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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源於筆者研究天帝教教史之餘，發現胡宗南將軍與天帝教的淵源有非常密切

的關係，引起濃厚的研究動機，由於牽涉到近代史，論述過程盡求客觀的立場，查閱

文獻過程中，當中也意外發現涵靜老人生前提到在華山時代諸位將領，在傳記文學常

被史家文字所敘述，更能見證涵靜老人生前所言不假，足徵後世。 

天帝教在台灣復興多年來，世人對涵靜老人一代宗師卻是陌生，能得法緣不易，

殊不知我民族百年來的劫難，涵靜老人為此奉獻一生，預知三期末劫將來臨，涵靜老

人發願下凡救劫，完成天命。在華山時代，為支持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長期祈

禱獲得最後勝利；遵從 上帝的安排來台，為確保台灣復興基地，積極復興中華民族

而奮鬥，直到生命的終了，仍掛念不已；為了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復興先天天帝

教，拯救天下蒼生，一生努力不懈。 

  胡宗南將軍的一生不僅充滿傳奇，也極富英雄氣概，讓筆者見識到，何為英雄？

從一出色的教員，到投筆從戎，接受嚴格黃埔精神的教育，正逢戰亂、國勢頹弱，可

以振興國運，打敗頑敵，一代英雄，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永銘人心。 

  蒼生有幸，雖然各個宗教都有共同的說法，世界末日來臨、末法時期來臨，因此

都有不同的弘法救渡的方式，而天帝教早在百年前，在無形中不僅預知且開始運作救

劫大業，天上的仙佛可是各個緊張，而涵靜老人領命發願要下凡到人間救劫，三期末

劫的劫運得以化延，是祂以永生的靈命換來的。 

 

    關鍵字：三期末劫、涵靜老人、胡宗南將軍、聖訓、清虛集、寶誥、皇誥 

            一炁宗主、雲龍至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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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值此對日抗戰屆滿七十年之際，除了緬懷曾為國捐軀犧牲的烈士，八年的抗戰勝

利，粉碎日本軍閥號稱三個月拿下支那（中國）的美夢，當時國軍浴血作戰、秉持犧

牲到底的決心，舉國同心，不到最後一秒，決不放棄。對日抗戰期間，其中一位被日

本認為最難纏的敵人—胡宗南將軍，是一位統領百萬軍隊，身經百戰的抗日名將，一

直有很多文獻刊載在各類期刊，可見他在對日抗戰史跡上備受尊崇。彼時國軍的艱苦

作戰，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淚史。 

抗戰八年，有二千多萬同胞的性命犧牲，有著前人的犧牲奉獻，台灣的人民在二

次大戰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歸還中國，是無數的性命換來的自治，脫離日

本政府專制統治，史實就是真理，尤其在這是非難明的年代，古之史官，曾有不畏威

權，冒著性命危險，也要據實寫下真正的歷史真相，而今已不多見，本文從各方史跡

與文獻探討胡將軍的一生，盡求重現真實之風貌。 

 當時本師 世尊，在那時被稱為「李道人」、「李半仙」，自號涵靜老人，原本應

是向左轉、向右轉難以相會，竟在此血淚史之下，與胡將軍有著生命的交會與情感。

涵靜老人是一位曾不被親友贊同，辭官舉家上華山，他們兩位之間交往互動，有如張

良之於漢高祖、劉伯溫之於明太祖，互信、互重，相謀為國，有形中胡將軍鎮守潼關，

保衛西北門戶；無形中涵靜老人坐鎮華山，早晚虔祈 上帝保佑中國。 

  胡將軍在抗戰勝利前被認為常勝軍，勝利後因中國的氣運使然，卻是以悲劇英雄

收場。本文就一些文獻探討胡將軍一生的事蹟與評論，而他也位居「應元」的救劫仙

佛，在天帝教的《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1之經典中，金闕應元兵部尚書 胡寶誥，

即為胡宗南將軍，天帝教認為「劫由人造，劫由人化」、「救劫在救心」，要搶救三

期末劫，需有很殊勝的救劫法寶：透過教徒持續不斷的持誦寶誥，句句「慈心哀求」 

上帝及無形的仙佛來化延浩劫，可產生不可思議的無形化劫力量。 

故又以宗教的神學基礎，探討他的後天性格與使命，希望讓世人了解仙佛是人修

 
1《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為天帝教的特定經典，紀錄諸聖列佛位居之處與事蹟以及其職責與名號，

民國三十一年頒佈，由天帝教第二任首席李維生先生於十幾歲時，天眼頓開，透過光幕侍光紀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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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而來。「應元」在天帝教的解說為「應付劫運」，藉著祈禱 上帝，祈求 上帝，運用

祂的權能，應化、改變一些既定的劫案 

天帝教是為拯救天下蒼生，為化延核戰浩劫，因著三期末劫而重來人間，對日抗

戰八年，涵靜老人一面虔祈 上帝護佑中國，一面透過靜觀所得傳達無形的信息，提

供給胡將軍作戰參考，從抗戰開始到勝利，一切皆如涵靜老人所預測，關中始終保持

一方淨土，日軍原想聯合蘇聯一起瓜分中國的夢想未能實現，全賴有形的人間奮戰的

成果與無形的護佑與運作之絕妙配合。 

天帝教於民國六十九年重來人間，在台灣復興先天天帝教，涵靜老人哀求 上帝

親自擔任教主，才能拯救三期末劫（所謂世界末日），終能達到宗教大同、世界大同

的境界。在民國六十八年發生蘇俄出兵侵占阿富汗，民國六十九年涵靜老人帶領門下

弟子日夜誦皇誥哀求 上帝，使美蘇兩國對抗瀕臨不惜動用核武來解決之危機，終於

獲解除。故天帝教的淵源與使命，是因三期末劫而重來人間，對日抗戰八年，是人間

見到 上帝之開始。於《新境界》一書中涵靜老人的一篇「教義獻言」中，提到： 

 

  「民國廿八年已卯之春，煙霞繚繞炁氣絪縕， 天帝降臨清虛妙境虛皇古

洞，諄諄詔諭極初窮究天人之學，參悟宇宙境界。翌年庚辰之夏復蒙 天帝

昭示聖凡平等、天人大同宇宙大道。民國三十年辛巳之秋，又奉詔示創訂心

物一元二用、聖凡平等適應時代需要之新宗教哲學思想……。時值壬午巡天

節， 天帝降臨清虛妙境對呈獻此一天人合作研究成果極為嘉許。」2這是人

間遇見 上帝，明確的神蹟紀錄。 

 

貳、胡宗南將軍的事蹟： 

    胡將軍是一位先知先覺的人，民國十年，曾到津沽山海關旅行之後，向同

是好友說：「你們看吧，十年之後，日本一定是中國的大患，而東三省更將先受

其禍！」，日後投筆從戎也源於此。3 

果真民國廿年，在瀋陽發生九一八事變（根據天帝教的論點，三期末劫的行劫就

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4。胡將軍就讀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畢業後跟隨蔣總統，倚

重甚深，從涵靜老人的生前講道，曾提到：『蔣緯國他是從德國留學回來，老先生就

                                                 
2李極初：《新境界》（臺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3～5。 

3 葉蘋：《天地悠悠》（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頁 250～251。 

4《天人學本》下冊「第五十講」，（天帝教極院恭印，1999 年），頁 598。 
5 同註 4，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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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給胡宗南，胡宗南就派他在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師就是駐防潼關的，…』5，

由此可見蔣總統對胡將軍非常信任，把小孩交給胡將軍統領的軍隊裡。 

一生謹遵委座（蔣總統）命令，臨終之時，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的下午，

總統在國軍幹部會議上對滿堂的高級將領，以極沉痛的語氣說： 

 

「胡宗南同志已經在今天去世了，他是本黨一個忠貞自勵，尚氣節，負責任，

打硬仗，不避勞苦，不計毀譽，革命軍人的模範。大陸淪陷前後，他曾屢次

寫信給我，說至今還沒有能夠求得一個死所！宗南同志現在竟未能如其所

願，使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一個轟轟烈烈光榮戰死的死所，實在令人追思不

置！但他的死已附於正氣之列，自不失為正命，亦可瞑目於地下了。」6 

 

1-1 黃埔軍魂一書當中，對胡將軍的一生事蹟，略述如下
7
： 

胡宗南，浙江孝豐人，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四月初四日生於浙江鎮海縣。

七歲時父際清任孝豐縣催收主任，遂全家移孝豐鶴鹿溪，宣統元年（一九 0九）二月

入縣立高等小學，民國元年入湖州公立吳興中學，民國四年夏畢業，受任縣立高等小

學教員，民國五年任私立王氏小學教員，民國十三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民國一四年

畢業，畢業後屢建奇功，為黃埔軍校學生最先升任師長者。民國二五年移駐陜西潼關，

民國二七年率部移駐關中，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成立，任分校主任，五月率部增援蘭封

作戰，九月復增援信陽作戰，民國二九年五月所部擴編成三十四集團軍，任總司令，

民國三一年三月兼代軍令部西安辦公廳主任，民國三三年洛陽失守後，民國三四年任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八月日本投降，在鄭州主持受降，十月晉加上將銜，旋並受勝利

勳章。民三十八年兼任川陜甘邊區綏靖主任，十一月派第一軍馳援重慶，旋率所部入

川保衛成都，十二月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改組任副長官兼參謀長，旋各軍轉進西昌，坐

鎮西昌指揮，為國民政府最後一位的高級將領，對抗共黨。民國三十九年調任總統府

戰略顧問，民國四十年三月奉命整理指揮沿海游擊部隊，九月進駐大陳。民國四十一

年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兼任浙江省黨務特派員，七月回任總統府

戰略顧問，八月入國防大學就讀，民國四十三年二月畢業。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任澎湖

防守司令官。民國四十八年復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十二月入國防研究院受訓，民國四

十九年六月畢業。民國五十一年病逝台北，年六十七歲。遺有「宗南文存」行世。 

 

 
 

6葉蘋：《天地悠悠》，﹝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頁 211～212。 
7黃埔建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黃埔軍魂》，〔台北，實踐出版社，1985 年〕，頁 21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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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帶領軍士精神磅礡，以身作則，難能的刻苦生活。 

胡將軍所帶領的第一師，在當時紀律嚴明，是全國有名的部隊，尤其在北伐期

間，以寡擊眾，常打勝仗，在他的秘書張佛千之文中提到他的成功之道，在第七分校

與幹四團的演講稿「今日戰士」，特摘錄如下：  

 

「戰鬥精神就是犧牲精神。無名為大，無我為大，下層為大。」 

「今日戰士，要抓緊現實，站穩腳跟，與天爭，與物爭，與堅苦爭，與錯誤爭，

與強權暴力爭。」 

「知識重於虛名，什麼都可滿足，知識不可滿足；博覽群書，專長一技。不靠

情面吃飯，不憑資格賣錢。」 

「生活標準，要做到前方生活士兵化，後方生活平民化。」 

「宇宙是一大戰場，人類是戰場的主角；在戰場中生活，在戰場中發展。」 

 以上摘錄，胡將軍在生活方面都能躬行實踐，這一點是他最了不起的地方，

難能的刻苦生活。 

 

對於「食」十分簡單，「衣」更為簡單，經常是粗布軍裝，冬天氣溫在攝氏

下一、二十度，不穿棉軍裝，也不穿大衣，一件毛衣穿了二十年，又破又爛，

死時尚穿在身上。冬天常常雙手、雙耳、面部都是凍瘡…。他與士兵同坐地

上，吃同樣的菜飯，不要人為他裝飯，一切自己來。他實踐自己的話：「生

活士兵化」。可以說：「雖古名將，無以加之」，他一天到晚都在工作、工作，

無休息，無享受，無娛樂，如一苦行僧。」8 

 

1-3 一生清廉，公而忘私 

胡將軍一生，居家無片瓦私室，銀行無存款帳戶，臨終前諄諄告誡左右部屬，都

關於國家之大事，無一於家事之私語，為國而忘家，兩袖清風，時人有云：「論清廉

之官，滿清三百年來，以彭玉麟為最，民國八十年來，以胡宗南為最」，亦史家之語

也！9 

 

1-4 正大光明，浩氣凜然 

胡將軍堅苦治軍的事蹟與精神，以其三大精神為其座右銘，並通令所屬將領 

均依此自我表率遵行： 

                                                 
8張佛千，《傳記文學》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第七十一卷 第五期頁 111～112。 

9徐枕，《中國人物雜誌》第十五卷八十九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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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道義精神 

（一）不貪名利、不圖享受、澹泊明志、寧靜致遠。 

（二）摩頂放踵、冒險犯難、捨己救人、捨生取義。 

（三）不背棄主義、不出賣友軍、患難相助、生死與共。 

乙、磅礡精神 

（一） 像山嶽一樣的崇高—蓬蓬勃勃、頂天立地、出類拔萃。 

（二） 像雷霆一樣的威武—有聲有色、摧撼人群、震動萬物。 

（三） 像江海一樣的澎湃—不停止、不休息、乘風破浪、勇往直前。 

（四） 像日月一樣的光明—沒有隱瞞、沒有汙點、光明永遠、浩氣長存。 

丙、犧牲精神 

（一） 無名為大—爭責任而不爭名利。 

（二） 無我為大—爭道義而不爭利害。 

（三） 基層為大—爭貢獻而不爭階級。 

 

因為如此，一直為所有部屬忠心擁戴，最難能可貴的是，軍費公開。凡事以儉養廉。 

    抗戰發生時，有一日本留學生返國回到重慶，說到在日本東京，看到軍方有關雜

誌報導：「『皇軍』以胡宗南為最大假想敵…。」 

在臨終前呻嘆「可能死非其所」，自覺「大丈夫應以馬革裹屍」，足見臨終仍 顯忠義

之氣。入院不及一週，即齎志而殁。10 

 

1-5 一心報國，忠貞不貳 

胡將軍不僅在抗戰期間，被日方認為是最難纏的中國將領，在台灣曾有三次出

兵，登陸中國大陸的領土，其實中共有紀錄台灣曾三次出兵「侵犯它的領土」，三次

都是登陸戰。只是中共沒想到，冤家路窄，其中兩次竟是它在延安時的死對頭胡宗

南…。11 

 

1-6 氣運使然，而非縱容屬下 

    曾有中國大陸作家張戎以「鴻」（Wild  Swan）成名頗暢銷，但她寫的「毛澤東——

不為人知的故事」，令台灣幾位曾經追隨胡將軍的部下，為之憤慨並舉證反應之，其

中提到當時胡將軍進攻延安，整個部署作戰的軍機都被熊向暉（為其侍從秘書），暗

中透露給中共知道，導致西元一九四七年胡部進攻延安失敗，因故，此位作家說胡將

 
10蔡孟堅，《傳記文學》民國七十四年二月第四十六卷二期第二期，頁 32-35。 

11趙璵，《傳記文學》民國八十二年七月第六十三卷第一期，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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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是匪諜，在趙天楫先生寫的一篇「胡宗南鞠躬盡瘁」提到「胡最多可說是糊塗了，

絕不能說他是縱容。其實說是『糊塗』都是事後諸葛亮，看問題要從大歷史環境來

看…。若胡不對，那蔣身邊有個張學良，通共叛君，豈不更不可饒恕？」。12他認為

胡將軍被亂扣「匪諜」，就像當時國共內戰前，國共本來是一家，只是那些知識份子，

因為不同的理想，各懷己志，行事作為卻是分道揚鑣，加上中共擅長統戰的手法，導

致國軍節節敗退。氣運使然，神州淪陷。 

 

1-7 士為知己者死，不為勸降所屈 

不容青史盡成灰—胡宗南盡忠黨國事蹟斑斑可考一文中，作者提出很多張戎的著

作中，有關於不符合事實予以辯證，其中提到熊向暉所著：「『地下十二年與周恩來』

一文，第七十～七一頁中，周恩來向人說：『…蔣介石的作戰命令還沒有下達到軍長，

毛主席就先看到了…』。這才是國軍戰敗的主因，西北如此，東北、華北、華東亦復

如此，又豈是胡宗南而已？」 

作者另外又提出，張新所著的「我勸降胡宗南」當中提到，張新在戰役中被俘，

經洗腦後，出面勸胡投降，被胡當場怒斥，並以鄭重的語調說：「士為知己者死，你，

想到校長（蔣中正）沒有？」13。由以上文獻得知，胡將軍曾經陷於敵方勸降之情境，

但他不為所動，堅持效忠到底。 

 

1-8 日本皇軍最難纏的敵人 

    胡將軍抗日的決心堅定，當時的首都重慶曾一度震動，在「為胡宗南上將辨誣止

謗」這篇文章中提到：「民三十三年春，日軍為迅速解決中國戰場，在河南集結重兵

發起中原會戰，以數百輛裝甲車攻陷洛陽，再出動兩個山地師團進逼潼關，窺視漢中。

胡將軍奉令出動三個軍在潼關以東靈寶地區與日寇激戰十餘日，他親自至潼關華陰指

揮，收復寶、虢鎮兩地，確保潼關，穩定關中，粉碎了日軍進佔大西北之迷夢。靈寶

之戰關係中國後期抗戰局勢，並影響整個太平洋戰爭。當時美軍在太平洋逐島攻擊，

正陷於苦戰，日寇若進佔關中，則國軍可能全線瓦解，日方可在中國戰場抽調大批部

隊（在華日軍有一百萬人）增援太平洋戰場，如是則整個太平洋戰局將為之改觀，日

本投降將遙遙無期，…由於日軍進犯河洛多次均不得逞，當時日本報紙稱胡宗南部是

『皇軍最難纏的敵人』」。14 

 

                                                 
12趙天楫，《傳記文學》民國九十五年九月第八十九卷第三期，頁 129。 

13謝久，《中外雜誌》民國九十五年四月第七十九卷第四期，頁 90～91。 
14胡志偉，《中外雜誌》民國九十五年三月第七十九卷第三期為胡宗南上將辯誣止謗（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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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不屈不撓，深受倚重與信賴；延續大韓命脈，守護復國一方淨土 

抗戰八年，胡率部鎮守關中，使日軍不敢以一兵一卒渡過黃河，關中盆地乃安然

無恙。保衛陜西才能拱衛四川，故其功績之偉，昭昭在人耳目。三十三年冬，日軍主

力進襲貴州，陪都重慶震動，日方透過外交途徑以優厚條件誘國府議和，當時戰局危

殆，高層軍政人員多數動搖，唯蔣公力排眾議，堅主抗戰到底，對眾高官云：「你們

若要與敵人談和，我一人單獨到西北去與我的學生胡宗南繼續抗戰到底」，由此可見

蔣公的不屈人格以及胡將軍的抗日意志（註）。15 

    胡將軍創建的王曲軍官學校，戰時培養軍官三九一九三人。這批青年軍官在抗

日、戡亂戰事中多數血灑疆場為國捐軀，倖存且隨政府赴台者，仍然健在的大約有千

餘人，這個番號第七的中央軍校分校，是戰時組織最完善、規模最宏大的軍事學府，

還為韓國獨立復國運動栽培了一千多名韓籍軍事幹部，…光復軍湧現的人才日後為韓

國獨立作岀了巨大貢獻，例如韓國前總統朴正熙、國務總理李範奭、韓國臨時政府主

席金九以及若干國防部長、情報部長、三軍高級將領盡皆出自七分校的光復軍成員。

為了感念胡將軍對韓國獨立建國運動的傑出貢獻，一九九九年八月十五日大韓民國慶

祝第五十四屆光復節時，總統金大中特頒該國最高勛章——建國勛章表揚予已故的胡

宗南，儀式盛大隆重，由胡將軍哲嗣胡為真博士接受。16 

 

胡將軍於民三十九年三月，在西昌已苦撐四個月之久，等待國際情勢變化。下旬

共軍調集十倍兵力分七路圍攻西昌，成為國軍高級將領在大陸奮戰的最後一人，雖遭

損失慘重，但使中央政府得以順利轉進赴台，也是掩護政府在台灣站穩腳跟之重要戰

略行為，三個月後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遂使台海轉危為安，所以歷史應該給胡

將軍「引虎入川」相當高的評價。當時毛澤東也後悔未集中兵力打台灣，以為胡將軍

還擁有重兵，故派兵守備江南的大中城市。17 

 

1-10 行事低調，奉公守法，節儉自持 

    「胡將軍平生從不會見記者、不拍照片、不發表談話、不借報刊發表評論，

受謗也不自辯，臨終時還穿著百孔千瘡的毛線衣及狀如麻布的內衣褲，殯儀館

服務人員說，從未見過穿如此破爛衣衫入殮的，何況是一位曾「統兵百萬」的

大將軍。」18。 

 

 
15同 13 頁 92。 
16同 13 頁 93。 

17胡志偉，《中外雜誌》民國九十五年三月第七十九卷第三期為胡宗南上將辯誣止謗（上），頁 98。 
18引自胡志偉，《中外雜誌》民國九十五年第七十九卷第三期為胡宗南上將辯誣止謗（下），頁 101。 



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78 

1-11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當年胡將軍遭到監察院彈劾，一些仗義執言的朋友紛紛提出建言，都遭胡將軍

婉拒，他說，「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我願意接受國法的任何裁決，對於社會的責

難作自我反省的依據，事實真相總有大白的一日，用不到我們去答辯的，目下我們

用不到和人家去爭長論短，打筆墨官司，我只求仰不愧於天，俯不怍於人，對任何

毀謗或責難我既不生氣，也不介懷。」而後獲得平反，得到清白之身。19 

  之後國家仍委以重任，派到浙江省大陳島，負責將此一個荒島整頓成一個堅強的

反共前哨，幾次打贏共黨的戰役，鼓舞人心，最終因敵人的大部隊的到達，只好撤退，

他以最後一個高級將領在大陸全部沉陷前離開大陸，而又以一個在臺的高級將領最先

再踏上大陸的土地，這一史實是應該和中華民國的歷史永垂不朽的。20 

 

1-12 一怒則天地震撼，風雲變色；一笑而風雲動，天下定 

在天帝教教訊第八五期21，維生先生所撰寫文中其中一段—盪氣迴腸話宗南，提

到黃震遐（維道）筆鋒銳利，不若說震遐觀察睿敏，摘錄震遐寫「胡宗南的英雄崇拜」

的一段文字，「民國二十八年的春天，是胡宗南的全盛時期。這時期胡宗南擁兵五十

萬，威鎮西北中原，遠近有志抗日之士，多不惜萬里跋涉，爭赴關中。或『棄暗投明』，

由桂系投來者有之，由西北軍投來者有之，由中央各部院及上海淪陷區大學中來投者

亦有之，一時濟濟多士，長安道上，確有一派興旺氣象。在這許多人中有賢者謝某（姑

隱其名）亦由遠方至。冀與將軍一論天下，但機緣不巧，暫居逆旅。某日翠華山上大

會，文武百官雲集，各方人士齊至，謝某亦隨眾而登。走到一半，忽遇胡將軍至，即

有某氏代為介紹，謝某方欲啟齒，不料胡看了謝某一眼，卻忽然舉止特殊，急引謝某

至峭壁，手指對山說：『看見了沒有？』謝某不知其所指，引領力望，良久方見對山

頂上，有一松矗立，回首胡將軍，則以哈哈大笑而去，並無一言。這個悶葫蘆，謝某

返寓思維了一夜，才覺悟他此來是要找一位政治家，不是請教於一個禪宗大師，實在

無從領會此種神機，乃悄然不別而去。」 

「民國二十九年春天日軍發動中條山攻勢，沿海砲擊，飛機橫掃關中，戰局異常

緊急。筆者（黃維道）那時正任職商同區動員指揮部，代表河防指揮官蔣堅忍入華山

向胡氏請援。在這以前，筆者（黃）並沒有和胡宗南見面分析問題的機會，故這次會

面也可說是兩人相遇的初次。在筆者心中，早已充滿胡氏待人接物的習慣及故事，在

胡氏心中，則另有給筆者（黃）某種印象的準備，在一個天朗氣清的下午，俯瞰錦繡

                                                 
19同 6 頁 145～146。 

20同 6 頁 149～153。 

21《天帝教教訊》第八五期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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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的平台上，我們終於會見了。在談話開始以後，胡氏只不過細心傾聽報告，似乎

無動於衷。關於彈藥、兵力、地方情形等，他都合情合理，無異常人，筆者方以為他

人所傳一定有些過分，事實上的胡宗南實在是理性正常的人，卻不料就於筆者開始談

到銀行不肯在戰地放款的問題時，忽如青天霹靂一般，胡宗南發作了。他站了起來，

作非常悲歌慷慨狀，對筆者揮拳高呼：『什麼他們不肯放款麼，怕我打敗仗麼？要知

道，今天我胡宗南率三十萬人，東取太原，易如反掌，但我軍缺乏飛機、大砲、坦克

車，故無必勝把握。他們不來，戰爭也無法解決；只要他們肯來，我一下子（他用最

大力量揮拳擊桌）把他們殲滅三、五個、十個師團，然後猛烈追擊！太原、開封、北

平、上海！』一時天地震撼，風雲變色，筆者（黃）亦熱血沸騰，氣吞倭寇。端肅興

辭後，心想原來外間所傳，蓋真實無訛也。」 

「胡宗南五官端正，在相法上，眉毛以下幾無問題，言談舉止，風流瀟洒，尤好

作周公瑾在舞台上之哈哈大笑，一笑而風雲動，天下定，胡氏本身必然有此自覺。某

次與孫連仲同在一歡迎會上，孫氏魁梧奇偉，聲若洪鐘，談到台兒莊大捷，不覺眉飛

色舞，極盡好漢氣概。相形之下但見胡氏五短身材，浙江人的清秀氣宇，未免見絀，

座中的有心人，都替胡宗南擔心，深怕這一下會給孫大將氣勢壓倒，不料就在此時，

胡氏忽然哈哈長笑作南方之雄的洒脫狀，一個活靈活現的周公瑾便顯現出來…。」 

 

參、華簏識英雄，神奇嶺上工 

一、涵靜老人領受天命，棄官舉家攀上華山 

曾有人說天帝教的 世尊是近百年來的人物，怎可以稱為神？受世人信仰，殊不

知，祂在這百年來對世人的捨身奉獻，是曠古未有、驚天動地，尤其於民國二十三年

秋天，遵奉一炁宗主師命，毅然叩別母親劉太夫人赴西北宏教，那時發生江山事件，

當時被禁止所有的宗教活動，由於當時陜西省省主席，邵力子相信涵靜老人的為人與

道行，並未禁止當時的宗教活動，那時的百姓，由於取得大麻容易，有很多人染上毒

癮，涵靜老人利用精神療理，即是今日的天人炁功，成功幫助政府作戒毒的工作，因

此宏教救人的活動一直持續進行著，一個師命，他當一個天命。 

    涵靜老人於民國廿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前五日，謹遵天命棄官上華山，不顧

日後生計，鎮守西北門戶。有關於此事蹟文字記錄，刊載在天帝教教訊第 57 期，「自

己得救 尚要救人 師尊憶述當年受天命上華山之因緣」，這篇文章詳細說明與地仙

流水子上太白山尋訪恩師一炁宗主的啟蒙師-雲龍至聖。謹節錄其中一段文字22，「…，

我們跟著走了半個鐘頭，到了雲龍至聖所住的「棲霞洞」，進洞後，發現洞好大，約

 
22《天帝教教訊》第 57 期，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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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六十坪，洞內不見熱火，但是非常明亮，不知道光從何處來？裡面還有一個內洞，

大師兄將我們安頓下來，要我們坐在地上休息後再見雲龍至聖，又拿一樣東西給我們

吃。（我到今天始終不知是何物？有點像現在的軟糖）我吃了好幾塊，立即感到神清

氣爽，精神奮發起來，你們想，我們經過一夜沒睡，兩天的爬山，非常疲乏，能恢復

得這麼快，不是很神妙，大師兄進去報告後出來帶我們進內洞，我倆規規矩矩的行跪

拜禮，雲龍至聖非常慈悲，安慰我們，我倆根本不想下山了，就求雲龍至聖收留，他

說：「胡鬧，小孩子不懂事，快下山去，你們的任務未了。」至聖對我說：「明夏國難

將興，浩劫臨頭，上天安排你在明年六月初一前棄官攜眷上華山白雲峰，成立光殿－

－長期祈禱，看守西北門戶，你去華山後，我會常來看你，照顧你。（他常往來崑崙

山，來去自如）。」他又要郭大化同去報告蕭教主去安徽黃山靜修，於是，我們叩辭。」 

 

由此可知涵靜老人上華山之前曾經歷過一段面見地仙-雲龍至聖（相傳為清朝武舉

人，當時年約二百餘歲），承至聖面授機宜，轉達 天帝意旨要涵靜老人於民國廿六年

夏曆六月初一日（國曆七月七日）前辭官舉家上華山，坐鎮西北，西北的大門就是潼

關，對面就是日軍佔領之地—風陵渡，當時的抗戰情勢，中樞是在重慶一面是大西北，

大西北可從潼關直達新疆與蘇聯接通，大西南從雲南、雲貴一直到緬甸可和英、美轉

運往來，涵靜老人坐鎮華山大上方，精神上是同中央政府貫通。山居期間，一面支援

主要的管道就是靠丁德隆將軍—第一軍的軍長，以及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

軍，丁德隆將軍上華山拜訪，之後下山接任軍長，發覺大上方的路是非常地崎嶇艱險，

因此接任軍長後就派了一大排的工兵修路。胡將軍帶領的三十四集團軍下面很多軍

長、師長來皈師，還有其他戰區的軍、師長也都陸續來皈師，當時在華山簡直是「將

星雲集」，所以後來幾年的糧食都是這許多將軍、師長、軍師所提供。23  

  民國廿七年八月廿一日，日軍寇深，進犯國府武漢戰時中心，直撲豫南襄樊與信

陽地區。胡宗南將軍奉命增援信陽、羅山，阻敵西進。時隴海鐵路之潼關鐵橋為風陵

渡日軍砲擊摧毀，東西軍運阻斷，軍運指揮官周嘯潮將軍飭華陰運輸司令張英仲及警

務段長王儉持函上山，懇求 世尊。經天人親和，涵靜老人當天立即函覆：「上帝垂恩。

今晚子刻。霧大起隱蔽目標。可速準備及時搶修。當可保持三十六小時。」以當地原

有的歷史記載與氣候條件，並不具備降濃霧的經歷與條件，當天夜晚子刻起，連續三

天的濃霧籠罩，橋樑順利修復，兵車如期東行增援，痛創日軍，潼關保住了，重慶得

以保住，當時國民政府設於重慶，當時潼關的穩住，牽繫著抗戰的成功與否之命運，

當時的中央政府在重慶24。 

                                                 
23同 4 頁 655～659。 

24李維生等：《慈恩集》﹝南投，帝教出版社，2002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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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關地位之重要宛若人體心臟，守住潼關，才能守住中央政府，才有抗戰勝利的

希望，二次世界大戰終究可望結束。潼關是關中的門戶，軍事上的天塹，地點當華山

之北，渭水之南，黃河之西。25 

後來隴海鐵路警務總段長全嶽青，於潼關鐵橋順利修復後，曾派員持函上山道

謝涵靜老人，內容為：「李玉階先生別號涵靜老人，曩游宦轍，夙著勛猷，洎抗戰事

起，先生歸隱華麓，精研哲理，中心仰慕者久之，卒以為冗，未及晤教。迨民二十

六年冬，邂逅華陰車站，經友介紹，得親丰采，傾談如舊識，詢以未來戰況承告以

余，所轄警段始終屹然獨存，迄至敵寇投降為止，果如所驗，益增景仰，翌年夏，

余值覆車創傷療養期中，潼關鐵橋為敵砲毀，大戰方殷，有關軍運至鉅，時有軍運

指揮官周公嘯潮及車站張司令英仲兄先後訪余，共謀修復，適值敵寇炮火激烈，工

程進行困難，曾經函請指示，當蒙函覆囑即興工趕修，並謂『三日內天氣將降濃霧

以助，三十六小時內可望竣工。余等殊示之信，詎於是日夜間果有濃霧，敵炮失去

目標，工程如期臧事，足徵先生學貫天人，信不誣矣！爰綴數言以誌弗忘 」。26 

 

涵靜老人以至誠至悲的慈心，發出心念感應無形諸天仙佛及上靈，前來相助所函

覆的承諾，雲龍至聖在無形中對天候御雲移霧，頓時濃霧大起，此一過程在民國八十

年八月一日雲龍至聖的聖訓中清楚說明： 

 

 頃聞法源首席童子奉首席正法文略導師之急令，特前來商請本座說明有

關當年﹙民國廿七年﹚首席函覆胡子宗南︰三天之內將降濃霧以助國軍搶修

隴海鐵路鐵橋通車一案︰ 

自民國廿六年中日戰爭開始，日方即亟希以「速戰速決」方式席捲神州

大陸，發動連續密集轟炸砲擊戰略，向我後方推進，並藉以切斷後方與戰地

前線之補給連線，因此，潼關鐵橋被日方砲毀，前、後方頓失連線，戰況呈

現緊張，日方隨時渡黃河之可能，而胡子宗南及周子嘯潮久聞首席法力無

邊，神通廣大，故以速函求助於首席，期能旋乾轉坤，扭轉局勢，首席當時

突現靈感，天真流露，馬上覆函︰「三天之內天將降濃霧以助……」等語，

智忠夫人在旁亦頻勸首席鄭重考慮﹗但因首席之天命乃是以精神鎮守西北

門戶，加上在未舉家上華山歸隱之前，即已修煉成就四位封靈—太靈殿主忠

字主宰威靈妙道顯佑真君､行劫主宰定危子､覺教古佛､東南掌教，所以在

 

 

25郭嗣汾：《細說錦繡中華》（下）﹝台北，地球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 1140。 

26《天帝教教綱》﹝南投，帝教出版社，1991 年﹞，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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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以一片赤膽忠心，謹遵天命坐鎮華山之時，無形中諸天仙佛及上靈皆早

已奉旨扶助首席應化有形，故首席覆函當晚送到山下，於皓月當空之際，首

席獨自靜參於北峰後山，誠格感天，天人合一，太靈殿主等不約而同前來崑

崙聖地，告訴首席為人承諾一事，吾等立即當機配合無形應化，上香祝禱南

天，施以法力，運以「御物之術」，御雲移霧，並事先前往華山北峰告慰首

席安心，不久，黃河風陵渡及潼關、華山地區，頓時雲霧瀰漫，國軍得能緊

急搶修潼關鐵橋而兵車東行﹗首席所言，一語成真﹗ 

昔有諸葛孔明為戰情所需而商借東風，因而千古傳為美談，今有首席為

鞏固關中一方淨土而借雲霧，古今時代背景及環境雖各有不同，但卻有異曲

同工之妙﹗其中最大差異之處，乃在於首席以急頓法門運念力而施以「御心

大法」，感動無形與有形神媒，促成合理顯化，擴大影響層面，此即是「御

物之術」與「御心大法」不可同日而語之處﹗27
 

 

  當時涵靜老人，手無寸鐵，只憑一片丹心，早晚虔誠祈禱 上帝，堅定地信仰 上

帝，當時國軍的配備不足，只有中央有飛機，各省都沒有飛機，司令長官、總司令心

裡難免覺得徬徨。奉 天帝指示，吟詩慰贈胡將軍，安定軍心，其一，天定勝人，人

定亦能勝天：「可憐三晉劫黎多，劫來劫去可奈何，且坐山頭舵把穩，笑他不敢渡黃

河」其二，樂土樂土爰得我所：「早奉天公賜合同 ，一方淨土留關中，十方三界齊擁

護，豐鎬重開太平風」，一直到抗戰最後勝利，這首詩應驗關中還是安然無恙28 

  潼關自古為戰略重地，乃兵家所必爭，掌握潼關，進可攻退可守，胡將軍掌控有

形的力量，最好的裝備、武器都在西北，故被稱為「西北王」，涵靜老人掌控無形的

力量，透過無形的傳示，提供戰情給胡將軍參考。涵靜老人在華山不斷提供無形中的

情報，每十天分上、中、下旬提供一次軍事動態的情報給胡將軍，胡將軍派了一位副

官、一位參謀待在山下，敵軍在整個中國軍事動態，大致應驗，在華山修道八年，延

續國家民族的命脈。 

 

二、道雖不同，情無二致   

民二十八年，涵靜老人與胡將軍初會於華麓玉泉院，風雲齊來，燈下傾談訂交，

此後胡將軍即派副官常駐玉泉院，經常與涵靜老人保持聯絡，固定時間，提供無形靜

觀所得，日軍在華北、長江及珠江一帶軍事動態與戰略部署，由其轉達中央參考。涵

靜老人有詩二首： 

                                                 
27引錄《天帝教傳教﹙傳道﹚使者訓練班聖訓基本教材》﹙二﹚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四日，頁 216。 
28《首席師尊精神講話選輯》民七十八九月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印，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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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會胡忠南將軍〉：「靜裡乾坤會風雲，玄機奧妙初談君，個中求得真消息， 戡

亂扶危許將軍」 

（二）「華麓識英雄，天人一貫通，憂時心共苦，救世願齊洪，重寄關中鎮，神奇嶺

上工，時來風送曉，靖寇定元戎」 

 又有〈抗戰建國之新式武器〉詩一首亦寄予胡上將。文謂： 

孫總理有言武器、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賴精神。兩者相較，精神力

量居其九，物質力量僅佔其一，蔣總裁通電全國，宣布實行國民精神總動

員，並昭示「精神力量戰勝物質」。 

詩文：「正氣沖天閶，良心建國防，信忠為甲冑，弱國自轉強，禮義作干

橹，威儀鎮十方，精神勝物質，倭寇來投降。」29 

歲末胡將軍特派專員，冒雪上山，致送年禮有書：二月一日之函未知收到否。茲

逢獻歲。山中風雪滿途。遙念先生定饒勝。梅開見天地之心。芋熟試宰相之器。仙家

作用迥異世塵。欽頌無已。專呈微物四色。聊佐庖廚。伏乞哂納。30 

 

涵靜老人對胡宗南將軍極為推崇，以下是曾經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演說： 

 

『胡宗南這個人了不起，當時他是胸懷大志，他的眼中裡面只有一個委員

長，蔣委員長，他上面還有長官、司令長官，他這個人簡直不得了，你們這

裡都沒有軍隊裡的人，都不知道當年胡宗南這個威風雄才大略，等於他是周

瑜的化身，我同他有緣，也是無形中的媒壓，他待我很好，所以我要支援他，

每半個月，我把敵軍敵人，就是日本人，在我們黃河流域、長江流域、珠江

流域這許多戰情、軍情，他下月應該要到哪裡進攻，要怎麼樣，我都看出來

以後，我告訴胡宗南，有重要的我說：“你趕快轉告老先生，轉告委員長＂』

31 

 

胡將軍於民國廿九年二月，曾覆函給涵靜老人，信件內容32： 

 

涵靜老先生道席前得： 

手示適有寶雞之行，倉率未及奉答，眷念無已，頃又辱承賜教并勝以靜

觀所得，雒誦數四，欣感莫名，先生游心物外，冥契玄中，心靈與造化參通，

 
29劉文星：《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南投，帝教出版社，2001 年﹞，頁 128～129。 

30同 4，頁 592。 

31同 29，頁 592。 

32同 26 ，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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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合天地交感，凡所啟示，均有端倪，且先生以方外之人，久棄塵俗，而

乃惓懷國家民族，忠盡不渝，非特儕輩所難求，即古今方外史乘中，亦所僅

見，宗南與先生道雖不同，情無二致，每瞻華嶽，輒令神馳，敬布區區，時

希明教山中風雪益深，諸祈為道珍徹專此並頌 

道安 

                                        胡宗南拜啟二月八日  

 

民國廿九年五月二日胡將軍登臨大上方，涵靜老人之夫人以自製布鞋勸

進，頗為適足，將軍在換布鞋時，發現胡將軍左腳上的黑襪是打了補綻的破

襪，自奉儉約。33 

  將軍上華山，在華山待了半日之久，涵靜老人洩漏了天機，對「延安」

二字做出解釋，就是共產黨可以「休養生息」，過一個時間他還要出來，當

時國民政府迫於國際壓力，無法徹底殲滅共產黨，以胡宗南的力量太容易，

把共產黨趕到山西去，這個局勢就要大變，這是天意啊！
34
後來涵靜老人有

〈無欲速〉七絕一首誌念。文謂：將軍躐屐登雲天，匹馬長征已萬千，暫解

戎裝朝玉闕，林間且護老龍眠。35 

 

三、涵靜老人棲止華山時期之詩作 

涵靜老人於八年抗戰發生前，獲崑崙諸祖指示舉家上華山，在華山八年時期

計有二百多首之作品，於白雲深處，煙霞繚繞，炁氣絪縕。有者悲時感慨、心性

參悟所得，亦有隱喻示機，或以詩勉諸子等，是一部極為殊勝之作品，有緣之人，

時而涵詠，於修行涵養能有助益。本文引錄十餘首詩作，以一歸隱之士，在烽火

戰亂中，抒發內心沉重之悲情、或以鎮定人心，甚能預示戰局的結果，涵詠能深

契其心。筆者生於太平盛世，目睹這些詩作，內心深覺悲戚，引錄自《清虛集》：

36 

（一）歸隱華山民廿六年七月二日 

悠悠華嶽幾經秋 國脈同傳亙古休 

萬里黃河環玉帶 一輪明月滾金球 

風雲變幻誰先覺 烽燧將傳獨隱憂 

我本悲時非遯世 天心早許白雲留 

                                                 
33同 24 ，頁 63 
34同 4 頁，656～657 
35同 28，頁 132 
36涵靜老人：《清虛集》﹝臺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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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初出，其藏有隱語，郭子雄藩求示，涵靜老人喟然嘆息良久未語，後五日為

蘆溝橋事變發生，詩意乃明。 

 

（二）三期劫運開始   民廿六年七月七日 

可憐劫運肇中原  慘淡河山天地昏 

忍看蒼生罹水火  有無妙法得生存 

 

（三）傷時         辛丑七月廿五日 

瀰漫戰雲籠大千  殺機疊起戾沖天 

四方八面多遭難  總了孽因不再延 

氣數如斯無法延  生靈塗炭最堪憐 

但求運會早回轉  換斗移星掃狼煙 

 

（四）祈禱有感 

雲台接天起   杳冥通玉宸 

願願重申奏  心心印帝心 

 

（五）抗戰期間宗教家應有之認識 

宗教精神應若何  維持道德靖干戈 

驅邪扶正培元氣  寡欲清心養太和 

隨分捨施輕物我  精誠感格屏山河 

志心皈命興民族  迴向前防勝利多 

 

（六）敵機狂炸有感 

鐵鳥橫飛遍地愁  無情鎗彈到處投 

雖然應劫數先定  殘忍終難得到頭 

 

（七）國府移駐重慶有感 

炎黃神冑萬世昌  漢代衣冠永馨香 

可笑倭奴不自量  無端黷武侵中央 

同仇敵愾裂肝膽  浴血沙場痛國殤 

全局統籌充實力  行都重慶再商量 

兵家勝敗原無定  退守一時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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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穴犁庭期後日  整戈秣馬計從長 

金龍飛舞岀奇算  造化一番定玄黃 

溥德大同光今古  福周沙界永安康   

 

（八）正己化人喚起國魂       

誠正功夫道之精  得來真性自光明 

於今社會多偷薄  挽救機樞在革心 

 

（九）告門下                

潛移默化有誰知  孤詣苦心這一期 

惟願國基早奠定  此心直到太平時 

 

（十）待時報國             

世外逍遙豈便休  忍聽大地哭聲愁 

寰中自有清平日  燮理陰陽不費籌 

 

（十一）頌委員長蔣公忠貞英武艱苦卓絕領導抗戰 

戈回日月顯神奇  志轉乾坤奠華夷 

天降聖才支一木  重開黃冑太平基 

忠貞扶國族  艱苦盡丹忱 

再造承天命  中華第一人      

   

（十二）華山祈禱抗敵最後勝利護國法會    

赤忱護國來祈禱  天柱地靈接九霄 

幸遇循環數運轉  星移斗換在今朝 

聯盟三教普門開  萬聖降臨西嶽來 

朝野精誠同感格  運延漢祚天心回 

勝會龍華正九霄  奇逢陽薦又陰超 

發回本性蓮京去  晉爵受封在凌霄 

夏曆戊寅年九月初一日在華山南峰發起「華山祈禱抗敵最後勝利護國法

會」九旦夕，同時蒙崑崙諸祖焚香九日，感天和。當時官方、軍方暨各教領

袖等六十九人，共同贊許發願，每日由陜西省宗教哲學研究社社員及佛、道

兩教各設壇場、分班誦經祈禱，法會莊嚴，開華山空前之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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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復興根據    

關中紫氣正輝煌  環繞塞河天保障 

秦嶺橫粱興鼻祖  氣吞紅日復邊疆 

 

（十四）遠眺傷感     

鋒鏑起神州  腥風遍地球 

桃園何處是  華嶽且優游 

 

（十五）移隱大上方白雲峰下玉皇洞前    

移來眷屬白雲間  濟濟仙輿金闕前 

太極圖開懸一幅  應元再下大羅天 

上方寂靜近玄穹  暮鼓高懸擊警鐘 

夕悌朝乾來乞禱  回天轉運表精忠 

 

（十六）世界大戰的結果    

歐亞紛爭劫茫茫    聯盟機謀各逞長 

縱橫捭闔風雲急    白色偏遭赤氣藏 

東略西侵無定所    南吞北併往來忙 

蔓延遍地何時止    英法周旋計徬徨 

德意同床原異夢    美人獻計跨重洋 

豈料紅白終難合    日俄途窮漢民昌 

混亂一團六十月    全球只有五家強 

殘摧利器繁華盡    炁化五行鎮中央 

 

（十七）多難興邦          

魔孽遍神州  繁華一旦休 

煙氛銷玉燭  碧血灑金甌 

老弱轉溝壑   健男飲涕流 

高人施妙策   收復東半球 

 

四、在華山八年早晚誦唸皇誥祈禱  上帝，抗戰能勝利之迴向文為
37

： 

 
37同 29 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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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筵初開啟，淨心復淨身，身心齋潔淨，祈禱度眾生： 

一願減劫運。 

二願宇宙清。 

三願抗敵勝。 

四願民族興。 

五願豐年兆，唐虞治化行。 

願以此功德，普化大同春。虔心稱念昊天金闕玉皇赦罪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五、天佑中華，人間淨土 

    涵靜老人坐鎮華山八年，早晚祈禱 上帝護佑中國，復蒙崑崙諸祖、雲龍至聖無

形中護持，日軍始終無法越過西北門戶潼關，中國命脈得以延續，實是無形應化有形，

有形配合無形之造化。集儒、道、佛之學於一身的南懷謹大師，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 

 

在抗戰期間，我們國運昌隆，連續八年黃河沒有結冰。假使結了冰，的確有

問題，日本人的馬隊一下子就過來了，日本人一直在等這個機會，可是上天

保佑，抗戰八年中黃河就沒有結過冰。38 

 

由此可見，涵靜老人是功不可沒的。 

 

六、依止華山八年中，涵養性天，靜研哲理，發無上菩提誓願 

    一生忠於天命，民國 34 年春抗戰勝利前半年，原本計畫舉家上崑崙山，但崑崙

諸祖與雲龍至聖曾於有意無意中透露：「大數已定，中日戰爭了結之後，中國將有更

大的變亂，天翻地覆，一切的一切都要大變…爾等應速祈禱上帝，化減劫運，早往蓬

萊仙島修行」39 

涵靜老人原本以為蓬萊仙島是位於山東省蓬萊島，經多方訊息確認得知蓬萊仙島

即為台灣，不僅僅與台灣結了永生之緣，也帶給台灣人無限的榮耀，因為 上帝的宗

教得以在此地復興。 

 

肆、天人相隔，世緣終淺，道緣日深 

                                                 
38南懷瑾：《易經雜說》﹝臺北，老古出版社，2007 年﹞，頁 198-199。 

39同 27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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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將軍不僅在軍事上的專長，在民生建設上也相當有魄力，民國四十四年派任

澎湖防衛司令官，澎湖列島的主島—馬公，全然投入建設工作，致力改善當地貧瘠

的環境，領駐軍種植幾萬多株樹木，同時邀請農業專家帶著各種種子教導人民播種

並改良泥土，使得一個完全靠台灣供應蔬菜的外島，後來不但有足夠的蔬菜，甚至

還有瓜果蔬菜可以外銷。對當地的士兵生活與居民生活水準提升進步很多，在民國

四十七年八二三炮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澎湖擔任支持的最主要力量，在軍需兵

員補給轉運工作發揮了最大的效果，同時對死傷、祭奠負起沉重的責任，在澎湖四

年當中，多方的建設顯著。在台灣十多年，內心充滿悲苦，仍未失掉鬥志，所念念

不忘的是國家命運、民族的前途。40胡將軍去世時仍心繫國家與民族，最小的孩子尚

年幼（八歲），不免掛念著妻小，筆者臆測胡將軍最遺憾的事應該是國家前途未明，

放不下的是，還須襁褓呵護、父愛潤育的幼兒。 

胡宗南將軍來台後，一直與涵靜老人夫婦，維持情誼不斷，即使到生命的終了，

依然惦念著；民國五十一年大年初一，胡將軍一大早上早起和全家人向幾位老太太和

幾家老師拜年，中午到涵靜老人夫婦家中拜年，此時他的身體健康已不太好，依然前

往拜年，情義之深，世上難得所見。可見胡將軍與涵靜老人一生的情誼非比尋常。在

對談中如同至親好友，未有一絲客套、偽假，感情自然流露。 

在涵靜老人的夫人的桌曆上有這麼一段記載： 

 

「農曆一九六二年一月初十：「一顆大星殞落了。胡忠南將軍走了。初

一中午，他來拜年，還哈哈爽朗地笑道：『我沒有吃午飯，大嫂賞飯吃吧！』

我們還約好，元宵夜邀余紀忠、王剔吾來家聚會。」，與玉階到胡家慰唁，

又能說什麼？我永遠記得民國二十九年，胡將軍到大上方。玉階說：『一位

歷史的悲劇英雄！我相信一炁宗主一定會接引胡將軍。』」41 

 

一、秉真元之化，承南宗之炁；乘願再來，挽斯浩劫 

根據本教的經典的解說，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是上聖高真之所處天界，先天

來根、先天使命（權炳）、應元使命、願力、道歷封號等之紀錄，寶誥中出現的仙佛，

完全是主持本次三期末劫，行劫或救劫的天界上聖高真42，教徒可在光殿或特定地點

持誦。 

以下是引錄本教特定經典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有關於胡將軍的誥文： 

 
40同 6，頁 158～165。 

41同 24，頁 77。 
42『天帝教初皈同奮必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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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闕應元兵部尚書胡寶誥 

燮元妙境。太真正宮。秉真元之化。承南宗之炁。執萬天之兵甲。練就呈交

平主。管萬將之功冊。勝任直奏金闕。三鼓搗破一貫太極之勢。一鳴沖開單

秉八卦之奇。雲程之日放馬華陽。龍華之期。高鎮桃林。大明大覺。大智大

勇。金闕兵部尚書。一團和氣帝君。深謀博純天尊。 

 

筆者學疏，謹將誥文略作初步之經解，尚須本教賢達飽學之士指正，正式公佈才為是。 

    從誥文中可了解金闕應元兵部尚書胡，位居金闕太真正宮，調和應元之運，秉

承先天元炁之運化，執行萬天之兵甲訓練，完成後再移呈交給平劫主宰管理，掌管

萬將之功果名冊，足以勝任後直接奏呈 上帝。「三鼓搗破一貫太極之勢，一鳴沖開

單秉八卦之奇」，概指作戰帶兵時威猛之氣勢。「雲程之日放馬華陽，龍華之期高鎮

桃林」，指戍守潼關保衛國土之情景，華陽應是位於河南省之華陽古城，潼關乃古代

的桃林塞，桃林意指潼關。43 

  「放馬」二字的原由，可能是指胡將軍當時不騎馬，在天地悠悠一書中提到，「他

（胡將軍）雖有馬但從來不騎，只是讓衛士牽著走，因為他不騎馬，他以下的軍官當

然不好意思騎了，所以他部隊裡的馬養得特別肥。」。「大明大覺、大智大勇」乃為其

靈性與神格，受封為「一團和氣帝君、深謀博純天尊」。大明的精神－「他對士兵雖

極愛護，但治軍極嚴，他的軍隊所到之處，絕對不容許任何擾民之舉，在地方紮營，

不許對百姓佔任何便宜，拔營的時候總要士兵把住過的地方打掃得乾乾淨淨，自己親

自檢查，臨行時再問老百姓，他們有什麼東西被損壞沒有，如有，一定照價加倍賠償。

行軍途中，如需要食用農民田裡的蔬菜瓜果，採用後一定要把錢包好放在原地。」，

在北伐行軍途中種種愛民敬民的舉動，使得老百姓對他都很愛戴，大家叫他「胡青

天」，只要是他的部隊過境沒有不竭誠歡迎的。大智大勇的精神－當年革命軍北伐之

初有「十不怕」的口號，就是：「不怕死、不怕險、不怕饑、不怕窮、不怕遠、不怕

疲、不怕苦、不怕痛、不怕硬、不怕凍」，胡將軍都做到了。44另外則源自於小時候

對歷史很有興趣，尤其嚮往歷史上那些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聽說 國父創辦黃埔軍

校，招考有志青年投筆從戎，他不顧家人反對，身著藍布長衫，足穿草鞋，口袋裡只

有五塊大洋，忍凍挨餓苦撐，直到抵達目的地45。 

 

                                                 
43同 25，頁 1140。 

44同 6 頁 32～33。 

45同 6 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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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世今生；來生乘願救劫 

    坊間流行探討前世今生與來生，或許與人本思想有背道而馳之疑，但是這對生命

有更寬廣的體悟，延伸人類的視野，或許形而上之學離我們看似遙遠，但這是每個人

要面對的課題，對胡將軍而言，他的來生仍是要當個救劫先鋒，從這篇引錄的聖訓可

知端倪。46 

 

祈 天帝赦免萬性萬靈積業挽斯浩劫 

宗炁救劫使者聖訓： 

今吾正式以天爵之名號，對人間帝教同奮傳示侍文，吾之俗名為〝胡

宗南〝，昔日天爵為〝金闋應元兵部尚書胡〞，並任職〝帝教直轄寶殿副殿

主〞之職，吾更為積極效法 首席之誓：為〝宇宙先鋒〞及〝永劫身〞之仁

慈胸懷，於天運甲子年即恭向 天帝請辭本兼各職，申請身赴宇宙中另一即

將爆發三期毀滅浩劫之太陽星系——侘塔星，積極傳佈 天帝宇宙大道及搶

救原人，共同旋轉乾坤，祈求 天帝赦免寬恕萬性萬靈所累積之孼業，挽斯

浩劫，得保留一方淨土，吾得天賜名為〝宗炁救劫使者〞，承天地之炁，貫

南宗之炁，普照侘塔星球，此星系具有比本太陽系地球，有著更進步繁榮的

進化人種與高度的社會科技文明，引發浩劫之因實與本地球相同，皆為道德

淪喪，人與人之間充滿懷疑猜忌之心，更為滿足個人慾望，不擇手段；甚者，

不惜以蒼生生存而孤注一擲！吾實不忍見此星球之進化、成就，一夜之間俱

毀，故願倒裝下凡，力挽浩劫。「成物成己」是凡我帝教救劫使者所應有之

時代共識，而仰體天心之仁，行好生之德而救劫，更是當仁不讓的時代使命！ 

 

伍、天帝教的淵源與使命 

一、領命渡海來蓬萊 

        涵靜老人出生於 1901 年，也就是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由三期主宰

倒裝下來救劫，在天上不忍中國遭受劫難，台灣割讓給日本，他曾說，就是不

服氣，要下來救中國。47 

一生經歷戰爭，內戰、外戰，自己的同胞自相殘殺，終其一生提倡和平，乃不願

意同胞遭受他曾受過的苦難。 

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在台灣開始展開長期祈禱，在家誦皇誥，迴向文為：48 

 
46《天語傳真》：天帝教聖訓集，1984～1988 年，頁 194。 

47同 4 頁 670。 

48引自《首席闡道》八十五年第六期師資高教班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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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我願奮鬥！ 

願—獲智慧！ 

願—無私情！ 

願—天下為公！ 

願—黃冑復興！ 

願—信心不惑，澄清赤魔氛！ 

願—天佑中國，同盟一心，早登凱旋門！ 

願—青天白日普光明，魑魅魍魎遯蹤形！ 

願—世運大同，我居自由安寧！ 

願—人類無差等，泯除民族仇恨！ 

願—寰宇清平，永無侵略戰爭！ 

志願無盡，身心遵神媒，身心為蒼生，奮鬥無已，精誠格穹蒼，聖域化開天人！ 

上帝！大放親和光，我願伸 

 

二、生生不息， 上帝特准天帝教重來人間 

    民國六十五年，到美國考察回國，警覺三期末劫已迫在眉梢，人心險惡墮落已至

不可收拾，惟有哀求 天帝教重來人間，或許還有挽救的希望，民國六十六年早早晚

晚哀求  上帝特准天帝教重來人間。天帝悲憫世人不忍不教而誅，所以特准帝教重來

人間，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在蓬萊仙島復興，並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

中華民國內政部許可自由傳播，正以台灣寶島為起點，上體天心，普化全球。民國七

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奉內政部准許設立財團法人，正式成為我國政府核准立案十大宗教

之一。49 

  天帝教目前在美國洛杉磯、西雅圖二處，沐恩於 上帝的法華之光。在日本已有

五處道場、教院，日本的民族性向來嚴謹，能認同與接受天帝教的精神與內涵，實屬

難能可貴。 

 

三、天帝教的時代使命 

（一） 哀求  天帝拯救天下蒼生，化延核戰毀滅浩劫 

天帝教認為三期末劫就是核子毀滅浩劫，一旦爆發，將導致一場靈肉俱毀的嚴重

後果，不僅肉體毀滅，靈魂亦絕對死亡，這是上天不願意看到的，不希望因而影響到

宇宙中其他有生物的星球。自民國六十九年涵靜老人帶領門下三十幾位弟子，誦念皇

                                                 
49同 27 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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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持續一個多月，感動天心，媒壓蘇聯，蘇聯不敢輕舉妄動。民國七十三年美蘇兩國

限武談判破裂，發動全教誦皇誥九千萬聲，早早晚晚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

一心一德哀求 上帝化延毀滅浩劫。民七十三年冬，美國雷根總統當選連任，蘇聯總

書記契爾年柯，發電道賀，並建議繼續談判，遂於七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重開核武談判，

至七十四年兩年當中，各誦九千萬聲的皇誥。契爾年柯去世後，由戈巴契夫繼任，戈

巴契夫與雷根舉行五次高峰會議，協議裁減核子武器，經過五年多的努力，美蘇兩國

終於在民八十年七月簽訂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同時宣告世界冷戰結束，本教「化延核

戰毀滅浩劫」的時代使命，終於獲得初步成果。此外，戈巴契夫並提出「重建改革計

畫」，採取開放政策，影響所及，東歐各國紛紛揚棄共產主義，最後於民國八十年八

月宣布解散共產黨，統治蘇聯長達七十四年的共產主義至此全部解體。50 

 

（二） 確保台灣復興基地 

 1.台灣遭逢危機的原因
51
 

（1）台灣未經過行劫—三期末劫起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由日

本政府統治，僅有部分同胞派去參加打仗，八二三炮戰也僅侷限於金

門，台灣本土沒有受過災難，無法體會到戰爭帶給人民的痛苦。 

（2）不知惜福—台灣一直過著富足、繁華的生活。過度享受，忘記還要救

大陸同胞。 

（3）違反天律—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脫離日本政府統治，是用幾千萬

人生命財產換回來一個台灣，而要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涵靜老人曾說

過：「開羅會議…我們蔣委員長建議，我們戰爭勝利以後不要日本人一

塊地賠償，……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我們的台灣、澎湖歸還給我們中

國。……後來抗戰勝利了，所以台灣、澎湖就回到我們祖國版圖，……

這是大陸死了幾千萬人生命財產換回來一個台灣啊，……今天說不要我

們中華民國了，你想想看，這個是違反天律啊！……死的這許多人都不

瞑目的啊！要報復的。」 

2.保台護國 

    涵靜老人曾說過，所謂「保台」，就是保護兩千萬同胞的身家性命，「護國」就

是確保中華民國法統。52 

 
50本師世尊三大天命研究 柳光赦 第六期傳道班講義 民國九十五年七月頁 17-23。 

51同 48；頁 25-26。 

52同 28 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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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人本來當遯世歸隱，涵養性天，不過問凡塵俗事，如是哉？大概只稱得上

「自了漢」，修行人可為自己覓得一處福地，然而如果國家不保，福地何以保乎？所

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即此意也！為了祈求中華民國和平安定，民國八十一年七月

一日起，天帝教教徒在涵靜老人感召下，重建「長期祈禱保台護國和平統一法會」，

長期舉行，希望台灣這塊土地長治久安。 

教徒藉著祈禱上天，誦念皇誥，把意念傳達到金闕，讓  上帝聽聞到人間的苦

難，上帝便運用祂的權能，應化、改變一些既定的劫案，無形的戾氣自然消除，天清

氣朗，呈現清平氣象，以臻康同，一句台灣話說：「人間千算、萬算，不如天上劃一

撇」，可道盡「無形運化有形」的涵意，上帝位居宇宙的中心，不偏不倚，各系星的

有智慧性靈，要誠心祈禱，上帝大放親和光，面臨的劫運可望化減。 

涵靜老人於天運丁亥年巡天節蒙 上帝詔御晉位為極初大帝．救劫冢宰．忠孝玄

德大天尊，在無形中深繫「確保台灣復興基地」之遺志，祈求教主 上帝於金闕成立

保台方案，出自於愛台、保台之忠誠之心。 

 

陸、結論 

胡宗南將軍終生之事跡，誠如其長公子胡為真大使（曾任駐外大使）以『坐鎮西

北、東抗日本、西防蘇俄、北拒共匪、內安甘、陝，廣招人才，嚴加訓練，賢能良才，

為國貢獻』，卅六個字形容最為貼切，對於食十分簡單，與士兵同坐地上，吃同樣的

菜飯，不要人為他裝飯，一切自己來。衣著極為簡單，不避寒冷，縫補再縫補仍然穿

在身上，對於錢財尤為捨得好施，部屬、軍中遺眷受到極多的照顧，在逝世多年後仍

然有許多部屬到其墓塚緬懷、追思，受人毀謗之際，幾位退休將官、舊屬憤然投筆於

世，希望還給胡將軍清白的一生53。 

細讀胡為真先生大作：“要作大丈夫”─先父胡宗南將軍逝世三十週年紀念一

文； 

    該紀念文中提到：“一位大儒特以對聯一幅相贈曰：『大將威如山鎮重，先生

道與日月光』，父親看後說：『大將何足道哉；道與日光明才是重要的』；有一晚父

親把我叫住，問我將來要做什麼？十歲的我不假思索說道：『我要像您一樣作個軍

人』。沒想到父親並沒有顯出同情的表情，卻以和譪而堅定的口吻說：『你要作大

丈夫。』『什麼是大丈夫？』，我問。父親說：『真正對人們有貢獻的人就是大丈夫，

譬如大科學家、大工程師、大醫生。』原來父親的期望已超過軍事的層面，他自

己戎馬倥傯勞瘁一生，念茲在茲的卻是整個國家的建設，父親在台灣始終不願出

                                                 
53同 6 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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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職，反而請纓到大陳島去，將那至苦不毛之地建設成反共堡壘。後來在澎湖

除了著重軍事建設之外，還大規模的協助地方建設，增進居民福利 ，其中包含了

籌建跨海大橋，他愛才愛民的天性，贏得了當地父老的尊敬和讚賞54。 

胡宗南將軍在人間時，到寶島的最前線─大陳島，將那不毛之地建設成反共

堡壘；而胡將軍在無形天上的天爵─“金闕兵部尚書胡”及“帝教直轄寶殿副殿

主”二職，於天運甲午年(民國七十三年)，即恭向 天帝請辭本兼各職，申請身赴

宇宙中另一個即將爆發三期毀滅浩劫之太陽星系─侘塔星，積極傳播天帝真道及搶

救原人 55。正如同師尊駐世在正宗靜坐班上課時，總會問大家：“你們回天以後要

不要跟師尊到另外一個星球去救劫、去搶救原人啊？”胡宗南將軍這種有形與無

形的大願，與本師世尊的“以宇宙為家，作救劫永劫身”的大悲精神是如出一轍，

相映耀輝；偉哉胡宗南將軍，能成真成聖，成就大仙佛其來有自。胡宗南將軍一

生不僅對國家民族有極大的貢獻，於天帝教完成早期的救劫使命，其所付出與協

助是不可抹滅的，是為 上帝忠誠精進的救劫尖兵。 

  

涵靜老人一生經歷戰爭，帶領天帝教同奮哀求 上帝確保台灣復興基地，確保兩

千多萬同胞之生命財產的安全，乃因不願意同胞遭受他曾受過的苦難。一生服從師

命，謹遵天命，凡事以天下蒼生之前途為己任，與其幼年受到張載之思想薰陶有很大

的淵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影響著他整

個生命的思維，雖修煉成鐳炁真身，可以參與宇宙造化，變化萬千，但在其「願以此

身贖民罪」的悲願之下，願求得中土的眾生永遠和平、遠離戰爭，在臨終彌留之際仍

掛念著中國的命運，「中華一家」為其最後的遺言，他以一個先知先覺的宗教家，無

論從人間或天上的立場，中華子孫要和平相處，中華文化才能傳佈到全世界， 上帝

的真道才能傳到全世界，他認為中華文化是最接近 上帝的真道。駐世時曾提過，希

望中國大陸放棄共黨專政，實施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宗教自由傳播，讓每一個政黨

都能在大陸發展，每個正信的宗教都能參與救渡人心，兩岸和平才有希望。 

天帝教以救劫為出發點，以仁愛為中心思想，二十八年來，天帝教的同奮在各地

教院、堂的光殿，早晚祈誦皇誥、寶誥，為拯救天下蒼生，化延核子毀滅浩劫而祈禱

與奮鬥，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祝禱 上帝確保台灣復興基地，這塊土地得

永保自由、民主、平等、繁榮、均富、安寧，中期目標為宗教大同，世界大同，終極

目標為天人大同。目前面臨春劫起運，是三期末劫最詭譎，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與風險

 
54同 6 頁 267～268。 

55同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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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要全球的人類放下宗教門戶觀念，萬教歸宗，所有的宗教歸於相同的宗旨—相

信永生，不在形與相，在於愛，以「愛」為共同的信仰；萬教歸心，歸於清靜之心，

赤子之心。無論人種，用肉眼看下去，心臟的構造都一樣，不一樣的是無形靈覺的心，

愈接近本心、本性，何須門戶之別、等第之分？所謂「歧支一源、殊途同歸」，不論

儒、釋、道、耶、回皆能「敬其所異，愛其所同」，本著大愛無國界之精神，共同攜

手為挽救三期末劫而努力，邁向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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