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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摘要： 本文以台灣全真道的現況與發展為研究主題。考察全真道

入傳後，近三十年來在台灣的傳承、演變軌跡、發展現況及宗教

交流活動。 全真道在台灣的發展現況，可說是「兄弟爬山各自努

力」，源於一本卻散成萬殊。本文挑選台灣全真道在研法、煉

身、科儀三大領域中，表現傑出的人物謝光男、巫平仁及陳理義

三位道長，作為本文範例。他們橫跨老、中、青三代，各有擅

場，在台灣全真道教發展史上，可說是合之則美，分之則偏。不

過，他們卻也都承襲了全真宗脈一以貫之的修身濟世、傳法度人

之濟度精神，這也充分反映了台灣宗教多元化的繁榮景象。 近三

十年來海峽兩岸三地交流會通，台灣本土在家、三教融合及民間

信仰文化，再搭配全真道的教法，終於開出了具台灣特色的全真

道信仰，其教義與實踐，具體表現在研法、煉身及科儀三大方

面。 隨著兩岸交流的日趨頻繁，兩岸三地宗教界人士都此體認：

全真道在大陸道教界占有絕對優勢，而龍門派更是大陸全真道中

的絕對主流。隨著中國宗教政策日趨開放，大陸全真道地位扶搖

直上，台灣有不少民間信仰人士，或者原無宗教信仰者，紛紛轉

向皈依全真道，如謝、巫、陳者是。然而，台灣民眾對全真道了

解並不多。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宗教愈趨開放及統戰策略改變



情況下，全真道在台灣的發展面向，將是可持續加以觀察與探討

的主題。 本文主旨在以目前台灣全真道教界有關研法、煉身、科

儀三方面的重要人物，加以調查研究，好讓社會大眾認識全真

道，並提供研究全真道的同好作為參考之用。 

摘要(英)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upon the status-quo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s All-True Taoism, by way of a thorough inspection into the acceptance and 

evolution of All-True Taoism in Taiwan, since its diffusion for recent 30 ye

ars. To elucidate these aspects, this article takes as examples the three majo

r Taoists: Xie Guang-nan, Wu Ping-ren, and Chen Li-yi, each one has his o

wn specialties. They span three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elder, the middle 

and the younger one, and inherited the core doctrine of cultivation and soter

iology of All-True Taoism, though through different ways. Xie Guang-nan i

s at home in techniques, Wu Ping-ren in founding breath and Chen Li-yi in 

ritual. Their achievements fully reflected the boom of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aiwan. In China Mainland, All-True Taoism predominates in the realm of 

Taoism, with the Long-men Section at its topmost. Following the open poli

cy of China and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cross-strait exchanges between Ta

iwan and China Mainland , quite a few religious people or pagans converte

d into All-True Taoism . Considering the deeds of such Taoists as Xie Guan

g-nan, Wu Ping-ren, and Chen Li-yi, All-True Taoism in Taiwan turns to b

e a topic worthy of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 Key words: Taiwan

��s All-True Taoism, Xie Guang-nan, Wu Ping-ren, Chen L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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