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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成 

節錄自《天帝教的中華文化意涵》第六章 

 

一、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終選擇：孫文論壇 

說「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終選擇」，在大陸可能相信的人會愈來愈多，因為「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大陸朋友在當前環境中明明知道而不好說。但涵靜

老人早說過這樣的話，三民主義的思想內涵（孫文思想）是兩岸有共識、可接受的。再

者，三民主義的核心價值在中華文化，而天帝教的核心思想也是中華文化。是故，天帝

教復興創教者涵靜老人，認定「唯有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終選擇」，以此為天命，

並以全教之力，透過有形無形之努力，推動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大目標、大使

命。 

但若在現在的台灣，說「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終選擇」，除天帝教同奮外，我

敢說是沒人相信的。獨派陣營利用政治操弄、抹黑的劣等手段，把三民主義的形像搞成

一雙「破鞋」；就是統派陣營曾經把三民主義當成聖經，如今也失去信心，而視三民主

義為一雙過時的「舊鞋」，國民黨有實踐三民主義的「天命」，現在連黨主席馬英九也

避三民主義惟恐不及。可見三民主義在台灣已是孤兒、棄兒，可惜啊！可惜，人間至寶

在台灣成了沒人要的孤兒、棄兒，情何以堪！尤其被自己的「親生父母」遺棄了，那痛，

有誰知道？ 

台灣畢竟還有「識貨」者，天帝教的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李玉階老先生，認定唯有三

民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終選擇，是讓人類浩劫化解於無形、甚而寰宇清平的最佳選擇。

當我們真正用心理解三民主義，會發現他與中華文化同承一脈，進而可以促進全人類幸

福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四十週年紀念前夕，第一屆「孫文論壇」舉辦，開幕式的同

時，維生首席向創教人涵靜老人、也是他的父親跪禱：「師尊，我們走出第一步了。」

天帝教兩大時代使命是喚起中華民族魂的萬里長城，孫文論壇所有與會的有志之士如同

先行者，已經建構起第一座城牆，論壇會一直辦下去。相信中山先生振興中華、再造和

平新中國的遺願實現那一天，也就是涵靜老人臨終前念念不忘「中華一家」目標完成之

一刻。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到十一日，第一屆「孫文論壇」在大陸北京香山飯店舉辦學

術研討會。（註三）香山，一個風水寶地、三山五源的起點。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衣冠

塚座落在其中的碧雲寺內，兩個圖文展示館及影片播放，讓我們找回歷史，牆上文字記

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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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全世界炎黃子孫大多曾來拜謁，卻不再是祈禱個人的幸福…他的偉大，

隨著時光的消融而日現光華；他的靈魂，隨著日月的升落，而喚醒更多的覺醒。

他，就是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造成一個新的

中國，他為之畢其一生，積勞成疾…為著祖國的和平統一和富強，奔走呼號，

直至生命最後一息。…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稱頌他是「中國百年

巨變的第一個偉人」。 

趙玲玲教授與天帝教同奮參與這個兩天三夜的學術會議之同時，也帶著感念、歡喜

的心情來謁聖者，見證天帝教兩大天命的初啼。 

「孫文論壇」有機會開展，源於民國八十年天帝教本師世尊涵靜老人支持下，由趙

玲玲博士以孫文學術思想研究交流基金會策劃推動的「孫逸仙思想與廿一世紀學術研討

會」，在海峽兩岸三地計畫下召開。涵靜老人上表於歸證無形的中山真人，蒙中山真人

就該次研討會的目的及未來努力方向指示，「文化、宗教、學術、經貿的互利、互惠交

流上」，「就中國人共同之意願與利益，完成天意人願之中國統一大業」。第一屆孫文

論壇終於召開了，共有四十三篇論文發表，專家學者除天帝教同奮外，有兩岸三地及海

外共百餘人參與。 

有第一屆就有第二屆，「第二屆孫中山思想研討會」於二○○八年三月，在天帝教

台北市掌院舉行，一樣是內涵豐富的一次學術盛會。閔月望（台北市掌院）在一篇文章

說：（註五） 

回顧過去八年，兩岸關係其實只有一個問題，就是不斷處理因為兩岸情勢惡化

所釀成的危機。一言以蔽之，沒有所謂「兩岸關係」，只有「議題」。雙方對

話完全停擺，「直航」只出現在空洞的文告與白皮書中，經貿關係被「有效管

理」，陸客來台觀光永遠只聞樓梯響。 

閔月望說的這八年，正是陳水扁胡整惡搞、吳淑珍大貪特貪的八年，其實從李登輝

開始約二十年間，台獨就整垮國民黨建設台灣成四小龍之首的基礎，要垮容易，要建設

就難了。從此，台灣就一路垮下來，沈淪腐敗，不知天帝教眾神能否救台灣？ 

 

二、中山真人、中正真人和他們的天命 

天帝教天極行宮座落於台中清水吳厝里，坐東朝西，站在二樓大同堂前一望，海線

六城鎮（大甲、清水、梧棲、沙鹿、大肚、龍井及台中港）盡收眼底，極目遠眺海的那

邊，正是神州大陸。 

天極行宮佔地約三千坪，一九八二年動工，一九九〇年底正好天帝教復興二十週年

落成啟用。本宮光殿名「玉靈殿」，殿主是中山真人，副殿主是中正真人，總護法是玉

靈真人。玉靈殿之光，光照寰宇，鎮懾魔氛，鞏固蓬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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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極行宮」四字為 天帝領賜，每年巡天節 天帝降臨本太陽系駐蹕之行宮，也是天

帝教人曹道場，職司訓練及無形之精神堡壘。 

天極行宮因有中山真人（國父）和中正真人（蔣公）坐鎮，為持續完成未竟之大業，

在我看來也是他們的「國防部指揮所」。這只要看看入口兩支撐天大柱，鐫刻著涵靜老

人雄渾的墨寶：「願我玄穹，佑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念兹末劫，行宇宙真道重光地

球」，這是天帝教的使命，也是二公（中山、中正）的使命，余以為也是這一代中國人

的天命。 

 

 

 

 

 

 

 

 

 

 

玉靈殿位於天帝教的頂樓，除了是 上帝的駐驆行宮， 

也是群仙諸佛雲集之地，左右兩側各有一紅色銘旌上書： 

奉迎 天帝詔命中山真人孫文為天極行宮玉靈殿殿主 

奉迎 天帝詔命中正真人蔣介石為天極行宮玉靈殿副殿主 

兩行字與挑空於上，環繞著廿字真言的紅心標誌相互應， 

彷彿啟示我們天上人間赤心相照，讓巍巍的中華文化重燃光華， 

照亮神州大地。 

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先總統 蔣公，因其人間功業，他們走後 

修煉成神，被 上帝晉封「真人」。原來這二十多年來，李登輝、 

陳水扁為首的一群台獨小丑，以政治操弄，撕裂兩岸炎黃子民的 

感情，說孔子、孟子、李白、杜甫、孫中山…全是老外（外國人）。 

又把 蔣公抹黑成「二二八」元兇，說是罪人，凡此惡劣手段， 

竟未影響 上帝的判斷，宇宙間確實「邪不勝正」。魔鬼終究是 

魔鬼， 上帝終究是 上帝。 

在《教訊》第二九三期有一篇劉光爐（天極行宮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樞機使者）的短文。（註六） 

該文記述 上帝封中山真人及同奮祝賀，亦略轉說之。 

學者團與觀察團至孫中山先生紀念堂謁靈並合

影，有追思、有歡喜、有期許，感懷萬千。攝

影／劉大彬。《教訊》275. p.17 

與會學者和同奮大合照，前

排右四為維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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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七月初，劉光爐前往鐳力阿道場途中， 

接獲光照首席賜電，指稱金闕應元禮部尚書（聖訓）傳示： 

「天極行宮玉靈殿殿主中山真人蒙教主 上帝晉封天爵： 

御史帝象監‧安冢宰‧無上淵明致和大天尊暨頒佈中山 

真人寶誥」，希望天極行宮儘快安排祝賀儀式。 

上帝晉封中山真人天爵全稱，「御史帝象監‧安冢宰‧ 

無上淵明致和大天尊」，欽頒寶誥（如附印），天極行宮 

同奮與有榮焉。劉光爐自然要動員同奮，林敏嬌、謝緒追… 

七月六日十點三十分，玉靈殿鐘鼓齊鳴四十九響聲震雲霄， 

六十五位同奮，在莊嚴肅穆儀禮中，祝賀殿主中山真人晉封 

天爵，同奮莫不虔誠祝禱禮讚。祝賀之餘，人神都感責任 

重大，今年六月一日極初大帝尚有聖訓指示：（註七） 

 

玉靈殿三大特定任務關係中國的命運，台灣的前途以及同奮自身的生存。經過

二十餘年來的考驗，已逐漸證實於世人面前，本席於人間救劫宏教，一貫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今日再次昭告全教同奮，「台灣的前途在大陸，天帝教的前

途也在大陸，兩岸能夠真正和平統一，大家才有前途」，期望全體同奮認清局

勢，貫徹天命，勤誦兩誥，積極發揮正氣力量，促使兩岸早日和平統一，允符

天意人願… 

 

眼光多麼深遠！「台灣的前途在大陸，天帝教的前途也在大陸，兩岸能夠真正和平

統一，大家才有前途。」涵靜老人的智慧穿透了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看透兩岸關係的

本質「實相」，他早已這麼說了，如今都驗證了，那些高喊台獨的人，不久恐成為「最

先進的統派」。謝長廷就是實例，五年前我便著書說他遲早向統派靠攏。（註八）二○

一二年他終於去了大陸，說了一堆「統派的語言」，其他的獨派份子不知內心還熬多久？

一個人和自己的親生父母「決裂了」，要回去，確實很難。 

國父和 蔣公封神後，他們仍為大業（三大任務）而努力，也忙於主持各種法會。

「己丑年中元龍華秋祭法會無形主持公佈」，中山真人、中正真人和觀世音菩蕯、地藏

王菩蕯等諸神同列主持者。 

涵靜老人常說「各有天命、各領天命、各了天命」（也可能是維生首席說的，不確

定），不管誰說的，天帝教是個知「天命」的教派。人要知天命是很難的，我自己是到

了五十幾歲才慢慢看清自己的「天命」。 

有的人天命一世可了，有的人可能要幾世才了。例如，涵靜老人、中山真人、中正

真人，他們至今仍為「天極行宮三大任務」傷神，也只能說是他們的「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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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涵靜老人致鄧小平先生的兩封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按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理解，凡承擔著「民族復興、國家統一」天命的領導者，一

生為中華民族、為國家之統一，犧牲奮鬥以完成其春秋大業。只可惜，多數在生前都未

能完成天命裡的大業，如孔明、鄭成功、孫中山、蔣中正、鄧小平、蔣經國，都算大業

未竟，讓當時共同奮鬥的仁人志士，無限浩嘆！ 

中國歷史很奇妙的，那些領袖英豪未完成的統一大業，都在不久之後，民族又復興，

國家又統一。國父逝世快百年，而 蔣公走了也快半個世紀。他們仍以中山真人、中正

真人的身份持續奮鬥，期待民族再復興，國家再統一。但他們只能從「無形」努力，「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二公（中山、中正）畢生努力的目標；在「有形」方面的努力，

當然就是整個天帝教及全體同奮所承擔的天命。涵靜老人復興並創天帝教，而以中華文

化為天帝教核心思想，如此便和中國統一結了「天緣」。三民主義亦以中華文化為核心

思想，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很自然成為天帝教的時代使命。以下從涵靜老人致鄧小平先

生的兩封信，略觀「大家」的時代使命。 

這兩封信雖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天帝教同奮無時無刻都在為信中提到的任務而

奮鬥，至今如新，彷彿是昨日老人家才說的事。 

 

△ 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第一封信：認清環境化除敵意共謀和平統一，達成黃胄一統。 

（註九） 

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五日，寫的文情並茂，合禮

合體，兼顧情理法，真是順人心合天意。 

信的開始，涵靜老人先介紹自己的背景、來歷、思想淵源，慢慢切入主題「九○年

代為中國關鍵年代。和平統一是天心民意所歸」，雖兩岸中國人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

從未動搖復歸統一的信念。分裂的半個世紀，兩岸各自實驗了不同制度「四十年實驗三

民主義優于共產主義，以開闊心胸開放黨禁多黨和平競爭」。 

四十年實驗，大陸默認推行共產主義的失敗，而改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豈

不和三民主義異曲同工之妙，何況中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更曾公開宣言：「願為實行

三民主義而奮鬥。」 

涵靜老人贊美鄧小平是大政治家，應「排除動武消弭劫難避免兩敗俱傷‧認清環境

化除敵意共謀和平統一」，先生是中共大家長，心存國家民族，能為老、中、青三代所

推崇，正可做出一番大事業來，「先生以超然立場放棄意識型態堅持‧做出驚天動地大

事業開創光明新局」。 

末了，「九十一歲涵靜老人 李玉階」落款，再語重心長向鄧小平先生發出真誠的

告白，參考德國統一經驗，重新制訂憲法，重立國號，盡早完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建設

合乎天意人願的現代化中國，達成黃胄一統，則民族甚幸！國家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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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靜老人致鄧小平先生第二封信：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創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

（註一○） 

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的第二封信，是民國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開宗先提一下去年講

的和平統一要義，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三民主義之類同，中山先生在民生主

義第一講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而孫中山先生更有「容共」的雅量，建請

鄧小平先生以中共大家長、超然於名利權勢之外： 

效法中山先生容共雅量接受台灣政經成功經驗 

製造出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開創直逼漢唐盛世 

末了，涵靜老人提示，世局或偶有影響兩岸和平統一的步調，但深信一切操之在我。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先生領導下，慎謀能斷，運籌帷幄。中共若果能放手乾坤一擲，

大勢所趨，必然天與人歸，萬方擁護，將見「一個國家一個主義」，兩岸自然走向和平

統一，迎接即將來到「中國人的廿一世紀」，時不我與，機不可失！ 

以上是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的兩封信，共約六、七千字，很難想像一個宗教家有如此

大智大慧之信念，「時不我與、機不可失」。確實，機會如閃電，尤其人生的成功機會

更難有難得，以涵靜老人致函的二十年前，台灣尚有「主動、優勢」，現在我個人以為

優勢已失，受制於人。因為這二十年來的台獨「毒素」，已經毒化了很多台灣子民，他

們不知中國、不懂中華文化，更不知統一幹啥？ 

我個人的看法較悲觀，幸好有天帝教、有中山真人、有中正真人、有中山思想，更

有中華文化，統一有望！ 

 

五、黃河九曲終向東流：三民主義是廿一世紀人類發展進化之主流 

三民主義一度是台灣地區之顯學，各級學校、軍隊、公部門，都把三民主義列為必

修、必讀、必考的一門課程。各大學也有許多專門講授三民主義（孫文思想）的學者、

教授，乃至成為領導階層「問道」的思想家；那時候，不少大學有「政研所」，內有所

謂「國際共黨組」、「三民主義研究組」等，甚至直接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如台

大）。筆者就是某大政研所「三研組」出身，那年代，只要深研三民主義，就可以成為

一輩子的「鐵飯碗」，很多人靠三民主義「吃飯」。 

曾幾何時！三民主義被一群台獨份子搞成「破鞋」、「舊鞋」，統派也真是扶不起

的阿斗，竟把自己的寶物、存在的靠山、自己的黨魂、國魂——國父思想精華，三民主

義，也棄之唯恐不及。如今，全台灣所有學校、軍隊、公部門，以及所有民間文化、社

會、各界，還有誰「敢」在光天化日下，公開的談論三民主義、國父思想，必有一群台

獨份子或政客，以「口水」攻之，曰「干政」、曰「植入性行銷」、曰「向中國示好」、

曰「不愛台灣」、曰「看不起台灣人」……曰「各級學校要上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曰「台灣人要出頭天啦」！台灣成了甚麼社會？退化回到鄭成功死後，他的兒孫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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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寧王國」，永無休止的統獨鬥爭，沒有是非黑白，只有政客私利、只有輸贏，只有

鬥爭、鬥爭…等待、等待，等待被統一、被救… 

如同「鐵達尼號」沉沒前那一刻，四週乘於救生艇上的那群「活人」，只是等待、

等待、等待，等待被救，台灣現況如同這種場景。我的人生觀屬「樂觀派」，但對台灣

這種「移民社會的本質」，則是「悲觀派」。 

當台灣各界無人敢於談論三民主義時，卻尚有一群人，他們以宗教團體之名，以 上

帝之名，以「神」的立場，積極宣揚三民主義，並仍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奔

走於兩岸召開孫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兩岸各大學設立「孫文論壇」講座。他們是誰？

他們是台灣十大新興宗教之一，由涵靜老人李玉階所創的天帝教（背景見第一章），在

他們的教內月刊《教訊》中，無數的篇章在闡揚中山思想，論述三民主義，並認為是全

中國、全人類的「寶物」。我以《教訊》第三三一期裡，陸光中樞機（天帝教參教院主

任）的一篇文章為代表略說，「黃河九曲終向東流：三民主義是廿一世紀人類發展進化

之主流」，這篇文章可謂指出廿一世紀人類發展的新方向，不僅是中國人的世紀，更是

三民主義指引人類發展方向，成為整個世局之主流。（註一一） 

該文開宗先回顧二十世紀美蘇兩強對決的結局，蘇聯解體及美國獨霸。接著二十一

世紀開始，美國被兩顆「超級強彈」攻擊，一是「九一一恐怖彈」，再是「雷曼兄弟經

濟彈」，結果是宣告獨霸支配全球結束了。深陷的三場戰爭，阿富汗、伊拉克及反恐，

至今仍在糾纏。 

美霸的結束，也等於宣告經過二五○年發展，以西方文化為主的「民主選舉、大量

生產、無節制消費」，那種資本主義式民主也將結束，全面進入大蛻變的時代。 

而大陸的共產主義實驗失敗後，改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其實就是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義，因而到二○一三年三月，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中國人的世紀真的來了。 

過去那一百多年，地球上流行兩種體制，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如今都宣告失敗打

烊了。西方和中國都在調整方向，走的竟然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之路。 

陸光中樞機總結，與其說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如說三民主義是廿一世紀指

引人類發展進化的主流。 

 

 

編按：本文節錄自文史哲出版社《天帝教的中華文化意涵——掬一瓢「教訊」品天香》，第六章「中山

真人、中正真人與三民主義」。作者：陳福成，自由作家，佛教臨濟宗第四十九代弟子本肇居士，祖籍

四川成都，1952年生於台中。自以「黃埔人」為職志，以「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為榮。創作、寫詩，

鑽研「中國學」，以貢獻所能和所學為自我實現途徑，以宣揚春秋大義為一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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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註 一：問答均可見《天帝教答客問》一書，教訊雜誌社出版，八十三年十月修正一版。 

註 二：關於「天極行宮三大特定任務」之始末，可見《教訊》第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3 期，「青雲嶺上明珠聳立、三大任務再造中國：人曹道場天極行宮開

發記實」一文，分七期連載，並可窺知該道場建設經過。 

註 三：《教訊》第 275 期，二○○七年元月，頁一四︱四四。 

註 四：同註三，頁二八︱二九。 

註 五：《教訊》第 290 期，二○○八年五月，頁二○︱二一。 

註 六：《教訊》第 293 期，二○○八年八月，頁一九︱廿一。 

註 七：同註六，頁廿一。 

註 八：陳福成，《幻夢花開一江山》，文史哲出版社，二○○八年三月。 

註 九：《教訊》第 298 期，二○○九年元月，頁四四︱五一。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的第

一封信，除刊於《教訊》，另刊載於下列各報：民國八十年三月九日中央日報

第十二版、三月十日中央日報航空版、三月十五日中國時報第十二版、三月廿

二日聯合報第十二版、三月廿三日自立晚報第十二版。同時，也於一九九三年

三月廿四日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及紐約三地世界日報第十二版、一九九三年三

月廿六日巴黎歐洲日報第十六版等，均為全版刊載。 

註一○：《教訊》第 299.300 期合刊，二○○九年二月、三月，頁三一︱三六。除刊《教

訊》外，涵靜老人致鄧小平的第二封信也刊在下列報紙：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九

日中央日報第十二版、三月十日中央日報航空版、三月十五日中國時報第十二

版、三月廿二日聯合報第十二版、三月廿三日自立晚報第十二版。同時，刊於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四日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及紐約三地世界日報第十二版、一

九九三年三月廿六日巴黎歐洲日報第十六版等，均全文刊載。 

註一一：《教訊》第 331 期，二○一一年十月，頁五︱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