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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關

鍵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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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writing (fu-luan or fu-chi). Compassion Society (ci-hui-tang). Mu-Niang 

(Yao-chih Chin-muã Queen Mother Golden Mother). The phoenix books of 

Compassion Society phoenix books of Scripture phoenix books of the local branch 

halls phoenix books of the magazines  

摘

要

(中) 

《台灣慈惠堂的鸞書研究》共分六章，依序探討：緒論、慈惠堂神學的發

展演變、慈惠堂經懺鸞書系統、慈惠堂分堂鸞書系統、慈惠堂雜誌鸞書系

統、慈惠堂鸞堂的未來發展。全文旨在探討民國五十年以來，台灣全省十

四間慈惠堂分堂(法華山、中台、台北、慈光、南台、玄?、峰堡、南中、

寶華山、鴻毅、仁德、慈德、中和、天正)所扶著的三十八部慈惠堂鸞書，

其中又分七部「經懺類鸞書」、十五部「分堂類鸞書」與十六部「雜誌類

鸞書」。 「經懺類鸞書」流行於民國四十年至六十年代，它是用來說明形

上真理，闡明人從何來?死歸何處?是屬於第一階段鸞書。「分堂類鸞書」

著作於五十至七十年代，它只要是為各地分堂堂生而作，於五濁惡世挽救

人間終極關懷的公事與凝聚堂生宗教向度的私事，來完成建廟度人的使

命，屬於第二階段鸞書。七十年代至今流行的「雜誌類鸞書」，它的寫作

形式多元且豐富，可分成兩種類型與六種主題，屬於第三階段鸞書。透過

鸞書的解讀，分析早期慈惠堂吸收其他鸞堂的神學，中期凝聚堂生的向心

力，近期宣揚母娘的救劫運動。最後，筆者對慈惠堂的發展提出一些看

法。  

摘

要

(英) 

This is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Writtings in Compassion Society of Taiwan.” 

The study is composed of Six Chapters. They are: The Preface to the Compassion 

Society The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System of Scripture in Compassion 

Society, The Spirit-Writing System in Compassion Society’s Local Branch, The 

System of Magazine in Compassion Society, and Observations in Recent Compassion 

Society. The full text is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spirit writing concerning thirty-eight 

phoenix books written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by fourteen different local branches 

of Compassion Society. Among these thirty-eight phoenix books analyzed, there are 

seven types of scripture, fifteen types of local branch halls spirit-writing in 

Compassion Society, and sixteen types of magazines. The phoenix books of Scripture 

were prevalent from the 1950s - 1970s. This first stage of phoenix books is about 

metaphysics, which is intend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here do humans come 

from” and “where are they going”. Following is the second stage, phoenix books 

of the local branch halls. These are published from the 1960s - 1980s and were made 

for the believers to announce public affairs, deal with private affairs, intensify the 

faith of believers, to help achieve temple building, and encourage the mission of 

rescuing people from the evil world. Phoenix books of the magazine type are 

prevalent from 1980s onward, known as the third stage. This plethora of writing is 

divided into six subjects between two categories. B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phoenix books,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way Compassion Society is absorbing 

other spirit-writing cult’s theology in the initial stage, how it is strengthening the 

faith of believers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how it is preaching the salvation movement 

of Mu-Niang in the near future.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develops 



suggestion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ompassio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Spirit-

writing (fu-luan or fu-chi) ceremony of Compassion Society (ci-hui-tang). The 

salvation movement of Mu-Niang (Yao-chih Chin-mu? Queen Mother Golden 

Mother). The phoenix books of Compassion Society (phoenix books of Scripture 

phoenix books of the local branch halls phoenix books of the 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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