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一貫道與世學研究 

[中文：一貫道與世學研究   英文：Studies of I-Kuan-Tao and Secular Courses ]   

教學目標 

「一貫道與世學研究」係教義課程必修學分之一，本課程將由信仰的動力

與宗教的本質入手，逐步帶向一貫道信仰特質的深入探討。關於普世宗教

的信仰如何帶向終極關懷，聖與俗不斷區隔的時間、空間感受與生活方式

如何讓信仰更加堅定，這些機制在一貫道則是環繞在最為核心的「真儒復

興」、「三教合一」、「五教一理」等教義精華上。 

釐清信仰動力與宗教本質之後，本課程逐步呈現一貫道如何揉合儒、釋、

道之禮儀、規戒與工夫，進而對儒家義理、大學中庸、宋明理學做出創造

性轉化。本課程並將指出儒教全球化之當代趨勢，最後則是多方分析一貫

道在當代中國、當代臺灣、以及當代東南亞社會的起源、普傳與轉型過程。 

(English) 

「Studies of I-Kuan-Tao and Secular Courses」is one of the 

required course in the college curriculum.  This course is started 

from the belief motive and the original quality of religion.  

Gradually move into the deep discussion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belief of I Kuan Tao.  About the worldly belief, how 

do we bring people to the final concerning?  Holy and secular 

concepts are carried on differentiation among time, space feeling 

and living styles, how let people more persevere with belief?   

This system in I Kuan Tao is surrounded in the most center of 「the 

true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the three religions are combined 

into one religion」,and 「the five religions only one heavenly 

principle」 profound religious doctrine.  

 After clearl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belief motive and the 

religious original quality, this course is gradually performed how  

I Kuan Tao is blended with etiquette, rules/regulations and 

cultivation level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n 

move forward to creatively transfer the doctrin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Golden Mean, the rational 

learning of the Sung/Ming Dynasty.  This course is pointed out the 

moment trend of Confucianism globalization.  Finally, widely 

analyze the I Kuan Tao transferring process and propagation and the 

original beginning of the society in the moment Mainland China, the 

present Taiwan and the nowadays south Asia. 

教學摘要及教

學內容大綱  

第 01週  課程介紹 

第 02週  信仰與終極關懷 



第 03週  何謂宗教的本質Ⅰ 

第 04週  何謂宗教的本質Ⅱ 

第 05週  一貫道與儒家義理 

第 06週  一貫道與學庸 

第 07週  一貫道與宋明理學 

第 08週  儒教全球化 

第 09週  期中報告與綜合討論 

第 10週  一貫道的三才合靈 

第 11週  一貫道與當代中國社會Ⅰ 

第 12週  一貫道與當代中國社會Ⅱ 

第 13週  一貫道與當代臺灣社會Ⅰ 

第 14週  一貫道與當代臺灣社會Ⅱ 

第 15週  一貫道的政教關係 

第 16週  一貫道與當代東南亞社會Ⅰ 

第 17週  一貫道與當代東南亞社會Ⅱ 

第 18週  期末報告大綱綜合討論 

(English) 

1st week: Introduction 

2nd week: Belief and the final concerning 

3rd week: What is the original quality of religion? (Ⅰ) 

4th week: What is the original quality of religion? (Ⅱ) 

5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doctrin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6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Golden Mean learning 

7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r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Sung/Ming 

Dynasty. 

8th week: The glob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9th week: The mid report and the collective discussion 

10th week: The three able persons are combined into one soul of I 

Kuan Tao. 

11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Ⅰ) 

12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Ⅱ) 

13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Taiwan (Ⅰ) 

14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Taiwan (Ⅱ) 

15
th
 week: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of I Kuan Tao 

16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the south Asia(Ⅰ) 

17th week: I Kuan Tao and the moment society in the south Asia(Ⅱ) 

18th week: The final report and outlines collective discussion 

教學進度 
第 01週  課程介紹 

第 02週  信仰與終極關懷 



第 03週  何謂宗教的本質Ⅰ 

第 04週  何謂宗教的本質Ⅱ 

第 05週  一貫道與儒家義理 

第 06週  一貫道與學庸 

第 07週  一貫道與宋明理學 

第 08週  儒教全球化 

第 09週  期中報告與綜合討論 

第 10週  一貫道的三才合靈 

第 11週  一貫道與當代中國社會Ⅰ 

第 12週  一貫道與當代中國社會Ⅱ 

第 13週  一貫道與當代臺灣社會Ⅰ 

第 14週  一貫道與當代臺灣社會Ⅱ 

第 15週  一貫道的政教關係 

第 16週  一貫道與當代東南亞社會Ⅰ 

第 17週  一貫道與當代東南亞社會Ⅱ 

第 18週  期末報告大綱綜合討論 

能力指標 綜合瞭解一貫道與相關世學領域 

評量方式: 

1. 課堂參與 30% 

2. 期中報告 30% 

3. 期末報告 40% 

教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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