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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探討師尊擔任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之後根據「天帝詔命」所發下的願力，接著以

「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的彙編成果為材料，探討師尊奮鬥行願的軌跡。全文分為三

大部分，壹、願力的背景。貳、願力的內容。參、行願的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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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的願與行～以教史委員會專案「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為例 

 

前言 

    筆者參與教史委員會「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附錄一）專案工作時，讀到師尊在

日記《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中記載受命擔任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的經過，不禁好奇教

主 上帝究竟在「天帝詔命」中給了師尊什麼樣的任務？詔命內容包括：「傳佈宇宙大道，窮

究天人文化。化解核戰毀滅之浩劫，再造和平統一之中國。力行三種奮鬥，促進三期大同。

奠人間之教基，作宇宙之先鋒。」至於首任首席使者對於  上帝所交付的任務究竟表現如

何？由教主頒示的「回天詔命」可以清楚看出： 上帝嘉許其「駐世九十四載，忠孝兩全，

靈肉佈施，正大光明，表率群倫，感化人心，重整道德，以及對其將繼續於無形以精神領導

弟子同奮為教奮鬥，再造和平統一之中國，促進三期大同的遺願甚表欣慰」，並用「已圓功

果」來肯定師尊的奮鬥成績。 

    在專案工作結束之後，除了對於師尊如何投身在三期末劫裡救劫、弘教有了更全面的認

識，也慢慢瞭解到師尊是如何一步一腳印地落實教主  上帝所交付的使命，筆者有幸參與此

專案，心中除了充滿感謝之情，也深深體會到：不論是本教已出版的文獻、紀錄或者此一專

案完成的資料彙整以及工作期間在每位成員心中產生的迴盪，都是師尊老人家留給人間弟子

最珍貴的資糧。本文首先探討師尊擔任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之後所發下的願力，接著以「首

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的彙編成果為材料，探討師尊奮鬥行願的軌跡。全文分為三大部

分，壹、願力的背景。貳、願力的內容。參、行願的具體事蹟。 

 
壹、願力的背景 

    本師世尊一再提醒同奮要「信」、「願」、「行」，除了對 上帝有信心，還要發大願，更重

要的是確實去做。筆者參照了天帝教在地球復興以及師尊接任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的

這段史實，欲呈現師尊承接天命並許下「為帝教奠定人間基礎，奮鬥到底」這一願力的過程

以及所採取的實際行動。 

    民國 65 年師尊自美返台深感美、蘇衝突勢不可免，核戰浩劫瀕於眉睫，為搶救三期末

劫，故於民國 67 年成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作為弘教之先鋒，並於隔年 7 月開辦

中國正宗靜坐傳習，藉以引渡原人，傳播上帝真道。 

    民國 68 年 5 月 29 日師尊於上呈清虛道宮有關教務報告中即提出，以天帝教為教名， 上

帝為教主，自己仍以導師身份闡宏教務，絕不敢以教主自居。半年後，蘇俄入侵阿富汗導致

美蘇關係緊張，師尊遂於該年巡天節懇求上帝復興帝教，並率弟子日夜祈禱虔誦皇誥。民國

69 年 8 月 4 日師尊開始撰寫〈為什麼要在地球上復興先天天帝教？〉，完成後將該文提請諸

位上靈會商修正。同年 10 月 9 日， 上帝因中東局勢嚴重親臨教壇，師尊再次請求公開復興

先天天帝教，以緩和末劫。蒙帝示，先天天帝教雖未正式公告三界十方，道務仍應繼續辦

理。月底承無始上靈指示，本教光殿為凌霄寶殿直轄寶殿。隔月 16 日，師尊致函封靈天人

教主，說明為拯救天下蒼生堅請在地球上復興天帝教，未事先徵得其同意一事，表示歉意。 

    民國 69 年 12 月 8 日李特首相傳詔，暫派師尊受命天帝教教主，師尊聆詔後，萬分惶

恐，哭陳懇辭，隨即上表明志：天帝教係 天帝立教御統十方，人間不須再立教主，故不敢

受命，願以有生之年不拘任何名位，竭智盡忠為帝教切實建立基礎。三日後無始古佛傳示，

暫不派人間教主之名義。民國 69 年 12 月 21 日， 上帝特許天帝教在地球復興，並派師尊

為駐人間首席使者，兩日後師尊上表無始古佛請求頒佈正式詔命。12 月 27 日 上帝再度頒

詔，晉封道統第五十五代天人教凡間教主李卿極初為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師尊於該

年巡天節（民國 70 年 2 月 1 日）舉行首席使者陞座典禮，拜命誓約：矢終矢誠鞠躬盡瘁，

有生之年誓為帝教奠定人間基礎，奮鬥到底。 

另外，從日記內容亦可瞭解，師尊對於教主 上帝所交付的使命，必定時刻不敢或忘：「自閉

關以來，每于靜坐前必默祝心願：（一）哀求上帝拯救天下蒼生，化延世界核子毀滅浩劫，



確保帝教復興基地台灣，三民主義早日統一中國。（二）有生之年誓以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

奉獻帝教，在人間奠教基，為宇宙作先鋒。」1 

 

貳、願力的內容 

    關於「在人間奠教基、為宇宙做先鋒」這個願力，師尊曾在民國 71 年 12 月 29、30 日的

日記中寫下簡要的說明，一、「在地球奠教基」-除在人間竭智盡忠犧牲奉獻，復興帝教創建

教義、教綱，以為千秋萬世教徒之憑藉，已在蓬萊仙島建立台北、花蓮、台中三個據點，天

極行宮正在興建中，道運昌隆，教務推展迅速，且已獲得中華民國政府許可自由傳播，以台

灣為起點，明春向國際進軍以日本為第一站，如果核子戰爭得能拖延下去，正是帝教普化全

球之大好時機。二、「為宇宙作先鋒」-帝教教綱、教義既蒙天帝頒布全宇宙一體遵行，同時

成立帝教總殿 ; 相信凡有智慧生物的星球上必有上帝的教化，方符帝教為宇宙大道之原則。

因此，我如能證得金身，願供驅策，到各大星球上開創帝教傳佈宇宙大道，并奔走於無形宇

宙和有形宇宙，為宇宙作先鋒！2 

  當時正值師尊第一次百日閉關修煉鐳炁真身期間，之後於民國 80 年 10 月 31 日對天人研

究學院、天人修道學院兩院學生的演講中師尊就明白指出，擔任天帝教駐人間首任首席使者

之後因許下「在人間奠教基、為宇宙做先鋒」這樣的願力而得以修煉鐳炁真身3，並分別成

就了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兩尊封靈。4 

    為更積極展現願力，師尊在民國 72 年 1 月 7 日的日記寫道：誓以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奉

獻  無生聖母、  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負起兩大使命：一、直接參與化解世界核子毀滅浩

劫，謀求人類永久幸福和平大同。二、在人間奠教基，為宇宙作先鋒。由此可看出師尊不僅

不負上帝所囑，逐項地落實「內聖外王」之道，也擴展了拜命首席使者時所發的願力。其中

「直接參與化解世界核子毀滅浩劫」，應與修煉鐳炁真身有關，鐳炁真身能引導鐳能，而依

念力佈施於全世界，進而影響到整個世局。5根據聖師祖太虛子所示，修煉鐳炁真身一百天

即已足夠應付地球急務，再修煉百日可直接影響三個太陽系，鐳炁真身再修第三個一百天可

以作宇宙的先鋒，為天帝教打天下。6 

 
參、行願的具體事蹟 

      在工作小組完成「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之後，重讀師尊於 71 年底的日記，赫然

發現老人家對如何在人間奠教基，早已成竹在胸，筆者以「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彙

編成果為材料，將師尊所寫「在地球奠教基」之內文順序重新調整後，7擬就四個主題來呈

現師尊在首任首席十四年任內，將願力具體落實的種種奮鬥歷程。 

一、建立合法地位 

                                                        
1 參見《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三）》，頁 309。 

2參見《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三）》，頁 309、310。 

3 參見《涵靜老人天人學本（一）》，頁 232。 

4 參見《清靜資糧編要》，頁 9，於娑婆世界中，普濟眾生，奮鬥有成，蒙  上帝敕封天爵者，謂之

封靈。 

5《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115。 

6 參見《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三）》，頁 336、337。 
7 1、復興帝教創建教義、教綱，以為千秋萬世教徒之憑藉，且已獲得中華民國政府許可自由傳播，

以台灣為起點，明春向國際進軍以日本為第一站，2、已在蓬萊仙島建立台北、花蓮、台中三個據

點，天極行宮正在興建中，3、如果核子戰爭得能拖延下去，4、道運昌隆，教務推展迅速，正是帝

教普化全球之大好時機。 



二、師尊根據《天帝教教綱》成立各級教院，健全組織的經過 

三、首任首席使者任內，本教舉辦的各種祈禱法會 

四、師尊自民國 68 年起開辦的各種訓練班 

 
一、建立合法地位 

    師尊於本教復興六週年紀念暨奉准成立財團法人慶祝大會中致詞指出，天帝教不僅在發祥

地臺灣成為第十大合法宗教，也在美國洛杉磯、加州以及日本獲得合法活動的許可，這些成

果除了叩謝本教教主 上帝恩寵庇護之外，也要感謝政府許可本教自由傳播與核准設立財團

法人，這是政府承認天帝教是合乎時代、合乎國策的一個宗教；更要感謝過去六年全體教徒

同奮，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而為整個人類命運、天下蒼生、國家前途祈禱奮鬥，

天帝教才有今天的小小成就，這是全體教徒同奮奮鬥的成果。以下將從（一）天帝諭令《天

帝教教綱》，三界十方一體知悉（二）向內政部申請准以公開活動（三）獲准公開自由傳播

（四）奉准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等四個部份，以詳實的資料回顧師尊為促使天帝教取得合法

地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一）天帝諭令《天帝教教綱》，三界十方一體知悉 

    師尊在民國 69 年 10 月 29 日的日記中曾寫道：推動道務之積極做法，首要工作即草擬天

帝教教綱，以為弘道之依據，並于 12 月 3 日起參考《天人教教綱》、《清靜資糧》、《天主教

法典》、《張天師史譜》等資料，開始草定教綱，至隔年 1 月 2 日，師尊將原本《天人教教

綱》二十五條附件 9 宗，修訂為《天帝教教綱》目錄八章二十五條，特別提出第十三條教魂

天人親和為新加。自民國 70 年 1 月 10 日開始，師尊邀請華山時代參與著訂天人教教綱諸

位上靈以天人會談模式逐條討論教綱內容，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於 4 月 13 日呈報教綱草案

十章二十八條，連同附件（1）人間推選首席使者報請天帝御定辦法（2）極院組織綱要

（3）天人研究總院組織辦法，八日後獲天上通過，師尊隨即與三期主宰商討教綱附件重要

問題，於 5 月 18 日送請凌霄寶殿直轄寶殿恭請御定，隔日教綱全文與附件奉 上帝核備，令

諭十方三界一體知悉。8 

（二）向內政部申請准以公開活動 

    根據師尊在靜中所得，天帝教人間申請立案，步驟為：（1）成立天帝教總部緣起（2）徵

求贊助人（3）在現有同奮中酌選發起人（4）由師尊擔任發起人代表（5）援照軒轅教與天

德教之成例辦理（註二）。原囑張世昌撰擬成立天帝教總部緣起及申請立案文稿，後於民國

70 年 5 月 28 日由師尊親自完成〈復興先天天帝教緣起〉9，並分別函請張世昌、蔣一安斟

酌調整，後復經長子李維生給予建議，於 6 月 3 日將〈緣起〉與徵請贊助人信函一併付

印。6 月 12 日則將徵請贊助名單，連同徵請函與贊助卡暨復興先天天帝教緣起，一併專案

送請直轄寶殿備案，同日寄發徵請贊助先天天帝教復興函，共計 145 件，經月餘回覆贊助

者僅數人而已，師尊在民國 70 年 7 月 23 日寫給二子子堅的家書中即表示，這樣的結果對

其申請公開活動之決心毫無影響，主要目的乃藉以擴大宣傳。10 7 月 28 日師尊攜申請文分

訪牛踐初、王典謨，請其向主管司關照查案參考成例，准予公開活動，俟《天帝教教綱》印

刷完成擇於民國 70 年 8 月 1 日向內政部提出申請並專案呈送凌霄寶殿。 

（三）獲准公開自由傳播 

    師尊在民國 80 年 3 月 10 日天帝教總會成立大會中致詞中提到，為展開救劫弘教活動，

一面哀求天帝教在地球復興，另一方面依中華民國法令提出公開活動申請，故于民國 70 年

8 月 1 日以《新境界》、《天帝教教綱》、〈復興先天天帝教緣起〉向內政部申請公開活動；時

                                                        
8 參見《天命之路（二）（三）》。 

9 參見《天帝教教綱》，附錄二。 

10 《李玉階先生年譜長編》，頁 298。 



值內政部正籌辦三項公職人員選舉，此申請案遭擱置數月，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多年召集人

牛踐初委員協調，以及透過馬紀壯秘書長的關照，內政部民政司長居伯均、宗教科長彭乾添

於 70 年 12 月 22 日至始院參觀，結果未如預期順利，師尊返社後親撰參考資料，對居所提

問題一一詳盡解答，作為向友好說明本案之依據。探究何以此案延宕數月之久，據悉，乃因

主管機關顧慮天帝名稱與天德有抵觸，恐遭王德溥異議，年底師尊藉應邀前往天德聖教總會

的機會，勉強獲王德溥在贊助卡上簽章，減免主管機關疑慮，並于次年 1 月 8 日約訪國民

黨中央社工會宗教小組召集人雷法章，澄清申請案遭其阻撓之流言。申請期間，師尊除多次

親訪相關負責人，亦請託具影響力人士為之說項，同時也拜會副總統嚴家淦、司法院長黃少

谷，與之商談申請天帝教公開活動事。此申請案最終在民國 71 年 1 月 22 日師尊拜會新任

內政部長林洋港後不久，接獲內政部函，天帝教自民國 71 年 2 月 15 日起准于自由傳播，

師尊認為這是天人同慶的好消息！天帝教在人間已奠定初步基礎，爾後更應積極準備公開活

動。11 

（四）奉准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為鞏固教基，博取公信，師尊接受軒轅教大宗伯王寒生之建議於民國 71 年 3 月 22 日向

內政部申請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先前已因捐獻總額數目太少而特訪居司長、彭科長說明本

教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旨在建立制度，非以營利為目的。4 月 17 日接獲須提供教院所在之土

地所有權狀證明之函覆，9 月 14 日檢附魏光得提供教院租用土地證件與楊張賢慈捐獻房地

財權憑證，再度送請內政部核示，師尊並於 10 月底開始代資深立法委員擬函內政部長林洋

港及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蕭天讚，請對本教予以愛護關照，獲八位立委簽名支持。豈料內

政部宗教科將此案送交中央黨部社工會，72 年 4 月間社工會覆函，以此申請案在宗教立法

未完成前，暫緩核辦，7 月底內政部長之函覆亦持相同觀點。及至民國 74 年行政院局部改

組，師尊拜會新任內政部長吳伯雄，部長允重新商請中央黨部解釋天帝教申請設立財團法人

一案，本案方見轉機。 

    申請設立財團法人共歷經四年多的時間，過程中雖遭遇種種阻礙，然本教始終秉持鍥而不

捨之精神，依法據理力爭，最後在提出創教根源、傳教沿革、時代特質及華山時期即傳示的

《大同平等奮鬥真經》、《北斗徵祥真經》及《天人親和真經》等文獻後，遂於民國 75 年 7

月 16 日正式奉准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二）師尊根據《天帝教教綱》成立各級教院，健全組織的經過 

    天帝教是一個有組織、有制度的宗教，本教配合人間國家行政系統，設立各級教院，主要

目的就是發揮天上的無形組織—教壇，以及人間同奮的奮鬥組織—教院兩種力量，從事救劫

弘教活動。 

    關於首任首席使者如何在人間奠教基，健全組織的過程，從師尊於民國 82 年 1 月 8 日在

潮州天然堂的講話內容可概見其脈絡：「在台灣寶島北中南三地區首先分別設立教堂，北部

是台北的天心堂，中部是彰化的天真堂，南部就是潮州的天然堂。十年來，除了始院以及中

華民國主院外，在台灣地區已先後設立高雄市掌院、台灣省掌院、台北市掌院、各縣市之初

院，以及天極行宮、鐳力阿道場、天安太和道場三個直轄道場。…日本國主院籌備處設在栃

木縣那須郡…。…本教現已以六十萬美金在洛杉磯柔似密市購買一塊一千三百坪土地…。」

另外，從 76 年 5 月 16 日彰化縣初院成立與 79 年 10 月 7 日新竹市初院成立師尊在兩地教院

親和講話內容，也能瞭解天帝教救劫宏教據點的建立順序先從北、中、南以及東部發展，最

後才到新竹地區。 

                                                        
11 參見《天命之路（二）（三）》。 



    以下為師尊駐世期間建立宏教組織過程之表列，根據《天帝教教綱》與天帝教網站上各據

點的區域劃分方式分項列出，僅以各據點成立時間或光殿首次開光為主，重新開光或遷徙地

點以及非師尊親自主持者不在此列。 

成立/開光時間 光殿名稱 宏教據點 堂名 備註 

67.01.15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69.12.07 凌霄寶殿直

轄寶殿 

   

69.12.21 復興先天天帝教 

70.05.11  宗哲社台中辦事處成立   

70.07.15 玉成殿    

71.02.15 准于自由傳播 

71.03.03 首席使者兼導師辦公室成立 

71.04.07 玉蓮殿 始院花蓮辦事處成立    

71.04.24   天真堂  

71.05.30  天極行宮動土興建   

71.07.20   天心堂  

71.12.05  中華民國主院成立   

72.05.17 玉清殿 高雄市掌院成立   

72.07.15 清平殿 始院駐日本國東京事務

所成立 

  

72.11.25 玉和殿 日本主院成立   

72.12.18 玉靈殿    

73.03.15 首席使者辦公室成立 

73.11.23   天鄉堂   

75.03.10 玉平殿 主院台南市辦事處成立    

75.05.23   天立堂   

75.07.16 奉內政部准許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75.10.25  台灣省掌院成立    



75.10.31   天南堂   

75.12.02  台北市掌院成立   

76.02.22 玉華殿 桃園縣初院成立  省掌院第一個初院 

76.05.16 玉真殿 彰化縣初院成立    

76.09.12 玉霄殿 洛杉磯初院成立   

76.11.23   天震堂 玉蓮殿外殿 

76.12.16   天祥堂    

77.01.08   天土堂 台北市掌院直轄 

77.03.06  鐳力阿道場動土興建   

77.05.29   天甲堂   

77.09.28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成立 

77.10.01 玉隆殿 台東縣初院成立    

77.12.11 玉穹殿 台南縣初院成立    

78.01.08   天蘭堂 臨時光殿 

78.06.08 玉宏殿 宜蘭縣初院    

78.06.11   天原堂 玉蓮殿外殿 

79.01.19 玉公殿 南投縣初院成立    

79.02.18 玉威殿 屏東縣初院成立    

79.07.07 玉聖殿 嘉義縣初院成立    

79.10.07 玉元殿 新竹市初院成立    

80.03.10 中華天帝教總會成立 

80.10.05  天溪堂 宜蘭縣初院玉宏殿外殿 

80.10.12 玉象殿 台中縣初院成立    

81.04.28 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成立 

81.05.03  天安太和道場動土興建    

81.05.17 玉泉殿 雲林縣初院成立    



81.05.30 玉宗殿 台北縣初院成立     

81.05.31 玉雲殿 基隆市初院成立    

82.01.08   天然堂 玉威殿外殿 

82.05.25 極院成立 

82.06.06 玉鎮殿 苗栗縣初院成立    

83.01.26   天鎮堂 玉華殿外殿 

83.04.04   天安堂 玉象殿外殿 

83.06.01   天根堂 玉真殿外殿 

 

     

    教院所屬單位包括極院系統、宏教系統，其中鐳力阿道場、天極行宮、天安太和道場隸屬

於極院系統，而宏教系統在天上人間都有組織，人間宏教組織共分五級，台北始院是天帝教

發祥地，是全球宏教中心，第二級是在五大洲中每一洲設一統院，第三級是在各國設一個主

院，第四級是在各國的省（州、院轄市）設立掌院，掌院以下各縣（省轄市）設立基層組織

初院；天上的組織配合始院設立凌霄寶殿直轄寶殿，所有三界十方應元仙佛聖真，集中在此

行使 上帝所交付的宏教使命。根據上述表列內容，將其分成兩大部分進行說明：1、極院建

立前之過渡組織。2、天上人間的宏教組織，包括： （1）始院直轄教院。（2）始院以下各

級教院。（3）堂與外殿或臨時光殿之設立 

1、極院建立前之過渡組織。 

    帝教復興初期，一面要救劫，一面要弘教，無暇考慮極院的組織問題，所以首先在台北

成立始院，並於民國 71 年 3 月 3 日成立首席使者兼導師辦公室代行極院職權，以配合始院

之運作（註十三）；後依據教綱第九條、教院組織規程，並參酌極院組織綱要和實際情

況，73 年 3 月 15 日於天極行宮成立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直至民國 82 年 5 月 25 日極院

才正式成立，為配合實際需要，經有形、無形之選擇，決定先在鐳力阿道場內興建鐳力道

院，作為首任首席使者直轄極院之樞機院、天人研究總院、內職行政各院三大組織之運作

中心，以期掌握救劫、宏教之天時、地利、人和，積極奮鬥，完成天命。至於教綱規定

「極院永久設於本教重現人間所在地台北」，則有待長期妥慎規劃，以垂萬啟。關於鐳力

阿道場之興建乃因民國 76 年師尊師母赴美宏教，由於靈體無限佈施，損耗太大，無形一再

要求返國後須立即閉關養靈，選定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養靈社區作為師尊第二次百日閉關

道場，經無生聖宮特賜「清虛妙境-鐳力阿」之名。民國 77 年 3 月 6 日動土興建，同年 5 月

31 日第一期工程全部興建完成。 

2、天上人間的宏教組織 

（1）始院直轄教院 

    復興初期，因東部地區尚未設立掌院，故花蓮縣初院由始院直接管轄。民國 76 年 7 月 1

日三皈程序實施後，始院花蓮辦事處改制為始院直轄花蓮縣初院，當時台灣省掌院雖已成

立，直到民國 79 年 1 月 1 日核定實施「天帝教復興初期宏教系統各級教院組織規程」，始

院直轄花蓮縣初院才改組正名為天帝教台灣省花蓮縣初院。 

（2）始院以下各級教院 



    本教准于自由傳播後，中華民國主院成立，而後高雄市掌院、台灣省掌院、台北市掌院相

繼成立，桃園縣初院是省掌院設立後第一個成立的初院，而後各縣市陸續成立 13 所初院，

依序分別為：彰化縣初院、台東縣初院、台南縣初院、宜蘭縣初院、南投縣初院、屏東縣初

院、嘉義縣初院、新竹市初院、台中縣初院、雲林縣初院、台北縣初院、基隆市初院、苗栗

縣初院。至於設立台灣省掌院之前即已成立之始院花蓮辦事處、主院台南市辦事處於民國

76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台灣省花蓮縣初院、主院直轄台南市初院。 

a. 中華民國主院：由於玉成殿歸宗人數已超過一千名，原來位於台中市美村路的始院台中

辦事處升格為中華民國主院，後因場地不敷使用，民國 74 年 12 月 21 日於台中市旅順路

二段 22 號（台灣省掌院現址）舉行中華民國主院興建工程動土典禮，後因帝教財團法人

已奉准設立，組織體系將依據教綱逐漸邁向制度化，故於民國 75 年 10 月 25 日在台中成

立台灣省掌院。民國 76 年 3 月 29 日中華民國主院新廈落成啓用，玉成殿重新開光，台

灣省掌院和主院在此新建聯合辦公大樓一起辦公。 

b. 台灣省掌院：師尊於台灣省掌院成立大會致詞中提到，由於天帝教財團法人已獲准設

立，過去因陋就簡的事務性工作將逐漸邁向制度化、規律化，一切根據教綱的規定實

施。另外，三皈程序將自民國 76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嗣後主院專責辦理皈道，掌院則辦

理皈師，之前三皈併一皈的程序將予廢止。 

c. 台北縣初院：考慮大台北地區捷運系統開工後，台北縣同奮到始院奮鬥的交通問題，且

當地同奮人數已超過四百人，遂由黃光啟發起籌組台北縣初院，先成立五中心後，於民

國 79 年 2 月 18 日召開籌備大會，後奉師尊指示成立玉華殿外殿，並於 80 年 1 月 23 日

由師母舉行開光儀式，隔年 5 月 30 日正式成立台北縣初院。 

d. 日本主院：成立月餘即因接引寺財務糾紛，玉和殿遭拆除，直到民國 81 年 9 月 11 日日

本國主院玉和殿遷至栃木縣那須郡重新開光。 

（3）堂與外殿或臨時光殿之設立 

a、教堂之設立：依據《天帝教教綱》教院組織規程：「初院乃以縣為劃分基礎之教院基層

單位，基於宏教需要得以在其教區之鄉鎮設立教堂。」以及《教訊》第 47 期第 27 版刊載：

「天帝教復興初期中華民國主院台閩地區初院及教堂設置辦法」規定，皈宗同奮人數原則上

初院不得少於 250 人，教堂不得少於 30 人。在此要特別提到本教第一個成立的教堂～潮州

天然堂，關於天然堂最早的成立時間為 70 年 3 月 27 日，目前只見於教訊 108 期第 27 版

「天然堂的成立與發展」，文中提到奉師尊之命，將天然堂的匾額自台中主院恭迎回潮州，

並在五位同奮合力下開光設立，文中台中主院一詞就時間上來說，當時尚未成立。筆者查閱

師尊的日記<天命之路（三）>未見該記載，但與師尊在相關之親和集會的講話內容相對照，

該堂成立年份應是無誤。民國 77 年 12 月 8 日師尊巡視天然堂特准於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期

間設立臨時光殿。後當地同奮發心購地興建新教堂，民國 80 年 9 月 7 日由師尊主持天然堂

新址動土典禮，並于 82 年 1 月 8 日親自為玉威殿外殿暨潮洲天然堂新建堂址開光。 

    至於堂與初院之成立並無一定之先後順序，有的地區是先有初院，爾後成立之堂的無形組

織即成為其直轄外殿，有的地區是先有堂，後才成立初院，例如台東縣初院就是在天震堂的

基礎上籌備成立的：民國 76 年 8 月 23 日蒙師尊應允在台東關山籌設教堂並賜堂名為天震

堂，10 月 10 日就天震堂籌備處 3 樓設立臨時光殿，11 月 23 日以玉蓮殿外殿方式由師尊重

新開光，並將天震堂籌備處改為台東縣初院籌備處，而於 77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台東縣初

院。 

b、外殿或臨時光殿之設立：堂的無形組織一般都以臨時光殿或外殿稱之，而設立外殿之教

堂，必須每月誦唸皇誥兩百萬聲、廣渡原人一百人以上，方符合設立外殿的目的；然因從民

國 78 年設立外殿之教堂均未能達成此規定，師尊於民國 80 年初特別通融每月誦誥改為一百



萬聲，廣渡原人五十人，若仍不能符合此最低要求，等到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結束，臨時光

殿或外殿一律撤銷。 

    自民國 78 年元旦開始，為化解台灣地區的危機，師尊發起虔誦兩億五千萬聲皇誥與引渡

三萬原人兩大運動，為了使較偏遠地區之各教堂所屬同奮能有較便捷之奮鬥場所，經奉請 

上帝特准在天甲堂、天祥堂、天立堂、天南堂以及潮州天然堂和甫成立之天蘭堂設置臨時光

殿，可以直接深入各鄉鎮地區，與社會大眾結合在一起，共同為帝教使命而奮鬥。這些臨時

光殿除了誦誥化劫、引渡原人，還有催生初院的用意，例如南投縣初院、台中縣初院、雲林

縣初院、苗栗縣初院就是在設置上列臨時光殿的基礎下，天上人間共同奮鬥的成果，參見下

表。 

堂名 成立時間 臨時光殿成立時間 初院名稱 初院成立時間 

天南堂 75.10.31 78.01.27 南投縣初院 79.1.19 

天甲堂 77.05.29 78.01.24 台中縣初院 80.10.12 

天立堂 75.05.23 78.01.26 雲林縣初院 81.5.17 

天蘭堂 78.01.08 78.01.08 苗栗縣初院 82.6.6 

 

 

小結 

      復興初期先以首席使者兼導師辦公室代行極院職權，後才成立極院。有形組織的各級教

院，自始院以下包括中華民國主院、台灣省與高雄台北三所掌院、十六所初院以及十六所教

堂，加上天極行宮、鐳力阿、天安太和三座道場之規劃興建，並在始院、中華民國主院、高

雄市掌院、台南市初院附設坤院；無形組織的教壇自凌霄寶殿直轄寶殿擴展，在台灣地區總

共成立 20 座教壇光殿，也就是除了高雄縣與澎湖縣之外，在台灣復興基地的各縣市都有天

帝教的教壇光殿，其中包括 16 座初院的教壇光殿以及中華民國主院與台灣省掌院所在的玉

成殿、高雄市掌院玉清殿、天極行宮玉靈殿，另外再加上國際教區日本主院玉和殿與美國洛

杉磯初院玉霄殿。特別要提到的是，師尊還成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中華民國紅心字

會、中華天帝教總會、極忠文教基金會等四個輔翼組織，以便引渡原人。 

    根據《天帝教教綱》第九條內容，「本教首在人間復興發祥地台北成立教院，名為「極

院」，為「首席使者」駐在人間行使職權織最高組織；並創立「始院」為宏教核心，另設

「宗教哲學研究社」，依研究發展方案，探討各宗教哲學；「紅心字會」舉辦社會福利救濟

事業，以為輔翼；並於各縣組設「初院」，省市組設「掌院」，各國組設「主院」，亞、

歐、美、非、澳各洲組設「統院」，逐級教院附設坤院，並各配設「社」、「會」團體冠以

所在地地名。」對照師尊成立各級教院，健全組織的過程，可清楚看出他老人家如何逐步落

實教綱條文，對於教主 上帝所交付「在人間奠教基」的任務，首任首席使者的確交出了亮

眼的成績單；即使如此，師尊仍秉持不居功的態度，將一切歸功於上帝的護佑、政府的肯定

以及全體教徒共同奮鬥的成果。另外要說明的是，帝教尚未復興前即以「中華民國宗教哲學

研究社」的名義開始活動，民國 66 年 11 月 3 日宗哲社奉內政部准予組織，民國 68 年 7 月 7

日位於新店之宗哲社成立光殿，隔年 10 月 29 日蒙 帝敕封為凌霄寶殿直轄寶殿，師尊乃親撰

凌霄直轄帝教寶殿頌，於民國 69 年 11 月 22 日頂表申謝時啟誦，12 月 7 日（農曆十一月初



一）舉行凌霄寶殿直轄寶殿昇殿、掛匾典禮，此寶殿即今天帝教始院及台北市掌院光殿所

在。 

 

（三）首任首席使者任內，本教舉辦的各種祈禱法會。 

   天帝教是救劫的宗教，自奉准重來人間，即以台灣寶島為復興基地，教徒同奮虔誦兩誥

（皇誥、寶誥）擔負起「化延核戰毀滅浩劫」與「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兩大時代使命。而本

教同奮日常于教壇持誦之祈禱詞乃源於民國 38 年師尊全家渡海來台之時，感於大陸沈淪、

河山變色，默察浩劫轉變過程，必須長期祈禱，以冀至誠感應天心，啟祥和以扶國脈，拯救

人類於毀滅邊緣，故親撰祈禱詞，民國 68 年 5 月 23 日師尊認為部分詞句不適於當時環境

情勢而作局部修正，69 年 12 月 21 日天帝教復興之日奉准啓用，後於民國 81 年 9 月 11

日始院函告改正祈禱詞，民國 88 年 5 月 19 日再經修訂至今，祈禱詞之內涵正是師尊帶領

弟子救劫化劫、貫徹兩大時代使命之精神所在。 

    關於本教祈誦救劫的各種祈禱法會，首先以兩大時代使命所舉辦的祈禱法會列表概述之，

然後再列舉其他因國內外天然災害、過去歷史事件所舉辦的祈禱法會。 

1、第一時代使命：「化延人類核戰毀滅浩劫」 

時間 法會內容概述 備註 

民國

69 年 

68 年底蘇俄入侵阿富汗，美蘇核戰一觸即發，當時身為

天人教主的師尊於己未年巡天節親率一、二期同奮虔誠祈

禱哀求化減毀滅劫，並囑每誦皇誥五十遍或百遍及一遍應

元寶誥須迴向，迴向文為：「願以此哀求，為天下蒼生，

化減毀滅劫，大地早回春。」2 月 14 日至 2 月 24 日共誦

皇誥十萬遍，緊接著發心再誦皇誥五萬遍，至 3 月 5 日圓

滿達成。隨後自 4 月 15 日起，上元龍華法會期繼續持誦

皇誥二十五萬聲，4 月 29 日法會圓滿時奉無始古佛頒示

期勉繼續至誠持誦皇誥七十五萬聲以迄下元龍華法會。 

民國 68 年 7 月

14 日師尊首次

率第一期同奮會

禱，說明為自

己、為國家、為

大陸同胞、為世

界人類，必須發

心至誠祈禱。 

民國

71 年 

本教首度公開活動是以「祈禱化解世界核戰危機大會」呈

現在群眾面前，也就是民國 71 年 5 月 23 日、26 日、29

日分別在台北、花蓮、台中三地以法會之方式為所擔負之

時代使命祈禱誦誥，並在各地報紙刊登祈禱大會公告，以

匯集本教同奮祈誦之正氣力量，透過法會天人親和的運

作，展開宏教救劫的時代使命。 

 

民國

72 年 

9 月 4 日舉辦「天帝教富士山擴大祈禱化解人類毀滅危

機、減輕日本重大天災大會」，邁開天帝教向世界救劫的

第一步，祈禱文內容：天帝教駐人間首席使者李玉階謹以

至誠哀求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明察：造成今日世界混亂之

根源，准以至高無上之無形神媒力量，遏制無神論者、唯

物論者征服世界奴役人民之擴張野心，及其無止境的勒索

與冒險，並迫使理智正常，不可輕舉妄動，發動毀人自毀

的毀滅戰爭。同時曉諭行劫主宰，對日本最近可能發生不

可抵抗之大自然重大迫害，予以減輕一半，實為萬幸，不

8 月 15～9 月 3

日台灣地區各地

教院持誦一百萬

遍皇誥予以支援 



勝感禱迫切待命之至。 

民國

73 年 

因美蘇限制核武談判破裂，且為祈求減輕甲子年之浩劫，

以待國運、世運之轉機，進而激勵同奮的向心力與奮鬥

心，及給予爭功爭德的機會，俾以切實行動肩負起時代使

命，發動全年虔誦九千萬聲皇誥運動。 

年底美蘇重開限

武談判 

民國

74 年 

為貫徹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戰爭之長程目標，並鞏固台灣復

興基地早日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乙丑年續誦九千萬

聲皇誥運動以迎天心。 

 

民國

76 年 

11 月 14 日于美國洛杉磯舉辦「天帝教洛杉磯化解人類毀

滅危機暨化減美國加州地震天然災害祈禱大會」。 

始院發動全教同

奮於 9 月 4 日

~9 月 8 日虔誦

皇誥三百萬遍聲

援 

民國

79 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本教同奮受師尊指示，於 79.8.14～

8.27 以及 80.1.17～2.28 兩段時間，加強緊急虔誦皇誥化

解中東核戰危機。 

80.02.28 美伊

中東波斯灣戰事

雙方停火 

 

 

    自民國 68 年底阿富汗戰爭起，天帝教開始了一連串祈誦化劫的法會，民國 71 年底無生

聖母更特別指派太虛子、玄玄上帝兩位聖師祖指導師尊修煉鐳炁真身，展開第一次百日閉

關，希望運用空前未有之精神力量，搶救世界核子毀滅戰爭。因而有隔年在日本富士山舉辦

化解世界人類毀滅危機祈禱大會，緊隨而來的是甲子年、乙丑年連續兩次九千萬聲皇誥運

動；以及民國 76 年美蘇舉辦第三度裁減核武高峰會前夕，在美國洛杉磯舉辦化解人類毀滅

危機暨化減美國加州地震天然災害祈禱大會。民國 77 年師尊再度閉關百日，重修鐳氣真

身，以調和地球氣運。 

    民國 79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本教同奮受師尊指示，於 79 年 8 月 14 日～8 月 27 日以

及 80 年 1 月 17 日～2 月 28 日兩段時間內，加強緊急虔誦皇誥化解中東核戰危機。民國 80

年蘇聯共產主義瓦解，加上美、蘇裁減核武，天帝教第一時代使命「化延核戰毀滅浩劫」達

成初步目標。 

2、第二時代使命：「確保台灣復興基地」 



    自帝教在台灣寶島復興以來，全體同奮積極培養正氣，長期為人類命運、國家前途祈求 上

帝化延核戰毀滅浩劫與鞏固台灣寶島復興基地，為求加強天命持續效果，並消除台灣社會上

日漸不安之暴戾之氣，民國 72 年至 75 年間本教陸續舉辦了四場保台法會。以民國 73 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當日所舉辦之祈禱大會即加誦迴向文：「敬

謹哀求，加強護佑，蔣總統政躬康泰，鞏固復興基地，化台灣社會戾氣為祥和，旋乾轉坤，

迎接未來挑戰，早日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此外，民國 74 年因傳聞中共意圖發動武裝封

鎖台灣，以及中央氣象局根據既往多年記錄與週期性原理，研判台灣近期可能有重大地震發

生，乃於天極行宮落成啓用當日舉辦「為鞏固台灣復興基地暨化減台灣重大天然災害祈禱大

會」，虔誠祈求 上帝庇佑，化一切災禍於無形，使台灣全體同胞免於天災人禍之困境。 

時間 法會內容概述 備註 

民國

72 年 

師尊於 71 年底靜修閉關修煉鐳炁真身時，發起全

體同奮于次年元旦三日假期中，誦唸皇誥百萬聲運

動，祈求 天帝保佑台灣更安定，經濟早復甦。 

刊登文告於中央、聯合、

中國三報封面啟事，以資

擴大宣傳。 

民國

73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在本教天極行宮

與各級教院所在地，為國家前途、人類命運及兩公

政躬康泰，隆重舉行「天命仍在蔣公」祈禱親和大

會。 

期前於台北、台中、高

雄、花蓮各地區報紙刊登

大幅廣告通知本教同奮親

往各地教院虔誠祈禱。 

民國

74 年 

7 月 7 日天極行宮正式落成啓用，本教于上午 9 時

至下午 5 時分別在天極行宮、始院、主院、掌院及

始院花蓮辦事處舉行擴大祈禱會，祈求 天帝加強鞏

固台灣復興基地暨化減台灣重大天然災害。 

 

民國

75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月 31 日，紀念先總統蔣公百歲冥

誕，本教擴大舉辦「祈禱護國法會」，全教誦唸皇

誥二仟萬聲，祈求 上帝佑護復興基地安定繁榮，全

民團結和諧，早日完成天極行宮玉靈殿之特定任

務。 

 

 
 
    關於本教「長期祈禱保台護國和平統一法會」之由來，原為悼念經國先生一生為國盡瘁，

暨擁護李總統登輝先生繼承遺志推展復國大業，師尊於民國 77 年 1 月 14 日發起「百日保

台護國法會」，百日內應誦誥三千萬聲，祈求上帝護佑台灣地區，誦誥除原有拯救蒼生迴向

文外，加誦保台護國法會壹佰日迴向文：「為悼念蔣總統經國為國盡瘁奉召回天，暨擁護李

總統登輝繼承志業推展復國建國大業，在此國家面臨非常情況，惟有哀求 天帝慈悲護佑，

避免台灣地區遭遇緊急事變，社會動亂流血，務使全國軍民同胞在李總統領導於現有民主憲

政基礎下，加強團結，和諧奮鬥，確保復興基地安定繁榮，進而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

天意人願。」。法會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台灣社會就發生動亂流血事件，為確保復興基地安

定繁榮，加速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天意人願，師尊再次發動全教同奮虔誦五千萬聲皇誥

運動，啟建「第二期百日保台護國法會」，迴向文：「保台護國法會開，百日精誠祥和來，避

免動亂防流血，消弭暴力化劫災，維護自由更安定，加強民主樂繁榮，全民團結共奮鬥，三

民主義大一統。惟願 台灣前途，絕對樂觀，復興基地，天人大同。」期間各教院應擴大舉

辦精神療理，藉以廣渡原人。 



    「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自民國 78 年元旦開始，為期 18 個月，以持誦兩億五千萬聲皇

誥、引渡三萬原人、實施安悅奉獻等三大運動為法會主要內容。那時內有縣市長、省議員、

中央立法委員改選，以及次年的總統大選，對外面臨的是中俄雙方舉行高峰會議對台灣安全

的影響，因此，全省各教院開放 24 小時誦誥，以化解 78 年 12 月 2 日三項公職選舉前後的

危機，師尊並於當日率鐳力阿道場全體同奮集體虔誦五十聲皇誥。另外，為確保 79 年 1 月

19 日台灣省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期間社會秩序安定，師尊也特別喻示各級教院加強持

誦兩誥。一年半之後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再度延長兩年，民國 80 年為「避免國慶日反閱兵

活動緊張氣氛發生流血衝突」緊急誦誥三天，以期化除台灣地區暴戾兇殺之氣，而臻祥和。

一個月後，為化解民進黨「台獨條款肇致朝野對峙之『台獨危機』」宣布緊急誦誥共一個半

月。同年底則舉辦「護憲保台」七天祈禱誦誥，以召祥和，迎接新運。 

    「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前後歷經四年多的時間，虔誦五億八千萬聲皇誥，師尊宣布將其

改為「長期祈禱保台護國和平統一法會」，自民國 81 年 7 月 1 日啟建，直到海峽兩岸達成

真正和平統一法會方告圓滿。 

      法會名稱 時間 備註 

百日保台護國法會  77.1.14～4.22 三千萬聲皇誥 

第二期保台護國法會  77.6.1～9.20 五千萬聲皇誥 

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  78.1.1 ～

79.6.30 

兩億五千萬聲皇

誥 

 化解 12 月 2 日三項公

職選舉前後的危機。 

78.11.28 ～

12.6 

24小時誦誥 

 確保縣市議員及鄉鎮市

長選舉社會安定 

79.1.13～1.23  

 緊急保台誦誥 79.3.15～3.31 中共重申不放棄

以武力侵犯台灣 

第三期保台護國法會  79.7.1 ～

80.6.30 

79 年全教虔誦兩

億伍仟萬聲皇誥 

 80.7.1 ～

81.6.30 

 

 避免國慶日反閱兵 80.10.8 ～

10.10 

 

 化解「台獨條款」危機 80.11.6 ～

11.20 

24 小時開放緊急

誦誥 

 化解「台獨危機」朝野

對立 

80.11.21 ～

12.5 

 



 80.12.6 ～

12.20 

在中央日報刊登

廣告 

 護憲保台 80.12.25 ～

12.31 

 

長期祈禱保台護國和

平統一法會 

 81.6.27

～

迄

今 

 

 

3、為國內外天然災害所舉辦的法會 

（1）民國 72 年赴日主要是為了祈禱化解人類毀滅危機和平大會，後師尊于靜坐時得知日

本氣象學家相樂正俊有關富士山火山爆發與大地震的預言將應驗，因此在祈禱大會增加減輕

日本重大天災之祈願項目。 

（2）民國 74 年 7 月 7 日天極行宮正式落成啓用，本教各級教院舉行擴大祈禱，祈求 天帝

加強鞏固台灣復興基地，化減台灣重大天然災害，早日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迴向文為：

「香雲繚繞玉靈殿，氣貫天人息息通。海峽東西主義隔；中華兒女血緣同。鞏固寶島復興

地；化減地震與颱風。凡此機運關重大，哀懇慈悲見寸衷。一方淨土神明佑；萬象更新造化

功。團結精誠行聖道，完成天命朝玄穹。」 

（3）75 年 5 月 20 日花蓮發生六級大地震，且連續三月餘震連綿，大小地震共二百多次，

6 月 5 日師尊指示舉辦「花蓮地區重大天然災害感恩大會」，15 天內誦唸皇誥一百萬遍，迴

向文為：「花蓮地當斷層巖，地動天搖日日來，金母定危化災害，人心安定天心回，無邊正

氣充三界，玉蓮殿開福壽花。」同年 9 月 18 日師尊再度指示誦念皇誥一仟萬聲，用以「消

除花蓮地區戾氣暨安頓外太空求超精靈」，由於求超者為數眾多，隔年 3 月師尊諭示花蓮地

區同奮續誦皇誥五百萬聲。 

（4）民國 76 年美國洛杉磯祈禱大會主要在祈禱促成美蘇長程核彈撤除協議，後由於

當地發生 16 年來最大的 6.5 級大地震，加入另一祈禱主題：減輕南加州重大天然地

震災害，迴向文為：「謹願以此三百萬聲誦誥，聲援美國洛城祈禱法會，化解世界核戰毀滅

浩劫，化減美國南加天然災害，掃蕩妖魔除戾氣化祥和，慈光普照宏揚天道帝教。」 

（5）民國 76 年 10 月 26 日師尊於洛杉磯越洋指示，發動全教信徒於午課集體祈禱時，加

誦緊急迴向琳恩颱風轉向，有鑑於琳恩颱風第一次影響的區域積水未退，如果再連續遭到第

二次侵襲，其災情將無法想像，但人力已無可挽救，唯有哀求 上帝，才有回天轉運的機

會，所以在 26 日的自立晚報上刊登大幅廣告，呼籲全省同胞為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社會

安定，務必祈禱 上帝使琳恩遠颺，迴向文為：「願以此哀求，懇祈我教主賜琳恩轉向，遠

離本省境，盼以此顯化，祈弘揚帝教。」 

4、為過去歷史事件所舉辦的法會 

（1）民國 76 年 7 月 7 日為紀念七七抗戰五十週年，全體教徒同奮特發起誦念皇誥兩仟萬

聲，紀念師尊行道五十週年，並以此功德普濟幽靈，超渡中日雙方陣亡將士以及二次大戰各

國死難戰士暨世界各地死難民眾。 

（2）民國 80 年、82 年 2 月 28 日為追薦 36 年台灣二二八事件死難同胞亡靈，發動全教同



奮於本日在光殿誦唸皇誥、寶誥，並作迴向。 

 
小結 

    從天極行宮的三項特定任務、民國 79 年分別在各大報刊載有關天命中華民國第八任總

統、副總統之文告，以及本教祈禱迴向文，再加上師尊對弟子的親和講話內容來看，天帝教

很容易被認為是國民黨的附屬宗教，不過若同時參照以下事件，可能會對天帝教之使命有較

全面的瞭解：本教首度公開活動前，師尊曾函請天主教羅馬教宗以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于祈

禱大會期間同申禱告；也曾在民國 76 年洛杉磯祈禱大會前致函美國總統雷根；並于民國 80

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後兩度致函鄧小平，放棄共黨一黨專政，接受三民主義；12由此不難瞭

解師尊何以常勉勵同奮：天帝教不僅關懷民族國家也關懷世界，實為一國際性的宗教，更是

宇宙性的宗教。 

    至於師尊作為天人師的典範，以兩件事為例作說明：一為 80 年底師尊接受現代化醫療手

術後公開說明，此乃因化解「台獨危機」朝野對立與承擔台灣二千萬同胞的共業，令人感佩

的是，師尊在寫給維公樞機的家信中提到，能將台灣危機轉化為安定繁榮，肉體雖承受痛苦

乃是心甘情願，理所當然！13二為民國 83 年師尊指示相關單位檢討長期法會之參與情形與

成效，以及擬訂啟建大型保台護國和平統一祈禱大會之計劃，期以正氣力量化解台海兩岸敵

對氣氛，並再次以己身承擔眾生共業，後因靈肉佈施過鉅以至身體不堪負荷，證道回天前寫

下「中華一家」，心中念茲在茲的仍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使命啊！ 

    
 
（四）師尊自民國 68 年起開辦的各種訓練班 

為傳佈 天帝真道，培養帝教忠誠堅貞的幹部，師尊規劃了一系列的修持訓練班，從奮鬥初

乘的靜心靜坐，平等中乘的正宗靜坐、複訓班，至師資高教班、天人研究總院，都是循序漸

進，逐層提升精神教育的培訓過程。正宗靜坐之「正宗」即指由昊天金闕傳下來的，是上帝

的正統，因為我們生長在中國，因而稱中國正宗靜坐，且因 上帝所在是法華妙境，故又稱

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一直到民國 73 年正宗靜坐第十期開班期間，正式定名為「法華上乘正

宗靜坐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至於靜心靜坐乃無形界清虛宮弘法院教師所傳示

之法門，由靜坐班同奮隨緣傳授以引渡原人參與帝教奮鬥行列，經師尊指示於各地教院推展

實施，因此處著重在說明師尊所開辦之各種訓練班，故靜心靜坐班的部分不作討論。以下就

師尊開辦各種訓練班的經過作簡要說明。 

1、正宗靜坐班 

    自民國 68 年 7 月起，師尊開辦中國正宗靜坐傳習，藉以引渡原人，傳播上帝真道。當時

天帝教尚未奉准復興，是以天帝教前身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名義開辦。關於靜坐班之開

辦，緣於師尊長孫李顯光屢求爺爺傳道，加上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第二次社員大會時提

案設立中國靜坐講習，並敦請師尊公開宣講，俾有志進修者得有機緣研習。師尊遂於民國

68 年 4 月 28、29 兩日，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第 11 次學術講座中主講「中國正宗靜

坐」，聽講者欲跟隨師尊學習靜坐者眾，經甄選符合規定者 17 人，而有同年第一期正宗靜

坐傳習之開辦。 

    靜坐班受訓為期一百日，即所謂「百日築基」，師尊體諒學員人道上的考量，只於每週

六、日集中上課，包括光殿的會禱會坐與大同堂講授課程。每週三就近在各地教院參與會

禱、會坐，其餘時間則各自找時間在家靜坐溫習。 

    本教正宗靜坐傳習最殊勝處在於：面談時即先批示應誦皇誥數，其次於開訓上光殿呈表文

                                                        
12 參見教訊 108期 4~9版。 

13 參見教訊第 59期 8~10版。 



後，師尊以真炁為學員點道（開天門）接引 上帝的靈陽真炁，然後傳授昊天護身神咒、靜

參訣，接著依教綱之序宗賜道名、找回同奮原靈並加持合靈，最後傳授天人炁功療理法與各

項法技。 

 

正宗靜坐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

式） 

備註 

第一期 68.07.08～68.11.4 台北 

第二期 68.11.11～69.04.27 台北 

第三期 69.04.15～69.08.31 台北 

第四期 69.08.31～70.01.17 台北 

第五期 70.03.01～70.07.19 台北 

第六期 70.07.19～70.12.13 台中、台北 

第七期 70.12.13～71.05.02 台北、台中 

第八期 71.07.25～71.11.28 結業式在淡江 

坤一期 72.04.24～72.09.18 

72.05.07～72.09.18 
台中主院 

台北始院 

第九期、坤二期 

東部班 

72.12.18～73.05.05 天極行宮 

第十期、坤三期 73.09.29～74.01.06 天極行宮 

先修一期、坤四期 74.04.06～74.08.27 天極行宮 

先修二期、坤五期 74.09.22～75.01.12 天極行宮、中部複訓三結業 

先修三期、坤六期 75.03.29～75.09.07 天極行宮、師資高教一結業 

先修四期、坤七期 75.09.28～76.01.18 天極行宮 

先修五期、坤八期 76.03.15～76.08.09 天極行宮、天人交通人才訓

練班一結業 

先修六期、坤九期 76.12.20～77.04.17 天極行宮 

先修七期、坤十期 78.01.01～78.05.07 天極行宮、主院 

超過 120 天 

先修八期、先修坤一期 78.09.17～79.01.07 天極行宮 

先修九期、先修坤二期 79.03.04～79.07.01 天極行宮 

先修十期、先修坤三期 79.09.16～80.01.06 天極行宮 



先修十一期、先修坤四期 80.10.13～81.02.23 天極行宮 

先修十二期、先修坤五期 

                東部班 

81.11.28～82.03.28 

81.12.26～82.03.28 

天極行宮 

花蓮 

先修十三期、先修坤六期 82.11.28～83.04.03  天極行宮 

 
    從上表可知，前四期在帝教復興前已在台北開辦，自第六期起，分別在台中、台北開辦靜

坐班。師尊在彰化縣初院成立親和講話中提到：「本教重來人間在台灣寶島北部奉准復興

後，中部地區首先即奉 上帝派了維法佛王為先鋒，常駐彰化縣八卦山上安排部署。」從第

五期靜坐班參加者共 22 人，其中 9 人來自彰化與台中，足見無形在中部運化之功，此外成

立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台中辦事處與玉成殿也是促成靜坐班在台中開辦的原因。 

    在此要特別提出，自民國 71 年 2 月 15 日奉內政部許可本教自由公開傳播，師尊召集前

七期靜坐班同奮商討公開活動事宜，並於台北、花蓮、台中分別舉辦祈禱化解世界核戰危機

大會，以喚起全國民眾之危機意識。第八期靜坐班台北、台中兩地計有壹佰三十餘人，始院

大同堂無法容納，所以結業式借淡江大學中正紀念堂舉行。14自民國 72 年底天極行宮玉靈

殿開光後，第九期、坤二期正宗靜坐班就在天極行宮舉辦，天極行宮也成為之後各期靜坐班

的上課場所。本教將正宗靜坐班集中在天極行宮上課，主要目的是在結合無形有形力量，精

神支援玉靈殿正、副殿主順利執行三大特定任務：一、結合無形有形力量，鞏固台灣寶島復

興基地。二、策動大陸人心歸向，導發反共革命。三、迫使中共褫魂奪魄，放棄共產主義，

接受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正宗靜坐班舉辦八期之後，開始舉辦坤道靜坐傳習班，意在使上帝真道在每個家庭生根，

並以此作為拯救天下蒼生奮鬥的基礎，所以坤一期結訓時師尊雖然正在日本舉行富士山祈禱

大會，但仍親函申賀及訓勉第一期坤道正宗靜坐班同奮。 

    靜坐班的課程除由師尊親授，也聘請專家學者或學有專長之前期同奮講授本教教義、教

綱、教史、教則，甚至分析國際局勢以增加使命感。此外，師尊也常邀請教內外之社會賢達

對靜坐班同奮進行演講，例如第十期、坤三期正宗靜坐班始業式時，師尊邀請蔣一安博士作

專題演講；而該期靜坐班結業時則邀蔣緯國將軍為師尊在華山修煉時代作見證。 

    民國 76 年本教實施三皈三乘後，第一批皈師同奮參加靜坐班訓練的就是先修六期、坤九

期，師尊特別諭示「三勤觀念」與「四大目標」為今後靜坐班同奮為教奮鬥之最高指導原

則，三勤觀念指：參勤、服勤、修勤，四大目標為：1、接受嚴格的宗教生活。2、瞭解嶄新

的宗教思想。3、重建奮發進取的精神。4、進修脫胎換骨的方法。 

    一般而言，靜坐班從開訓到結業前後大約一百天，而先修七期、坤十期因人數過多需分

班上課，時間特別長，超過一百二十多天。15 

                                                        
14 72年 4月 29日召開始院工程興建委員會成立大會，並於 76年 5月 6日擴建完成、重新開光，師

尊第一時代使命初步告一段落，始院進入另一階段，積極展開美、日宏教，拓展國際視野。 

15 先修五期、坤八期參訓人數達五百多人，天極行宮原有設備不敷使用，乃分成兩班上課，兩班輪

流到天極行宮上課，隔週在始院、台南辦事處主院上課。不過師尊認為還是以集中上課方式為佳，

 



 

2、正宗靜坐複訓班 
    師尊經常強調天帝教是救劫的宗教，不過必須先自救才能救人。複訓班的目的在提供已有

靜坐班基礎之同奮再進修的機會，以提升個人之修持境界，加強對教義、教綱廣泛而深入之

瞭解及切實擔負起時代使命，並特別強調：四門功課是最基本的自救功課，靜坐則可以返本

還原，才有能力去救人、救劫、宏教。 

 

正宗靜坐複訓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第一期 71.06.05～71.07.18 （台北一～五） 

第二期 台中複訓班 73.05.19～73.07.08 （六～八期、 

坤一期） 
台北複訓班 73.05.26～73.07.08 

第三期 中部地區複訓班 74.11.26～75.02.28 （九～十期、 

坤二～三期） 
北部地區複訓班 75.02.22～75.02.28 

第四期 北部地區複訓班 77.04.28～77.05.04  

中部地區複訓班 77.05.07～77.05.13  

第五期 南部教區複訓班 80.03.29～80.03.31 高雄掌院 

東部教區複訓班 80.04.12～80.04.14 花蓮初院 

中部教區複訓班 80.05.10～80.05.12 天極行宮 

北部教區複訓班 80.05.31～80.06.01 始院 

 
 

    複訓班之受訓時間並不像正宗靜坐班以百日為期，時間長短並不固定，比如第二期複訓班

分別在台中、台北舉辦，為期兩個月，結業式則同時在天極行宮舉行，而第五期複訓班分北

中南東四區舉行，時間只有三天。各期複訓班之開辦也從原來以期別為主改成以地區劃分，

主要是希望同奮踴躍參加，解答大家於靜坐中遭遇的問題。師尊曾在第一期複訓班靜坐檢討

中提出「修道靜坐最後目的為何？」答案是「從肉體生命創造精神生命回歸宇宙生命」。 

 

3. 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 

    舉辦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宗旨是希望造就全面認識天帝教以及真正修持「法

華上乘正宗靜坐」之最高教職幹部。所謂全面認識天帝教，就是了解無形宇宙的形成、天帝

                                                                                                                                                                                        

為了迎接本教氣運、氣勢的發展，於是決定在鐳力阿道場建築一座容納千人以上的大會堂以及宿

舍、餐廳，交由鐳力阿管理委員會規劃。 



教的道統、法統，及天帝教的中心思想與理論根據和建教憲章，同時還要真正下苦功修持，

才能符合天上人間的訓練標準。16師資以及高級教職幹部兩者訓練上完全一樣，不同之處在

於個人的願力差異，師資班在訓練圓滿以後將接受本教調派，必須專職專心傳佈上帝的教

化，而高級教職幹部則依個人意願在各地教院專職或兼職服務。 

    訓練方式採 55 天集中上課、閉關修持，除了每日子、午、卯、酉四時靜坐外，並分組

研討教義、教綱、時代使命、無形宇宙組織、天人合一等課程，除人間課程作有計劃之安

排，無形亦派諸上聖高真每日至少傳示一篇聖訓，或訓勉、或解答同奮研討之疑義、或開發

宇宙真道與修行大法，更於結訓時公佈天上對與訓同奮之考評與期許。 

師資高教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地點 

第一期 75.07.14～75.09.07 天極行宮 

第二期 77.10.11～77.12.04 天極行宮 

第三期 80.06.26～80.08.19 鐳力阿道場 

第四期 82.07.12～82.09.04 天極行宮 

 

 

    師尊曾多次提到，靜坐班的訓練在於培養同奮成為本教之宏教幹部，為使大家都有參

與的機會，因而在宏教組織各級教院設立許多教職，是為了讓大多數宏教幹部有機會參與救

世救人的實際工作，而各級教院的三教長、五中心執事則一定要接受高教班以上的訓練，如

未受訓只能先以代理身份執行任務。再者，因應本教自民國 76 年 3 月開始實施三皈程序，

奉派至各地教院主持皈師儀式者，都是由師資班結業之傳道使者中所選拔的開導師擔任，由

於各地弘教據點快速擴展，急需開導師人才與弘教幹部，所以開辦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

班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而實際參訓人數自第一期 64 人、第二期 94 人、第三期 229 人，增

加到第四期 333 人。 

 

4、天人研究總院 

      帝教復興以來，由於兩大時代使命的號召，教徒同奮日漸增加，組織日益擴展，宗

教神職人才之培養，實有其必要，因此除了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之短期訓練外，尚須

建立正規長期教育，民國 77 年鐳力阿道場成立之時，師尊即指示積極籌建天人研究所以及

天人研究中心，於民國 78 年 12 月 20 日破土興建。 

    天人研究總院的設立是源於教綱之規定，於極院設置天人研究總院，為本教精神教育之最

高學府，80 年 10 月 1 日在鐳力阿道場成立天人研究總院之天人研究學院以及隔年 7 月成立

之修道學院，直至 83 年 3 月 1 日為止，兩年半間師尊於兩院講授天人之學，包括開學典禮

訓詞 5 講、天命奮鬥與時代使命研究 11 講、天人合一理論研究 4 講、精神講話 13 講、我的

天命 14 講、昊天心法與急頓法門 10 講，一共 57 講，經整理付印，呈無形奉命名為《天人

學本》，俾使全教同奮甚至社會大眾得一窺 上帝的宇宙大道，進而效法師尊救世之慈悲弘願

                                                        
16 參見民國 77年 10月 11日第二期師資暨高教職幹部訓練班始業式精神講話。 



與艱苦奮鬥之精神。 

 

5、特訓班 

除了上述四種班別，師尊也因應不同需求開設較短期且集中的訓練班，例如：日本、美國特

訓班以及在台灣開辦的春節特訓班。 

（1）日本特訓班 

日本特訓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地點 

第一期 72.11.05～72.11.20    始院駐日本事務所（東京） 

第二期 80.06.09～80.06.23 鐳力阿道場 

第三期 81.05.09～81.05.16 鐳力阿道場 

第四期 81.08.12～81.08.18 鐳力阿道場 

第五期 81.09.19～81.09.25 日本國主院，為日本一至四

期同奮開設複訓班 

第六期 82.06.14～82.06.18 鐳力阿道場 

第七期 82.11.07～82.11.12 鐳力阿道場 

第八期 83.11.02～83.11.06 鐳力阿道場 

 

 

（2）美國特訓班 

美國特訓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地點 

第一期 76.10.03～76.11.08 洛杉磯玉霄殿的外殿-南

華時報辦公室 

第二期 83.06.25～83.07.10 洛杉磯教院 

複訓班 83.07.20～83.07.24 洛杉磯教院 

 

3、中國正宗靜坐春節研習班 

春節研習班期別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地點 

第一期 82.01.25～82.01.29 鐳力阿道場 

第二期 83.02.12～83.02.16 鐳力阿道場 

複訓班 83.03.29～83.04.02 鐳力阿道場 

 



 

6、其他訓練班 

    為了深化組織的運作與擴大影響力，師尊也舉辦短期的教職訓練班，例如民國 77 年舉

辦過基層、中層教職幹部暨坤院教職幹部訓練班，民國 78 年則分別於東中南北四區舉辦為

期兩天的教職實務講習班，民國 81 年針對教長與執事辦理一周的教職幹部訓練班。 

另外，也有為培養特殊人才而舉辦的訓練班，如天人交通訓練班、精神療理（天人炁功）訓

練班。 

（1）天人交通訓練班 

    天人交通訓練班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四十九天基礎訓練，第二階段複訓是指願意終

身代天宣化，並接受生活訓練和充實後天知識訓練，靜待徵召。最後第三階段也是四十九天

訓練，接受傳佈天機和宇宙大道的「玄音訓練」。三個階段全部圓滿，才能得到正式頒發

「天帝教天人交通親和侍生神職」，成為專職侍生。 

    天人交通訓練班第一期第一階段於民國 76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 9 日在天極行宮單獨開辦，

第三階段則與第三期師資高教、開導師暨後補師資複訓班同時在鐳力阿道場舉辦（民國 80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 19 日）。 

（2）精神療理（天人炁功）訓練班 

    凡是參與各期靜坐班的同奮都由師尊親授精神治療法，也就是無形金針、金光以及靈丹妙

藥三種無形基本工具與使用的方法，期勉同奮只要勤做五門功課，人人都有為人治療的能

力。民國 77 年 2 月 26 日原「精神治療法」改名為「精神療理法」，為了將精神療理納入弘

教組織系統中，首先在首席使者辦公室設立精神療理指導室，並在各教院設立精神療理中

心，加上天上也決定要成立精神療理院，所以師尊在民國 78 年舉辦了兩期精神療理訓練

班，課程內容除了教內的相關資料，也增加一些後天醫學上的常識，同年底更接著召開第一

次全國精神療理會議。現稱之「天人炁功」乃由「精神療理」調整而來，自 79 年元旦起正

式更名，四年後，也就是 83 年元旦極院天人炁功指導院成立，師尊於同年 4 月在鐳力阿道

場舉辦天人炁功指導院第一期幹部研習班，期望指導院能徹底執行對各地教院天人炁功中心

的考核功能。 

精神療理（天人炁功）訓練班 時間（始業式～結業式） 地點 

第一期精神療理短期訓練班 78.03.07～78.03.10 天極行宮 

第二期精神療理訓練班 78.07.03～78.07.06 天極行宮 

天人炁功指導院第一期幹部研習班 83.04.09～83.04.10 鐳力阿道場 

 

 

小結 

    師尊不僅勉勵同奮要以教為家，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筆者在閱讀與整理「首任首席使者救

劫弘教實錄」的資料時，在在感受到他老人家以身作則的師範作風以及對弟子所流露出的愛

護之心，例如每期靜坐班同奮都必須經過師尊面談才能參加，瞭解同奮心性與奮鬥狀況，以

為教導時之參考。再者，從記錄師尊每日行事的《大事紀要》中，我們看到師尊在第三期師

資高教班自開訓至結訓的 55 天期間，每天在大同堂精神講話 2 小時，與學員會坐兩次。第



二、三期日本特訓班受訓期間，師尊也是全程陪伴，每天親自授課，雖然只是每日短短數語

的記載，不過從這些點滴中不難想見，以如此高齡的長者究竟必須具備多強大的精神力量才

足以承擔上帝所交付的艱巨重任，我想師尊自詡為天人老兵正是其奮鬥精神之最佳寫照！ 

    身為救劫天使，同奮除了弘教救劫的使命外，個人修持方面也是不能偏廢的，對此師尊同

樣也留下良好的身教示範：在奠人間教基與傳佈宇宙大道的同時，歷經兩次百日閉關修成鐳

炁真身，並證得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兩尊封靈，不僅現身說法，也留下許

多珍貴的靜坐心得。值得注意的是，自正宗靜坐第一期開辦以來，師尊根據隱居華山修煉所

得體驗，綜合現代科學提出簡要說明，經整理成「靜坐須知四講」作為靜坐班同奮之基礎教

材，四講包括：正宗靜坐的根源和基本法則、要訣、目的，以及精氣神的鍛鍊，經首席使者

公室將之與「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編輯成冊，成為天帝教法華上

乘正宗靜坐基礎教材。 

    在開辦靜坐班初期為遷就現實環境，師尊並未將本教自然無為法完全公佈，仍要學員先守

竅，所以師尊正式完整地傳道授法，應自民國 72 年初修成鐳炁真身，自言「為正宗靜坐真

正樹立起天人合一的榜樣」起始，於 73年 11月 12日與 30日分別於天極行宮與始院，召集

前九期靜坐班學員，宣布「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為帝教同奮修煉

之最高心傳，繼而公佈「急頓法門」，且於 77年第二期師資高教班期間，根據自己的實修經

驗及無形指導，彙整成「修煉體系表」，並呈無形核定公佈。三年後第三期師資高教班期間

有系統講解修煉體系表，留下「十二講精華」成書出版，由無始古佛賜名為《宇宙應元妙法

至寶》。   

  若覺得入門不易，可參考民國 82、83 年師尊在兩院的四講：「道在人心、修道先要煉心、

法華上乘正宗靜坐之修證、精神的鍛鍊」。此外，靜坐闡微十講是師尊在先修第十二期上課

所講，主要依據正宗靜坐基礎教材來闡述正宗靜坐的心法與性命雙修。《天人學本》則是彙

集了師尊在兩院上課的內容, 其中與靜坐相關的是「昊天心法與急頓法門十講」。 

    最後，茲將師尊擔任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的十四年間所開辦的各種訓練班依時間表列如下

（參見附錄二），或可讓同奮對於師尊如何帶領同奮落腳天人梯階，尋就原路回家的慈悲心

懷稍有體會，計有：十期中國正宗靜坐班、十三期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先修班，十期正宗靜坐

坤道班、六期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坤道先修班，以及五期靜坐複訓班、二期中國正宗靜坐春節

研習班與一期春節複訓班、七期日本特訓班與一期日本複訓班、二期美國特訓班與一期美國

複訓班、四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三期短期教職訓練班、一期天人交通訓練班、二

期精神療理訓練班與一期天人炁功指導院幹部研習、天人研究學院以及修道學院。 

 
 
結語 

    
    本文從「天帝詔命」談起，依循著師尊承接天命、發大願以及身體力行的奮鬥過程，對照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寶誥：「赤心急急，聲聲哀號，欲救大地毀滅，天真兢兢，方方闡教，誓

為宇宙先鋒。」、首席正法文略導師寶誥：「赤心哀求，誠格感天，欲拯宇宙毀滅浩劫，戰兢

履淵，奮鬥匪懈，急開帝教萬世基運。」以及本師世尊極初大帝寶贊：「傳佈宇宙大道于臺

灣，解救核戰三期毀滅浩劫，再造和平一統中國河山，乃聖乃神，萬古流傳，載道載德，教

化綿綿，黃庭常存正氣，師表永式人間。」誥文內容雖簡短，卻蘊涵著師尊諸多心血與行動

以及面對困難不屈不撓的堅定意志，願同奮在勤誦《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上聖高真的封



號與其應元德業事蹟之際，不僅更能體會師尊救劫、弘教的行誼，也願同奮踵武列位上聖高

真之志，立志行願，奮鬥不已！ 

 
 
 
 
 
 
 
 
 
 
 
 
 
 
附錄一：「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專案簡介 

    本專案源於第七屆教史委員會第一次委員工作會議（100年 5月 21日）中將「本師世

尊與坤元輔教」行道教化事蹟，列為該年度計畫之獨立工作項目，第二次委員工作會議

（100年 6月 25日）訂定專案內容為：首任首席使者十四年實錄（69年 12月 27日教主 上

帝授天命為首任首席使者，至 83年 12月 26日證道）。 

    自 101年度起成立「編纂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專案。於 102年 3月 16日在鐳力

阿道場教史委員會辦公室召開第一次專案會議，由趙敏柔擔任專案召集人，成員包括：陳正

至、鄭乾英、劉敏首、楊靜充、孫素康、陳月原，專案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依據《李玉

階先生年譜長編》、《天帝教教訊》、《涵靜老人天命之路》、《復興簡史》（以民國 80

年版為準）、《首任首席使者重要大事紀要》等進行資料搜集與整理，依照年、月、日時間

先後逐條編列所有資料 ; 第二階段則接續前一階段之工作成果，進行「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

教實錄」總表與分類表17之彙整，以及「導言」與「按語」之撰述，然後交由光傑樞機潤

稿，敏柔開導師做總彙整與校稿，最後將專案成果繳交教史委員會結案，於乙未年巡天節

105年 2月 3日呈獻。 

    特別要提到的是，本專案於 105年 1月 9日召開最後一次專案會議，將近三年的時間召開

了 21 次的會議，參與成員在每一次專案會議中除了進行工作報告與協調，也藉由不斷地討

論取得共識、累積工作經驗並留下紀錄，期以嚴謹的態度完成此專案工作。難得的是，教史

委員會主任委員光傑樞機列席每一次的專案會議並提供豐富的經驗，為參與成員帶來諸多啟

發。另外，也擔任天人研究學院「教史研究」課程講師的光傑樞機還特地邀請本專案召集人

                                                        
17 分類表之彙整按年度分為 1、承接天命 2、為什麼要在地球上復興先天天帝教 3、草訂天帝教教綱

以為宏教憲章後世準則 4、申請公開活動＆自由公開傳播 5、中部地區救劫弘教 6、關聖要求正名勿

亂法統 7、申請設立財團法人 8、靜修閉關 9、國際弘教 10、法會 11、救劫弘教據點 12、訓練班 

13、天人親和 14、歸宗&皈師 15、獨立人天上，長存宇宙中等十五類（參考趙敏柔教史研究課程－

首任首席使者救劫弘教實錄講稿），以此為基礎選擇重要或特殊事件之始末撰寫按語，筆者很榮幸

擔任按語之撰寫工作。 



敏柔開導師於 2015年 5月 23日天人研究學院「教史研究」課程中作專題報告，首次將教史

委員會之專案融入天人研究學院「教史研究」課程中，筆者很榮幸也於該課堂中作了簡單的

工作心得分享。 

 
 
 
 
 
 
 
 
 
 
 
 
 
 
附錄二： 

 正宗/ 

先修 
坤 複訓 春

特 
日本 

特訓 
美國

特訓 
師

資 
教職訓練 天人

交通 
天人炁功 學院 

68 正宗 

一、二 
          

69 正宗 

三、四 
          

70 正宗

五、 

六、七 

          

71 正宗八  一         

72  
正宗九 

坤一 

坤二 
  一       

73 正宗十 坤三 二中 

二北 
        

74 先修一 

先修二 
坤四 

坤五 
 
三中 

        

75 先修三 

先修四 
坤六 

坤七 
三北    一     

76 先修五 

先修六 
坤八 

坤九 
   一   一 

之 1 
  

77   四北 

四中 
   二     

78 先修七 

先修八 
坤十 

先修坤ㄧ 
     實務講習 

東/中/南

/北 

 精神療理

一、二期 
 



79 先修九 

先修十 
先修 

坤二、三 
         

80 先修 

十一 
先修 

坤四 
五 

南/東/中/

北 

 二  三  一 

之 3 
 一上 

81 先修 

十二 
先修 

坤五 
  三、四、五 

一～四期複

訓 

  教長、 

執事 
  一下 

二上 

82 先修 

十三 
先修 

坤六 
 一 六、七  四    二下 

三上 

83           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