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1184 

狀態 G0497905104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宗教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7905104  

研究

生

(中) 

駱奇宗 

研究

生

(英) 
 

論文

名稱

(中) 

行天宮玄空師父的宣講與實踐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鄭志明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6.5.18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6.5.18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6.5.18 

檔案

說明 
封面 誌謝 摘要 目次 章節一 章節二 章節三 章節四 章節五 附錄 參考書目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9 

出版

年 
100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行天宮 玄空師父 恩主公信仰 

關鍵

字

(英) 
 

摘要

(中) 

本研究以行天宮玄空師父的宣講與實踐為研究對象，希冀了解玄空師父

的一生如何為行天宮之奉獻與對宗教之貢獻。 研究結果發現，宗教不是

獨立於人的生命之外，而是內化於人的生命之中，人性的道德體驗是生

命的本質，也是宗教的本質。玄空師父終其一生致力於人性道德靈性精

神的追求，領悟並體化行上生命，其深信物性終有消亡的一天，而靈性



卻是輪迴不滅，今生意識存於精神思維中，是不滅靈性的一場考驗，過

了今生這一場的考驗，才決定下一場的考驗將前往何處，肉體與人體精

神思維是有消失的一天，靈性卻無消亡的期限。以超越物性形式的生

命，致力心性道德自覺與行為實踐。 玄空師父對宗教實踐隨著時代的改

變，有其特有的變革與宗教傳統的保留，其幾項特色：一、濟世度眾，

二、宣講教化，三、正信理念，四、三教合一，五、道德宗旨，六、人

文之美， 七、效勞奉獻，八、關懷社會，九、正信簡樸。行天宮勸善制

度，承襲儒宗神教以宣講做為道德推展主要方法，但內容不再由扶鸞降

筆內容，而是以當時社會風俗道德為主要內容。在宗教服務，其建立簡

單宗教科儀服務廣大信眾，行天宮於環保宗教制度的創新有不燒金紙、

不拜牲禮，於經濟環保有，法會等重大慶典不演戲娛神、不設功德箱、

廟內不作任何商業行為。而修道制度，是以一般信眾修人世間道，以五

倫八德維護個人及家庭為基礎，再推進報效國家服務社會。行天宮清流

制度有，對外不募捐、不設功德箱，並推行關聖帝君四句箴言：「讀好

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弘揚儒宗神教教義：「代天宣化、弘

揚聖教」，創立新的宗教理念「萬般由心」以「問心」提振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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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5/19 

轉檔

日期 
2011/05/2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7905104 2011.5.18 22:46 27.105.3.13 new 01 497905104 2011.5.18 22:46 

27.105.3.13 new 01 497905104 2011.5.18 23:06 27.105.3.13 del 01 497905104 

2011.5.18 23:10 27.105.3.13 new 01 497905104 2011.5.19 9:33 61.62.149.34 del 

01 497905104 2011.5.19 9:34 61.62.149.34 new 01 497905104 2011.5.19 9:35 

61.62.149.34 new 02 497905104 2011.5.19 9:36 61.62.149.34 new 03 497905104 

2011.5.19 9:37 61.62.149.34 new 04 497905104 2011.5.19 9:37 61.62.149.34 del 

04 497905104 2011.5.19 9:38 61.62.149.34 new 04 497905104 2011.5.19 9:39 

61.62.149.34 new 05 497905104 2011.5.19 9:40 61.62.149.34 new 06 497905104 

2011.5.19 9:41 61.62.149.34 new 07 497905104 2011.5.19 9:47 61.62.149.34 new 

08 497905104 2011.5.19 9:49 61.62.149.34 new 08 497905104 2011.5.19 9:53 

61.62.149.34 new 09 497905104 2011.5.19 9:56 61.62.149.34 new 10 497905104 

2011.5.19 9:57 61.62.149.34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7905104 Y2011.M5.D18 22:41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2:42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02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04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06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2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2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3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3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6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7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8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8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9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19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24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25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25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8 23:31 27.105.3.13 M 497905104 Y2011.M5.D19 8:23 

61.62.108.223 M reli2791 Y2011.M5.D19 9:58 61.62.149.34 M 497905104 

Y2011.M5.D19 10:17 61.62.149.34 M reli2791 Y2011.M5.D20 19:44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1.M5.D20 19:44 140.136.136.29 M 030540 

Y2011.M5.D23 8:0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1.M5.D23 8:04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1.M5.D23 8:04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1.M5.D23 8:06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