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 

[中文：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        英文：Research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教學目標 

1.瞭解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意義與內涵。 

2.閱讀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相關典籍文獻，加強學生理解與分析之能    

力。 

3.討論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相關議題與概念，擴大研究視野。 

4.透過專題報告之撰寫，提升學生對於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能力。 

(English) 

1. 1. Understanding the profound meaning/broaden philosophy 

research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2. Reading the related references (books, documents, papers) of 

the profound meaning/broaden philosophy research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on and analysis abilities. 

3. Discussing the related topics/ concepts of the profound 

meaning/ broaden philosophy research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in order to expanding the research field 

of vision. 

4. Through composing the special topic report, enhancing the 

students’ abilities--- research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教學摘要及教

學內容大綱 

1. 簡述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的可能面向。 

2. 彙整一貫道的修持理念方法與弘道模式。 

3. 從天命天啟觀、道統傳承觀、性理真傳觀、修心盡心觀、傳道宗旨觀

等五大面向，做典籍文獻的整理分析，深入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 

4. 專題報告的研討與撰寫。 

(English) 

1. Briefing to describe the possible fields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2. Categorizing the concepts/methods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he model of Tao propagation. 

3. From the Heavenly Mandate/motivation observation, the 

transmission of Tao orthodoxy observation,the Buddha Nature 

true transmission observation, ,the mind cultivation/full 

energy devotion observation, the purpose of Tao propagation 

observation etc. five field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references and analyzing research of I Kuan Tao cultivation and 

Tao propagation. 



4. Research and discussing and composing a writing of the special 

topic reports. 

教學進度 

第 01週：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簡介、分配課堂報告內容與進度 

第 02週：第一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認識 

第 03週：第二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之演繹考察 

第 04週：第三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1-天命天啟觀之一 

第 05週：第四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2-天命天啟觀之二 

第 06週：第五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3-天命天啟觀之三 

第 07週：第六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4-道統傳承觀之一 

第 08週：第 七 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5-道統傳承觀之二 

第 09週：第 八 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6-道統傳承觀之三 

第 10週：期中考 繳交與報告期末專題報告之大綱 

第 11週：第 九 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7-性理真傳觀之一 

第 12週：第 十 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8-性理真傳觀之二 

第 13週：第十一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9-性理真傳觀之三 

第 14週：第十二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10-修心盡心觀之一 

第 15週：第十三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11-修心盡心觀之二 

第 16週：第十四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12-修心盡心觀之三 

第 17週：第十五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13-傳道宗旨觀之一 

第 18週：第十六章 一貫道修持與弘道之討論 2-傳道宗旨觀之二 

第 19週：期末考 繳交期末報告 

能力指標 

第 1個：認識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的演繹 

第 2個：瞭解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研究範疇與方法 

第 3個：提升閱讀一貫道修持與弘道相關典籍與文獻之能力 

評量方式 

1. 平時成績：25% 

2. 期 中 考：25% 

3. 期 末 考：50% 

教材及 

參考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1. 北海老人全書，王覺一原著，林立仁整編，正一善書出版社，

1994.12。 

2. 理數合解淺註，北海老人著，慈無量編校，若意出版社，1993.09 

3. 天道鉤沉，宋光宇著，元佑出版社，1984 

4. 一貫道概要，慕禹著，靝巨書局，986-80100-0-4，2002.01 

5. 一貫道的修持觀，郭明義著，慈鼎出版社，957-8707-35-5，1993 

6. 一貫法門的思想與修持觀，丁拾呆著，若意出版社，957-8781-15-6，

1995.02 

7. 末法時期如何修道有始有終，吳靜宇著，圓晟出版社， 2003.12 



8. 天道修辦理念輯要，徐育華著，圓晟出版社， 2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