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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一貫道是民國初期中共政權建立以前盛行於中國大陸的民間宗教，1945

年台灣光復以後，一貫道傳入台灣，初期被官方認定為邪教而加以查禁

取締，一直到 1987 年台灣官方解禁後才成為台灣的合法宗教，之後逐

漸在台灣宗教市場上發展成為頗具規模的教派。隨著一貫道的發展與影

響，學者對一貫道的關注與研究也日益重視，回顧相關的研究發現，不

管是台灣或是中國大陸的研究，雖有涉及教義的論述，但大多僅是作教

義的傳述表達，均未對該教的教義內容做整體性的分析，更遑論對該教

的生死義理作探討。由於解決生死問題乃宗教存在的最大理由，故對於

宗教的研究，若不朝宗教教義的生死義理作探討，是難以彰顯宗教在處



理生命終極關懷的態度與作法。為了清楚理出一貫道在解決生死問題上

的思維與智慧，本文以一貫道生死觀為題材，採用文獻分析的研究方

法，通過對一貫道文獻的蒐集、分析與考察，勾勒出一貫道生死義理的

理論架構，進一步闡述該教教義的生死內涵。 本文在研究的內容上，首

先從天地與生命的源起探究一貫道的宇宙觀，再由人生實相的分析來開

展一貫道的人生觀，最後藉由死亡問題的討論與死後去處的論述來彰顯

一貫道對解脫生死的重視與其所呈現的意義。透過本文的探討，我們可

以了解，一貫道的生死觀是圍繞在老 救渡原佛子回天的理念上，從這個

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一貫道信徒積極傳道宣教的理由。期待本研究

能引發學術界對一貫道教義內涵的重視，並讓未來研究者對一貫道義理

有更深入的認識。  

摘要

(英) 

I-Kuan Tao is a popular private religion in China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political power in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aiwan restoration in 1945, I-Kuan Tao was introduced in Taiwan.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regarded as an evil cult and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It finally 

became the legal religion in Taiwan in 1987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prohibition and 

turned into significant religious sect in the religious market of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 of I-Kuan Tao, academic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the study of I-Kuan Tao. According to past research findings, although the studies 

in Taiwan or China suggest the religious doctrines, they mostly describe them and 

fail to present an overall analysis on the content, not to mention the concepts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 religion. Since the issues of life and death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existence of religion, studies that lack the exploration on life and 

death in religious doctrines will not demonstrate religious attitude and measure 

toward palliative care of life.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thoughts and wisdom of I-

Kuan Tao in the issues of life and dea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of I-Kuan Tao.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s on I-Kuan Tao,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 religion, and further indicates related content in the religious 

doctrines. As to research content, first, from the origin of universe and life,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cosmic view of I-Kuan Tao. Through analysis on real lives, 

it develops the view of life in I-Kuan Tao. Finally, by discussion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meaning in the relig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n I-Kuan 

Tao is based on the relief of Yuan Fo-tzu to the heaven, 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I-

Kuan Tao followers actively promote the doctrin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draw the 

academia’s attention on religious doctrines of I-Kuan Tao, and allow future 

studies to approach the argumentations of I-Kuan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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