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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寄、語寄到創作︰
論一貫道發一崇德音樂創發型態與歷程
陳祈蓁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本文以一貫道發一崇德為研究對象，透過該宗教音樂的創發
型態與歷程，管窺宗教音樂歌曲的產生來源、傳播方式與對該宗
教發展之影響。研究材料來源以一貫道內部文獻資料及有聲出版
品為主，透過實地考察、人物專訪等質性研究方法，結果發現在
發一崇德至少包含三種音樂創發型態及歷程：第一，生成階段：
依成曲入新詞之「調寄」歌曲。所謂「調寄」
，是指選用當地鄉里
通俗傳唱或當時大眾流行歌曲之曲律音調，重新置換、編寫新的
歌詞，進而成為一首「依成曲入新詞」的新歌曲。第二，轉變階
段：依新詞作新曲之「語寄」歌曲。所謂「語寄」
，是指將仙佛開
壇批訓中註明「語寄」之文章作為歌詞，編寫新曲，作成新歌。
臺灣經濟部已設有「智慧財產局」負責執行「著作權法」
。一貫道
聖賢仙佛批訓內容，亦逐漸從「調寄」轉變為「語寄」
，將過去仰
賴熟悉曲調之傳唱重心，轉移至歌詞文字的表述與參悟。第三，
運用階段：活用聖訓文字之「創作」歌曲。所謂「創作」
，是指根
據道場發展與領導需要，歌曲擇取相關聖訓文字作為歌詞來源，
參考欲達到的宗教情感效益進行曲調創作，配合創作者的修辦作
為、天人合一經驗、音樂專業能力等，經由道內集體審核之機制，
完成歌曲創作之定稿。音樂創發歷程亦相應於崇德集體領導與道
務發展之進程。其中，不乏仙佛臨壇批訓給予創作曲之肯定，亦
彰顯宗教音樂之神聖教化性。

關鍵詞：一貫道、發一崇德、音樂型態、創發歷程、傳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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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音樂與宗教自始以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配合儀
式禮拜之進行、節日的團體聚會活動中作為對神聖信仰的紀念、
讚美、歌頌，或是個人平時日常生活，在情感意境的表達，音
樂作為是一種平撫、慰藉、柔性而昇華的抒發管道。然而，歌
曲創作是由音符排列相互作用，在時間序列軌道與空間的序列
軌道上不斷地發生、發展和演化，以其音調、音高、和弦、力
度配合歌詞的文字，結合創作者之靈感與生命經驗，形成一種
歷史、事件或者是個人生命經驗與情緒，在短時間內可以敍述
完成的故事。
本文以一貫道發一崇德1的宗教音樂為研究對象，透過該宗
教音樂的創發型態與歷程，管窺宗教音樂歌曲的產生來源、傳
播方式與對該宗教之集體領導模式暨道務發展之影響。研究材
料來源以一貫道內部文獻資料及有聲出版品(詳見附表一)，透過
實地考察、人物專訪(詳見附表二)等質性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在
音樂創作中可分為三個階段的歷程－生成階段、轉變階段與運
用階段，表現出崇德宗教音樂的發展歷程。同時在近 10 年
(2008-2018) 的 創 作 音 樂 作 品 中 ， 由 歌 曲 詞 意 之 間 的 互 文 性
(intertextuality)2，表現其宗教領導的核心理念。「互文性」又稱
「文本間性」
、
「文本互涉」或「互文本性」
，意指所有的文本是
對於其他文本的吸收、引用與形變，依此引申出文本與外部事
本文初稿宣讀於台灣宗教學會 2018 年會「宗教的多元與富雜」學術研討
會，會中承蒙與會教授、各宗教研究領域學者指教建議，以及本刊匿名審
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誠摯感謝。
1
目前一貫道在臺灣的組線，以一貫道總會資料計有十三組二十二支線，其
中發一組領導老前人，韓雨霖道長之下計有十二個單位︰1.天元 2.天恩.3
光耀.4 同義.5 奉天 6.晉德 7.崇德 8.靈隱 9.慈法 10.慈濟 11.德化 12.慧音，
故有發一同義，發一崇德等名稱。發一組各單位資料引自崇德學院，網址︰
http://www.iktcds.edu.tw/Chong-De-School/education-intro.htm(2019 年 11 月
25 日作者讀取)
2
[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Kristeva,J.)著，祝克懿、黃蓓編譯，
《主體、互文、
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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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歷史文化的脈絡關係與作用影響，所以文本將可被視為具
有承載著各種外部的關聯事物之傳遞與記載。3由詞曲的互文性
運用，不僅表現在音樂創作中受到了當代思潮的影響，也凸顯
出崇德在道務發展上所致力推動的面向，以此論說文本之間所
具有的動態關聯、發展轉變與關係或交互影響等概念。4
一貫道起源中國大陸，1945 年起各組線陸續來臺灣開荒傳
道，1948 年兩岸政治局勢因素，信徒紛紛來到臺灣，當時並沒
有統一的組織，彼此之間也沒有緊密的連繫。1987 年臺灣解禁，
1988 成立「一貫道總會」5，目前有十八個組線參加總會運作。
自宋光宇於 1984 起對一貫道深入的調查報告後，在學術界開啟
了對一貫道的歷史發展研究，近年來有許多專書的彚集發表6，
較大的組線如寶光建德、發一組等亦成立了一貫道研究學院7，
針對道內的學術人才培育與教義思想等相關議題的研究，期使
一貫道能在宗教發展上與國際接軌。目前在一貫道的研究文獻
之中，針對教義思想、佛規儀禮、人才教育、組織架構之學術
論文亦有多人撰述8，而對一貫道的宗教音樂關注較少人，9在網
3

4

5

6

7

8

（日）西川直子著，王清、陳虎譯：
《克里斯托娃－多元邏輯》
，河北：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51。由於互文性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不
單僅僅指文學文本或文字文本，亦包括了藝術、影像等。本文以此來
分析一貫道發一崇德宗教音樂創作歌詞中所運用的互文理論，乃透過引用、
改寫、吸收、擴展意義而形成之相互關係，表達出宗教領導核心理念及道
務發展推動之面向。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
《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法國：Seuil 出版
社，1969 年)，頁 115、頁 133。轉引自（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
譯，《互文性研究》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6。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一貫道百年大事紀》
，(新北市︰一貫道總會，2010)，
頁 38。
學者林榮澤成立「一貫道道學研究院文獻館」，並著手彙編《一貫道藏》
內容分聖典、祖師、史傳、義理四大部份。以一貫道之傳承，記錄歷代祖
師之行道足跡暨來臺開荒的前人輩的過程為內容之專書。
寶光建德於 2015 年成立「一貫道天皇學院」
；發一組於 2016 年共同成立
「一貫道崇德學院」
。天皇學院，網址︰http://www.iktc.edu.tw/；崇德學院，
網址：
http://www.iktcds.edu.tw/Chong-De-School/SchoolYearbook-2006-2016.htm(
2019 年 6 月 25 日作者讀取)
劉怡君，
〈國內一貫道學位論文的綜合回顧〉
《華人宗教研究》
，第 3 期 (2014
/ 05 / 01)，頁 19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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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快速傳播的現今社會中，一貫道也應該要重視、善用音樂柔
性教化，並以此為道務推展，開闢更多元的途徑。
目前一貫道各組線來臺開荒的前人輩大多已成道回天，10不
同單位接續的傳承負責人，在道務的發展亦各有特色，有的延
續前輩的作風以道場內部的整頓，提昇品質；有的活動力特別
強，參與各種集會的各項工作積極投入；有的致力開立班程，
運用傳播媒體宣教說法等等，作法不同，但其最終相同的目標
都是為了要完成傳道的使命與任務。目前一貫道的領導方式，
分為二類，一為「前人制」11；二為「集體領導制」，大部份的
組線維持「前人制」的領導模式，而「集體領導制」12組線，以
發一崇德最具代表性，也是在後續的發展上的穩定、實踐有具
體的成效13。筆者進一步觀察，發一崇德除了以「集體領導制」
的方式凸顯出在後前人時代的道務發展上，有顯著的特色之外，
其中「宗教音樂創作」在集體領導架構中，形成一個襄助道務
發展與教內政令傳播的重要工具。以此，本文以發一崇德宗教
音樂的研究，從調寄、語寄到創作，探討其型態歷程的轉變，

9

廖善慈，
〈一貫道玉山寶光聖堂祭祖儀式及其音樂之研究〉(臺南︰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9)，本文以探討玉山寶光聖樂團(國樂)在祭祖大
典中，透過儀式過程中所演奏的聖樂之重要；陳祈蓁，〈一貫道發一崇德
的文化表演︰以 2012 台北小巨蛋「崇德厚福百代薪傳」為例〉
，在第三章
「百代薪傳企劃緣由暨主題內涵敍事分析」內容中有關於表演節目所使用
之音樂歌曲，影響演出的效果。
10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一貫道百年大事紀》
，頁 6-8。由大陸來臺開荒的
第一代一貫道前人如陳鴻珍於 2008 年成道，張培成於 2010 年成道。
11
一貫道教內的職稱有壇主、講師、點傳師、前人等不同職稱。「前人制」
指的是一貫道傳統的領導方式，以一人為主的「前人」為最高領導機制。
12
「集體領導」
，指來臺前人輩成道回天後，本組線即不再有「前人」的職
稱，如發一組最高職稱為點傳師，由資深點傳師多數人組合成的領導架
構稱為「集體領導」
。
13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0 發一崇德壇主班手冊》
，(南投︰發一崇德，2010)，
頁 51-61。補充說明︰「集體領導」轉型的困難，在於決議的落實執行，
要不然容易形成名為「集體領導」
，但仍各行其事，道務發展的共識步調
不一致，影響發展與傳承。發一崇德因有 1980 年面臨一場巨大的考驗，
領導人陳鴻珍即開始考慮道中人才「忠誠」度以及能力上的問題，同時
要公心的為人服務，與人合作共事等問題。開始雖然比較困難，一旦合
作的習慣養成，則宗教組織力量擴大，成效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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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其信仰群眾的認同感與道務傳播的影響。

二、 集體領導－一貫道發一崇德發展現況
發一崇德領導人陳鴻珍(一般人稱陳大姑，以下均以陳大姑
稱之)，跟隨韓雨霖道長來臺開荒，時年 25 歲，經歷 60 年的時
間，以全方位14的面向，開創了發一崇德，同時以 20 年的時間
奠定了崇德「集體領導」的運作模式。陳大姑於 2008 年(民國
97 年)歸天成道，至今已滿 10 年，承接統御領導的「崇德負責
群」除了繼續深耕原有的基礎建制，人事方面如︰忠義字班、
三界一元、十組分工、八大人才，以及道務運作、人才培養的
方法研發與提昇質量之外，同時在硬體方面，也隨著道務量的
增加而有顯著的成長，如︰海內外的佛堂數量擴增、各種教學
大樓、事業部大樓的興建與購置等等。15
一貫道的組織，經常容易在其領導人成道歸天後，造成分
支或分裂，因而各辦各的或者互不往來。往好的方向思考，是
道親力量的擴散；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支線愈分愈小，道場的
信眾萎縮的前兆。在這方面表現上，崇德道場能夠突破以往一
貫道領導人成道後的慣例，不但沒有分裂萎縮，反而在道務發
展上超越了陳大姑在世時期的數量16，同時在宗教藝術上，對音
樂創作與文化展演的方式也有了重要的改變。
然而崇德現況的發展模式，並非憑空而來，這仍要回溯到
崇德的領導前人陳大姑在生前就下過功夫17，努力經營的效應。
同時也是後來接棒的「崇德負責群」
，於陳大姑成道後三年中每
14

15

16

17

這裡所指的是崇德以青少年、學界、社會界「三界一元」的道務發展，
成立崇德發事業公司，以經營之盈餘提供道場開荒支出費用；成立光慧
文化事業公司，提供教育人才所需各項教材與宣道傳教的文宣資料等；
成立養生養慧推廣中心，以身心靈的養生研習；成立全球讀經教育推廣
中心；成立全球孝道推廣中心等。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6 年發一崇德道場壇主班手冊》
，(南投︰發一崇
德，2016)，頁 30-31。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點傳師班手冊海內外「佛堂翻倍」的現況》
，(南投︰
發一崇德，2017)，頁 26。
莊德仁，〈平安道場：陳大姑與一貫道發一崇德道場的制度化革新(1986
～2001)〉《東吳歷史學報》34 卷，2015，頁 11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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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例行會議之中相互磨合18，達成的共識結果。進一步研究中，
發現還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原因︰
1.「三爐三會」19之關鍵點
陳大姑生前即早有安排，對於名下所有相關的財產、建物
經法院公證，確認所有名下之皆歸屬道場，另有二封遺囑，第
一封有關道場人事安排，在陳大姑告別式後即在各道場壇主班
宣告遺囑內容20；第二封是對天命保管人員遴選，預定在 3 年後
公佈。崇德負責群考慮道場的穩定發展，一度考慮在 5 年後公
佈。陳大姑在世的「集體領導」
，早已落實在海內外的基層道場
道務運作，唯中心的決策，仍然以陳大姑為主。陳大姑除了身
兼崇德開創的領導人，也是天命承接者21，雙重身份，對信仰群
眾的恩惠德澤，深受道親的尊崇與信賴。
問題來了，在一貫道傳統之中，可以「傳天命」者通常都
是最高的領導人，而「崇德負責群」由 25 人代表陳大姑「統御
領導」
，又在這 25 人之中選出 4 位為稱為「天命保管群」
，究竟
該以「崇德負責群」或「天命保管群」的決策為主？這個問題
確實困擾著崇德中心多數的「負責群」。結果於 2011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陳大姑「不休息菩薩」
，以三次時間在崇德學界講師
班、各道場負責群與國外開荒點傳師班、召集小組點傳師群的
聚會中，藉由三才開沙結緣，共計 30 小時間，批示《三爐三會》
「永續聖業使命承傳」
、
「崇德精神」
、
「百代薪傳」等訓文內容，
18

19

20

21

崇德負責群訪談資料，2017.12.6。
「崇德負責群」以代表陳大姑成道後的
「集體領導」決策崇德相關事務。過去陳大姑在雖名為「集體領導」
，但
只限於海內外各道場的基層道務，中心仍以陳大姑為中心。直到陳大姑
成道後，中心的「集體領導」－就是 25 人的「崇德負責群」才真正的開
始運作。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三爐三會》
，(南投︰發一崇德，2012)。內容由陳大
姑成道後，上天封為「不休息菩薩」
，其開沙所批訓的內容，分為三個單
元－永續聖業使命傳承、崇德精神、百代薪傳。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發一崇德道場九十七年壇主班資料》，(南投︰發一
崇德，2008)，頁 22-28。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發一崇德 2014 壇主班手冊》
，(南投︰發一崇德，2014)，
頁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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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地道務面臨的許多問題，提出一些解決的概念與執行的方
向，同時公佈「天命保管群」人員名單22。其由最為關鍵性的就
是重新擬定組織架構表，確定「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負責群」為
最高統御單位23，同時將「天命保管群」以平行方式並列於右方，
說明「決策領導」之實權在負責群 25 人身上，而「天命保管群」
之主要任務，乃針對崇德提拔點傳師時的放命天職。在職權上
的確立，避免形成模糊不清或傳統觀念的誤認，是往後崇德在
政令推動主要決策根據，這是「攸關崇德多少事(解決多少事)﹗
未來能邁開多大步」24的一個關鍵點。
2.「百代薪傳」展演重點
2012 年 12 月 9 日由崇德道務中心主辦，在台北小巨蛋舉
辦的「崇德厚福百代薪傳－全球文化志工表揚暨不休息菩薩成
道五週年感恩紀念大會」25，實為一場凝聚道場中堅幹部的誓師
激勵大會。現場與會近二萬人，包括國內七大道場一萬人，海
外 30 幾個國家地區道親代表四千五百人，15 個演出團隊二千
人；服務、接待、總務、交通、醫務、舞監工作人員達三千多
人；大會時間從觀眾入場至退場近六小時；表演節目內容的突
破創新，沒有主持人，影音呈現的美善意境；現場秩序、表演
氛圍等等，
「百代薪傳」的效益，可以說始料未及，也超乎了一
貫道道親平時對節目演出型態的想像，讓所有參與者感受了崇
德負責群在規劃上的用心，與傳承永續的決心。
因此各地道親對崇德的信心增強，彌補失去領導人陳大姑
的失落感，重新提起開拓與修辦的力量，回到各國後，開荒渡
人更加積極。同時藉由影音紀錄的製播發行，透過網路、電視，
不斷將現場隆重的表演場景與感恩大會的盛況傳達到世界道親。
崇德道場並將「百代薪傳」精華版 25 分影片，列為 2013 年海
內外壇主班時、各種研究班畢班的課程之一。
「百代薪傳」的舉
22
23
24
25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三爐三會》，頁 254-284。
同前註，頁 254。
同前註，頁 66。
詳見陳祈蓁碩士論文〈一貫道發一崇德的文化表演︰以 2012 台北小巨蛋
「崇德厚福百代薪傳」為例〉，頁 15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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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成功有幾個主要原因︰(一)主題正確相應於「三爐三會」的內
容，安定道場，避免分岐與謠傳；(二)表演型態使人耳目一新，
大家心服口服，所以沒有負面的聲音；(三)動員人數之多，大家
口耳相傳，進而形成一種對崇德道務中心的向心與尊重。(四)
影音傳播製作的效應︰運用媒體的力量，無遠弗屆的傳達中心
的理念，同時也看到了道中策劃執行人才濟濟，大家真誠奉獻
的無私情懷。26因此「百代薪傳」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場神聖的儀
式展演，讓重要的幹部們，重新找回了修辦的動力，將之前對
陳大姑仰望尊崇，移情27至一個他們可能不完全認識的 25 人身
上或者是一個名為「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符號的信仰投射上。
3.「固本圖強」之轉折點
「百代薪傳」帶給崇德道場空前的震撼與士氣高昂的力量，
同時也為「天命保管群」在 2013 年能更穩定更平安的「放命」
過程鋪路，共計提拔了 166 人28，促使各地道務量增加。由此崇
德臺北道場道務順勢推動「固本計劃」的說明，實乃延續陳大
姑生前提倡之「三多四好」
，再加上「增設佛堂」
、
「增加清口人
員」
、
「人才培育」等目標29。本項計劃由崇德臺中道場率先預計
三年內將原有 196 間佛堂，增加 202 間，共計 398 間公共佛堂。
2014 年臺中學界法會，恭請仙佛結緣，由陳大姑臨壇開沙，特
別嘉許臺中道場推動精神，且由「固本計劃」轉為「固本圖強」
30
。2015 年經由「崇德負責群」會議決定，以「固本圖強」在
國內各道場實施，2016 年起海外道場一併推動。會議決定的意
圖指向，崇德道場自陳大姑跟隨韓道長來臺開荒，由地方性、
區域性的開創，轉為國際化的發展，且目標相同，步調一致。
26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崇德厚福百代薪傳紀念專刊》
，(南投︰發一崇德，
2012)，頁 128-173。
27
「移情」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最早由佛洛依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1856-1939）提出。這裡引伸為信仰者對宗教領袖的信奉、尊崇。
28
崇德負責群訪談資料 2017.12.6。
29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15 壇主班手冊》，(南投︰發一崇德，2015)，頁
19-22。
30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16 壇主班手冊》，(南投︰發一崇德，2016)，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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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負責群考量言說不足，與人力有限，藉由一系列「固
本圖強」相關創作歌曲－《道棒相承》專輯中如︰〈天意〉－
說明崇德的穩定發展來自上天的天意主使與陳大姑永續的領導；
〈動起來〉－鼓勵崇德全體壇主、講師全員動起來31；〈GPS－
修辦導航〉－精準定位，持續成長的全球道務發展目標，歌曲
曲風分為「文化版(年長者)」、「活力版(年輕人)」，吸引不同年
齡層的信仰者，以歌曲宣道教育成全；如《功德銀行》專輯中
－〈崇德大躍進〉－突破三多四好的舊有思維，讓固本圖強的
推動，提昇質量、人才培長、各區自強、任務接棒的傳承準備32。
由創作歌曲配合影像傳播，透過崇德道務中心的發佈，正
式班程的講解說明與帶動氣氛，在政令推動的宣導中，加入了
柔性的勸說歌曲、音樂創作、影像藝術的教化，由唱頌欣賞中
自然融入崇德道場的核心思維與政令推動，彌補了人為表達的
不足，減少閱聽者對崇德中心政令推動的疑慮，達到事半而功
倍。至 2017 年 3 月止，崇德海內外道場多數達到佛堂拓壇翻倍
的成效(詳見附表三)。從人為的「固本計劃」到天意主使的「固
本圖強」，這方面也呈現了宗教實踐中，「天人合一」的宗教經
驗之一。
4.「忠義鼎頒誥」之要點
崇德道場陳大姑成道歸天後，以「在天」
「永續領導」的象
徵符號，而「人間」的「崇德負責群」在集體領導的共識中，
藉由一次次「事件」33的轉折——也就是面臨各種危機的應變能
力——如陳大姑成道歸天後，道場可能遭致分裂萎縮、舉辦「百
代薪傳」活動不被看好，遭受質疑、
「固本圖強」推動被視為違
31
32

33

同前註，頁 39-40。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17 壇主班手冊》，(南投︰發一崇德，2017)，頁
11-13。
[斯洛維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Žižek，1949 -)著，王師譯，(上海︰
文藝出版社)，2016。此處援引作者之概念，
「事件」發生可以是打碎了日
常生活的重大變故、是激進的政治決裂、預示着宗教信仰的萌櫱、意味
着新藝術形式的興起等，但無論事件發生之后，一切都不再相同——即
便這變化未必顯着。本註指的是一貫道崇德宗教內部組織在陳大姑成道
歸天後，所發生的情節，包括人事變動、信仰群眾質疑的問題解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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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陳大姑的辦道原則，或只是三多四好的另類名詞等等。無論
是人為的努力克服，或者是天意從中的助化，藉助仙佛種種訓
示，結合實踐修辦宗旨，形成了崇德道務發展的「剛性指示符」
34
，大家「聽話照做，保證來收穫」，也確實有了相當的成效。
2017 年 6 月崇德日本道場開沙批訓「忠義鼎」圖訓(附圖 1)；同
年 9 月(農曆 8 月 5 日)崇德召集小組點傳師班，批訓「忠義鼎」
的要義，以上天肯定對崇德在傳承發展上的肯定，賜予「白陽
鎮寶」、「崇德鎮寶」、「象徵長長久久，忠義精神，威信天下，
愿力撼動三界」
，意即崇德道務蓬勃發展，人才培育，以忠義精
神傳承永續。
以此，崇德負責群按照訓文批示「鑄鼎」承接，同時將「忠
義鼎」譜曲製作 MV，2018 年 3 月開始在海內外壇主班傳唱35，
預計 2019 年集結相關音樂一併發行。一貫道傳播主要以「老
母——明明上帝」也就是上天有命普渡三曹，以十八代祖張天
然、孫慧明同領天命承接道盤，自 1930 年至今近 90 年的光景，
若以大陸前人輩來臺灣傳道的時間來計算，崇德負責群在發一
組應為第三代36，從傳統「前人制」的一人領導，到現在多數人
的「集體領導」模式，不僅是民間宗教發展上罕見的個案，也
是一貫道發展歷史中一種特殊的領導組織範式。
目前崇德道場在「集體領導」架構中持續穩定的發展，集
體領導相對於一人領導，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一人領導，
一人決定，快速易行；而多數人決議承擔，要溝通、協調、討
論、徵詢，相形之下所耗費的時間自然較長，有時還可能形成
34

35
36

[斯洛維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Žižek，1949 -)著，季廣茂譯，《意
識的崇高客體 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4)，頁 118-123。此處援引作者之概念︰一個人死亡，一個物體消失，
並不可能附帶指稱其名稱的命名消失，最終導致現實中必然在著大量沒
有所指的能指，一些純粹能指。這些能指齊澤克稱之為「剛性指示符」
其存在為不可能性(如自在之物、精神、主體)的表達提供了可能性。本註
指的是陳大姑在天永續領導的「崇德精神」主體，與天意主使的「固本
圖強」道務推動政策的執行。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8 壇主班手冊》
，(南投︰發一崇德，2018)，頁 4。
崇德負責群訪談資料 2017.12.6。發一組以韓雨霖道長為第一代，發一 12
單位領導前人為第二代，如崇德陳大姑；第三代則為現在的「崇德負責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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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龍無首」的狀態，是崇德道場還需要去注意的面向。然而
對宗教藝術音樂創作，崇德道場善用了一般人的心理感受，察
覺音樂傳唱的功效，並以聲音影像製作成的多感官教育 MV。
輔助言說講道的不足，提供道親的認知，進行政令推動的普及
性，使信仰者易於理解接受，形成一個向心穩定宣道的工具，
也是目前一貫道中創作率與發表率最多的單位之一，下文即針
對崇德音樂的創發歷程做一分析探討。

三、 發一崇德宗教音樂創作歷程
音樂是透過有組織的樂音構成藝術，透過文字詞意，附賦
旋律、節奏、拍速、和聲、編曲、配樂等手法，於演唱時，不
僅表達出人的思想情感與信仰，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的生活景象。
在精簡的歌詞中，配合起承轉合的韻律節拍，猶如詩性的語言
般，表達出對生命的種種感懷與紀念。克里斯蒂娃認為詩性語
言代表著語言的無限可能性，因此可以被視為一種對語言的可
能性的探索與發現。37一貫道從神道設教的觀點出發，許多重要
的集會，使用三才38傳達天意，無論是開沙或借竅，訓文除了有
白話(一般性的鼓勵勉言之外)，多以傳統詩詞歌賦的句子，融合
儒釋道三教的教化內容，表現出降道源由、修煉戒律、人生意
義等修身養性、勸世行善、濟世救人之文章：
文本並不只是字面所呈現的單一意義 (來自所謂「作
者——神」共同創作的訊息)，是多維度空間、多樣化的
作品，沒有原創，甚至是混合與衝突－是從無數的文化
核心所引用出來的轉引文句。(Barthers, 1977: 146-7)39
音樂與文字互依互存，一貫道的訓文文本，融合了三教經
37

38

39

Julia Kristeva, Sèméiôtikè ,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Ed. Du Seuil,
1969,PP178-179.引自[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著，張穎、王小姣譯，
《詩性
語言的革命》
，(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頁 8。
三才是一貫道專門訓練為上天傳達旨意的人，必須從小練習、吃素、清
修(不結婚)，在一固定的地方訓練，是一貫道認可的天職人員。
Graham Allen , Intertext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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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在訓文之間穿插各式詩詞，以「調寄」方式，讓道親傳
唱，藉著詞意教化信眾。然而隨著時代演進，
「音樂創作的智慧
產權」受到保護，一貫道雖然有「調寄」作品，同時也慢慢發
展屬於自己的創作音樂。筆者透過崇德內部文獻資料及有聲出
版品、實地考察、人物專訪，結果發現發一崇德至少包含三種
音樂創發型態及歷程，而其中透過原來歌詞的互文，轉換成新
曲的歌詞，其踪跡清晰可見。
(一) 生成階段：調寄
依成曲入新詞之「調寄」歌曲。所謂「調寄」
，是指選用當
地鄉里通俗傳唱或當時大眾流行歌曲之曲律音調，重新置換、
編寫新的歌詞，進而成為一首「依成曲入新詞」的新歌曲。此
種保留曲調、變換歌詞的方式，可溯源至中國詩歌傳統。
《詩經》
原來是民間歌謠與民曲，到了漢樂府詩是透過政府的音樂行政
機關，專門收集編纂各地民間音樂、整理改編與創作音樂、進
行演唱及演奏，如〈出塞詩〉40。
另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之《新唐書･禮樂志》記載「天
寶樂曲皆以邊地為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
說明盛唐時期邊塞曲在中原流傳甚廣，因為樂曲格調新穎，詩
人將其原來樂曲填詞。還有許多文人吸收民間歌曲的方式，專
為填詞傳唱，如白居易按民歌《竹枝》，填寫《竹枝詞》；劉禹
錫亦是中唐填詞最突出的詩人，創作了《竹枝九詞九首》
，亦將
當地民間流行的《踏歌曲》
，創作了《踏歌四首》
，就是「調寄」
的方式。
一貫道由三才開沙或借竅批訓的內容，藉由調寄坊間流行
音樂歌曲的方式，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詩歌的傳統，差別的是
調寄歌曲之歌詞來源，不是一般人寫的，是由聖賢仙佛開壇批
訓而來的。當然其中的文字內涵都是針對道內弟子修辦之義理
而發。如調寄〈重相逢〉：41
40

41

吳釗、劉東昇，《中國音樂史略》，(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頁
63-64。
〈重相逢〉作詞︰不詳、作曲：翁清溪。原歌詞內容︰「重相逢，彷彿
在夢中，其實不是夢，還記得，幼年時光，你我樂融融。妳扮公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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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教化菩薩 調寄︰重相逢
重相逢 彷彿在夢中 其實不是夢
猶記憶當年時光 閃爍無極宮 我乘青龍 你跨彩鳳
遊遍清虛洞 仙兄姊妹 情意深濃 如今都已成空(一)
三山坡 暢飲醉哄哄 思憶極悲痛
含淚珠愁湧弟兄 濺別五里中 相對默默 一聲珍重
就此落塵紅 走入輪迴 生死途中 轉換無計秋冬(二)
會英靈 悲喜兩交胸 深情隱內衷
當此刻何等光榮 相會在壇中 一顆流星 流落塵紅
今宵終相逢 無限欣慰 無限惶恐 是否無恙回宮(三)
重相逢，以原詞「ㄥ」的押韻，配合字數，借以故友重逢之感
觸，回憶過往之情境，惺惺相惜，欲言又止。透過字詞意義的
「挪用」(appropriation)行動42，滲入一貫道對人自天而降的因
由起源，將紅塵的男女之愛，改為一貫道信仰之兄弟姐妹，在
理天無極宮中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歡樂情景。但因落入凡塵，
迷失自我，在苦海中生死輪迴。藉由詞意勉勵大家，求道重逢，
寄望大家好好修行，重回理天相聚。
激勵的面向也有多方：
詞︰活佛師尊慈訓 調寄：隱形的翅膀43
每一次 都在考驗挫折中堅強 從失敗當中 去思量反省
德涵養立志向

42

43

做英雄，假扮鳳與龍，青梅竹馬，情意深濃，如今都已成空。重相逢，
彷彿在夢中，其實不是夢，多少事，消逝如風，追尋也無蹤。相對默默，
欲言無從，意在不言中，兩心相同，回憶無窮，互道一句珍重。相對默
默，欲言無從，意在不言中，兩心相同，回憶無窮，互道一句珍重。」
Graham Allen , Intertextuality , P28.
〈隱形的翅膀〉作詞、曲︰王雅君，演唱︰張韶涵。原歌詞內容︰「每
一次都在徘徊孤單中堅強，每一次就算很受傷也不閃淚光。我知道我一
直有雙隱形的翅膀，帶我飛飛過絕望。不去想他們擁有美麗的太陽；我
看見每天的夕陽也會有變化，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隱形的翅膀，帶我飛給
我希望。我終於看到所有夢想都開花，追逐的年輕歌聲多嘹亮；我終於
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裡會有風就飛多遠吧。隱形的翅膀讓夢恆久
比天長，留一個願望讓自己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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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修講辦一步步成長 要突破自我屏障天職擔 使命
責任勇敢雙肩扛
在道場學習著 待人接物合圓方德功言
要二六不忘緊繫在心房 立標杆做個榜樣我一定堅強
念茲在茲聖賢仿 不畏風雨 乘長風破萬浪
要成個棟樑 以身示道在日常 躬行君子 大道傳播四方
師志為指南 接引眾生上法航 點亮每盞心燈 讓它發亮
本首調寄以「ㄤ」的押韻，借由時下流行勵志的歌曲，亦將歌
詞改為一貫道師尊對其徒弟的勉語。內容以不怕難不怕苦，自
我提昇與成長，也勸勉一貫道信仰的弟子做人要圓融，並且要
效聖法賢，做一個道場的棟樑之材。以原曲的熟悉旋律，形成
老歌新詞，舊曲新唱的改造。
一貫道由仙佛批訓調寄的歌曲數量非常多，目前發一組是
主要的道場，崇德、同義、慈濟、廣濟等單位，有心者亦將其
分類上傳網路分享44。崇德道場考量成全道親的需要，與其道親
唱流行歌曲，不如唱仙佛調寄的歌曲，成全的效果還更好一些。
因此以所屬的光慧文化書局，委託芝蘭傳播公司自 1999 年起至
2002 年發行 6 張調寄歌曲的《淨化歌曲》45專輯，購買版權包
括詞曲的原屬唱片公司、或個人名義，經重新編曲後錄製以仙
佛批訓的詞句歌曲，其中也包括了台語歌曲，以提供道親在開
車、上課前帶唱、或者活動餘興節目使用。當時的發行數量約
10 萬張46，後來因購買版權愈加困難，於 2014 年再出 2 張珍藏
版的調寄專輯後，即以道務中心出版的創作為主，不再出版。
目前在唱片業不景氣的狀況，許多唱片公司專門以使用者
侵犯版權為主要的收入，因此崇德道場也鼓勵道親守法，並正
視版權法律規定，不要有僥倖的心態，儘量運用自己創作的歌
曲。47調寄的歌曲，是一貫道最早的善歌形成模式，從吟唱、清
44

45
46
47

調 寄 善 歌 ， 網 址 ︰ http://www.taolibrary.com/Audio.aspx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cz28URQfY&list=RDq5iRRe_q8zs&i
ndex=5(2018 年 6 月 28 日作者讀取)
參考附表(一)編號︰7.8.13.14.16.17.42.43。
筆者訪談《淨化歌曲專輯》製作負責人 2018.3.3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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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到流行歌曲卡拉伴唱，再到正式購買詞、曲版權發行專輯，
崇德對調寄的歌曲也曾下過功夫，若不是現今版權利益的考量，
調寄是中國傳統民間流行的「依成曲填入新詞」的詩歌，那麼
一向以中華文化傳承為名的一貫道，在這方面也是展現了對中
國詩歌的藝術文化的保留。
(二) 轉變階段：語寄
所謂「語寄」，是指將聖賢仙佛開壇批訓中註明「語寄」，
如〈修辦百年〉(詳見圖 2)之文章作為歌詞，編寫新曲，作成新
歌。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對於「作者」與「著作權」的意識
更加強調，臺灣經濟部已設有「智慧財產局」負責執行「著作
權法」
。崇德道場中心不再以調寄為名的歌曲製作傳唱，一則是
購買的問題複雜，再則都是唱片公司最紅最流行的歌曲，費用
較高；另外因網路發達，唱片(CD、DVD)的需求都不如以往。
巧合的是，一貫道聖賢仙佛批訓內容，亦逐漸從「調寄」
轉變為「語寄」
，將過去仰賴熟悉曲調之傳唱重心，轉移至歌詞
文字的表述與參悟，相應於人間的法令，同時鼓勵道中音樂人
才的運用。以崇德道場的《神仙籍》48專輯為例︰
詞︰靈隱禪師 語寄︰好時光
好時光相逢在白陽 一點顯靈光
有緣齊聚在四方 白陽大戲人人來唱 還有神仙助一旁
六萬年就開這一場 錯過難尋訪
準備好來你行囊 轟轟烈烈聖業開創
萬古流芳 美名傳揚 把握當下 也是地久天長
開開心心向前走 決不回頭望
若來來去去千萬年 一切失常
快找回本來模樣 都是神仙下凡 才能有擔當
可大可久誠發愿 愿大力更強 好時光49

48

49

《神仙籍》訓文除了集結成書之外，同時發行之音樂專輯名稱亦採用《神
仙籍》
。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仙佛聖訓神仙籍》
，(南投︰發一崇德，2016)，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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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南海古佛 語寄︰千手千眼
千斤責揹著走 時至最末後 牽掛在心頭 人生路終有盡
頭
修道之心無止休 一步一步走 使命肩上荷
眾生是我眼 眾生是我手 眼識真假明善惡 手牽眾生出
漩渦
千手千眼化這大裟婆 千手千眼願作救世舟
千斤責揹著走 始終握在手 智慧顯左右 成佛路靈光不
朽
修道之心無止休 一步一步走 使命肩上荷
眾生是我眼 眾生是我手 觀世之音無隔閡 齊心力同心
同德
神仙道籍早註冊 一片淨土乾坤樂活 聖佛及第不白修50
崇德道場自 2002 年起停止三才借竅，留下開沙批訓，即所
謂的「停竅留乩」。崇德負責群亦決議自 2017 年起因應三才不
易培養，為有效使三才傳達天意與仙佛慈示修辦方向與做法，
三才開壇只用在老的班程，一般法會(率性進修班)停止51。因此
《神仙籍》的內容是全部以開沙的方式批出一本本妙訓，歷時
三年八個月，四十二個班程的訓文內容，語寄了豐富的詩詞訓
文，融合儒、釋、道的義理的依據、析取，交織著引自其他文
本表述52，明真假，別善惡、學仙、學佛、學菩薩，融入在詞義
的文字中之，同時以十種花卉的圖像訓呈現其奧妙。並由一貫
道師尊指示將四首仙樂於神仙籍書訓中輯錄，並發行音樂專
輯。
文本中亦闡明四首仙樂之旨趣︰「好時光，捷足先登白旗
輝；神仙籍，承天景命聖志為。修辦百年，隨遇而安煉精萃；

50
51

52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仙佛聖訓神仙籍》，頁 210。
發一崇德，《2017 壇主班手冊》，(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17)，頁
25。崇德每年海內外的法會近 2 千多班，老班程指的是法會後進階的研
究班至少 3 年以上的培德、行德、崇德班以上才使用三才開沙，避免三
才不易培養，且奔波各班程造成身體上的疲累。
[法]朱莉亞.克里斯蒂娃(Kristeva,J.)著，史忠義等譯，《符號學︰符義分析
探索集》，頁 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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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千眼，順天應人真慈悲。」53；「賢士自編曲，十方傳唱，
天人感動﹗」54，語寄的幾首詞句，經道務中心發佈，由製作小
組，透過徵選譜曲的方式，讓道內喜愛音樂及有興趣譜曲的信
仰者可以學習，也就是擴大譜曲的平台，發掘並培養教內音樂
藝術的人才參與。
歌曲之入選與否，由製作小組決定後，再加以調理音律與
節奏，評估歌曲的曲風定調，並符合詞意，使其易於傳唱，以
此讓教內道親們能朗朗上口，從唱歌中感受仙佛教化的意涵，
進而可自覺自省的修辦道，達到終極目標。以〈神仙籍〉55為歌
名的曲子，在譜曲後，將原有略顯人間悲愁與立志覺悟不再輪
迴的詞句稍作鋪排，讓副歌揚起音域反覆「一條佛根接，神仙
籍回歸.......」
，將一貫道教義的超生了死，回歸無極理天的概念，
以音樂性的傳唱使道親更能融入其中。
自此，崇德負責群，更以此歌曲推廣，在其每年崇德園祭
祀時與清口以上的道親告別式使用。原因崇德負責群認為︰每
一個出生的人都有「戶籍」，在國家之中有「國籍」，在一貫道
修辦之人有「道籍」，最終了愿而回，歸天後列入「神仙籍」，
亦有其道理。56其他的歌曲，以〈好時光〉的網路點閱率最高，
歌曲輕鬆活潑中有一貫道場的風格，通俗而不流俗，旋律沒有
負重感，可見大家想要開心快樂修辦道，將過去修行者「苦修
苦煉」的閉關或遠離人群的方式，轉為走入人群，服務社會，
渡己渡人的修道模式。
《神仙籍》音樂專輯配合書訓文本印製，於 2016 年崇德道
場海內外壇主班贈送給班員，發行量三萬五千張，同時配合網
路的上傳，提供給崇德道場或其他組線道親分享。有關「語寄」
的詩詞，在音樂上的譜曲，仍有很大的空間發展，原因可能是
53
54
55

56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神仙籍》
，(南投︰發一崇德，2016)，頁 8。
同前註，頁 210。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神仙籍》
，頁 226。歌詞內容︰「這世間多情多煩憂，
愁絲纏綿六萬秋。溫柔鄉迷自我不堪回首，流浪異地任漂泊。世有千千
劫，總叫人離別，黃泉與碧落一指分界。這塵夢難圓難長久，聰明爾一
點識透。登靈山會佛陀來去自由，揮別那顆生死豆。一條佛根接，神仙
籍回歸。生生世世不再輪迴，與母龍華會，慶功奏仙樂，從此朝朝暮暮
居天闕。世有千千劫，總叫人離別，黃泉與碧落一指分界。」
崇德負責群訪談資料 20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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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經費有限、以及目前崇德道場多以歌曲的功能取向為主。
因此，尚待有心者的專業與經費投入，能有機會將大量詞意優
美、教化內容深刻的「語寄」可以做更多的創作發揮。
(三) 運用階段：
活用聖訓文字之「創作」歌曲。一貫道崇德道場的音樂創
作可分為三種模式︰1.由仙佛自作詞曲創作，有人稱之為「仙
樂」或「天上曲」
，如 2015 年崇德發行 12 首由仙佛自創詞曲的
專輯《活佛老師の詞曲創作》；2.如《神仙籍》訓文中「語寄」
或「調寄」的詞，透過重新譜曲，賦予旋律的詩詞，或者改變
原有調寄的唱法，形成新的音樂曲風。3.是根據道場發展與領
導需要，擇取相關聖訓文字作為歌詞來源，參考欲達到的宗教
情感效益進行曲調創作，同時配合創作者的修辦作為、天人合
一經驗、音樂專業能力等，經由道內集體審核之機制，完成歌
曲創作之定稿。接著要探討的「創作」就是第 3 種模式。
崇德道場自 1994 年創作〈發一崇德之歌〉57單曲，作為崇
德會歌。歌詞計 115 字，以儒家思想、一貫道仙佛訓文之學修
講辦、〈道之宗旨〉、禮記〈禮運大同篇〉綜合集義，並邀請作
曲家陳雲山先生58為之譜曲。
2008 年，在陳大姑成道歸天後，因應崇德海內外道務發展，
2009 年由崇德負責群小組決議重新製作《發一崇德簡介》，拍
攝崇德國內七大道場，國外六大道場，與 13 個道務中心，使彼
此相互了解當地的發展概況，同時將該地區的特色表現出來，
落實「本國人辦本國事」、「本地人辦本地事」、「我愛我區、我
愛我的道場」59的精神。為此影片，2011 年特別製作〈崇德頌〉
57

58

59

〈發一崇德之歌〉歌詞如下︰「發一崇德繼師志承師德，接薪傳以揚宏，
續中華文化之道統。博學審問慎思又明辨，闡五教聖人之奧旨，真知而
後篤行。學道，天人一貫徹悟大道真宗；修道，內外合一光明情理達通；
講道，法喜充滿了義無礙圓融；辦道，三曹普濟以臻世界大同。千秋秉
劍膽，萬古表琴心；千秋浩氣在，萬古人尊崇。」
作曲家陳雲山，曾經創作過膾炙人口的民歌如「今山古道」
、
「唐山子民」
、
「秋後冬前」等。
此為陳大姑生前以崇德道場對道務推動，為凝聚各道場各區向心力的規
範與指標。目前仍繼續朝此方向進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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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片的主題曲。隨著科技資訊、電子媒體、影音傳播的發達，
創作的時候已考慮音樂時代性、節奏、旋律、主體闡述歌詞意
境、考慮閱聽者的感受等。
比較之下，過去創作歌曲偏向個人情感、音樂柔緩，而現
在則多以崇德核心意識為導向、陽光喜悅、適合公開課程帶動
與大型節目表演。進一步研究中發現由〈崇德頌〉到近年發行
之《道棒相承》、《功德銀行》專輯，有以下三個特點︰
1. 文字、音符活用之互文與變化︰
創作的順序，有時先有詞句再譜曲，有時先有曲調再依曲
填詞。若為「語寄」
，只能按原詞譜曲，有時整首詞只談一個目
的，比如有些內容屬修心養性，文字雖美，但拗口；意境很深，
卻不易吸引現代信仰者閱聽。這個部份，創作者可以以互文式
的文本撰寫。
如〈崇德頌〉60互文〈旭日東昇〉訓文61、
〈道之宗旨〉62、
〈禮運大同〉63，而〈崇德禮讚〉(詳見附圖 3)又互文了〈崇德
頌〉歌曲，互文中歌詞，強調了崇德是旭日日昇、與陳大姑的
永續領導。而《功德銀行》專輯中的〈一本萬利〉歌曲(詳見附
圖 4)，主歌的詞句取自仙佛訓文的七言律詩，而在副歌即加進
了一般人熟悉的俚語「沒有一本哪有萬利、沒有行功怎能消業」
，
60

崇德頌歌詞︰「黎明曙光照亮世界，旭日東昇崇德希望無限。日月合明
星光在閃耀，薪火相傳慧命直到永遠。讓我們心手永相連，慈悲喜捨心
願永不改變。不分國籍沒有界限，團結合作忠義精神展現。大愛傳播十
方，道 傳九州開創，讓聖業永續使命擔當。前人永續領航，三界一元宏
揚，讓崇德之光四海照亮。時代的天使熱血在胸膛，將人倫綱常道德來
提倡。濟世行善智慧長，發揚人性本來的善良。要孝親敬長愛國愛家邦，
用心燈點燃大地的光芒。迎向世界和平的康莊，實現大同的理想。」
61
仙佛合著，發一崇德道場八大人才庫文學系譯註，《不朽聖業》
，(臺中︰
光慧書局，2014，頁 75-85。
62
此書由一貫道師尊南屏道濟所著，目前計有 3 個版本。1.《性理釋疑》
，(臺
中市︰光慧文化，2011)；2.《一貫道疑問解答》，(臺北縣︰正一善書出
版社/崇華堂原印，2005)；3.《性理題釋》
，(新北市︰明德出版社，2013)。
本文採用光慧文化出版之《性理釋疑》為研究材料。
63
《禮記》〈禮運大同篇〉，網址︰https://ctext.org/liji/li-yun/zh，中國哲學書
電子化計劃。( 2018 年 6 月 20 日作者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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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閱聽有親切感，又能對行功立德的概念在傳唱之中加深印象，
以此將整首歌曲背誦起來，增加文學的涵養。
音符的活用亦是，同一專輯中的〈功德銀行〉(詳見圖 5)，
運用了大調喜感的音符組合，以 110 的速度64，使之成為一首輕
快而唱起來不致讓人產生壓力、而有現代感、律動感，且富有
一貫道教義內涵勸化信仰者積德行善的歌曲。
2. 集體創作之音樂人才培養︰
音樂創作需要一些天賦才華，個人才華需要平台發揮，但
在有限的舞台上，如何形成共創共榮，和諧共存的創作氛圍？
崇德的集體領導，正也深刻地影響了音樂的創作，研究中發現
創作者以筆名「陽文蓁」65，實乃是一個集合體的代稱，是創作
團隊合作的一種象徵。團結需要胸襟態度，合作需要共識目標，
不強調個人的突顯，而是以團隊的成果表現為要。同時在創意
靈感上相互分享，互補不足，以使曲風能多元變化，不因個人
之視角立場或偏好習慣，而使創作的風格受到侷限。
目前所錄製的歌曲，主唱者依歌曲的定調邀請專業歌手或
在道場內尋找合適音域者錄製，而在和聲、合唱、插音的編寫
錄製方向，則由崇德道場道內的道親負責，一則培養人才，人
才培養需要時間，需要機會，唯有使其經常反覆的操作才能熟
練，所謂熟能生巧，才能進入專業的領域。二則擴大參與－許
多年輕學生、道化家庭的第二代子弟，以及尚未入道的道親同
學或朋友，藉由錄製歌曲，了解歌曲的生產過程，使其對一貫
道的音樂創作有興趣了解，並能致力參與製作與創作的行列。
3. 道務推動之輔助、天人肯定︰
崇德道場早在陳大姑領導時期即有發行過「五大原動力」、
「學修講辦行」66為其年度的精神指標，做為修辦的動力，與精
神的提振作用。目前崇德負責群在道務推動上，亦運用了歌曲
64
65
66

筆者訪談崇德音樂創作者 2018.3.17。
同前註 2018.3.23。
詳見附表(一)有聲出版編號︰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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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為其推動「固本圖強」的輔助宣導與課前說明的帶動
傳唱。以《道棒相承》專輯中的〈天意〉、〈動起來〉、〈修辦導
航 GPS〉文化版、活力版；
《功德銀行》專輯中的〈崇德大躍進〉
等歌曲，都是配合宣導說明的一個很好的輔助。同時我們也發
現了這歌曲的「功能」作用，對道務實質的影響，由道務中心
監製、印製，不必讓道親付費購買，在年度的正式班程發送人
手一份，再加網站上傳，主動提供。
此時音樂創作，更多是由中心主導，配合創作者的靈感與
修辦經驗相互融合，作品完成後，再經由集體領導方式的審查
通過，然後發行海內外道場，同時挑選重點歌曲翻譯為當地語
言，以利本地人傳唱。以日語〈天意〉為例，2017 年 6 月期間
崇德日本道場在各地開班時，仙佛要班員們合唱，說明〈天意〉
是天人合一、天人共辦。67深得天人肯定之中，不僅看到創作歌
曲的重要，也是讓創作歌曲的團隊成員更具信心與使命感。

四、 崇德創作音樂傳播的影響
1. 影音傳播之具像、聚焦、型塑道風︰
崇德道場透過創作音樂，配合影像的製作，將道務中心的
建築、海外各道場國家的地標場景、道場各種大型活動、班程
人員齊聚的拍攝，或以優美的風景圖等，配合音樂的旋律，莊
重、大器、整齊或溫馨、感人的畫面設計，使觀賞閱聽容易攝
受，同時看到本道場的人文氣質。如〈崇德頌〉
、
〈修辦導航 GPS〉
、
〈崇德禮讚〉、〈天意〉MV 對外使人感受一貫道傳播發展有現
代感與傳統文化的宗教之美；對內則讓信仰者更具信心與向心，
能在修辦道的學習更投入，更提昇。
2. 凸顯一貫道之展演活動特色︰
一貫道經常在舉辦各種感恩紀念活動，動員的人次，少則
67

崇德日本道場，於西元 2017 年歲次丁酉五月廿六日(平成二十九年六月二
十日)山梨區新潟天祐壇立愿法會、天禮壇複習班二次請班員齊唱收錄於
《道棒相承》專輯之日語〈天意〉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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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人，大則千人、萬人以上。以崇德道場 2012 年的「百代薪
傳」小巨蛋展演之後，注重音樂版權，使用道場自己創作歌曲，
同時隨著演出的主題與內容，音樂可以改編為純音樂做背景、
合聲版、快版、兒童版等，如〈無盡大愛〉
、
〈天意〉兒童版、
〈崇
德頌〉兒童版等。
2018 年 3 月份中國社科院對一貫道進行「中華文化海外之
傳播與傳承——以一貫道為例調研」之海外調查研究，在東南
亞的行程，研究人員看到各道場的迎賓帶動與節目演出後，要
求一貫道提供各種影音資料；又崇德臺北道場於 5 月 6 日下午
在和平籃球館舉辦的「不休息菩薩成道十週年暨台北固本圖強
感恩大會」、當日晚上由一貫道總會舉辦之「成立 30 週年」活
動，節目以音樂、詩歌、舞蹈等呈現，讓現場來賓與中國宗教
研究學者印象深刻，凸顯一貫道的內涵與宗教文化特色。
3. 經費少而效益大的新概念︰
音樂創作的影像 MV，每一首歌約在 4～5 分鐘，平時可以
重覆聽，反覆看；運用在表演上，可以增加主題的氣勢與效果。
現今社會每個人都有手機，且一切講求效率，相對的耐心減弱，
凡事都要求速度。比起拍攝戲劇短片的經費支出與播放時間，
歌曲 MV 所能達到的成全效果以及製作成本上的控制，確實有
其優勢的地方。
一貫道一向以「蓋大廟」的空間佔有概念，強化其道務發展
的推動，在臺灣各大組線都有其佔地不小的「道務中心」總壇
大廟，就崇德位於南投草屯的「道務中心」
，
「光慧文教紀念館」，
以其面積的幅員規模，在一貫道約排名第六。硬體的建設固然
不能少，因為關係著永久的傳承，然而軟體的部份，對外界的
呈現，對道內的教育，也是要取得平衡。
4. 其他
崇德的音樂創作，或許尚在發展階段，但已漸漸地在自己
教內的道親形成一種必要成全工具，也讓社會人士或其他宗教
信仰者看到一貫道的不同風貌展現。目前崇德創作的歌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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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輔助道務發展的推動上，固然是一個特色。以其「全球經
典教育」的推動上的規模，還有致力在「孝道推廣」各地展演
的盛況，或許可以考慮為兒童讀經歌曲、及孝道歌曲的創作上，
不僅可以提供道內信仰群體使用，亦可以提供給社會各階層人
士多元的創作音樂。當然首要條件是製作經費的來源無虞，再
則歌曲旋律動聽，詞句有意境與說服力，期使在宗教傳播、淨
化心靈、幫助社會安定的面向有所助益。

五、 結論
在一貫道的組線中比較起來，崇德在宗教音樂創作上已有
了一個發展的方向，並對道務也起了相當的作用，讓宗教傳佈
可以跨越時空距離，透過音樂詞曲傳達對道親的教育，達到潛
移默化的效果。從生成方式︰仙佛「調寄」的方式，隨著時代
的轉變，著作智慧版權的侵犯問題，即購買音樂版權的重製仙
佛調寄原曲方式發行；轉變為以仙佛批訓「語寄」的詩詞譜曲
創作；接著運用仙佛聖訓與道務的推動目標結合，以「創作」
的音樂配合影像呈現，做為道內教育人才的輔助工具。
崇德道場在這 10 年的道務發展，包含音樂藝術展演活動
等各面向，都有著不錯的成果。這正是在「集體領導」組織架
構基礎下，先有陳大姑經營 20 年的奠基，再由崇德負責群以
10 年的時間，進而撐起「崇德道場」這個宗教符號的代表與象
徵。
從研究中，我們對音樂詞句的考究，看到在崇德後前人時
代，由道務中心所發行的專輯，恰好紀錄著崇德近 10 年的道務
發展歷程的許多重要推動，如天意主使、陳大姑永續領導、固
本圖強、佛堂翻倍、質量提昇、人才培育等，這是本文在研究
的一個特別的發現。最後，筆者因為學識經歷尚多不足，分析
的內容也有諸多缺失，唯有不斷努力學習，並持續的關注一貫
道在音樂與藝術文化展演上的研究分析，但希望研究心得，提
供一貫道道場與學術之宗教研究者做一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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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崇德道務中心，《三爐三會》，南投︰發一崇德，2012。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仙佛聖訓神仙籍》，南投︰發一崇德，
2016。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崇德厚福百代薪傳紀念專刊》，南投︰
發一崇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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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點傳師班手冊》
，南投︰發一崇德)，2017。
崇德日本道場，
《仙佛聖訓》
，西元 2017 年歲次丁酉五月廿六日
(平成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山 梨區新潟天祐壇立愿法會訓文。

四、 一貫道內部音樂專輯
光慧文化，《人間菩薩》，臺中︰光慧文化，2003。
光慧文化，《千山萬水與你同行》，臺中︰光慧文化，2009。
光慧文化，《大地有愛》，臺中︰光慧文化，2004。
光慧文化，《天涯行道人》，臺中︰光慧文化，2007。
光慧文化，《仙樂》，臺中︰光慧文化，2006。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一)國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1999。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二)臺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1999。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三)國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2000。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五)國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2002。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六)臺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2002。
光慧文化，
《光慧淨化歌曲(四)臺語伴唱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2000。
光慧文化，《有話想要對你講》，臺中︰光慧文化，2005。
光慧文化，《百孝經》臺中︰光慧文化，2007。
光慧文化，
《百孝經–天人情韻聖訓歌曲專輯》
，臺中︰光慧文化，
2017。
光慧文化，《孝親的旋律》，臺中︰光慧文化，2009。
光慧文化，《那年我們有約》，臺中︰光慧文化，2000。
光慧文化，《星光》，臺中︰光慧文化，2005。
光慧文化，
《珍藏影音淨化歌曲(七)》
，臺中︰光慧文化，2014。
光慧文化，《珍藏影音淨化歌曲(八)》，臺中︰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美哉光慧》，臺中︰光慧文化，2007 再版。
光慧文化，《迦葉尊者的微笑》，臺中︰光慧文化，2002。
光慧文化，《風沐孝思》，臺中︰光慧文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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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慧文化，《修辦津要》，臺中︰光慧文化，2016。
光慧文化，《師尊師母同領天命七十周年紀念專輯》，臺中︰光
慧文化，2000。
光慧文化，《惜徒真情深》，臺中︰光慧文化，2006
光慧文化，《無量慈暉映娑婆》，臺中︰光慧文化，2005。
光慧文化，《發一崇德道場 2002 大事紀》臺中︰光慧文化，
2003。
光慧文化，
《發一崇德道場大事紀要》
，臺中︰光慧文化，2004。
光慧文化，《發揮五大原動力》，臺中︰光慧文化，2000。
光慧文化，《感恩疼惜成長》，臺中︰光慧文化，2002。
光慧文化，《感恩精進–崇德臺北 2002 邁向標準》，臺中︰光慧
文化，2002。
光慧文化，《萬眾一心》，臺中︰光慧文化，1996。
光慧文化，《儒風禪樂》，臺中︰光慧文化，1998。
光慧文化，《學修講辦行》，臺中︰光慧文化， 2001。
光慧文化，《彌勒救苦真經》，臺中︰光慧文化，1998。
光慧文化，《濟公老師的愛與叮嚀》，臺中︰光慧文化，2009。
光慧文化，《點燃宇宙的燈》，臺中︰光慧文化，2003。
光慧文化，《歸鄉》，臺中︰光慧文化，2007。
光慧文化，《禮運大同》，臺中︰光慧文化，2002。
光慧文化，《覺醒紅塵》，臺中︰光慧文化，2000。
財團法人崇德文化教育基金會，《發一崇德之歌》，臺北︰崇德
文化教育基金會，1994。
財團法人崇德文化教育基金會，
《發一崇德各種進修班歌(上)》，
臺北︰崇德文化教育基金會，1997。
財團法人崇德文化教育基金會，
《發一崇德各種進修班歌(下)》，
臺北︰崇德文化教育基金會，1997。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崇德頌》，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1。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功德銀行》，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8。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活佛老師の詞曲創作》，南投︰發一崇德
道務中心，2015。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神仙籍》，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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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傳承永續》，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09。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道棒相承》，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7。

五、 網路資料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網址︰http://www.ikuantao.org.tw/(2019
年 10 月 29 日作者讀取)
「一貫道天皇學院」
，網址︰http://www.iktc.edu.tw/(2019 年 6 月
25 日作者讀取)
「一貫道崇德學院」，網址︰
http://www.iktcds.edu.tw/Chong-De-School/SchoolYearbook-2006
-2016.htm(2019 年 6 月 25 日作者讀取)
《禮記》
〈禮運大同篇〉
，網址︰https://ctext.org/liji/li-yun/zh，中
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2018 年 6 月 20 日作者讀取)
調寄善歌，網址︰http://www.taolibrary.com/Audio.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cz28URQfY&list=RDq5iR
Re_q8zs&index=5
(2018 年 6 月 28 日作者讀取)
發一崇德資訊網，網址︰http://www.fycd.org/(2018 年 12 月 20
日作者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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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表
附表(一)︰發一崇德有聲出版資料統計表
編
專輯名稱
類 型
發行單位
號
財團法人崇德文
單曲
1 發一崇德之歌
化教育基金會
光慧文化
2 萬眾一心
CD
發一崇德各種進修
財團法人崇德文
3
CD
班歌(上)
化教育基金會
發一崇德各種進修
財團法人崇德文
4
CD
班歌(下)
化教育基金會
光慧文化
5 儒風禪樂
CD
光慧文化
6 彌勒救苦真經
CD
光慧淨化歌曲(一)
CD
光慧文化
7
VCD
國語伴唱專輯
光慧淨化歌曲(二)
CD
光慧文化
8
VCD
台語伴唱專輯
師尊師母同領天命
光慧文化
9
CD
七十周年紀念專輯
光慧文化
10 那年我們有約
CD
光慧文化
11 覺醒紅塵
CD
光慧文化
12 發揮五大原動力
CD
光慧淨化歌曲(三)
CD
光慧文化
13
VCD
國語伴唱專輯
光慧淨化歌曲(四)
CD
光慧文化
14
VCD
台語伴唱專輯
光慧文化
15 學修講辦行
CD
光慧淨化歌曲(五)
CD
光慧文化
16
VCD
國語伴唱專輯
光慧淨化歌曲(六)
CD
光慧文化
17
VCD
台語伴唱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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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994
1996
1997
1997
1998
1998
1999
1999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1
200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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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感恩疼惜成長
感恩精進–崇德台
19
北 2002 邁向標準
20 禮運大同
21 迦葉尊者的微笑
發一崇德道場 2002
22
大事紀
23 人間菩薩
24 點燃宇宙的燈
發一崇德道場大事
25
紀要
26 風沐孝思

VCD

光慧文化

2002

VCD

光慧文化

2002

CD
CD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2002
2002

DVD

光慧文化

2003

CD
DVD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2003
2003

VCD

光慧文化

2004

光慧文化

2004

光慧文化

2004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2005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7

濟公老師的愛與叮
嚀
39 千山萬水與你同行
40 孝親的旋律

CD
CD
VCD
CD
CD
DVD
CD
CD
DVD
CD
CD
DVD
CD.D
VD
CD.D
VD
CD
CD

41 崇德簡介－崇德頌

DVD

珍藏影音淨化歌曲
(7)

CD.D
VD

27 大地有愛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有話想要對你講
星光
無量慈暉映娑婆
惜徒真情深
仙樂
百孝經
歸鄉
天涯行道人
美哉光慧

37 傳承永續
3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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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再版

2009

光慧文化

2009

光慧文化
光慧文化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2009
2009

光慧文化

20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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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影音淨化歌曲
(8)
活佛老師の詞曲創
44
作
45 修辦津要
43

46 神仙籍
47

百孝經–天人情韻
聖訓歌曲專輯

48 道棒相承
49 功德銀行

CD.D
VD
CD.D
VD
CD
CD.D
VD
CD.D
VD
CD.D
VD
CD.D
VD

光慧文化

2014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光慧文化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光慧文化

2015
2016
2016
2017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

2017
2018

資料來源︰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光慧文化事業 2018.02.21 提供。合計 49
張專輯。製表︰陳祈蓁

附表(二)︰人物訪談表
日
期
訪談對象
2017 年 12 月
謝O德
6日
2018 年 3 月
張O文
17 日
2018 年 3 月
翁O安
17 日
2018 年 3 月
葉0蓁
17 日
2018 年 3 月
楊O樺
23 日
2018 年 3 月
李O原
23 日
2018 年 3 月
連O陽
31 日

職

稱

崇德負責群
歌曲創作者
歌曲創作者
歌曲創作者
歌曲創作者
歌曲創作者
淨化歌曲製
作人

製表︰陳祈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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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崇德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光慧文教紀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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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圖
圖(1)︰《忠義鼎訓文》

圖(2)︰〈修辦百年〉語寄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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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崇德禮讚〉歌譜
資料來源︰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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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一本萬利〉歌譜

圖(5)︰〈功德銀行〉歌譜

資料來源︰發一崇德道務中心 2018.3.17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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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pes and Progression of Music Production in
I-Kuan Tao Fa-Yi Chong-De
Abstract
This study looks at various music styles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I-Kuan Dao Fa-Yi Chong-D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origins and
broadcast methods of this music and how these two areas have
influenced the religion’s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audio publications of I-Kuan Tao organizations.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field visit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hases of music production for
Fa-Yi Chong-De.
The first phase is the generating phase: creating new songs by
writing new lyrics for melodies of local folk songs or
commonly-known songs. This is known as the “post-with-melody”
method.
Second is the transition phase: creating new songs by using poems
and stanzas related to revelations designated by holy spirits (an
umbrella term referring to sages, saints, and Buddhas) in composing
new songs with new melodies. This is known as the “post-as-lyrics”
metho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of Taiwan has establishe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reau to implement the copyright law. There
was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songs being “post-with-melody” to
“post-as-lyrics.” Thus, the creation of new songs no longer relied on
familiar songs but instead the understanding and musical interpre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post-as-lyrics” music.
Third is the application phase: creating new songs by composing
new melodies with revelation excerpts as lyrics. These songs, known as
“original holy songs,” were created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Tao
Society’s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The melodies were
thoughtfully composed to express religious sentiment. They were then
combined with the songwriter’s cultivation, heavenly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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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寄、語寄到創作︰論一貫道發一崇德音樂創發型態與歷程

experiences, professional musical skills, and more. Lastly, the Tao
Societ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finalized these songs for
production.
The music production process correlated closely to the evolution
of Chong-De’s collective-leadership and the spread of Tao. These
religious songs were often affirmed by saints and Buddhas during
revelation sessions, showcasing their sacred and edifying nature.

Keywords: I-Kuan Tao, Fa-Yi Chong-De, Music Pattern, Development
Process, Broadcas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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