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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Nanyang Moral 
Uplifting Gene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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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Qun Feng)

摘要

1939年德教产生于广东潮汕地区，1946年分两支 始向海外传教，1952年新加坡紫新

阁成立，1956年南洋德教总会成立。南总吸收18个紫系会阁加入，南总及其所属会阁施医赠

药，发展教育，联系了乡谊弘扬了中华文化。但是其内部和对外都存在某些问题，制约其更

好发展。

：德教　南洋德教总会　扶乩　社会活动

Abstract

Dejiao was born in the area of Chaoshan in Guangdong in 1939. In 1946 it was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and began to do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work. Singapore Zi Xin Ge was set up in 1952 and 
Nanyang Moral Uplifting General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in 1956 which received 18 organizations. 
They were willing to cure the sickness, giving medicines and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fi ne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it fac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that restrict 
it can not have a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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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深入，一些小宗教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重

视，德教就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支。虽然到2003年，它的信仰人数还不到230，000
人。但是200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有142个德教会阁，泰国有74个，新加

坡有11个，中国内地有16个，美国有3个，香港、澳大利亚、台湾、老挝、日本各有

1个。而且新增会阁以每年7到10个的速度增长（Bernard Formoso 2010：1）。李亦

园、吉原和男、陈志明、苏庆华、郑良树、傅莫溯、郑志明、林悟殊、冷东、华方

田、黄夏年、陈景熙等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都曾撰文或著述来研究当代东南亚的

德教。不过，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某些德教会阁，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和

影响的会阁的个案研究迄今还很少见到。鉴于目前对南洋德教总会这一重要的德教

组织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图抛砖引玉。

一、德教从中国到东南亚

所谓“欲谈星马德教会之创立，应先明白潮汕各地德教会之概况”（南审1976：
81）。故若想明白南洋德教总会（本文中一般简称“南总”）的发展脉络，就必须

从德教的创立说起。接下来就先简单介绍早期德教创立及传播到东南亚的基本过程。

德教会的文献把德教的历史追溯到非常远古，说：“德教之发源，远在天地

辟之始即已发生。”（南审1976：82）但这只是涵指德教的精神，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德教会的历史。德教会的确切历史要从1939年的潮汕地区说起。当时正值抗战

全面爆发，炮火弥漫全国，人民流离失所。广东省潮阳县和平英西港人杨瑞德在家

乡，创立鸾坛，意在复兴德教，以救劫运而济世人。他设香案，祷告上苍，祈求和

平安宁，并以家藏柳枝为媒，祷请仙佛降临训谕。数月后，得杨筠松及柳春芳二师

尊2之谕示，意在立善积德。3杨氏于是在其家中设立紫香阁，藉以宣扬道德，并赠

药、治疗病人、施舍帐篷、抚恤死难者（郑良树1984：N-196）。

德教虽然于1939年已成立会阁，但是它能够形成一股势力应归功于马贵德和李

怀德两位先生。1940年春，马贵德有机会到紫香阁受感化，回到家乡潮阳棉城南薰

乡后，他在家中创办紫清阁（即德教历史上的第2阁），并创办明德补习学校。1942
年，马贵德同陈德荣、陈立德在汕头市潮安街创立紫和阁。据马、李两位先生的

回忆：“是年五月廿二日，诸佛仙尊降鸾，颁赐《德教心典》经文，至今颁发海

内外，万民虔诵，化民醒世，日益光大”（马贵德、李怀德1997：61）。虽然林悟

2 师尊是德教会的崇拜对象，范围非常广泛涉及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的信仰偶

像，关羽、孙思邈等历史人物以及济公（李修缘）、张果老等这样的传说中的人物。在德教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参见郑良树（1982）。
3 在德教会的发展历史中，扶乩起着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德教会阁的创立，还是《德教心典》的

颁示，乃至德教会的一切重要会务，都要禀告师尊，然后由乩文指导，遵奉师命而行。扶乩是

吸引德友参与德教会活动的重要途径，德教的诸多乩文，更成为德教会的珍贵文献和精神源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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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认为：“吾人观该心典，不过是几首用于宗教仪式的礼赞文”（林悟殊 2002年
6月25日）；而陈景熙认为，“《德教心典》的问世，反映了早期德教会由鸾堂向

制度性宗教的发展方向。”（陈景熙n.d.：61）从而，《德教心典》的诞生成为德

教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经文日后成为德教 重要的典籍之一，流行于德教

圈子里。至今，在“各国各派系的德教会中，唯一受到共同尊崇的，还是《德教心

典》”（陈景熙n.d.：61）。

马贵德还派遣德友赴澄海，在当地创办了紫澄阁，由吴澄德主持，该阁成为

日后德教向外 拓及发展的一个典范。此外，潮安人李怀德于1944年到访过紫清阁

后，在潮安的龙溪区创立紫阳阁。正是在创立该阁的乩文中，“德教”一词首次出

现（陈景熙 2007：60-69）。在李氏主持下，该阁将太上老君尊崇为德教主神，并将

81章的《道德经》改编为五言的《德教意识》，以便于流传。

德教创立后有祭祀的主神，有经典，有统一的祭祀仪式，其善行善举也迎合了

老百姓的现实需要，因此在潮汕一带 始较快发展。下表反映了德教在紫阳阁以后

的发展情况。

表1. 潮汕地区早期德教会阁简表

地名 阁名 地名 阁名

潮安 紫原、紫溪、紫芳、

紫兴、紫湘

棉城 紫梅、紫道、紫仪、

紫元、紫环、紫华、紫榕

汕头 紫雄、紫英、紫宗 葛洲 紫垣、明德善堂

达濠 紫豪、崇德善堂 澄海 紫星、紫真、紫悟、紫明

资料来源： 江崇德（2010）；刘禹文、吕一潭主编（1998）；南审编撰（1976）；郑良树

（1984： N-196）；陈景熙（2007：60-69）。表为作者自制。

二战结束后，德教 始向南洋传播。

1946年，当时抗战虽已结束，但国内再次陷入国共内战。由于局势的动荡，

当年在德教清阳二掌（即指紫清阁的乩掌和紫阳阁的乩掌，乩掌即扶乩活动的主持

者）马贵德及李怀德于紫垣阁联合执乩时，柳枝裂分为二，其朕兆曰：“清阳二掌

离别，分道扬教”（林悟殊2002年6月25日）。因应这次乩兆分裂的暗示，德教分2
路向南传播；1路由马贵德为先锋，向香港进发；另1路以李怀德为首领，向越南及

新马出发。在香港，马氏于1947创立紫苑阁（该阁是海外德教第一阁），之后又创

立紫兰、紫因、紫蓉及紫香四阁。

向越南及新马发展的一路，在大战结束时，就初显端倪。李怀德为协助紫垣阁

和明德善社筹募赈灾经费的时候，曾经远赴西贡在那里侨居3个月；募捐任务完成

后，又转往新加坡，与当地人士善结德缘，并定居该地。

1952年孟秋，李怀德因商务赴泰国及香港，会晤两地的德友，并且考察两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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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展的情况。之后香港德教会4寄来柳春芳师尊的创阁指示：创办紫新阁于星洲，

并带来乩文“紫气东来怀善本，新猷南进立德业”（李怀德1959：83）。就这样，

新马地区的首间德教组织——紫新阁，于1952年10月15日在里峇峇利路269号2楼一

间狭窄的小屋子里成立。

虽然条件简陋，但是紫新阁的成立 创了德教在新马地区发展的先河，该阁是

南洋德教总会的第1个会阁，也是新马地区第1个德教会阁。

德教在新加坡取得根据地后很快向新马各地传播 来。

二、南总的筹备成立

紫新阁成立后，德友在里峇峇利路269号这个临时坛址，诵读《德教心典》，参

礼圣贤，并且 始习乩。紫新阁实力逐渐壮大后，租得新加坡加宾打街19号4楼全座

为会阁，在1954年正月初2日乔迁至新址，之后进行赠药施医等一系列慈善活动。同

时发展乩务，降谕甲午年（1954年）在马来亚马六甲成立紫昌阁，3月初1日在峇株

巴辖成立紫英阁，4月18日在槟城成立紫云阁，1956年再谕示创建雪兰莪紫芳阁、利

丰港紫光阁（紫新阁2002：99）。

1956年8月8日（农历7月13日），星马地区各会阁乩掌汇聚于马来亚峇株巴辖紫

英阁，当天由陈立健、郑长豪两位先生执乩，得到如下乩文：

该乩文中，取各诗句首字，即“德教总会，筹备成立”的意思。受此乩文感

召，各会阁积极参加。其后各会阁派4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总会的组织事宜

（南洋德教总会2006a：107）。新马德教会力量 始走向整合。

1956年10月18日（农历9月15日），紫新阁举行活动庆祝太上老君飞升吉辰（德

教会在师尊纪念日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召 全体阁友大会及当月份德友生辰

联欢素宴。当晚八点半，在得到马来亚安顺紫蓬阁来电通知后，紫新阁即时 鸾，

并遵行协天5寄命立扬执乩（立指陈立健，扬指郑长豪）的指示。经陈、郑二人执乩

后得到柳元阳、杨筠松、柳春芳、李修缘、华元化等师尊的指示：“宠颂德教总会

职生”，即诞生以张汉三为会长的南洋德教总会的首届组成人员，其中有理监事53
人，名誉职务及候补理事，候补监事18人，共71人。包括当时创办星马8个紫系会阁

4 关于这里的香港德教会是哪家会阁，德教会的文献均没有明确的说法，据李怀德在《德教南来

展扬概况》的回忆：“不意十月朔日香港德教会奉师谕示：‘星洲创阁号紫新，源继暹谷推紫

辰，德扬四海五洲去，传香美里仰群真’”，紫新阁的简史中也称是香港德教会。
5 这里的协天指关羽，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加封关羽为“协天大帝”。在德教会中，关

羽也被尊称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玉皇大天尊”，同时，其副将关平被尊称为“德德社协天阁

主裁竭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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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及香港、泰国的德友，由此足见德教会活动范围之广。此外，根据乩文指

示，还决定南总会址暂定在紫新阁，要求各位组成人员不准辞职，章程删繁就简，

实事求是，将人员组成通知新马泰各地会阁。

1956年10月21日（农历9月18日），在紫明阁召 南洋德教总会第1次筹备委员

会会议，有33人参加，推举彭树龄为临时主席，李怀德辅助。确定名称为南洋德教

总会，决定总会由紫新阁、紫昌阁、紫英阁、紫云阁、紫明阁、紫芳阁、紫蓬阁、

紫光阁等8个会阁组成；以后各地再成立新的会阁，均参与总会成为其会员；要求各

阁所供奉的圣像统一。德教紫系会阁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整合。

之后由李怀德负责办妥各项文件，向英属殖民地政府注册官提出申请。由于注

册官对注册章程中会址和财政条款的疑问，遂于1957年5月12日（农历4月13日）在

马六甲紫昌阁举行第2次筹备委员会会议。有32人参加，推举郑庆谋为临时主席，温

虎干辅助。会上决定将南总会所设在加宾打街19号4楼，还通过了社团财政的条文，

然后报请英属殖民地政府注册官。1957年（农历）7月10日，英属殖民地政府正式批

准南洋德教总会为合法注册社团。

1957年12月6日（当年农历10月），在新加坡紫新阁举行南总成立及首届理监事

会职员宣誓就职典礼，时任中国国学会会长、星洲教育常务次长的李绍茂先生主持

成立典礼，侨界达人、社会名流、新闻记者都纷纷参加。

就此，德教在东南亚传播4年后，其总会得以成立。它的成立不能不说是德教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紫系各会阁独立传教的历史终于被打破，这就大大加强了它们

彼此之间的联合，进而促进德教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中的快速传播。

从宏观的视野来观察，二战后新马地区华人社团中团结联合趋势的加强，是南

总得以建成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另外，南总的建立表明，与德教中济系、赞化系、

振系以及其他派系相比，紫系的创建发展历史 早，其内部的整合也较早发端和实

现。而直到1970年代初，德教又 终发展衍化为5大派系（苏庆华1998：455），其

他4个派系内部的整合则是更晚的事。

三、南总发展简况

南总在成立之初始有8个会阁参加。后来又有新的会阁参加， 终发展到18个，

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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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南洋德教总会所属各阁一览表

地名 阁名 创阁日期（农历） 地名 阁名 创阁日期（农历）

新加坡 紫新阁 1952年10年15日 砂捞越 紫霞阁 1960年1月15日
马六甲 紫昌阁 1954年2月2日 威省北海 紫威阁 1960年11月22日
峇株巴辖 紫英阁 1954年3月1日 森美兰州 紫森阁 1961年12月8日
槟城 紫云阁 1954年4月18日 天定州 紫邦阁 1961年8月28日
怡保 紫明阁 1954年12月9日 威南爪夷 紫仪阁 1962年8月15日
雪兰莪 紫芳阁 1957年4月14日 哥打丁宜 紫登阁 1962年10月10日
安顺 紫蓬阁 1956年4月14日 太平 紫平阁 1964年1月15日
利丰港 紫光阁 1957年4月14日 吧生 紫生阁 1964年4月14日
柔佛新山 紫书阁 1957年5月13日 登嘉兰州 紫孚阁 1964年6月24日

资料来源：紫威阁1968：3。

南总采取轮流制，根据创阁的日期的先后进行排列，各阁阁长担任会长，从

1958年 始办事，每个会阁任期1年。

新加坡的独立对南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经历了长期的自治

后，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作为一个州正式并入马来西亚。但由于新、马在政治、

经济、种族方面矛盾尖锐，两年后，因为在语文和教育政策上与当时的马来西亚中

央政府发生严重分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成立了共和国。

同年10月，新加坡成为英联邦成员国。此后，新马双方在法律上对社团活动做了一

系列各自不同的规定，它们导致了南总内部的分裂。

1972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新条例，国内社团不得与国外组织相联系。鉴于马来

西亚宪法对其国内社团的上述规定，促使南总必须修改章程，将成员分为团体会员

和个人会员两种级别。1973年，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德教总会必须在该国重新注册，

于是马来西亚的南总成员会阁重新注册为“马来西亚联合邦德教联合会”（简称

“马德联”），从此南总便不在马来西亚各紫系会阁中进行轮流，只是在新加坡仍

然照旧。南总虽然分裂，但无损于德教在新马地区的继续发展。反而是，南总与马

德联的并立，“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各紫系德教会在庞大的组织下团结一致”（陈

志明1991：28），进而提高了德教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声望，也促进了德教在上

述国家的发展。到1980年代初，南总又发展到6个团体，包括：新加坡紫新阁、香港

紫启阁与紫高阁、泰国紫真阁、日本紫瀛阁、美国紫根阁。马德联则发展到25个团

体。

后来马来西亚又修改宪法，将其国内所有社团不准参与国际活动的条款删除。

于是马来西亚的各紫系会阁又纷纷修改章程，于2004年3月28日和6月6日两次在紫云

阁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赞成马来西亚的17阁一致再回到南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分裂多年的南总又重新完成了统一。

创立初期的南洋德教总会的组织构成分为理事和监事两大部分：其中理事部分



56          

共设名誉会长5人、名誉顾问4人、正会长1人、副会长4人。然后下设总务、财务、

宣教、医药、教育、福利6个部门，还有理事若干。在监事部分有监事长1人、副监

事长1人。下设审核和评议两个部门，还有理事若干（南洋德教总会2006a：109）。

为了顺利华人社会发展的趋势，南总也不断完善其内部结构：1959年的第2届组

成机构中将财务改为财政部，又新增加了联络部，同时将监事长的人员增加为2人。

还设有候补理事和候补监事。1970年的第13届组成机构中已经取消了名誉会长和名

誉顾问的职务，但在后来又恢复，并且人数大大的增加，到1971年的第14届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26人的规模。1981年的第22届又增加了正查账和副查账两个职务，之后

改为正稽查和副稽查。这些改革表明了南总的组织机构不断进行完善，注重注入现

代化的运行模式；同时南总给有相关突出贡献的人以奖励，表现在名誉会长和名誉

顾问人数的不断的增加，到2006年，南总名誉会长已经有73人，名誉顾问17人，名

誉理事17人。南总还注意自己的财产管理和增强法律意识，让有威望者担任产业信

托人；并设立监事和稽查，加强组织的内部检查。

总之，从南总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作来看，德教组织的管理方式和现代的华

人社团组织相近或相同。

四、南总的社会活动及影响

南洋德教总会成立50多年来，虽然经历分分合合，但是所属的18阁除弘扬德教

外，还做了非常多的有效的社会工作。下面就简要介绍其社会活动和影响。

1、德教会的社会活动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举行赠医施药的善举，治病救人，

不分种族，一视同仁，南总所属各会阁也不另外。截止2006年，在南总18个会阁

展的诊疗活动中就诊的人数，共达数千万人次；其他用来救灾的金额非常之多，难

以统计。紫昌阁1957年举办赠医施药，聘请义务医师采取中国药法每逢一三五为赠

药之期，每天领药之人达数百，费用来自阁友及社会人士的捐款（紫昌阁2006b：
124）。由于洗肾（血液透析）服务供不应求，许多肾病患者求医无门。紫邦阁1999
年会员大会通过成立筹办洗肾中心，购买设备，为患者洗肾（紫邦阁2006c：131）。

紫霞阁设洗肾中心，主要活动有赠医施药，由义务医师每星期六日免费为病人治

病，福利组办理丧事，常年施救穷人（紫霞阁2006d：150）。紫威阁每周二周五下

午2点3点赠医施药，福利股对贫者需要资助者进行救济（紫威阁2006e：154）。紫森

阁1961年到1990年赠医人数153,370人，施出药剂308,406剂，付5,532,158.8元赈灾恤

难施贫救苦更是不计其数。救济金来自政府救助，社会上热心公益人数捐赠。1985
年12月29日举行百人输血运动，献给中央医院，之后的每次献血都有大量的人参加

（紫森阁2006f：164）。以下两表反映1965年度南总所属各阁赠医施药的统计情况，

以及南总历年救济孤寡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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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南洋德教总会所属各阁赠医施药统计表（1965年度）

阁名 赠医人数 施药剂数 付出银额（叻银$）

紫新阁 7,657 15,324 1,378,260
紫昌阁 7,176 7,176 945,602
紫英阁 3,468 6,936 1,200,406
紫云阁 4,148 7,677 520,036
紫明阁 2,652 6,663 399,820
紫芳阁 5,980 11,182 1,781,959
紫蓬阁 2,850 8,550 427,500
紫书阁 5,887 9,526 1,857,900
紫霞阁 2,831 6,792 577,280
紫威阁 3,275 6,550 917,000
紫森阁 1,956 3,912 704,116
紫仪阁 450 1,276 178,640
紫登阁 1,939 1,939 387,800
紫生阁 1,189 1,893 326,775
紫平阁 976 2,044 367,920
1965年1-10月 52,434 97,430 1,1973,014
1954-1965年10月合计 410,069 674,867 叻银$ 7,205,1133

资料来源：南洋德教总会金禧纪念特刊2006g：316。表中叻银指新加坡元，下同。

表4. 南洋德教总会历年救济孤寡报告表

年度 报馆名称 宗数 银额

1962 各家华文报纸 42 $210,000
1963 南洋商报 15 75,000
1963 星梹日报 6 30,000
1963 中国报 5 25,000
1963 光华日报 3 15,000
1963 星洲日报 2 10,000
1964 南洋商报 13 65,000
1964 星梹日报 7 35,000
合计 93 $465,000

资料来源：南洋德教总会金禧纪念特刊2006g： 308。

实际上，由于德教会阁的宗旨重在慈善公益，其对外活动多以施医赠药、赈灾济

难为主，因而它被视为有别于华人寺庙的一种宗教慈善机构（苏庆华199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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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居住过社会尤其是当地华人社会的繁荣进步，德教各会阁的活动也拓展

至文化教育、健身康乐等各领域。许多会阁中还设有教育组织推动教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如紫新阁多年分发奖学金，分小学、中学、大专几类，每年领奖的人数达数

百名。到2005年，已经连续举办34届。此外，紫新阁还增设健身运动，促进身体健

康，积极推行道德文字与口头并重，每逢农历十五晚举行阁友生辰联欢素宴，设中

文英文康乐部（紫新阁2006h：115）。紫昌阁1995年设立会员子女优良奖学金，以

激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将来奉献社会（紫昌阁2006b：124）。紫英阁在1990年成

立图书馆，藏书8000册，有大量的学生辅导书（紫英阁2006i：125）。紫云阁中设有

阐德中心、图书馆、教育补习中心（紫云阁2006j：127）。紫明阁建壁球场让广大阁

友有锻炼的场地（紫明阁简史2006k：131-132）。紫威阁举办的幼稚园收费低廉，人

数多时达到400人，办学卓有成效，受到家长的好评；该阁也设立华文奖学金；1998
年组成合唱团，康乐组积极推动健身运动，推广太极、少林气功、内劲一指禅、空

手道、跆拳道等（紫威阁2006e：154）。紫森阁曾先后举办国民团结班，组织篮球

队、乒乓球队、跆拳道班健身班，歌乐队，电子吉他乐队等等。1991年 始设立阁

友子女教育奖励金（紫森阁2006f：164）。紫登阁1996年 始设立奖学金（紫登阁

2006l：171）。紫平阁会长蔡文初自己出钱成立戏剧组，进行义演，丰富阁友的精神

文化生活（紫平阁2006m：182）。

3、南总所属各会阁之间广泛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对于友阁的庆典，各

会阁都及时派代表参加。每年自己会阁的创阁周年纪念和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也

诚心邀请，希望其他会阁同德踊跃出息参加，借以联系德谊，促进合作。1968年，

北海威省紫威阁成立8周年，同时扩建新阁。在其当时出版的纪念特刊中，首先介绍

南总及所属各会阁的基本情况；该特刊中也收录了其他会阁发来的贺词达46条之多。

下面我们简要总结南总及其所属会阁社会活动的主要影响。

一方面，南总及其所属会阁的社会活动联系了广大华人特别是潮汕籍华人，

既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商业联系，也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感。德教会早期在新马

地区建立时，其会员大多是潮汕人。比如，紫书阁“起初创阁99巴仙是潮州人，其

余的有广东人和福建人。而理事属潮州籍的占80%，会员也占80%。现有千余名会

员。”“以前新山90%的居民是潮州人，讲话也讲潮州话。”（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

文化研究中心2003：4-5）通过系列活动，特别是联合性的活动，德教各会阁确实加

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德教为商人所创，传入新马地区以后，教权大多也为商

人掌握。“商界领袖之介入与领导”，“保证了德教会之旺兴及慈善活动之成功推

行”（陈志明1991：56）。但是隐藏在这种宗教热诚的背后是对实实在在的经济利

益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正如陈志明先生所说的：德教“大体上是一种潮籍商人借以

保持生意联系及通过慈善事业提升个人社会地位之组织。”（1991：85）反过来通

过会阁展 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促进了会员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德教组织保持和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人社会中起到了教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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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战后，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限制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的发展,这给保

持和发展中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采取了

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这又给一些华人宗教社团提供了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契机。

德教的教义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而来，特别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和以《道

德经》为主要内容的道家文化。濮文起先生认为，德教教义中的“七大信条”、十

章（十大纲领）、八则，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伦理道德，即明清以来民间宗教

主张的三教归一思想，其目的就是规范德友“立善积德”，当一名安分守己的公民

（濮文起1995：107）。德教的教义和戒律，都充分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很

好地保存和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至于德教会丰富无比的诗词样式的乩文，也显示

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华人，德教的教义主张人们去恶从善，遵纪守法，抵制物

欲的侵蚀，对于净化人心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槟城紫云阁章程阐

明：“本阁以崇奉德德社诸佛仙尊之硕德伟绩，嘉言懿行，笃志为善，联络感情，

本互助之旨，发展一切慈善福利事业，但不参加政治活动。”（陈志明1991：56）
紫书阁的宗旨是“孝顺和布施。”（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4-5）
因此，德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德教的精神”劝导众人，这无疑对广大华人信

徒起到了道德约束的作用，净化了人的心灵，协调了人际关系，同时也保持和传播

了中华传统文化。

五、南总之后发展的若干思考

就南总发展历程看，它仍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复杂难题。

1、南总所属18个会阁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一点很明显体现在对待扶乩的

态度上。早在1967年9月18日（农历），师尊玉皇大帝降谕要求南总所属各阁于9月
29日午时，一律焚盘化柳，永不复鸾（紫新阁2006g：115）。针对这个指示，会阁之

间发生了分歧。有的会阁表示遵守，有的拒绝接受，有的在停止扶乩一段时间后又

恢复。紫新阁、紫威阁等表示：“德教千秋，紫鸾圆周，精诚推展，人事善谋”，

接受这一指示。紫明阁在前期也曾经焚盘化柳，停止扶乩。但停止扶乩一段时间

后，人心涣散，无所皈依，遂又恢复乩务。然而，在紫蓬阁举行的第六届环球德教

大会上，紫昌阁郑良锡做了“振兴乩务，弘扬德教”的主题发言6，分析现在扶乩活

动存在的种种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意见。郑良树则认为如果当时各阁都遵守师尊的

教谕就不会发生人事的争执和分歧。7南总对这个问题似乎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在其

出版的庆祝南总成立50周年特刊上，对各阁的意见全盘吸收。至于如何处理这种问

6 关于郑良锡的发言稿，可以参见南洋德教总会2006g：49-54。
7 参见南洋德教总会金禧纪念特刊2006g：260-263。郑良树教授曾担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

紫书阁创始人郑汉强的儿子，他对德教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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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紫威阁的意见认为，不管是扶乩还是进行其他活动，都是可以的，不过必会实

现通融。我们认为，这是除了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分裂之外另一个制约南总发展的大

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南总就不易取得更大发展。就目前看来，关于扶乩问题似

乎没有还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总之，南总也尽力避免其内部的分化，加强团结合

作。

2、如何处理同其他派系之间的关系，是南总及所属的紫系18阁要做的工作。

虽然德教的教义和纲领在各个德教会阁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在具体的仪

式和师尊崇拜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也造成了德教分裂为紫系、济系、赞化

系、振系、其他派系5大系统。虽然紫系建立了南总这样较为完整的联合的组织，

但是“济系和赞化系的统一组织，不但建立的时间比较晚，而且规模也不大。”

“至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出现的振系和其他派系，至今尚未有建立统一组织的尝

试”（濮文起1995：106），因此，让德教完成 大程度的统一被提上了日程。1980
年代末，“德联”曾呼吁：“以德门一家亲观念，互忍互让，互谅互解， 会讨论，

将事情解决，以免有损德誉，影响发扬国内德教之前途”（陈志明1991：6），试图

建立一个跨派系的统一组织，但由于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至今尚未实现。

3、德教会应极力维护马来西亚现有的宗教信仰自由。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宗教信

教比较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为

主的国家，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在南总的发展历程中经历分分合合，主要是因为

马来西亚修改宪法要求国内社团不能与国外社团发生联系，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马

来西亚政府中马来人政治势力对华人力量的恐惧。紫书阁阁长林家存在回忆紫书阁

创立过程时，谈到南总的注册曾遭拒绝；紫平阁、紫蓬阁的注册同样曾被拒，前前

后后11年不被批准申请。政府注册官解释，马来西亚的国家是伊斯兰教，不能和其它

4个宗教8放在一起去，要求删除德教中关于伊斯兰教的内容。对于这种说法，林家存

给予抗辩，后来林氏引用《德教心典》上的话，申请才被批准（南方学院华人族群

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7）。人力资源部长拿督冯镇安博士指出，马来西亚有一小撮

族宗教恐怖分子，通过种种非民主方式，企图将国家变成一个塔利班式的国家。

要求华人团结一致，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南洋商报 2002年5月27日）。然而， 好的

方法就是广大华人踊跃参政议政，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各方面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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