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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探究一貫道天書訓文當中的結緣訓文，分析結緣訓

文的產生方式、結緣禮儀的文化內涵、結緣訓文所揭示亡靈的生命故事以

及結緣訓文的啟示。 一貫道由大陸傳來臺灣，已經六十多年的發展。而其

在教義上最大的特徵，是經由開沙、扶鸞、借竅的方式，留下很多的天書

訓文。這些總數達一萬部以上的訓文，近年來已陸續整理成教材，成為現

代一貫道的經典。所以，要了解現代一貫道的教義，探討這些天書訓文是

必要的。本文即以研究者運用參與觀察法所得的文本資料為材料，分析結

緣訓文的內涵。 本研究從所蒐集的 225 篇結緣訓文剖析，研究發現訓文內

容反映了得救的亡靈都在印證三曹普渡的教義，並傳達「道」的拯救性。

一貫道認為人生在世是因為因緣未了，且為了還債、還愿、修辦，以恢復

清明本性、達本還原。個人的修行成就也關係祖先的昇降，若是後代子孫

修行愈有成就，則祖先狀態可一直向上超昇，甚至可由幽冥地獄超拔至佛

國天堂，而此思維也符合了儒家道德文化的孝道觀念。 筆者從結緣訓文的

內容發現多為勸善的道理，讓人相信天堂與地獄的說法，及因果報應的觀

念，是一種「以死教生」的生命教育。儒家講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從亡靈殷殷的教誨，宗教語言的勸導，希望後人繼承祖業及愿行，將道

德、善行與言論等不朽的精神傳遍開來。從一貫道結緣、超拔的儀式中，

在佛堂的神聖空間，參與者在他們生命的旅途中，產生非正式死亡教育的

重要機會。如此可引導人們從精神的層面來與亡靈畢生的成長歷程相交

接，並視死亡為生命指引的導師。 結緣在亡靈的囑咐叮嚀、家屬的期待撫

慰、觀禮者的參與、降壇仙佛的慈語四者「合緣」之下，「共振」出合緣

共辦、追求淨土再現的宇宙圖像等宗教新的實踐意義與價值。  

摘

要

(英)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iseased-relatives Channeling Revelation within 

the Holy Revelation of I-Kuan-Dao. It also analyzes the way of creating the 

Diseased-relatives Channeling Revelati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and 

life story of the diseased, and the inspiration of it. I-Kuan-Dao was propag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and it has developed for sixty years.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I-Kuan-Dao is through sand-writing, planchette writing, and 

channeling, it has created many Holy Revel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thousand 

Holy revelations, and they are gradually published and becom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odern I-Kuan-Dao class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Holy Revel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I-Kuan-Dao doctrine.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context of 

Holy Revelation, and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eased-relatives Channeling 

Revel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Diseased-relatives Channeling Revel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ll the saved deceased souls testified the doctrine of the last 

salv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and it also shows the salvation of “Dao”. I-Kuan-

Dao declaims that why people are alive is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affinities with the 

earthly world, and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return debts, fulfill vows, cultivate true-



self, and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nature. Self-cultivation is related to one’s ancestors, 

and if one cultivate himself well, his ancestors would ascend to a better status, such 

as saved from Hell to Heaven. The concept is corresponded to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Diseased-relative Channeling Revelation, 

people may believe that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Hell, and the concept of cause 

and effect. Both of them are the life education of “Learning from the death”. 

Confucianism says the three immortals: establishing virtues, establishing merits, and 

leaving valuable words. Through the religious teaching of the diseased, the 

descendants may succeed the virtues and vow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spread their 

immortal spirits. From the ceremony of channeling with the diseased relatives, 

elevating ceremony, and the sacred space of temple, the participants hav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the informal education of death in their life journeys. It 

will lead people to connect with the whol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diseased from 

spiritual level, and they may see death as the mentor of life. The Disease-relatives 

Channeling ceremony has combined the advice from the disease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eremony observer, and Buddha’s 

merciful words. The four affinities create the Dao propagation by the combination of 

all conditions, the pursuit of the recurrence of Pure Land, and the new religious 

practical meaning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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