大概有三十幾次了。這一次嘉義的地震已經接近地 

                                                 
3 〈維生樞機在南投縣初院親和講話〉，《教訊》134 期，p.45。 
4 同註 3，p.17。 
5 〈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囑咐全教同奮書〉，《教訊》131 期，p.5。 
6 後來，維生樞機於台北縣初院、嘉義縣初院及天南堂的親和講話中，都言及台灣將有大地震的相關訊息。

見〈維生樞機在台北縣初院親和講話〉，《教訊》134 期，pp.46-48；〈維生樞機在嘉義縣初院親和講話〉，《教

訊》134 期，p.49-51；〈維生樞機在天南堂親和講話〉，《教訊》137 期，p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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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十五哩，所以在這裡我要提醒各位同奮，根據師尊在無形的指示：破天 

  時之後，大的災難可以避免，但天災恐怕沒有辦法避免。我們還得要不斷 

  的努力和奮鬥，才能把危機降低。7 

 

於此可知，透過破天時的努力，當時即可望化解中共攻台的危機。但師尊也明示：

「大災難（戰爭）可以避免，天災卻難以避免。」為什麼呢？因為天上原本在預定時程

必須執行的行劫方案被擱置下來了，在兩岸關係依然低迷、魔氛仍熾的狀態下，因共業

未能有效化減之故，行劫勢力依舊高張。當此之時，天上只得以其他次要而傷亡規模較

小的方式，替代主要而傷亡較大的方案來行劫，然而這仍需透過同奮的精誠祈禱，方能

有顯化之功。以六十九年初的阿富汗危機為例，由於蘇聯意圖攻佔波斯灣油田，切斷西

方國家的原油供應，而美國又一再發表強硬聲明，決心以核武捍衛波斯灣安全的局勢

下，世尊率領正宗靜坐班一、二期的學員，日夜祈誦皇誥，「希望波斯灣全面核子戰爭，

化為局部核子戰爭，再化為一般傳統戰爭。」8後來，果然天從人願，全球性的大規模

毀滅戰爭未曾發生，僅侷限於傳統的區域戰爭。去年年初，正當印度、巴基斯坦核武衝

突一觸即發之際，印度境內突然發生大地震，造成人員的慘重傷亡及經濟上難以計量的

損失，亦正是「大戰轉為天災」的一種顯化。9按此可知，在破天時中尚未消化的共業，

亦須於日後以某種形式抵銷，否則勢必延遲劫運的進程。 

天災的發生既不可免，則台灣地區常見的天災如颱風、豪雨及地震等便甚可注意。

不過，依過去的經驗來看，颱風、豪雨造成的損害比較有限，至於地震方面，由於大都

震級不高或震央較深，故影響更是微乎其微！正因為如此，久處安逸的台灣同胞，又怎

會料到台灣會發生重大天災，特別是大地震呢？偏偏維生樞機卻在此時預言台灣將有大

地震來臨，他說： 

 

    根據第五期師資高教班日本同奮提供給我的資料，日本大阪地震之前， 

  在大阪周圍的地區發生了三十八次大小地震，而這三十八次地震就是大阪 

  地震的前兆。各位同奮！台灣地區從今年四月起到前不久嘉義地區五點七 

  級的地震止，也已經有三十一次地震了，而這三十一次地震中，有多次地 

  震是在過去的紀錄中從沒有發生地震的地區。例如，在日月潭附近的水里， 

  在五十年前有過一次地震，嘉義地區在二十年前有過一次。但這一次地震， 

  比過去更接近地面，宜蘭、蘇澳地區也有地震了。若加以排列，可以從地 

                                                 
7 〈維生樞機在天心堂親和講話〉，《教訊》142 期，pp.15-16。 
8 吳光衡，《天帝教復興簡史》（台北：天帝教教史編纂委員會，1992），p.45。 
9 〈科技競爭帶來了精神病、心理病，宗教應負起洗滌撫慰人心責任－太虛子聖訓〉，《教訊》205 期，

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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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上看出有一個斷層出現，這一個斷層大概是在雲林、嘉義地區，對這樣 

  的警訊，真是值得憂慮。……10 

 

另外，在十月廿二日台中縣初院的親和集會中，維生樞機也說：「從今年四月開始，阿

里山、宜蘭、花蓮，甚至過去不是地震震央的地區，如日月潭，地震的頻率愈來愈高，

地震的震央慢慢在縮小，地震愈來愈接近地面，這一些……天災恐怕也是破天時要努力

奮鬥的目標。」11由此可見，大地震的發生似乎已經確定，其徵兆便在於地震頻率的增

高、震央的縮小及其愈來愈接近地面。並且，教人驚訝的是，過去不是震央的地區，也

出現了徵兆。雖然在破天時期間並未發生此一悲劇，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間可以高枕無

憂。事實上，在未來機緣成熟之時，大地震仍舊要發生。 

 

Ⅱ.第二階段：天上的示警 

 

歲月匆匆，兩年後的巡天節，天上又傳示了天災人禍的相關訊息。首先，看元月廿

四日南屏濟祖聖訓： 

 

    ……人生何其短，再不快快造命，再不快快奮鬥，轉眼空空而過。水 

  火太無情，颱風起，地震臨，民風敗，政經危，救劫使者該救劫。……同 

  奮深思！12 

 

同日，三期主宰聖訓更說： 

 

   ……往年此一會報（按即太陽系會報）均是擇定玉靈殿召開，用以彰顯 

  「以人為主」的意義，今年改定於玉成殿，亦有「以地為主要之區」的意 

  義，表示出戊寅年自人曹天極行宮一出，首當其衝者乃是台灣復興基地中 

  部教區，人間帝教應適時適切尋求化解之道，以維持台灣地區之安定和諧。 

  13 

 

                                                 
10 〈維生樞機在基隆市初院的親和講話〉，《教訊》143 期，p.28。 
11 〈維生樞機在台中縣初院親和講話〉，《教訊》144 期，pp.42-43。 
12 〈水火無情，再不奮鬥轉眼空空而過－南屏濟祖聖訓〉，《教訊》170 期，pp.21-22。 
13 〈中部首當其衝，應適切尋求化解之道－三期主宰聖訓〉，《教訊》170 期，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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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可知，對台灣而言，戊寅年將是動盪不安的一年，不僅政經局勢動盪不安，

天災人禍也很嚴重。在政治方面，最顯著的即是九月九日國民黨中央通過的「精省案」，

引起宋楚瑜省長的強烈反彈，遂導致其日後參選總統。此外，六月下旬，美國柯林頓總

統赴大陸訪問，發表「不支持台獨、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言論。由於美國態度明顯

傾向中共，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4 

在經濟方面，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內不景氣的情況日益嚴重。十月一日，

台中市瑞聯機構總公司受資金調度不順影響，宣佈暫停營運。十一月十日，漢陽集團董

事長侯西峰驚傳跳票，引發市場恐慌。同月廿一日，國揚實業公司前董事長侯西峰爆發

涉嫌掏空公司資產六十五億元的利益輸送弊端。同月廿四日，廣三集團旗下順大裕及台

中企銀股票爆發巨額違約交割，達十四億零六百一十萬元，造成台北股市當日重挫二百

廿二點三四。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股市大跌一百卅五點。次日，前省議會議長劉炳偉傳

出跳票一億多元，三日又跳票十一張，板信商業銀行兩日來被提領超過四十億元，造成

四日股市下跌兩百多點。 

人禍天災方面，除了六月十六日華航大園空難造成兩百多人喪生外，三月十八日，

國華航空亦有一架班機於新竹飛往高雄途中，在新竹外海失事，造成十三人罹難。再者，

颱風、豪雨及地震造成的災情也極慘重。颱風、豪雨方面，六月五日，台南、高雄、屏

東、雲林、彰化等地受連日豪雨影響，農業受害面積達三千六百餘公頃，損失超過一億

三千四百餘萬元。八月一日，輕颱奧扥直撲東部地區，造成一死一失蹤，多處道路坍方，

交通中斷。九月廿八日，輕颱楊妮過境，造成一死三失蹤及多處坍方。十月五日，北部

及東半部因連日豪雨，至本日已造成四死一失蹤災情。地震方面，七月十七日，雲嘉地

區發生規模六點二級大地震，造成五死廿七傷慘劇。同月十九日，嘉義、花蓮又分別發

生四級以上強震。關於此點，世尊於八月一日的聖訓中說道： 

 

    ……北中兩區首當行劫之衝，是否完全化消，尚不可知。嘉義地區的 

  地震災害正是南區的行劫行動，因本席運作本期五十五天閉關持誦五百萬 

  聲皇誥之力量，才得以大劫化小劫，然這只是行劫預警之一。
15 

 

同月四日世尊的聖訓又說： 

 

    台灣南部地區之嘉義地震災害，由大化小，但仍不免有應劫傷亡，對 

  於社會人心都是一種打擊、一種損失啊！如果是更大的災難，怎麼得了！ 

                                                 
14 見高朗，〈三不承諾，中共遲早要求兌現〉，《中國時報》87.6.28，十五版（時論廣場）及周喣，〈美國

拉中共，對台搖搖頭〉，《聯合報》87.6.29，十五版（民意論壇） 
15 〈奮鬥月小迴向以救劫消災為訴求。北中兩部首當其衝，要奮鬥到底－首任首席使者（以下簡稱世尊）

聖訓〉，《教訊》175 期，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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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實在不應該再掉以輕心了。16 

 

由上引可知，是時行劫魔氛正朝台灣襲來，北中南部同受其擾，惟因雲嘉地區無形

防禦較弱，人間正氣力量一時難以化消行劫之勢，故而有此次六點二級大地震發生。此

外，北部、中部地區亦有其潛在危機。尤其必須注意的是，是年巡天節，三期主宰即降

示：上帝於玉成殿召開太陽系會報，有「以地為主要之區」的意義，表示自戊寅年起，

中部地區首當行劫之衝。如今中部雖未發生大地震，但對中部而言，嘉義大地震的發生，

仍是一大警訊。申言之，七一七大地震可能是未來更大地震的先兆之一。倘若中部教區

無法在一個時間內消化當地面臨的行劫魔氛，則該區發生大地震也只是遲早的問題，更

何況維生樞機早已預言日月潭有發生大地震的可能！ 

當此之時，世尊亦降示道：「行劫魔氛以迫在眉睫，大有火燒燎原之勢。」也因此，

維生首席發起了「戊寅年中元龍華救劫消災祈禱奮鬥月」活動以為因應。17 

 

Ⅲ.第三階段：天上的再示警 

 

八十八年戊寅年巡天節期間，無始古佛降示： 

 

      上帝於清明宮召見人間帝教各級教院駐節主持上聖高真、總護法，主 

  要諭示內容有： 

    一、己卯年是關鍵年，各殿依救劫、行劫方案而行，引領台灣人心淨 

  化，以為推轉廿一世紀法輪的準備。 

    二、（略） 

    三、己卯年的行劫是以總清方式出擊，這是春節前的大掃蕩，乃將行、 

  清、平三劫之「延」而未「化」者……做一總清……。18 

 

按此可知，在春劫來臨前，天上必須事先預作掃蕩，將行、清、平三劫延而未化的

共業，嚴格做一總清。所以，首席督統鐳力前鋒也說：「一九九九年正值人運、天運、

氣運、道運轉換迅速的一年，各種天災均以『急劇惡化』或『迅速扭轉』之應化型態呈

                                                 
16 〈記取嘉義震災教訓，從根自救，別再掉以輕心，誦誥應對世局－世尊聖訓〉，《教訊》175 期，p.11。 
17 〈行劫魔氛大有火燒燎原之勢，祈為人類和平生存而誦誥－世尊聖訓〉，《教訊》175 期，pp.13-14。 
18 〈淨化台灣人心，推轉新世紀法輪，行清平三劫延而未化者確實總清－無始古佛聖訓〉，《教訊》181
期，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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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人類惟有加強培養正氣，才有力量化解不測之災。」19也因此，台灣地區面對此一

總清，勢不能置身事外。 

四月六日，上元龍華會開始。次日，維生首席於天極行宮舉辦的親和集會中說： 

 

    根據最近的報導，今年會有霪雨，會有五個以上的颱風，並有大地震 

  的預警。這些天災人禍，我們有什麼能力去挽救呢？只有用我們的赤子之 

  心，請求 上帝加持，減少這塊土地上的劫運，上元龍華會就是重要時刻。 

  因此，我非常誠懇地向各位同奮提出邀請，一起來會禱，希望通過人曹道 

  場同奮的誠心、愛心，能夠將劫運降到最低。
20 

 

從這裡可以看出，己卯年上元龍華會是扭轉台灣前途的關鍵。是時，行劫的腳步已

使人間險象環生。21雖然，上元龍華會擴大誦誥、誦經活動「有效緩解台灣地區原本將

臨的諸多天災人禍，但……己卯年之行劫方案並未完全化消」，22有待中元龍華之時，再

接再厲持續奮鬥。事實上，人間的狀況確實如此。如四月十五日，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

長康貝爾說，現階段台海局勢緊張，最重要的威脅，即中共在台海對岸增加部署飛彈。

五月十一日，我國防部表示，正嚴密監視中共在大陸沿海部署的六百五十枚短程導彈及

所配置的五架蘇愷廿七和百餘架自置戰機。足見是時兩岸情勢之緊繃，並不因上元龍華

會之祈誦奮鬥而完全消弭。甚至，行劫的攻勢還一波波接踵而至。故太虛子於五月十九

日的聖訓中說：「行劫的部署仍是緊迫而來，……這是己卯年大總清的作業。」23六月十

九日，世尊的聖訓更說：「端午一過，年度之大節氣亦有變動，氣運亦有調整，全球性

的行劫掃蕩來勢洶洶，惟有救劫力量絲毫不懈怠，方能予以制衡。由於天運己卯年的總

清，全球各地天災人禍頻傳，過了端午節令，將是另一波行劫起始，人間帝教同奮謹慎

以對！」24 

七月九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指出，兩岸關係的定位至少是特殊的國

與國關係，引發各方解讀。25十四日，報載香港媒體報導：北京回應兩國論，考慮對台

                                                 
19 〈天災以急劇惡化或迅速扭轉應化，加強培養正氣方可化解不測之禍－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聖訓〉，《教

訊》181 期，p.19。 
20 〈龍華會關乎全年安危，赤心虔禱可回天－在天極行宮第一一七次家庭親和集會講話〉，《教訊》184
期，p.28。 
21 〈人間險象環生不容疏忽懈怠，奮起救劫天人相應再造奇蹟－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聖訓〉，《教訊》183
期，p.10。 
22 〈總動員成果有效緩減天災人禍，行劫方案未完全化消應再奮鬥－三期主宰聖訓〉，《教訊》184 期，

pp.26-27。 
23 〈天災人禍頻傳台灣難以倖免，惟有奮鬥才能化減應劫傷亡－太虛子聖訓〉，《教訊》185 期，p.21。 
24 〈端午精神：享受犧牲犧牲享受。另波行劫起始，奮鬥不可鬆懈－世尊聖訓〉，《教訊》185 期，p.21。 
25 當時許多觀察家認為，李總統之會提出兩國論，主要是為了總統選舉而發。不過，此舉的後續影響卻

非常大。見夏珍，〈兩岸與總統選情，添微妙變數〉，《中國時報》88.7.11，三版（焦點新聞）；林濁水，〈突

破國家定位，李登輝有急迫感〉，《中國時報》88.7.11，十五版；邵宗海，〈兩國關係論點，重啟統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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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具威懾力」的反應。26同日，世尊聖訓對此指出：台海風雲將再掀起變幻，行劫

的腳步非常急迫。27廿二日，世尊於無形中指示，自農曆六月十三日（陽曆七月廿五日）

子刻起，至農曆六月十五日（陽曆七月廿七日）亥時止，全教加強誦誥，後續再結合己

卯年中元龍華會加強誦誥的力量運化。28 

其後，局勢的發展如下：八月四日，我國防部唐飛部長表示，對於中共空軍異常起

落，國軍將適度戒備。同日，美國國務院助卿陸士達指出，華府曾六度促兩岸自制，避

免衝突。十一日，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吉亭警告中共，勿對台灣輕舉妄動，否則美國勢必

有所行動。再看看天上對於此波行劫有何看法，八月十一日呂祖的聖訓說： 

 

    台海兩岸之間情勢逆轉，雖經首任首席使者發動全教同奮以三天時間 

  緊急誦誥，運用救劫正氣力量，暫時緩解一觸即發之軍事衝突危機，然而 

  接踵而來之行劫，仍是蓄勢伺機而動，一切的一切，以天人應元救劫之奮 

  鬥熱準而定前途。29 

 

由此可知，兩岸間一觸即發的衝突，經前述所謂三日的緊急誦誥而有所緩解，但事

情並未就此結束，後續的行劫攻勢仍一波波侵襲而來。例如，八月初的連日豪雨，至十

日止，農業損失累積達新台幣四億七千四百廿萬元。八月九日，行劫主宰定危子指出： 

 

    己卯年的行劫腳步已是依次展開，水劫的暴雨洪水只是起步，在全球 

  各地造成重大天災，台灣寶島更是一雨成災，頻傳不幸，後續病毒、病菌 

  等滋生肆虐，引來人禍緊隨於後。……天候上的變異引動，對於人間帝教 

  己卯年中元龍華會加強誦誥、誦經活動，乃是一大挑戰。……吾見三位一 

  體的本師，一再施以媒壓媒挾，然而……同奮的靈覺顯得反應遲緩，配合 

  不上首任首席使者急急救劫的腳步。……救劫的任務可是沒有假期，帝教 

  同奮的身心懈怠下來，正是行劫行動藉機大肆活動的大好時刻。……30 

                                                                                                                                                         
《中國時報》88.7.11，十五版；吳玉山，〈國民黨一個中國主張形同破滅〉，《聯合報》88.7.11，十五版；

林嘉誠，〈兩國論效應，激盪總統選情〉，《聯合報》88.7.14，十五版。 
26 並見陳建仲，〈從中共眼中的李路線看中共下一步〉，《聯合報》88.7.14，十五版。 
27 〈台海風雲再起變幻，考驗急迫。快快加強緊急誦誥，保台護國－世尊聖訓〉，《教訊》186 期，p.6。 
28 〈農曆六月十三至十五日全教加強誦誥，凝聚神教職願力，以達運化之功－世尊聖訓〉，《教訊》186
期，p.6。 
29 〈三天緊急誦誥緩解兩岸軍事衝突，行劫伺機而動，仍視奮鬥定前途－呂祖聖訓〉，《教訊》187 期，

p.15。 
30 〈水劫天災只是起步，人禍緊隨於後。救劫沒有假期，面對掃蕩步步為營－行劫主宰定危子聖訓〉，《教

訊》187 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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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隨著劫波的接踵而來，天上亦不斷予以示警，但人間似乎不以為意，奮鬥力

無法有效動員起來。事實上，當時除了兩岸局勢緊張及嚴重的水劫之外，國內政局亦動

盪不安。例如，七月十六日，民調支持度最高的前台灣省長宋楚瑜正式表態參選總統，

而國民黨臨時中常會仍在八月廿七日核備通過連戰、蕭萬長代表國民黨競選第十任正副

總統，形成國民黨分裂的危機。又如九月四日國民代表大會三讀通過國代延任案，引發

政治風暴。結果，國大議長蘇南成於八日辭議長職，並遭國民黨開除黨籍。由於憲政體

制遭有心人士惡意破壞，國內政局陷入混沌不明的狀態。31九月十日，世尊的聖訓指出： 

 

    己卯年七月之中元龍華、中元普渡雖已分別順利完成既定之作業與任 

  務，但人間帝教仍不宜掉以輕心，應時時加強憂患意識，時時發射救劫意 

  願，以個人為起點，從關懷週遭環境做起。…… 

    台灣之政治面臨了一次大挑戰，以民為主的政治體制能否安然度過危 

  機呢？本席深信「民意即是天心」、「天心即是人心」，全教同奮更應自我精 

  進，奮鬥不已，千萬不可鬆懈，不容行劫有機可趁，為了確實執行金闕保 

  台方案，人間有必要以雙倍以上之發心奮鬥力量，從平時做起，從五們基 

  本功課做起，培養出全面性救劫正氣氣勢。32 

 

這篇聖訓透露了世尊的憂慮之情，除了提示同奮必須以雙倍以上奮鬥力量救劫以

外，也指出「台灣的整體情勢尚不可言『轉危為安』，後續的問題將會接踵而來。」33這

雖是九二一大地震前天上對人間的最後示警，但由此也可看出，政治與天災之間往往有

某種關聯。其中所透露的觀念，早在西漢時期便已提出。如陸賈說：「惡政生惡氣，惡

氣生災異。……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34大儒董

仲舒也說：「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

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

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而尚不知畏懼，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35換言之，古人認為災異來自政治上的缺失，是天上對於人間的一種慈悲的譴告。當今

科學昌明，一般人不相信災異與政治的關聯，但透過聖訓的明示，人間若還不能真正覺

                                                 
31 國代延任案之會過關，當時即有輿論指出是李總統縱容與默許的結果。見瞿海源，〈全民監督，提防憲

政怪獸再作亂〉，《聯合報》88.9.4，十五版與顏厥安，〈延任案所透露的黑金體制〉，《中國時報》88.9.5，

十五版。 
32 此篇聖訓雖有公佈於各教院，但並未刊載於《教訊》。 
33 同註 32。 
34 西漢•陸賈撰，民國•王利器注《新語》（台北：明文書局影印，1987），p.155。 
35 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6），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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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其中的警訊，這就不能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 

九月廿一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十二秒，台灣地區發生近百年來罕見的大地震，規模

七點三級，以南投、台中兩縣震度最大、受災最慘，傷亡程度為全球近十年來第八位。

是日，世尊聖訓談及此事，除了提到其於九月十日（農曆八月一日）的預警外，又說： 

 

    適逢地殼之週期變動，行劫力量順勢而下，救劫力量乃一再制衡減輕， 

  否則後果更加悲慘！這一次的行劫力量來的太快，救劫單位以權宜變通方 

  式延至夜間，避免在白天之時，……（否則）造成傷亡更將難以估算。 

    此一行劫行動將至己卯年下元龍華會開始才會逐漸緩和下來，人間帝 

  教應發起緊急誦誥，祈求減輕台灣重大天災，否則台灣地區仍將在己卯年 

  之總清行劫中面臨最大考驗。36 

 

後來，果如聖訓所傳示，九二一之後，陸續尚有強烈餘震發生。如九月廿六日，日

月潭附近又傳出規模六點八的餘震；十月廿二日，嘉義發生六點四強震，鄰近雲林、台

南等縣均傳出災情。是日，世尊聖訓指出：本次地震因下元龍華會同奮虔誦兩誥之願力

得以化減，但嘉義縣初院及天嘉堂仍應維持廿四小時誦誥不斷，以減少地震餘威。同時，

台北市掌院及高雄市掌院應組團至東部教區支援誦誥，以化減東部大地震之隱憂。37十

一月二日，台東成功東北外海發生六點九級地震，幸而無人傷亡，當是無形運化之功。 

從另一角度來看，九二一大地震雖對台灣造成人員的慘重傷亡及經濟上的嚴重損

失，導致國家元氣大傷，但至少讓緊張的兩岸關係漸漸降溫，九月廿三日首席督統鐳力

前鋒的聖訓正可說明此事。38因此，表面上看來，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負面的影響雖然

很大，但卻即時抵銷了兩岸一觸即發的流血衝突，讓中共失掉了動武的藉口。試想，若

非這場可怕的大地震造成嚴重的傷亡損失，而戰爭仍按照天上預定的時程發生的話，其

後果恐怕更是難以設想！所以，九二一對台灣而言，既是行劫，也是救劫。 

三、餘 論 

 

                                                 
36 〈歷劫共業大總清，人心應徹底覺醒。順應地殼週期變動而行劫，救劫力量一再制衡，否則後果更加

悲慘－世尊聖訓〉，《教訊》188 期，p.7。 
37 〈嘉義地震引動，誦誥願力發揮化減效應。台灣東部乃一大隱憂。十一月二十二前三教區組團支援誦

誥，減緩總清橫掃作用力－世尊聖訓〉，《教訊》189 期，p.9。 
38 〈天人救劫顯應，將大戰轉為天災人禍。以行劫救劫同時教化世人，不再沉迷聲色貨利，台灣寶島仍

為自由樂土－首席督統鐳力前鋒聖訓〉，《教訊》188 期，p.7。事實上，自兩國論發表之後，迄於九月初，

共軍已有多次演習的紀錄，足證當時局勢之緊張。見〈文匯報報導：舟山海域，共軍日內聯合演習〉，《聯

合報》88.9.5，十三版（兩岸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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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在九 二一 發生前，天上人 間對 大地震的示警何 其多 。早在民國 

八十四年間，維生樞機就根據阪神大地震的經驗，預測台灣即將面臨相同的危機，

並指出過去不是地震震央的地區亦值得注意。八十七年丁丑年期間，三期主宰指出：戊

寅年中部地區首當行劫之衝，並暗示地震的可能到來。後來，果然發生嘉義大地震。八

十八年間，兩岸局勢緊繃，國內政局動盪不安，行劫的腳步加速推進。雖天上不斷示警，

但人間依舊不夠警覺，終致大災難的來臨。 

從天上的角度來說，九二一大地震是春劫來臨前對台灣共業的總清，也是降低兩岸

爆發戰爭危機的必要作為。然而，站在人間的角度來看，此一天災對於國力的損耗極為

嚴重。若謂阪神大地震後，日本重建需要十幾年的時間的話，那麼，九二一大地震後，

台灣恐怕要再花一倍以上的時間，才有可能恢復舊觀。但問題是，海峽對岸的大陸，在

穩定的狀態下積極富國強兵，並已取得卓越成就的情況來看，台灣就算二、三十年後得

以重建起來，也早已喪失競爭力的絕對優勢。看來，九二一大地震以後，台灣更加沒有

本錢持續抗拒大陸要求統一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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