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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前 人 講 故事

黃口小雀

《孔子家語》六本第 7 中有這麼一則故事：有一天，孔子看

見用網捕鳥的人，捕到的都是些雛鳥。孔子覺得很奇怪，就問他

說：「為什麼你捕到的都是雛鳥，而大的雀兒一隻都沒有呢？」

捕鳥的人說：「大的雀兒容易驚覺，所以很難捕捉到，而雛

鳥貪求食物，比較容易捕獲。如果雛鳥跟在大雀的後面，就捕捉

不到了；而若是大雀跟在雛鳥的後面，也不容易捕獲。」

孔子聽了便對弟子們說：「雀鳥善於驚覺就可以遠離禍害，

貪求食物則容易忘記禍患，這都是出自其內在心性的定向；看牠

跟誰在一起，就決定會得福還是禍，所以君子要謹慎地選擇所要

跟從的對象。

《大學》傳九章釋齊家治國，講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因貪而喪家亡國者，大有人在，因此我們要慎選所從，尤其是貪

婪之人更不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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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❶美言：明道的人，其言合乎於道，其言必美。

❷市：是市場，求利之處；此處作動詞用，指可以使人心悅誠服。

❸尊行：有尊嚴而高尚的行為。

❹加人：指自己的才能、行為，可以超越別人。

美好的言詞，可以使人心悅誠服；有尊嚴而高尚的行為，可以使人尊敬，高

人一等。若能遵道而行，將是何等的尊貴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❶不善：是因不明理，以致行為非法、非理，所以說是不善。

不善的人聽了美言之後，心悅誠服，也跟著講美好善良的話；見了有尊嚴而

高尚的行為後，也懂得幡然自省，懺悔改過，重新作人，那麼人之不善，道又怎

麼會捨棄他呢？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❶三公：周朝的官名。指太師、太傅、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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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拱璧：指需雙手合抱的璧玉，也可以說是「盈尺之璧」。

❸駟馬：是一輛車上所套的馬，「駟」就是四匹馬，是古人一輛車的馬匹數。

古代送禮須分兩次，習慣上輕禮在前，厚禮隨後，乃見禮聘之誠。拱璧以先

駟馬，拱璧即合拱之璧，禮較輕。一車駟馬，禮較重，隨後。

世人皆以位至帝王公卿為可貴，然信道之人則以為，即使立為天子，登九五

之尊，或是封為三公，有拱璧、駟馬之富貴尊榮，亦不如自己安然進入大道之中，

因為這些名利都只不過是身外之物。修道人若能心中不繫戀於外物，從誘惑人心

的事物解脫自己，與道合一，如此雖無人爵之榮，卻有天爵之貴。

可見得道的人，是最高貴不過的。縱觀世間的名位，就算立為天子，貴為三

公，或是拱璧在前，駟馬隨後，得到禮聘的榮耀，還不如坐進此道來得高貴些。

「坐進」，「坐」是相對於「行」，表示安於靜，而不向外追求；與其向外追求，

還不如安靜地在那裡，勤修大道。「進」，指德行的日進於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❶求以得：心誠求之，妙契玄同，得以道合也。

古人之所以寶貴此「道」，而不以世間的榮華富貴為貴，是由於「道」之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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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即得，不論智、愚、賢、不肖，只要心誠求之，人人皆可為堯舜，是一體同

觀沒有分別的，這不就是有求就可以得到嗎？

「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是指因誠心叩求而得道的人，縱然有得罪帝王公

卿，也可以避免譴責的。例如：夏朝的桀王與商朝的紂王雖然貴為天子，可是暴

虐無道，最後都不免受誅而亡。又如堯帝時之四凶：驩兜、共工、鯀、三苗，相

傳為部族首領，有罪不免其戮，皆為舜帝所流放，他們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

免其罪！

反觀商朝孤竹君的兩位兒子：伯夷、叔齊。孔子稱他們求仁而得仁，為古之

賢人。《史記》云：「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殺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夷、齊直諫，有

可能得罪武王而獲罪，但他們乃有道義之士，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又如堯帝時的高士巢父和許由，古人謂：「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漢書》，

巢父乃堯時隱居修道之士，山居不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

堯以天下讓之，不受；堯又讓許由，由以告，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

若非吾友也。」《高士傳》像巢父、許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

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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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唐朝禪宗四祖道信禪師，在黃梅縣居住了三十多年，全心致力於弘法闡

道。貞觀年間，唐太宗仰慕他的德行，特別三次下詔，邀請他到京城供養。道信總

是推病不肯前去。幾次下來，太宗不禁大怒，命令使者帶刀前往，說：「若更不起，

當取其首。」意思是若再請不來，就砍他的頭回來。道信看使者來勢洶洶，索性把

眼睛一閉、頭一垂，一付死也不願去的樣子；使者反倒不知該如何是好，只得悄悄

回去，稟告太宗。對這麼一位威武不屈的有道高僧，太宗也只有搖頭讚歎！於是再

命令使者捧著珍帛前往黃梅縣，向道信禪師謝罪賠禮。

由以上幾個實例看來，「道」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能成為天下唯一最

尊貴的。

（續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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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中庸講記之八（中）

（接上期）

3.貪名逐利滿世間，不如破衲
道人閑，籠雞有食湯鍋近，

野鶴無糧天地寬。（羅洪光〈醒

世詩〉）

世間人都是為名為利，而羅狀元

卻甘願拋妻離子，出家修行。因為他

覺得世間的榮華富貴，如同籠雞有人

餵食，但離鍋子很近，隨時都有性命

危險；一遇到節日，時間一到，被抓

去宰殺，就跑不掉了。人若被名利束

縛住時，就如同籠中雞一樣。

天上的野鶴沒有人餵食，須自己

找食物，但牠的生活空間卻如天地般

寬闊，雖是禽獸，卻也有一套生活方

式。反觀人們，做官有俸祿名位，但

伴君如伴虎，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情並不知道；若能離開娑婆世間的名

利，天地就變得很寬闊，天地都可以

為我們所運用。

4.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莊子．

外篇．山木》

孔子說，假如有一天，我離開弟

子們，歸隱山林，與那些鳥獸相處，

我對牠們沒有相害的心，不會擾亂牠

們的生活步驟，也不會擾亂牠們的飛

行方向，與牠們和而不流；所以鳥獸

都不會討厭我，更何況是人，自然也

不會討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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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平常有研究道家及佛家的道

理，對於理想要求都很高，但人畢竟

還有人性，有衣食住行的需求，有喜

怒哀樂種種情緒，自然也就有很多罣

礙在。所以我們要調節，不可要求別

人太高；若失去了人性，也就無法渾

俗和光，那道要如何傳出去呢？

5.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
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

（王維〈戲贈張五弟諲〉）

王維晚年退休後，歸隱在南山下，

其心已然超越，不論是當官時的心境，

或是退隱時的心情，超越了動（為官

居於高位）與息（歸隱山林），所以

能與鳥類相處。因為心無私慾與執著，

這是很好的一種境界啊！看到各種野

獸、動物，就如同親人一樣。此詩可

看出王維內心無罣無礙，境界相當高。

這樣的境界，就如同《莊子˙內

篇˙應帝王》中所提到的混沌一樣

（註）。文中說：「南海之帝為儵，

北海之帝為忽。」儵與忽，這兩字都

是形容很快速、很緊張的意思，像我

們生活的節奏，或是像社會上課程的

安排一樣，很密實。「中央之帝為渾

沌」，則指的是本性，來的時候就是

混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儵與忽常受到渾沌

的招待，本想報答渾沌，看到渾沌沒

有五官等七竅，無法看、聽、吃、聞

等，於是想要幫助渾沌擁有七竅，所

以就一天為他開了一個孔竅，到了第

七天，卻反而害死他了。

此故事中的寓意就是指先天的本

性「死了」，本性為什麼會死？因為

被喜怒哀樂、五識等迷去了，本性就

無法展現。（以上幾點是和「素隱行

怪」相關的道理，接下來要談到「半

涂而廢」。）

6.知行不及，雖擇善遵行，然
半途而廢，可謂智仁不及，

更無其勇，此之愚與不肖者

非中庸也。（老前人慈悲講解）

「知行不及」，知道，但行動上

跟不上。

「雖擇善遵行，然半途而廢」，

雖有依著中庸之理而行，如同我們了

解道很寶貴，於是就照著修，但修得

愈久卻愈偏差，最後甚至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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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智仁不及，更無其勇，此

之愚與不肖者非中庸也」，智與仁都

做不到，更不用說勇，這是愚者與不

肖者，二者都非中庸。

7.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
力不足也。」子曰：「力不

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論語．雍也》

冉求六藝皆通，辯才無礙；此處

孔子可能藉著冉求而指桑罵槐、殺雞

儆猴。

冉求說：「弟子並不是不喜歡聽

老師的道理，而是老師你說的，弟子

確實都做不到。」孔子說：「事情要

先做做看，做一半真的做不到，才能

說做不到；但你連做都還沒做，就說

做不到，自己已先預設立場，這是畫

地自限。」

在道場上，大家修辦道也有這種

情況，會覺得這理想太高了，這種計

畫太困難了，我們做不到，其實做都

還沒做，就說做不到。辦道務是要大

家同心協力，眾志成城，一起先做看

看，才知道確實情況是怎麼樣的。

辦道務不是在求業績，而是要千

方百計，什麼智計都要試著去用，所

謂「建德若偷」《道德經．聞道章第

41》；若真的沒辦法，行不通時，就

知道要改變，例如：修辦道要較活潑，

不要太嚴肅。不要還沒去做，就先說

做不到，這樣就是犯了「畫地自限」

的毛病。

修辦道最怕預設立場：「不用說，

我都知道了，將來一定會有什麼後

果……」這個叫做「事前諸葛」。在

道場做事情，須每個人都要擔負起責

任，共同去參與，這樣道務才辦得起

來，辦上天的事情要無私心地去辦。

8.孟子：「有為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如棄

井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說，有想要打拚、想要做事

情的人，一定要建立一個觀念，好比

挖古井一樣，挖到九軔深時（一軔約

八尺，是古代的單位，和今天一尺的

長度不同，9 軔大約是 72 尺），尚未

看到泉水，覺得沒有希望，於是就放

棄了，這樣是無法成為一口井，前面

的努力也都白費了，因此一定要掘到

有水冒出，才能成為一口井。所以人

不可半途而廢，這對我們修辦道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我們要建立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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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得道容易修道難，修道容易
了道難。（《性理題釋》47）

在《性理題釋》裡的一句道理：

「得道容易修道難」，若沒有半途而

廢，就不會說「修道難」；若能始終

如一，則得道與修道一樣是很簡單的

事情。

「修道容易了道難」，了道是最

後的一個階段，得道、學道、修道、

了道、成道，這是修道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難？因為做不到。不但如此，

有的人是午時成道，巳時墜；午時就

要到天上了，到巳時卻想放棄了，覺

得修了這麼久，什麼也沒有看到，白

費工夫，因此心灰意冷。為什麼我們

說要「前後一貫」，這道理就隱藏在

其中。

從修辦道的過程中，就可看出一

個人的志向如何；若半途而廢，有時

我們會覺得好笑，道這麼寶貴，修道

修這麼久了，卻又半途而廢，真的很

可惜！人的心理難免都會如此，為什

麼？因為覺得很無奈，甚至會怨天尤

人，這都是不對的，但這樣的例子實

在太多了。（以上這幾點都是「半涂

而廢」的例子。）

10.知行得中，故行依常理，坦
然自在，可謂智盡仁至，勇

以輔之，此聖者之中庸也。

（老前人慈悲講解）

「知行得中」，與之前所提「折

中於夫子」是一樣的。「故行依常理，

坦然自在」，修道照聖人的理去行，

講起來是坦然自在，並不會有很大的

壓力。修道應該是壓力很少，甚至沒

有壓力才對，辦道才有壓力（因為修

道求諸己，而辦道求諸人），但現

在卻相反。「可謂智盡仁至，勇以輔

之」，智、仁、勇都有，三達德都達

到了。「此聖者之中庸」，唯聖者能

之，這就是聖人之道。

11.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
亦君子乎？」《論語．學而》

「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以下幾

點要談這方面的道理，這是中庸之道

最高境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

子乎？」孔子說，我們今天不是要表

現給人家看的，不是為虛名為虛利的；

既然如此，遇到各種境遇，我們可以

怨嘆嗎？可以生氣嗎？照理是不行

的。我們今天為修道而修道，無二心；

為學道而學道，無二心；為辦道而辦



為緬懷袁前人修辦之道範德風，擬於

宜蘭天庭道院旁袁前人故居一樓設立袁前

人紀念館。您有與袁前人相關的珍貴相片

嗎？您有袁前人的墨寶或文物嗎？誠請提

供給紀念館紀錄與保存，讓道親藉以緬懷

袁前人德範。

提供方式

1. 掃描照片或將現有照片圖檔（高解析度檔案）email 至 jichu2022@gmail.com。

2. 將原始照片整理打包後，寄至「基礎忠恕道院」陳文耀學長收 
　（桃園市龜山區兔坑里大棟山路 111 號 03-359-1111），待掃描後再回寄歸還。

3. 文物可逕送至「基礎忠恕道院」，以供永久保存。或拍攝文物照片，並將圖檔 
　email 至 jichu2022@gmail.com。

※ 照片與文物請務必加註年代及描述文字，並請註明提供者及聯絡方式。

袁前人紀念館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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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無二心；都是要以平常心、平

靜的心去面對，不可怨天尤人。

若是有哪邊沒做好，《中庸》說：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有做不

好的地方，要反求自身，確實是自己

德不夠、能力不夠……，種種的不夠，

因此不可對別人生氣，這就是「人不

知而不慍」。一切作為，並不是為了

要表現給其他人看的；若覺得自己有

苦衷，卻都沒人知道，因此而怨嘆別

人；或是覺得自己用盡自己的能力，

做了這麼多，卻都不為人所知，常常

感嘆：「天知道嗎？地知道嗎？你知

道嗎？」而怨天尤人，這就不是君子。

君子是人不知而不慍。

註：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

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續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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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後學就很喜歡閱讀〈基

礎雜誌〉，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有前

輩、前賢們見證「道尊德貴」的親身

體驗，多閱讀可啟發後學們對道的信

心而發心向道。其實後學也想投稿分

享，卻少了一份勇氣，遲遲不敢，最

近有前賢大德鼓勵後學投稿，後學就

提起最大的勇氣學習分享。

命懸一絲天撥轉

後學首先感謝上天慈悲，感恩前

輩、點傳師恩准，也感恩家人許可，

多年來讓後學有機會到國外道場學習

了愿。回憶民國 92 年（2003）那一年，

幾乎有 5、6 個月的時間，後學都在印

尼雅加達天惠 堂學習了愿。去一趟

2 個月，接著又回台灣上忠恕學院高

級部課程，一星期後又再去印尼；往

返三趟，都是「快快樂樂出門，平平

安安回家」。

民國 92 年（2003）年底，後學再

隨駕黃美代點傳師到雅加達，為期 2

個月的駐壇時間，也就是要在印尼過

年，黃點傳師還指示後學說：「年初

一，道親們回 堂拜年、聚餐、開班；

過完年，就要開始拜訪所有道親，紀

錄道親的家庭成員有無求道。」

民國 93 年（2004）年初二，後學

隨駕點傳師開始作家訪，一天出門三

趟，早、中、午都出門拜訪，連續一

個星期；也許是太累了，先是黃點傳

師發燒；點傳師就大量喝水（鈣離子

水、梅子汁等）排毒，到第 5 天燒退

了，講話大聲，表示元氣恢復沒事了。

可是就換後學發燒了，正月十二之後，

在愿行中重生
◎ 謝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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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到華人開的診所打兩瓶點滴並驗

血，發現血小板、白血球一直往下降，

才又轉至大醫院住院。此時已高燒不

退有 6 天了，也是病況最危急的時候，

血小板指數剩 28，白血球很低；生死

關頭，主治醫師說：「需買血清急救。」

但是院內沒有適合的血清，且那時已

經是半夜 12 點，要買血清有困難（聽

道親說的）。

黃點傳師擔心後學發燒過度而昏

迷，一直叮嚀後學默念三寶；此時點

傳師哭了，三十幾位道親守候在醫院

裡，關心後學的病情。點傳師打電話

回台求救，瑞周天惠大家長陳阿味老

點傳師慈悲指示，國內外所有道親燒

大把香叩求，祈求後學能快快好起來。

此時黃點傳師身心備受煎熬，擔心後

學的病情，擔心如果有萬一，如何向

後學台灣的家人交代？如何對印尼道

親交代？一直跟上天祈求絕對不能有

萬一。

大家以真誠之心叩求，感動上天

仙佛慈悲撥轉，讓後學轉危為安。也

由於值夜的女醫生全力幫忙，順利買

回 4 袋血清，從凌晨 1 點開始注射，

還特別交代照顧後學的道親不能打瞌

睡；道親看著 4 袋血清注射完，已經

是凌晨 3 點了。

住院一星期間，感恩印尼道親不

眠不休 24 小時輪流照顧後學，也感

恩黃點傳師， 堂、醫院兩頭奔波，

每天打新鮮紅心芭樂汁給後學喝（富

含茄紅素，聽當地人說可助血小板提

升），一天來回跑三趟，累到黃點傳

師都沒時間煮飯吃；後學住院期間，

真不知道點傳師是如何熬過來的。

黃點傳師跟後學說：「當時中壢

的點傳師、講師、前賢們一聽到妳病

危，就有很多位說要飛到印尼來關心、

來照顧妳。」點傳師在電話中跟道親

們說：「你們那麼多人來，誰要煮飯

給你們吃？」但是黃點傳師自己肚子

餓了，就泡碗麵充飢。後學聽了感激

又感動，後學何德何能？讓大家替後

學操煩、擔心。

後學住院期間，兩隻腿皮下都出

血，變成紫紅色，是出血性登革熱，

整整發燒 10 天；真是救命的 4 袋血清，

如果沒有血清，沒有陳老點傳師、點

▲  作者（右）隨駕洪昆福點傳師（左二）
至國外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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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師、壇主、前賢們誠心叩求，沒有

上天仙佛慈悲撥轉，後學現在不知在

何方？後學要感恩的太多了，說不完。

唯有啟動內在真心，真修真行，用心

度眾離苦，方不辜負　天恩師德加被

護佑。

感師恩德為師用

回想在民國 92 年（2003）年底，

要去印尼過年之前，因後學心中一直

在問自己：「有許多印尼道親很誠心

來 堂修辦，但其孩子都是信基督教

的（因念教會學校的緣故），要如何

度化道親的孩子來一貫道道場？」在

一個特別的機緣下，後學懇請濟公恩

師幫忙度化，但恩師說：「為什麼一

定要到國外去度化眾生？台灣還有一

大堆的眾生未度。」大聲說了三遍（這

是話中有話，仙佛知道之後後學有難，

但又不能明講；當時後學也不懂，生

病回台後才體悟到恩師的慈悲）。

當時後學回應說：「可是飛機票

已經買好了，後學隨駕點傳師兩人一

起到印尼過年（道親都會回 堂拜年、

用餐、開班）。」

恩師又說：「既然妳堅持要去，

為師就跟著你們去印尼。」這也啟示

我們，只要起心動念，行事作為是為

公的、為度眾離苦的，上天仙佛定在

身邊護持的。

後學記得老前人曾慈悲開示：「天

時非常緊急，希望大家把心放在道場

上，把心放在救度眾生上；我們若時

時心存救人，遇到自己有危難時，上

天自然會來相救，上天不會放棄我們

的；所以大家要真修真行，盡心修辦，

盡心度人成全，以了個人的因緣。」

後學經過此次的病苦，深深體悟

到大難過後，有幸留下來，那這個身

體就是要給上天用；上天既然救了後

學，讓後學得以重生，生命再造，後

學就要繼續為上天辦事，為度化有緣

佛子、傳播大道福音來打拼，這就是

後學的愿力。當我們發愿要代天宣化，

要度眾離苦時，當下心念（如電波）

很快就貫穿理、氣、象三天，與諸佛

菩薩感應道交，就能事事心想事成。

人有善念，天必從之。

▲  陳盛香點傳師、作者（後排左三、左二）
與國外道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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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真誠廣度眾

還記得民國 89 年（2000），921

大地震時，南投縣中寮鄉房屋倒塌、

馬路斷裂、死傷慘重；陳老點傳師、

點傳師、道親們慈悲，第二天就到中

寮災區煮便當給鄉親們吃，每天煮

四千多個便當，等到他們有水有電，

才撤退回來，共煮了五十多天。

陳老點傳師慈悲安排多部遊覽車

載中寮鄉親到彰化天惠道院求道，共

有 747 眾求道。後來後學請示點傳師

說：「還有很多人因工作關係或不方

便坐車的，無法求道，是否可在中寮

設臨時 堂辦道？」點傳師慈悲恩准，

問後學估計有多少人會來求道？後學

說一百眾，這就是後學發的愿，說多

不多，說少不少；當這個愿一發，諸

佛菩薩即感應道交加持。各位前賢猜

猜看，有多少人求道？真的是　天恩

師德加被，親水村求道者剛好一百眾，

這就是一點真誠對　老 ，即可產生

不可思議的力量出來，只要是利益眾

生的事，誠心叩求，就可得到仙佛佛

力加持，天助讓我們心想事成。

每一件事情的圓滿，都具備了「自

助、人助、天助」，是上天能，非我

所能，要謹記。度人是我們一貫道弟

子的意義與使命，行善是本分，做完

要放下，不能有任何功德相。

愿大力大護班程

在苗栗交流道附近，一直沒有屬

於瑞周天惠單位的 堂，後學多年來

告訴自己：「要到苗栗公館來開荒度

眾。」就從民國 96 年（2007）6 月開

始度化，一切從零開始，從小學同學

開始，挨家挨戶做家訪，也很感恩小

學同學葉善豊帶領後學一一去拜訪。

一年半的時間，感恩上天慈悲，共有

一百多位求道者。

後學請示黃坤源點傳師是否可以

開班，讓新道親有機會聆聽大道福音，

點傳師慈悲恩准，從民國 98 年（2009）

開始成立地方班；可是來參班者只有

10 位左右，民國 99 年（2010）也一

樣，班員沒有增加。後學就再發愿，

每次開班都要辦道，發愿民國 100 年

度（2011）時，參班的新道親要增加

為 30 位；又因主班黃點傳師慈悲說，

▲  廣德堂讀經會考，擔任評鑑師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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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達不到 30 位參班，這個班就要停

（落日條款）。這是壓力，亦是力爭

上游的時機。

後學愿力一發，諸佛菩薩護持。

〈勸發菩提心文〉云：「入道要門，

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愿居先。」

有心要修行，就要立愿，愿是成佛的

原動力，愿大力量大，成就亦大。感

恩上天慈悲感應護持，在第 3 年（民

國 100 年度），新道親來參班者達到

30 眾了；到目前為止，當地新道親參

班者約有 40 位左右。這是　天恩師德

加被，是上天能，非我所能，更要感

謝黃點傳師給後學壓力，讓後學更精

進，也讓後學真正體會到「道真、理

真、天命真」的殊勝，更要勉勵自己，

督促自己修真行真，一切起心動念都

是為救眾生離苦，上天自然感應加持。

三寶殊勝救性命

在民國 90 年（2001）時，後學睡

到半夜 12 點多，忽然氣吸不上來，想

說坐起來呼吸會比較順暢，但很用力

吸也無法吸上來；剛好後學大女兒回

娘家同睡一房，被後學吸氣聲吵醒，

問後學是不是氣喘發作，後學搖頭不

會講，後來才想到動用三寶。口訣一

念，驚動理、氣、象三天的諸天仙佛護

持。終於氣接上來了，平安逃過一劫。

一星期後，一樣在半夜 12 點，同

樣事情再次發生，後學馬上默念三寶，

又逃過一劫；一星期後又再次發生，

又是三寶救了後學，連續發生三次。

由以上啟示後學，學道修行，上

天就看我們這點「真」；是否有起動

內在真心來修行？我們有真修真行，

自然會得到很多善知識的助緣、得到

上天仙佛的護持。所以積功累德，待

功果圓滿，即可超生了死，回理天見　

娘。

老 前 人 慈 語：「 路 不 走， 永 遠

到不了；道不研究，永遠明白不了；

不管修道路有多長，開始走，永遠不

嫌晚；希望我們大家都有緣有份，同

修共辦，共同手牽手，回理天見　

顏。」後學與大家互勉之。▲  心存善念，學習彌勒佛的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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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6, I started watching a television show called Avatar: The Last Airbender. 

In the show, four elements are ‟bent” to the will of the bender. Each bending style is 

inspired by one of China’s great martial arts: Bāguàzhăng, Tàijíquán, Húng Gā kung fu, 

and Northern Shaolin (Běishàolín) kung fu. This interested me, so I searched the Web for 

information on these martial arts.

The first page I came across was for Bāguàzhăng*, the style of Airbenders. Within 

the Wikipedia page were references to Taoism, which led me to a search for a good 

Tao Te Ching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s that I had gleaned from my web searching 

–compassion, humility, discipline–felt authentic and compelled me to learn more. 

This differed from other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I had read, which spoke of 

impending doom, severe mortal punishment, or the myriad ways to be banished to Hell. 

There was also a large focus on dogma, to believe blindly without questioning. The Tao 

Te Ching felt lik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something positive in philosophy and maybe 

walk away a little wiser. The focus on self-improvement and positively influencing the 

world was refreshing. So it was decided: ‟Let’s check out this book.”

The Greatest Change part 1
◎ Daniel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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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6 年起，我開始看一部電視節目「降世神通：最後的氣宗」；在「降

世神通」的故事裡，氣功宗主以意念掌控著 4 種元素的神功；4 種神功的靈感各

自源於八卦掌、太極拳、洪家拳，以及北少林功夫等 4 種偉大的中國武術。這

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上網搜尋了與這些武術相關的資料。

我看到的第一個頁面是關於八卦掌（註）――截氣神功的武術原型。在維

基百科的網頁中，有許多道家學說的參考資料，也因此觸動我去搜尋好的《道

德經》譯本。從搜尋到的網頁中，找到了一些道的要旨，包括同理心、謙遜及

紀律；這幾項原則，令人感覺真實，驅使我繼續一探究竟。這跟我之前閱讀過

的其他宗教及哲學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談的是末日將近、嚴厲的天譴，或

是無數下地獄的方式，以及常常強調絕對盲從且不准有疑。這本《道德經》好

像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能夠在哲學裡面探索正能量，或許也變得稍有智慧。

它聚焦在自我改善，及正向地影響世界的觀點，非常提振人心。因此我下定決心：

「翻開這本書吧！」

最重大的改變（上）The Greatest Change part 1
◎ 中譯 詹薏靜 鄭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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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the Book

Eventually, I found a translation by Derek Lin, someone who I felt was honest in his 

approach to teaching philosophy. Before gett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Derek lays out the 

process he took in creating the translation. He explains his methodology, the difficulties 

of capturing the same concis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and why he chose to put footnotes 

on the opposite page of each chapter. This level of craftsmanship is part of what attracted 

me to the book. As a complete outsider at the time, the commentary gave me a much-

needed perspective on the text that other translations didn’t appear to have. Also included 

is an invitation to join the community on Taoism.net, its online meetings, and the forum. 

This was a welcome surprise to me, and I would later join after finishing my first reading 

of the book. 

Joining the Community

I joined the forum in 2007. That time was tumultuous for me, rife with personal 

difficulties, romantic troubles, and poor decision-making. In reading the Tao Te Ching 

and discussing it with others on the Tea House forum, I gained some much-needed 

perspective on my life. Since I was new, I gravitated toward the easier lessons: things 

I could apply immediately and see the results. Chapter 76–dealing with flexibility–was 

particularly useful to me. Another chapter, expo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ubstance, taught me how space and substance interacted in my own life. Other concepts 

–like ‟pú” and ‟wū wéi”–were also interesting, but I wasn’t ready for them. Thi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keep in mind, because nobody runs a marathon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The smaller lessons help one learn how to apply the Tao, which gives the learner 

momentum and insight to the energies of their path. That momentum ripples throughout 

your life and can bring you to the other lessons, if you are disciplined and sinc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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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書籍

我終於找到一本 Derek Lin（林信价講師）所翻譯的譯本，我覺得他引導哲

學理念的方式頗坦率。在進入第一章之前，Derek 闡述如何完成這本翻譯著作，

並說明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為了能夠抓住原文言簡意賅的美感，所遭遇到的困

難，還解釋了他為何要在各個章節的隔頁放置註解的原因。這種程度的編輯技

巧是這本書吸引我的原因之一。當時的我還是一個門外漢，這些註解提供了非

常必要的觀點，而這些在別的譯本中似乎都看不到。在「Taoism.net」上，我也

看到線上開班及論壇的邀請，這讓我十分驚喜，我在第一次看完這本書後就加

入了！

加入論壇

我在 2007 年的時候加入論壇。這個時期的我活在混亂之中，日子充斥著

個人困境、感情問題，以及不恰當的決策。透過閱讀《道德經》，並與「Tea 

House 論壇」的網友探討經典內容，我得到了一些對人生很有幫助的看法。因為

我是個初學者，所以傾向從較容易懂的章節開始閱讀：那些能夠馬上應用到日

常並看到結果的道理。例如第 76 章〈柔弱章〉――談到柔韌性――對我來說就

特別受用。另一個章節，則揭露了距離與本質間的關係，讓我了解到這兩者在

我的生活中如何互相影響。書中的其他觀念，譬如「樸」及「無為」，也很有

意思，只是我還沒能好好地體會。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準則，必須牢記在腦中，

因為沒有人在學會走路的那天，就去跑馬拉松。書中的小啟示也幫助我們學習

運用「道」，因此在讀者的修行路上，提供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及洞察力。如

果能夠好好修煉，且真誠以對，這個動力將會帶給你的人生不小的漣漪，並帶

你走向下一段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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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altered in that discipline from time to time, and ignored advice, as can be 

expected from a younger person. I let my ego get between me and my spiritual and 

personal goals. I allowed others to control my emotions. In doing so, I brought a lot of 

pain on myself. Even when I acted in this way, the Tea House members and the Tao itself 

didn’t change; they were still receptive, compassionate, and concerned. That’s when I 

learned about unattached compassion, given freely. It was very humbling; I felt almost 

ashamed. It wasn’t due to anyone’s actions or words but my own, however. The Tea 

House was always there, encouraging me to apply what I learned, to share my story with 

others, an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ose around me. I was unaware then, but I was being 

taught how to live the Tao instead of simply studying it. Knowledge is useless if it’s not 

applied to become wisdom.

Over time, I would write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Tao in my own voice. I’d focus, 

again, on concepts that were immediately understandable to a reader and could be applied 

for noticeable outcomes: encouraging one to tidy their home and free it of items they 

won’t use or enjoy, arguing that homosexuality is not against the Tao, and expressing 

the binary system of computers as a sort of ‟technological Tao”. The articles served as 

a way for me to test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and spread a positive or inspirational 

message.

Some of these articles were picked up by independent journals. It was humbling 

and exciting to have my words published by another entity. I wasn’t paid for any of 

these articles or their publishing; I was happy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and hoping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ould transform their life for the better as a result of my work. I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ie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others, so it only felt right to share my 

understanding as well. The Tao wants to be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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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修煉過程中曾數次動搖，甚至對於建議聽而不聞，就像個年輕人一樣；

我任由自我意識橫阻在自己和靈性目標及個人目標之間，我把自己情緒的掌控

權交給他人，也因為這種種作為，帶給自身無比的痛苦。就算我的行為如此，

Tea House 的成員們及「道」本身卻從未改變，他們依然接受我、富有同情心，

也依然掛念我。在那時候，我學習到無分別的關心，以及毫無保留的奉獻。讓

我自慚形穢，甚至覺得丟臉，不過不是因為任何人的行為或話語，而是因為我

自己的行徑。Tea House 永遠在那裡，鼓勵我運用所學，鼓勵我分享自己的故事，

並成為周遭人的模範。當時我對此渾然未覺，但我一直被教導要如何「活在道

中」，而非僅僅是學習「道」而已。知識如果沒有運用並轉化成智慧，就是無

用的。

一段時間之後，我用自己的方式，寫出對道的感受。文章仍舊著重在讀者

易於理解，且能夠有顯著成果的概念上，像是：鼓勵人們整理他們的家，並拋

棄那些他們不會再使用或不好用的物品；辯證同性戀是不違反道的；將電腦的

二進位系統，解釋為一種「科技上的道」。這些文章可以作為測試我對道的理

解的一種方法，同時也傳遞了正面或鼓舞人心的訊息。

這些文章有幾篇被獨立刊物挑選上。我的文章竟然出版了！真令人不好意

思，但又興奮呢！我不曾收取這些文章的稿費或出版費。我很高興這些訊息能

夠被傳遞出去，且希望在世界某處的某個人，能夠因為我的文字而改善他的人

生。我曾被別人的故事與改變所激勵，所以我知道分享對「道」的領悟是正確的。

因為「道」，就是要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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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itation

Let’s fast forward a little bit, to May 2017. Over the years I had developed a 

friendship with Derek, and he knew I was interested in pursuing I-Kuan Tao initiation. 

He informed me that Master Chen of the El Monte, California temple was coming to my 

region soon for other initiations, and asked if I’d be able to attend. After ironing out some 

details, the plans were made. Along the way, we discussed a vegetarian diet, which we’ll 

get to later. Let’s establish some back story.

Throughout 2016, I found myself stressed and addicted to energy drinks, my father 

died prematurely, and my cat died, who had been my primary companion for fifteen 

years. When I broke this news to others on the Tea House to explain my absence, Derek 

reached out to me and asked about my health. A simple expression of concern meant so 

much to me in my time of grief; it motivated me to try to take care of myself. It was a 

wake-up call, and this time I listened.

The energy drinks were dropped, immediately. I don’t recall telling anyone I had 

found myself in that rut again, but it was clear my current path wasn’t working for m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I had gained 60 pounds. I hurt all the time, and work politics 

were severely affecting my mental and financial well-being. All of this in the wake of 

two deaths in the family felt like I was being punished for something. ‟What did I do to 

deserve so much misery? Did I have a hand in my cat’s death?” Even in grief, my ego 

remained stubborn and angry. Self-pity and stress clouded my judgment. I wasn’t giving 

myself the slack I needed to recover and bring order to my life again. This part of the 

story is relevant, because if I hadn’t started to look at my choices and correct them (again), 

I might not have felt motivated to attend initiation. That was an important goal for me–to 

connect with other cultivators in person, learn more of the culture, and formally receive 

the Tao.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guazhang

(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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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讓我們將時間快轉到 2017 年 5 月。我已和 Derek 建立了多年的友誼，他知

道我有意願要求道。他告訴我加州埃爾蒙特全真道院的陳正夫點傳師最近會來

我們這區（西雅圖）辦道，並詢問我是否能來求道。在解決了一些細節問題後，

計畫敲定了。整個過程中，我們討論到素食，待會兒我們還會再談這部分，先

讓我們回顧一下我的背景故事。

整個 2016 年，我被壓力擊垮，對能量飲料上癮，加上我父親的驟逝，且陪

伴我 15 年的貓也過世了。當我向 Tea House 上的夥伴透露這些訊息，解釋我缺

席的原因時，Derek 朝我伸出了援手，並詢問了我的身體狀況。雖然這只是簡單

地表達關懷，但對當時在人生低谷的我，卻意義重大，讓我開始努力照顧自己。

這是一個警訊，而此次我聽進去了。

我馬上戒掉了能量飲料，之後也從未再跟任何人提起那段不堪的歲月，但

很明顯當時所走的路並不適合我。在過去 4 年裡，我胖了 60 磅（約 27 公斤），

無時無刻都感受到疼痛，而且公司中的勾心鬥角嚴重影響了我的精神與財務。

一切種種，就在兩位家族成員過世之後，讓我覺得好像是因為什麼而被懲罰。

「我做了什麼事需要承受這麼多的不幸？是我造成貓咪的死亡嗎？」就算在悲

痛的情緒中，我的自我依然固執而憤怒；自憐及壓力蒙蔽了我的判斷力。我沒

有給自己足夠的放鬆時間，以回復生活中該有的秩序。這段過程和我的故事是

相互關聯的，因為如果我沒有回頭去審視所做過的選擇，並再做修正，我可能

不會有求道的動機。這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目標――面對面地與其他道親聯繫

互動，多了解道場文化，並正式求道。

註：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guazhang

（續下期）



基礎雜誌 347 期26

※ 米束莉

非常榮幸可以參加這個法會，這

兩天的法會讓後學覺得很高興。後學

覺得最有趣的課就是「仁愛」跟「感

恩」，我們要有慈悲心對待每個人，

而且要有感恩的心，如果一個人有感

恩的心，走到哪裡都有人喜歡他。我

們說很簡單，可是做很困難；雖然做

很困難，我們也可以慢慢學習，有一

句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兩天的法會課程，讓後學吸收不

少的知識。講師講述張老前人的行誼，

後學很感動，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

老前人很孝順，願意割股療親，只為

了能救他的父親；老前人的父親過世

後，他聽說求道可以超拔父親，他就

求道、修道。之後領了天命，為了救

度眾生，把大道傳到台灣。他不讓道

親受苦，可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

為了大道，離開自己的家鄉；為了大

道，連自己生病很嚴重也來講課，所

以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

講師講到的很多故事，都對我們

有非常多好處，就像德雷莎修女，她

對每個人都有慈悲心，她看到人家很

痛苦，便盡心盡力去幫助。另一個故

事是關於海倫凱勒，她以前是很調皮

的小朋友，可是經過了學習，後來成

柬埔寨天金道院

青少年班夏令營心得
◎ 柬埔寨天金道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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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很優秀的人，我們可以跟她學習。

闖關遊戲也很讓人印象深刻，每

個關都有不同的障礙。就好像我們在

修道過程當中，會有魔來考，可是我

們不要怕，來考我們的魔都是上天派

來的，來考我們的程度，因為要成佛，

不是很簡單的事情。有一句話說：「經

一事，長一智」，不管有什麼障礙或

是很困難的事，必定要勇敢往前走；

不管有什麼困難，我們不要退縮，在

〈人生必讀〉中說過：「路不行不到，

事不為不成。」

透過這些活動，培養我們的智慧、

勇敢的精神，我們不要太在意贏或是

輸，因為輸贏不是最重要，這就是我

們的經驗。希望以後能再辦這個活動，

最後祝各位點傳師、各位講師，以及

各位前賢身體健康、道務宏展、聖凡

如意、心想事成、永遠平安！

※ 何雪諾

後學非常快樂，有機會可以寫出

自己的心得報告，這是後學第一次參

加青少年班兩天的法會。

第一天，一整天都是聽課。第一

堂課就是「仁愛」，這堂課告訴我們，

人與人之間要有慈悲心、有愛心；我

們的愛心、慈悲心，不是只對人，也

不是只對家人、對爸爸和媽媽、對我

們關懷的人，而是不管對動物或是人，

甚至任何生命，我們要有愛心、慈悲

心。有慈悲心的人，不會去殺害別人，

也不會去吃其他動物的肉，我們有肉

體，動物也有肉體；我們會痛，動物

也會痛，所以我們不要去殺牠、不要

吃牠，我們應該將心比心！

中午的時候，有三位前賢帶動唱

歌，這三首歌非常好聽，也很有意義。

第二首歌是〈活在感恩的世界〉，這

一首歌引導我們要感恩所有的人，不

管那個人好或是不好，我們都要感恩，

因為有他們，才有今天的我們，所以

要時時刻刻保持感恩的心，才能讓我

們的人生更圓滿。

「海倫凱勒」的故事中，讓後學

了解到，人生會遇到很多的障礙，所

以我們要提起精神，勇敢地去面對事

情，要像海倫凱勒一樣，雖然她耳聾、

看不到，但是她還是去面對並克服所

有的障礙，堅持到底就成功了，所以

我們要向她學習一樣的精神。

晚上晚會的時候，每一組都有上

台，非常努力地表現各組的能力，有的

唱歌，有的跳舞，大家都非常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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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沒有安排課程，而是

玩闖關遊戲。每一組要一起面對障礙，

努力過關，這些遊戲有些雖然簡單，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團結，就不可能成

功的。

經過兩天的法會，讓後學吸收了

不少知識，也懂得感恩、懂得禮貌、

懂得禮讓，這些讓後學非常快樂，也

很高興；懂了這些以後，後學一定學

習去做。後學非常感謝前人、點傳師、

壇主、各位前賢們，把大道傳到柬埔

寨；因為有他們，才有今天的後學；

因為有他們，才有今天的法會。

※ 恩忠

經過這兩天的法會，後學學到很

多知識，也認識很多的同修。參加完

這兩天的課程後，後學懂得了感恩、

也懂得了仁愛。法會當中玩很多遊戲，

分隊進行的方式，可以讓同修與同修

之間更加熟悉，也學會找方法來解決

所面對的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團結

的力量。

「仁愛」專題，讓後學和其他同

修懂得感恩所有的人，也感恩所有前

輩們；此外，我們要感恩傷害我們的

人，因為有他的磨練，才讓我們得以

進步和成功。法會中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可以一起吃很美味的素菜；還有

在晚會當中，每一隊都很盡心盡力表

現，發揮自己的能力，使這法會增加

許多歡樂。

※ 波文天

經過這兩天的法會，後學學到不

少知識，因為講師們準備很多故事與

道理來分享，又教我們要學會佈施、

要學會幫助別人；講師講到「仁愛」，

鼓勵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放棄，

也不要失望；還教我們運動，講道理

給我們聽，讓我們身心都能夠健康快

樂，進而好好地來修道、辦道。

除了正課，我們也玩了很多遊戲。

在遊戲裡面有很多含意，鼓勵我們勇

敢地承擔，發揮自己的能力。學習了

這些道的課程，玩了這些遊戲，以後

後學要把相同的道理與遊戲去引導其

他的小朋友……。

※ 庭束欽

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

兩天的法會。經過兩天的法會，後學

真的吸收了不少法語以及知識；在法

會當中，有點傳師慈悲賜導，也有規

劃一些活動；講師在課堂上提到一些

偉大的人物，如：張老前人、德雷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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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海倫凱勒……，他們都是為了

人們而犧牲奉獻，因為他們的仁愛，

讓很多人得救以及感動，我們應該學

習他們的精神。而在活動方面，有很

多讓後學印象深刻的地方，如：每一

隊的口號、隊裡的團結合作，與團隊

的精神等等。

參加法會可以培養自己的勇氣和

能力，又可以認識到很多人，學習彼

此的特點來補足自己不足之處；還有

一點，不管自己的隊是贏還是輸，那

都是一種互相學習，因為我們不是為

了分數，而是為了充實自己。

在這兩天裡，後學很高興能夠看

到大家都法喜充滿，也都充分地展現

自己的能力，後學希望明年能夠再辦

這個活動。

※ 祝雪溫

在兩天的法會裡，後學懂了很多

道理，玩了很多活動。回想起來，每

一堂課、每一個故事、每個活動，都

教育我們要有仁愛、會感恩、有耐心，

以後教學生的時候，也要將心比心。

每一位來參加的學長，之前都是互不

認識的；參加以後，讓後學認識了很

多前賢。每一隊都是很有精神、有禮

貌，彼此團結，也都互相幫助。

後學非常感恩點傳師與講師們慈

悲，讓後學有機會學習帶玩闖關活動。

每一件事都是後學沒有做過的，當講

師讓後學帶領大家的時候，後學有一

點緊張，因為後學不是勇敢的人，可

是後學告訴自己：要把握機會、要有

信心、要當一位優秀的人才，任何事

情不管自己是會或者是不會，都要學

習去做，因為都是為了眾生，而不是

為了自己。經過這次的經驗之後，後

學也學會：以後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

到，然後盡心盡力去做；努力做好以

後，後學將因此獲得很多經驗。

※ 翁雪雷

經過這兩天的法會，後學覺得自

己學習了很多，也吸收了不少知識。

▲  大地遊戲，每位學員都認真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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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後學第一次參加兩天的青少年班

活動，後學先說說第一天：後學認識

了很多前賢，也聽了很多道理；第一

堂課是「仁愛」，聽課後，後學了解

到：我們每個人都要有愛心、慈悲心，

這個愛心不只是對自己的父母、兄弟、

朋友、親戚，更要對所有的人、以及

在世界上的所有動物有愛心、有慈悲

心；雖然動物不是人，不會講話，可

是我們還是要對牠們有愛心、慈悲心，

不要殺牠們、不要吃牠們的肉，這樣

才是有真仁愛的人。

就像是張老前人，是真仁愛的人，

他很慈悲、有德行，他把大道推展出

去的志心從來不曾動搖，從大陸到台

灣傳道，遇到了很多困難，他也不放

棄；看到道親間的摩擦，看到社會上

很亂，有殺、有偷、有強盜，他自責

地批評自己不好，沒有教育好他們、

沒有去度他們，才有這樣的事情；為

了讓眾生明理，他雖然生病了，還是

在台上講課。後學看了這影片以後，

非常感動，不禁想流眼淚，後學也告

訴自己：要學老前人的腳步、慈悲心、

德行與精神。

當後學聽了德雷莎修女的故事之

後，非常感動，因為德雷莎修女為了

幫助窮人、病人，為了救他們，奉獻

出很多時間，更付出自己的精神、力

量，從自己的國家到印度，到窮苦甚

至有戰爭的地方去服務。一開始，當

地人都不歡迎她，並趕她離開，可是

她沒有回去，反而堅定志向，繼續救

那些小朋友，教育他們，最後讓那些

小朋友的父母也感動了，知道她是真

心救他們；後來，當地人都很敬愛她，

她死了以後，甚至被尊為聖人。看了

這個影片之後，感動後學的心，後學

想像德雷莎修女一樣幫助窮人，雖然

一開始可能不完全像她那樣，可是慢

慢地學她的慈心、愛心、精神、志心，

希望自己也能有平等的心，沒有分別。

第二堂課是「感恩」。每一個人

要有感恩的心，感恩天地、感恩父母、

感恩所有人的幫助和教育，甚至是感

恩傷害、斥責、絆倒、遺棄、欺騙我

們的人，因為他們所給予的磨練，讓

我們更加堅強，也讓我們進步，進而

成為很棒的人。

聽了海倫凱勒的故事之後，後學

了解到：老師對學生的用心付出真的

很動人。蘇利文老師很有愛心，也很

關心學生，想要讓海倫成為品格好的

小朋友，她用了很多方法、很多力量

與精神去教海倫，即使海倫不聽、不

做，她仍繼續教導，最後終於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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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話說：「只要有努力，一定會

有成功」，後學要學習蘇利文老師的

自信與精神、平等心，而且要去幫助

殘缺的人，要鼓勵提拔後進，給他們

機會表現出自己的才能，讓所有的人

知道：「只要我們心懷感恩與仁愛，

就可以成為天使了。」

經過闖關活動，後學學到很多知

識與經驗來帶領小朋友；不管以後後

學有沒有機會帶動，後學相信自己可

以做得到。看到大家快樂，後學也很

快樂，大家都有禮貌、有精神，團結、

禮讓，像一家人一樣，一起來玩這些

活動，讓後學非常感動。

感恩點傳師慈悲，開辦這個營隊，

讓所有的人才都來參加，不只是有好

玩的活動，同時也可以聽道理；感謝

講師們來柬埔寨投入營隊，付出了很

多金錢、力量、精神和時間！希望每

年都可以舉辦夏令營，也希望有更多

台灣的講師來柬埔寨講課，我們都很

愛所有的講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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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天恩師德，前人、點傳師

的慈悲，讓後學這次能有這個機會來

柬埔寨學習。在今年（2017）1 月的

天惠 堂考生叩求中，江永德點傳師

說：「愿大力大」，所以後學立了一

個愿――「去柬埔寨 堂幫辦學習」。

感謝濟公老師慈悲，讓後學能順利完

成人生中重要的考試；考完後，就決

定暑假去柬埔寨了愿。

8 月 18 日，後學隨著陳樹旺點傳

師、陳益琳講師和陳致鈞學長來到第

一次造訪的柬埔寨。一踏進 堂，就

被兩旁熱情的前賢們震懾了；原來就

算來到了離台灣很遠的地方， 堂依

舊還是我們的家，只要來到了 堂，

什麼煩惱都能拋在腦後。

很多人問我：「你去柬埔寨幹

嘛？」我都告訴他們：「我是去服務

的。」那為誰服務呢？當然就是上天。

在這 8 天的學習中，有兩天是最重要

的活動―― 2017 年柬埔寨王國一貫道

基礎忠恕青少年夏令營。

 Go Go 柬埔寨了愿行
◎ 蕭銘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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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柬埔寨之前，後學就被告知

要在第一天「仁愛」專題後，講述德

雷莎修女的事蹟；後學以為就只是單

純的講課，卻忘了來到國外後最重要

的一件事――翻譯；一堂單純的影片

欣賞和問題討論課程，看似很簡單，

卻讓後學永生難忘。第一次上台講課，

又是來到了國外，讓後學拿到麥克風

後愣在原地，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不容易「熬」完一個多小時的課程，

後學歸納出幾處不足的地方，期許自

己之後的課程都不要犯同樣的錯。

來到柬埔寨 堂，就要「入境隨

俗」；柬國有些前賢會說中文，但為

了配合其他學長，所以後學被告知要

講慢一點，再加上看影片要一句一句

翻譯，讓後學花了一堂課適應。另外

因為這次夏令營學員的年齡層跨距有

點大，常常一句話都要分成很多意思

說，讓後學感到很吃力。

調整過後，後學了解到講課要貼

近他們的生活，這個發現，讓後學在

之後的「小故事大道理」課程中，感

到輕鬆許多。在伊索寓言〈爭鳥王的

寒鴉〉中，後學告訴學長們：藉助於

外在的東西，只會得到虛假的美，當

原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被剝離時，就

會原形畢露，希望學長們能夠珍惜自

己所擁有的；在〈驢和野馬〉中，告

訴學長們：不要為失敗找藉口，而是

要究其原因，在哪裡摔倒，就從哪裡

爬起來；很多學長在學中文，有時候

當然也學得很挫折，勉勵學長們能夠

專心致志。許多小故事在台灣都被嫌

老套，柬埔寨的學長卻都聽得津津有

味，除了令後學很感動外，也感受到

當地學長跟台灣學長的差別，明明都

是相似的年紀，好學程度卻差了很多。

來柬埔寨帶動完夏令營後，心情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在台灣後學已經

參加了不下十次的夏令營，卻都沒這

次夏令營來得印象深刻。柬埔寨的學

長們很珍惜任何一個活動，就算只是

一個小小的心靈迴響，全場一百多個

學長，沒舉手的只有 4 位；那時後學

▲  陳樹旺點傳師慈悲賜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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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致鈞學長開玩笑說：「在台灣，

舉手的可能只有 4 個吧！」或許他們

的生活沒有我們富足，又或許他們

的學習環境沒有我們好，但有一項特

質是台灣學長們比較缺乏的，那就是

――樂天知命。

「美妙旋律」，可以兩天都唱一

樣的 3 首歌，就算夏令營結束了，也

常常看到當地學長把那 3 首歌拿出來

複習；晚會活動中，看到各組不管是

演戲、唱歌，抑或是跳舞，都讓後學

驚嘆不已，很難想像其實在晚會前一

天晚上才告訴他們要準備活動；闖關

遊戲中，各小組都絞盡腦汁地發揮團

隊精神來破解這些關卡；所有的課程，

學長們都很用心參與，我想這也是台

灣學長們比較欠缺的一環。

結束了兩天的夏令營後，來到了

平常留在天金道院的學長們的學習時

間，早上要學中文、下午念《論語》、

晚上練講。

一開始，後學以為只要準備一點

點課程就好，殊不知問了當地學長後

才發現，原來早上、下午都是我們的

時間。後來跟致鈞學長協調後，由他

來講述專題，後學則負責中華文化這

一塊。

後學秉持著「學中文就要了解中

華文化」，而不是只會念或只會背經

典，正如同致鈞學長說的：「背〈禮

記˙禮運大同篇〉，卻不了解它背後

的意義，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啊！」於

是乎後學便準備了 5 堂課，分別是「從

文天祥看忠誠――衣帶贊」、「從戚

繼光看堅持――韜鈐深處」、「中國

最美的風景――詩、詞、曲、小說」、

「中國古代的智慧――九流十家」，

以及「中國各朝代的代表人物」。一

天接近兩個半小時的課程，讓後學了

解到「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真的很感謝柬埔寨學長們的熱情，讓

後學人生第一次的正式課程能夠順利

講完。

第一次來到柬埔寨，就對這裡印

▲  下課後歡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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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深刻！後學發現他們很積極進取和

知足感恩，也很佩服他們的能力。這

次有幸參與當地的辦道，看到學長們

花不到一天的時間就度了將近二十個

人，當下是十分震撼的。再看到那天

講三寶的學長，只比後學大一、兩歲

時，便覺得很慚愧，後學每年都過得

渾渾噩噩，從來沒有像今年一樣過得

如此有意義。

猶記得要離開前的那一晚，所有

乾道學長，包括致鈞學長和後學，聚

在一起聊天，後學便開玩笑地對其中

一位恩忠學長說：「明年如果我再來，

你就要幫我翻譯。」是的，後學覺得

這次的學習真的非常充實，但還是有

要再精進的地方，正如同他們要學中

文一樣，後學也要趕快跟上道場的腳

步，一起為道奉獻。

▲  晚會表演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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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在黃金忠點傳師及洪昆

福點傳師的帶領下，在海外舉辦了 3

場青年法會；後學有幸跟隨參與其中，

就僅以一些淺薄的見聞來讓大家一窺

海外修辦的點滴。

這個國家縱深 1,700 公里，人口

9,400 多萬人。早在秦漢時代就曾為中

國的屬地，所以文化的本質上有濃郁

的中國味，很多家庭都會祭拜祖先，

神桌上掛著「祖德流芳」的匾額。但

這裡也曾被法國殖民過，所以又帶有

法國歐式的生活調性；走在街上，都

是法式的建築風格。因為這複雜的淵

源與殖民的歷史，形成民族強烈的韌

性與自尊感。當地人很團結，也非常

注重榮譽與倫理，但因為是共產國家，

對外國人多少會有所戒心。所以要他

們信道，確實有點困難，但是當他們

一旦相信了道，那種修辦的態度與犧

牲的精神，又令人望塵莫及。

此地的道務能夠開展，付出最多

的首推在點傳師身邊翻譯的小蘭。因

為發愿要開荒度眾，點傳師就把她送

去浩然道場學習中文，半年的學習過

程，過著如出家般的生活；小蘭為了

趕上進度，時常半夜還偷偷爬起來走

出房間，蜷縮在門外的牆邊，就僅僅

靠著昏暗的燈光來苦讀中文，只怕自

走在荊棘的路上
◎ 徐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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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學不好，辜負了點傳師的期望。經

過近 6、7 年的歷練後，現在不但能獨

當一面當翻譯，法會的每一堂課都能

講，上台時的表現更是活潑生動、自

信滿滿。濟公老師還曾在她夢中顯化，

教授她如何去領會心法，讓她在翻譯

的時候更能契入真理。

點傳師第一次嘗試在當地辦青年

法會是在西元 2015 年，那時有位名叫

阿蓮的學長，就讀大二，入道也不過

兩年光景，當時和 6、7 位與她年紀相

仿的同學負起所有的工作，還包含講

課。因為大家都是新手，操辦經驗自

然不足而生澀；在點傳師嚴苛的要求

中，阿蓮扛起一切責任，被責罵就低

頭接受，有淚水就往肚子吞去；在極

大的壓力與使命感的驅使下，3 天來

都沒什麼睡。

法會結束後，阿蓮沒有任何怨言，

反而流著淚說：「感謝點傳師給我這

次機會了愿，謝謝點傳師。」簡單幾

句話，卻讓人感受到她心中那種苦盡

甘來的法喜。原來在家是大小姐作風

的阿蓮，為了要讓父母也信道，她徹

底改變驕縱的個性；那幾天的表現，

連在旁協助的其他人都豎起大拇指讚

嘆。這就是點傳師用人的智慧，不怕

沒經驗，只怕不敢接受磨練與考驗。

今年的法會則是由阿草擔下重

任，她也是阿蓮這群夥伴的大姊頭。

4 年前發心時，還是一位不到 20 歲

的小女孩；因為想要幫助道務發展，

於是就開始自己想辦法學中文，後來

還求點傳師說：「可否休學到台灣學

中文？」要到台灣學中文，阿草並

不是說說而已，講完了毫無懸念馬上

行動，就這樣靠著破破的中文隻身來

到台灣；現在的她已經能說一口流利

的中文，還考上師大外籍生學士班就

讀。後學想，如果我們修行都有如此

破釜沉舟的魄力與決心，還怕不能成

就聖業！

點傳師常說：「你自己就是佛！」

有佛就有法，三寶心法就是自己體悟；

更何況天時急緊，哪有時間慢慢來

啊！事情來了就要去承擔、去克服、

去面對！點傳師不會因為你是新道親

或年紀輕，就對你百般呵護，或是降

低了修道的標準。所以有句話說：「道

是自己辦、自己修、自己成。」阿蓮

與阿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台灣和她

們一樣年紀的道親，還在被大人們百

般呵護時，當地的年輕道親早就走出

自己的一片天；因為她們既沒有依靠，

也沒有後援，只能靠自己對道的信心

向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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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備法會的過程中，點傳師就

問我們：「這次操辦法會的行為目的

是什麼？不要欺騙自己，好好地想，

我們到底是一個為辦事而辦事的愚

民？還是一個講真話、真幹事、修真

道的智慧行者呢？」在嚴厲的話語中，

透露出點傳師對我們深切的期盼；點

傳師無非是希望我們修辦要合一、覺

行也要合一。如何借事煉性，把自己

的那個真性找出來，才是修辦的重點

與目標。唯有真修才有真行，真行才

有真悟啊！

前輩者常說：「道尊德貴，乃舉

世無價之寶；心法密授，非時不降，

非人而不傳。」我們身為白陽弟子，

領受了性理真傳的真秘，也立下了神

聖的誓愿。但如果缺乏正確的修辦理

念與智慧，辦而不修，修而不覺，覺

而不行，結果只會把尊貴的大道越辦

越小，把成佛的真法越修越假。這就

是為什麼點傳師在操辦道務時總是一

絲不苟，總是嚴以訓斥，因為道尊德

貴，我們豈可輕忽怠慢！就是這份堅

持，點傳師在這個難辦而令人卻步的

地方，又深怕被當地政府阻撓，道務

卻越來越宏展。

曾有一位當地道親求道後說：「只

要點傳師您來，我就跟您一起去辦

道。」點傳師心裡還在想：「這裡怎

麼有根基這麼好的人！」可是後來那

位道親自己卻跟點傳師表白：「我其

實是在監視您的。」因為他曾是當地

官員，雖然已經退休了，但依然想要

搞清楚這個外國人到底想要做什麼？

是否居心不良？ 3 個月之後，他說：

「我終於知道點傳師您在做什麼了！」

以後反而成為護持點傳師最得力的助

手，現在更是一位發心的壇主了。

《論語‧子路》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原來道的殊勝不是用講的！講得天花

亂墜，人家也不見得信。天命的寶貴

也不是自己吹噓的！沒有真修真行，

馬上就會被人看破手腳。原來要印證

道真、理真、天命真，就是要修得真、

行得真、悟得真。點傳師給我們做了

最好的典範！

在當地，點傳師還要求新求道

人必須先答應三個條件：第一、要孝

順父母。第二、要修身養性，吃素。

第三、要慈悲喜捨，利益眾生。要做

到這 3 個條件才能求道。很多人都跟

點傳師說：「吃素這個條件太苛刻了

吧！」點傳師說：「我要建立的道場

是一個真修的道場，不是一個算人頭

多寡的道場。如果你想了脫生死，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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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你來；如果你想湊熱鬧，請到別的

教門去吧！」點傳師又說前人曾告訴

他，師尊在歸空前最後一句話是：「道

為知己者傳，不可貪功濫度。」因為

上天降道是千古未有的事情，我們怎

能隨地賤賣，讓道失格呢！說也奇怪，

這幾年來，辦道的標準越高，人才卻

是有增無減，這裡的 堂一直在增加。

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道務

的發展是天意在做主，不是人意在做

主啊！

這次提供法會場地的阿美壇主，

因緣也很特殊，自己早已吃素修行十

多年，直到去年才有機緣求道。在求

道前，夢到仙佛示現一位師父給她看，

並告訴她說：「妳要去跟這位黑黑胖

胖的師父修行。」當她第一次看見點

傳師就驚訝地說：「這不就是夢中看

見的那位師父！」想當然耳，這種機

緣不須再說什麼道理，當下她就全心

向道了；之後並請求點傳師，可否在

她那裡辦新道親法會，她願意把公司

提供出來辦道、開法會。

去年法會辦完，有 37 位新道親當

下立愿，開 堂就有 19 位，吃長齋有

29 人。後學當時也在現場，看見他們

只是初入道門，就能發出無上的心愿

而震撼不已，這些無非都是上天的助

化與安排。所以我們在操辦時，要常

問自己：「有合天心嗎？是私心多？

還是天心多？是分別計較的多？還是

慈悲喜捨的多？」當我們的心是合天

的時候，天自然就會撥轉因緣。阿美

壇主給我們最好的見證！

而此次法會，則是起源於一位 16

歲叫阿莊的女孩。去年大人的法會辦

完，她哀求點傳師說：「可不可為我

們年輕人開一場法會？」點傳師回說：

「可以啊！但妳要找人來，沒有人來，

怎麼辦法會呢？」就這樣阿莊靠著自

己和妹妹，一家一家地去拜訪；後來

終於找了十幾位年輕人，點傳師才答

應。裡面有一位學員是阿莊的哥哥阿

貴，法會結束後，阿貴也立愿要開

堂了。但點傳師沒說以前，大家都不

知道，阿貴其實是一位浪子，以前還

曾吸食毒品，因此把他父母賺的錢都

敗光了，讓他的母親痛苦萬分。難怪

在法會中，看見他媽媽跪在點傳師前

面，感謝點傳師。因為任誰都無法改

變的兒子，點傳師帶來的道卻將他改

變了。但點傳師說：「妳不要跪我，

這不是我的力量，這是道的力量啊！」

是啊！道的力量是如此不可思

議！只是道理大家都知道，要如何入

手呢？點傳師說：「修道就是要從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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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開始做起，這也是此次青年法會的

主題。要讓年輕道親去體會母親的生

育恩、養育恩和教育恩。」一開始，

我們想到讓學員們背水球，去體會母

親懷孕的辛苦；但是點傳師說：「背

水球怎能體會得到呢？要背就背西

瓜、榴槤、香蕉、雞蛋這四種東西，

分四組抽籤來選擇。」

為什麼呢？點傳師接著解釋：

「因為西瓜才夠重，背了他們才會知

道母親懷孕時的腰酸背痛。榴槤呢？

被榴槤刺到，才知道嬰兒踢母親的痛。

抽到香蕉、雞蛋，好像很輕鬆，殊不

知一不小心就會壓爛、壓破了。這樣

才能體會母親是怎麼呵護我們的。而

且要背一天一夜，上課不能脫下來，

洗澡也不能脫，睡覺更不能脫。有誰

看過媽媽懷孕時，把嬰兒拿出來休息

的嗎？」可是不脫下來怎麼洗澡？就

有人提出疑問！點傳師回答：「就是

無法洗澡，才能體會母親懷孕的不便

啊！」以往在台灣這種體驗課時間都

不長，大家都是以嘻笑的態度來看待。

點傳師這次可是玩真的啊！果然活動

結束後，學員自己說：「一開始還覺

得好玩，等到腰酸了、被刺到了、睡

覺不敢翻身時，才發現這不是件好玩

的事。原來母親是這樣把我生下來的

啊！」

法會進行到第二天晚上，點傳師

請學員的父母一起來到 堂，在孝道

課程結束後，讓學員在父母前跪下來，

感激父母養育之恩。當看見子女與父

母相擁而泣的場面，就算是鐵打的心，

也要被那刻的真情融化。現場的氛圍

令大家無不紅了眼睛、濕潤了臉頰。

原來孝是不需言語的，真情是不分國

界的，真理就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當人的天性展露的時刻，就如回到了　

老 天堂。那種簡簡單單、自自然然

的道，不須咬文嚼字，不須專研經藏；

從生命中的靈性所散發的覺醒，是那

麼地真實與動人。那一刻，是後學一

輩子都未曾見過的人間美景。

▲  孝道課程，讓年輕道親體會父母親生養
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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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法會第三天，立愿勾選完，

一位年紀最小的學員被點傳師叫了起

來，點傳師問他：「為什麼你把全部

的愿都打勾了？你知道這些愿是要做

什麼嗎？」他的回答很簡單：「我知

道，因為我要走向成佛的路。」小小

年紀還一臉稚氣，渾圓可愛的長相，

卻說出了撼動人心的一句話：「因為

我想要成佛。」後學修道幾十年，志

向都還沒有他高。

在很多人的觀念裡，都覺得這

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但什麼才是貧

窮？生活水平低落叫貧窮嗎？基礎建

設落後叫貧窮嗎？後學聽到這位小弟

弟的回答，突然想通了，原來沒有志

向才是真正貧窮的人！難怪法會還沒

開始時，點傳師就要我們想清楚，這

次辦法會的行為目的是什麼？就是要

定位自己的志向，你的定位是凡夫，

你就不可能成為羅漢；你的定位是羅

漢，你就不可能成就菩薩。

成就菩薩！原來這就是點傳師在

國外開荒的原動力，點傳師在這裡一

向是孤身行腳，自己深耕佈種。開始

的幾年也是阻礙重重，還被當地政府

人員盯上，請去喝茶；當受人家毀謗、

誤解，或是冷嘲熱諷，也沒關係，因

為走上這條路，是自己對上天的承諾。

所以點傳師說：「寧願自己累死在行

道的路上，也不要病死在家裡的床

上。」就是有這樣十年磨劍的刻苦毅

力，才展露出今朝道務的鋒芒成果。

《菜根譚》上有一段話：「花逞

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

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就琅

玕。」春天的花雖然美麗動人，但卻

禁不住風雨摧殘，一下就凋落飄零，

化歸泥土；翠竹堅韌挺拔，就算歷經

無數風霜雨雪，依舊能傲然挺立。如

果我們真的想修道，您要選擇哪一條

路呢？是要眾人歌頌讚揚，一切稱心

如意的路；還是前方盡是坎坷崎嶇，

無人知曉，默默無聞的路呢？許多到

海外開創的前賢們，他們選擇了後者。

就如那堅韌的翠竹，歷經艱辛的風霜，

忍受那無人知的孤寞，還要接受眾人

的譏譭，僅用自己的真情傲骨，毅然

走向了這條充滿荊棘的路；此路雖難

走難行，卻讓自己走出了難能可貴的

志節，灑露出光風霽月的脫俗，這無

非是想達成一個簡單的心愿――愿為

天下蒼生，闢立出一條回天的光明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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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 王昱喬

在這趟遊學中，要感謝的人很多，

首先要謝謝澳洲忠恕道院提供這麼好

的環境，以及很多學長的慈悲付出，

還有每天上、下學的接送；蔡壇主一

家人用心為大家準備好吃的三餐，讓

我們每天都有繼續學習的動力，還有

熱情的道親，帶我們體驗當地的風土

民情。

在全英文的語言學校內，每位老

師、同學都很親切，讓我不排斥學英

文；而且每週安排的出遊，可以放鬆

因平日上課而疲憊的心情。雖然一開

始不太習慣澳洲的生活作息，但過了

幾天後，開始喜歡上這邊的悠閒步調，

覺得這裡的生活環境真的很棒，很感

謝爸媽讓我參加這次的遊學團，使我

有所成長與收穫。

最後要謝謝遊學團 15 位同伴在這

一個月中的互相陪伴，特別是我的三

位室友，無時無刻照顧我，雖然有時

候你們的「脫序行為」讓我無法招架，

但真的很謝謝這一個月對我的關心，

讓我在這 30 天內留下深刻的印象。

※ 彭子恩

非常感恩能參加一年一度的澳洲

布里斯本遊學團，在這我要感謝我的

家人在我猶豫要不要來的時候，給我

勇氣，我才能踏出這一大步。

2017 

澳洲忠恕道院遊學團心得（下）

◎ 澳洲忠恕道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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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斯本，我學到了一些有關

澳洲的風情和這邊特有的用語；跟著

這邊學校的老師上課很愉快，作業也

很寬鬆，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和很

多國家的人一起學習英文，也可以順

便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

在道院中，讓我感受到的不只是

服務方面的享受，就連心靈方面的享

受，也是無話可說。假日時，道親帶

我們去的遊玩地點，更是精挑細選，

有玩的，也有超漂亮的風景。最後，

很感謝每天載我們上下課的陳平常點

傳師一家人，還有為我們煮豐富美味

三餐的蔡壇主夫妻，和這次為我們服

務的各位道親們，您們不辭辛勞地為

我們付出，感恩各位。

※ 賴維邦

感謝　天恩師德，感謝點傳師慈

悲，感謝父母用心良苦，使我有機會

來到澳洲遊學。在這裡我感受到與台

灣不同的環境氣候與人文風情。在氣

候上，澳洲的陽光很強烈，但依舊能

體會冬天的風情；在人文風情上，澳

洲人十分享受悠閒的生活，懶洋洋地

和無尾熊一模一樣。在語言學校與各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相會，有韓國、

日本、巴西、哥倫比亞等等。從初識

到熟稔，英文從生澀到暢所欲言，為

我編織出別具意義的回憶。

特別感謝在我與病魔纏鬥的那些

日子，所有不吝嗇向我遞出關愛、獻

出自己一份心力的學長，因為有你們，

我十分幸福。如同洪青詩講師所講：

你們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再次感恩

不遺餘力付出的學長們，使這次遊學

圓滿成功。

※ 胡翠芳

這為期一個月的遊學，轉眼間落

下帷幕；猶記得剛下飛機時，那初來

乍到雀躍不已的自己。歡迎會與歡送

會相似的場景，畫面中的我們帶著白

紙來到，最後各自帶著填滿鮮豔色彩

的回憶離開。

謝謝這一個月來，每天為我們準

備三餐的蔡壇主，還有替我們打理生

活的蔡太太和陳媽媽。更謝謝陳點傳

師和 Jason 學長接送我們上下學！也

謝謝 Vivien 學長與我們分享吃喝遊玩

的好去處，充當我們迷路時的人體導

航。謝謝各位學長發心護持，我們才

得以有無憂無慮、快樂自在的遊學時

光。特別是 Alex 學長，在每週三的晚

上撥出時間陪我們玩樂；儘管有時我

們待加強的理解能力會讓遊戲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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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進行，你還是不厭其煩地解釋，甚

至準備更精彩的活動。謝謝你耗費時

間和心力來豐富我們這趟旅程！讓我

對澳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及認識。

而最感謝的莫過於陳點傳師，慈

悲地給予我們這個難得的機會來澳洲

學習，成全了我想一覽世界樣貌的心

願！平日在學校上課吸收知識，與同

學互動說英文，讓我收穫滿滿。下課

後，自由活動時間是最讓人期待的，

搭著 City Cat 前往 UQ，或是到 Garden 

City 購物，都教人流連忘返。只可惜

美好的時光總是流逝得很快，但我已

用世上最棒的鏡頭捕捉了每個精彩瞬

間，透過雙眼掌鏡，收藏在心中的每

一幕，都將成為片刻永恆。

※ 劉子維

首先要感謝父母，讓我能夠有這

個機會出國；感謝點傳師慈悲，以及

所有當地道親的協助，才讓我們有這

麼好的回憶。

時間真的很快就過了，第一次來

到英語系國家，真的讓我很期待！在

學校裡第一天上課，就交到了新朋友，

而且老師人也超級好的，讓原本以為

會很無聊的課程，更加有趣！除了上

課以外，每天下課都可以去很多地方

走走，看看當地的文化特色； 堂附

近的住家，外觀真的跟許多歐美電

影裡面的場景很類似呢！環境超級優

美！當地的商店平常 5、6 點左右就打

烊了，但還好有一群超棒的朋友，有

他們的陪伴，讓我真的一點都不無聊，

也讓這趟旅行變得更加值得。

回 到 台 灣 後， 才 發 現 我 有 樣

東西忘了帶――我的心還留在了澳

洲……。真的很感謝在那裡遇到的所

有人，這將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收穫。

※ 余靜

謝謝爸爸、媽媽，給我機會去澳

洲參加遊學團，讓我學習如何真正運

用英文與外國人交流、溝通，也讓我

能開拓國際視野，擁有了各國的朋友、

同學。

謝謝陳點傳師和各位學長辛苦地

接送我們上下學、去遊樂園與黃金海

岸、去各種大型商場血拼；謝謝蔡壇

主夫婦每天都很用心地變出不同的料

▲  金黃色的沙灘，大家玩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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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讓我們吃得超豐盛、超幸福；謝

謝 Alex，幾乎每天都來陪我們玩，絞

盡腦汁帶了很多不同的活動讓我們參

與；謝謝每個禮拜開班時負責煮飯的

學長們，讓我們可以嚐到不同地方的

特色餐點。在澳洲忠恕道院學習的日

子裡，很開心、很充足，謝謝所有人

的慈悲與幫助！

※ 余璇安

這次參加澳洲遊學團，非常謝謝

蔡壇主和蔡媽媽每天幫我們煮三餐，

煮得都很好吃，讓我們不知道要如何

選。也謝謝每天接送我們上下學的人，

讓我們可以順利趕上公車，才能在時

間內抵達學校。

在 Viva College，遇到了來自各個

國家的同學，大家一起上課的感覺真

的很開心；學習英文的同時，也認識

了許多朋友。我特別喜歡老師上課的

方式，以輕鬆的教學方式讓我們學習，

使我們敢用英文來互動。這一個月的

經驗真的很值得，如果還有機會，真

的希望可以再去一次。

※ 陳慈欣

很開心這次能夠參加澳洲遊學

團，真是收穫滿滿！很感謝父母及各

位學長的用心和付出！謝謝蔡壇主及

蔡媽媽，每天都準備好吃的餐點！謝

謝陳點傳師、陳媽媽、Jason 每天接送

我們。謝謝 Vivien 的策劃，也謝謝遊

學團的夥伴們，讓我的澳洲遊學之旅，

更豐富、更精彩，也帶走滿滿的回憶。

在語言學校上課沒有壓力，班上

同學都很有趣，讓我可以了解到來自

不同國家的文化，老師也很認真負責；

來這裡學習，也讓我變得比較敢開口

說英文！除了上課以外，下課就是去

逛街走走，生活很愜意。我們去了很

多主題樂園，真的很有趣！還有黃金

海岸的沙灘真的很舒服！

來一趟澳洲之後，對自己的生涯

規劃有很大的幫助，也拓展了自己的

視野，非常感恩可以有這麼棒的旅程。

（全文完）

▲  準備返回台灣，美麗的澳洲 bye b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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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忠恕學院學習的時光，王

顯榮點傳師是我們第二期講員班的主

班點傳師；第二期講員班有 12 名學員，

王點傳師都細心地批改每一位學員的

作業。記得有一回，後學學習的專題

是「人生真諦」，王點傳師將作業批

改後，分還給後學時，後學看完非常

非常地感動，因為王點傳師將內容重

新擬稿給後學，而不是叫腦筋快打結

的後學自己想……。而這篇講稿，後

學也沒有辜負王點傳師的期望，靈活

運用，盡情發揮。

在研讀《彙音寶鑑》學習台語時，

王點傳師也是大力推廣，讓大家能打

下很好的基礎。現在，後學向基隆的

蔣夢龍老師學習時，因此更能駕輕就

熟，都是當時在忠恕學院學習中，所

累積的成績，也很感恩王點傳師一點

一滴對後學的教導。

早年，後學參加合唱團，王點傳

師慈悲都會一邊彈琴，一邊教導我們

唱道歌。王點傳師還把我們每個人的

名字，都寫入一首對聯中，耳提面命

地諄諄教誨，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

指導，很感恩王點傳師陪伴著我們這

群想要精進道學的青年。

先天道院的階梯上，

有您彈奏音符光絃；

黑板上的字裡行間，

有您妙悟的參道聯。

青澀懵懂的韶華誌，

有您不斷提醒規儀；

道寄韻律歌聲遠播，

有您用心譜曲填詞。

有您在的日子，後學且忘了寄一

張感謝函給您，而現在僅能以此文一

表心中的緬懷！感恩您！感恩您！

緬懷王顯榮點傳師
◎ 江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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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基礎道德文教基金會 
青少年育樂營第 13 屆人才培訓班報名表 

一、主    旨：為培育青年幹部，接續慧命傳承，為前人、點傳師分憂解勞。 

二、說    明：為帶領小道親啟發良知良能、崇尚倫常、尊師重道，建立良好生活態度與習

慣及愛人愛己之心。因此藉由基礎忠恕青少年育樂營人才培育計畫，培養青

年幹部從活動中體驗「道」的寶貴；從帶動中來成全自己、成全道親，滋潤

上天小幼苗，祈望有善愿之青年夥伴一同加入，因為有您一切會更好。 

三、主辦單位：基礎忠恕道德培育班青少年育樂營。 

四、培訓期間：2018/1/12～8/17 一週一次（星期五 19：30～22：15）。 

五、培訓地點：全真道院：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東萬壽路 789 號（1/12、1/26）。 

              先天單位中和堂：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46 號 11 樓（1 月份開始） 

             （電話：02-2240-7984、02-2240-6175；中和好市多對面）。 

六、培訓課程：一組四年，共同課程及專業課程計分輔育、課程兩組。

七、報名資格：20～45 歲，具服務熱忱之道親。 

八、報名方式：1.線上報名：https://goo.gl/kAci5r   
          2.請 E-mail 至育樂營專屬信箱 recreation.camp@hotmail.com 
          3.或親送至全真道院全真高中班（每月一、三星期日於四樓東廂開班） 

            全真道院地址：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東萬壽路 789 號 

          4.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recreation.camp/ 
九、報名截止：2018/1/26（名額 30 位，額滿為止）。 

十、總召集日：2018/1/6～7（週六晚上 7：30 開始，全真道院清修班教室）。 

※ 培訓之後，需實際負責帶動基礎忠恕道德培育班【七月】育樂營及【八月】成長營 。                 

   有任何問題請洽張秀華學長，手機 0989-079-265。

--------------------------------------請沿虛線剪下使用--------------------------------------
2018 基礎忠恕道德培育青少年育樂營人才培訓班志願表 

姓 名 性 別 □乾 □坤 生 日 年 月 日

電 話 H： O： 手 機

地 址 姓 名

E-mail  
介紹人

電 話

參班狀況 所屬單位

是否求道 □是 □否 是否茹素 □是 □否 點傳師簽名

育樂營經驗：第（ ）年參加

為何參加育樂營：

參加育樂營的期許與展望：

請按照自己的意願填寫（1 或 2） （ ）輔育組 （ ）課務組

參加育樂營培訓之後，須服務兩梯次以上：
國小班育樂營（ ）日期：6/29～7/02 高中班成長營（ ）日期：8/03～8/06
國中班育樂營（ ）日期：7/13～7/16 成長營 Together one day again（ ）日期：8/18
備註：1.第 1 次參加育樂營的學長以輔育組為優先考量，不得勾選課務組。
      2.實際分組將以營隊狀況做調整。

註：請以正楷填寫，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每一欄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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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承志

這裡是台東三仙台，有一座長長

的八拱橋。我曾經來到這裡兩次，但

兩次都因為起了二心，所以我放棄走

到橋的對面。

我想說的是，曾經我參加過學界

班，但那時因為許多外在的因素，自

己沒有給自己一次機會，而沒有繼續

上課；這一次原本也想：「等我回台

北再參班。」

但是第一次參班時，覺得輔導學

長比想像中還要熱情，而且很關心學

員；聽完學界班的介紹，也比想像中

有趣許多，才讓後學有想要參班的動

力。期望自己能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順利地把四年讀完～更希望可以趕快

地與同學熟～

小小 os：我現在輔導學長的名字

記得比同學的還多、還清楚……

※ 余貞嫻

去年我也走過這座八拱橋，但未

能到達終點，因為底下的浪很大，很

怕這座橋被沖毀……，帶著恐懼半途

而廢的我轉身放棄；而事實上，橋依

舊在，我呢？帶著恐懼回來……

我參加學界班的原因是：(1) 探索

自我：看看自己有多少能耐，自己設

定的目標是否能堅持而達成？即便覺

得害怕、恐懼，或是遇到堅持不下去

的事情，是否能一一破除，「越級打

 參與學界班的 N個理由
◎ 忠恕學院學界培緣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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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成功？ (2) 生命影響生命：如果有

那麼一點可能，或是有那麼一點可以

影響大家的，希望能帶給大家正能量

呀！ (3) 道伴：一群人一起哭、一起笑、

一起完成看起來有點難的事情時，就

會覺得「我可以」。所以我在這兒！

※ 廖修德

當初會來學界班，是因為有地方

班的學長介紹給我媽，希望我們家三

個小孩可以來上課。以前的我很害羞

內向，不喜歡太麻煩的事，雖然內心

不想來，但還是乖乖地聽話來上課。

經過了三年的「準時來，準時

走」，終於熬到了培慧班要承辦夏令

營的時刻；當時的大家完全不知道有

我這一號人物，直到分組要討論課程

才認識到我。我很感謝 18 期的夥伴們

很熱情地約我去討論課程，也很對不

起那些聯絡我的輔導學長，每次聯絡

我時，都要想話題被我「句點」。

現在的我，是本班的執秘，敢站

在台上帶唱歌、帶課程、帶活動，也

很喜歡跟學員們聊天分享心事。現在

的你，是否跟當初的我一樣，有一點

點排斥來上課呢？希望你們給我們一

次機會，讓我們將道理以最好玩、最

有趣的方式帶給你們，一起邁向 3 年

後的夏令營吧！！！

※ 張雅涵

後學來參學界班的原因，一開始

是因為爸媽希望我來。之後中斷了一

年，會回來是因為覺得「沒有道場的

心靈」開始有點枯萎。而現在來參班，

是希望將感動延續～。我只有簡單的三

階段，雖然簡單，珍藏著一片真心……

※ 邱欣柔

說到為什麼會來學界班，是當時

唯二的其中一個選擇。我覺得在學界

班有種溫暖的感覺，每次來上課，輔

導學長都很熱情地與我們聊天，上課

方式也不呆板，在這裡能交到許多知

心好友，彼此的年齡可以說是零距離。

在星期日的晚上來學界班，也是

讓我充實、放鬆的時間，不會在家不

知道要幹嘛；久而久之，不能來時，

我反而覺得無聊、空虛。

▲  台東三仙台八拱跨海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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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接著一年，有著大家的陪伴，

不知不覺地 4 年就這樣過了！對我來

說，學界班不僅是習慣，也是我的第

2 個家。

※ 吳自閎

相信很多人是在道化家庭中長

大，卻不知道為何參班，大概只是一

種習慣吧！

後學在學界班遇到更多的人，是

自己莫大的幸運，需要時，大家都會

是強大的後盾。雖然讀大學的 4 年，

後學去了南部，不在學界班；回來之

後，發現大家都是不分你我，互相照

應。參加學界班，讓後學更加懂得付

出，也很開心和大家一起成長，彼此

相伴。

※ 陳瀞嫺

後學當初會來學界班，是因為有

學長介紹；由於之前上過地方的讀經

班和國中班，所以也就很習慣地繼續

參加道場的班程；還有一半原因，是

跟表妹一起來，相互能有一個伴。雖

然開班時間是星期天晚上，隔天又要

5 點多就起床去上課，不過那時候的

我，還是很堅定地覺得「不離道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這個時間在

家，也不一定會很認真地在看書或做

作業，當然去參加班程會更充實一點；

還有在這裡大家真的都超級熱情，印

象很深刻的是，開班當天氣氛炒得超

熱，輔導學長們超有活力，而且又超

級關心學員，完全顛覆我以前在道場

上的感覺！

後來因為要去高雄讀書，離開大

家整整 4 年。不過在高雄時，有繼續

參加高雄的班程，偶爾回來台北，也

會回來看看大家，甚至還一起參與了

夏令營；畢業後，才又繼續回到班上

跟大家一起學習。

因為離開 4 年，覺得自己落後了

一大步，也因為這樣，自己會更加努

力地追上夥伴們的腳步，才能夠順利

結業，一切都要感謝點傳師、講師，及

各位輔導學長們，還有各位夥伴們啊！

一路上，帶給後學最大的感動就

是：每個人都把彼此當家人一樣對待。

▲  歡樂出遊，營造滿滿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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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要離開大家去

高雄念書，跟大家說再見的那個晚上，

嗚嗚嗚～超級依依不捨的！（後學是

培信班讀一半離開的。所以還沒讀大

學的各位要慎選，哈哈，能留台北就

留吧！來不及的也沒關係，會有各種

辦法讓你跟大家一起繼續學習的！）

在學界班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跟

體驗，不只是課程活潑，更是一大群

年輕人一起同樂、成長的地方！也是

我離不開的原因！

※ 劉忠宜

進入學界班參班，在付出的同時，

也從各位身上，及許多學長們身上學

習到很多，一個「互相成長」的概念，

而且在學界班有滿滿的美好回憶。

※ 余宥瑩

不知不覺，學界班已經陪伴後學

經歷人生一半的歲月。回想當年，是

因為好朋友的邀請來到學界班，輕輕

的一句邀約，開啟了後學的道場人生。

那個階段，學界班給了後學很多

表達的機會，透過活動、體驗，淺顯

地讓後學明白基本的道場義理。漸漸

地，當上輔導學長，成了講師，有了

不同的新挑戰；但不變的是，從與學

長們的教學相長中，獲得許多感動與

人生體悟，還有一群陪著後學從失戀、

考試失利、流浪職涯，到成家立業的

道伴與一生的夥伴。後學希望能以「一

日在學界，終身是學界；一日是學界，

終身為學界」自許，將這份感動繼續

延續下去。

相逢即是有緣，就像上星期宜臻

學長拿起她面前的氣球，而這顆球的

主人正巧是站在她身旁的我。試想不

同道場、不同學校、不同科系、不同

生活場域的人，要碰頭的機率是多麼

微小；因為有了學界班這個契機，讓

我們有機會在一起認識、聊天、相互

了解，甚至成為一輩子的夥伴，這是

多麼難得的緣分啊！然而，機會稍縱

即逝，唯有珍惜的人才能把握，希望

大家都能珍視這得來不易的緣分，一

起在學界班成長、茁壯。

▲  小組聯誼時間，培養彼此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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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靖慈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生服營，也

是我最後一次以學員身分參加，在今

年服務的過程中，有很多很不一樣的

收穫。

第一天悅慈老師上了「改變的力

量」這堂課，經過遊戲的互動，小隊

開始慢慢熱絡起來。在後來的工作認

證中，每個人相互合作，努力完成每

個闖關項目。很幸運地，我在第一天

就獲得勳章，讓我充滿榮譽感，並希

望在接下來的幾天也可以順利完成值

勤的工作。

營隊第二天，心情很複雜，既期

待又緊張；期待接受每一項挑戰，卻

又感到忐忑，擔心自己無法完成每個

任務。我們的第一個值勤項目是晚餐

的打桌和洗碗，在打桌時，大家仍對

工作感到生疏，又怕無法在時間內完

成，但每個人還是努力地去做。要洗

碗時，因為遇到颱風而停電，所以被

迫中止，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大

家感到恐慌而不知所措，但沒有一絲

抱怨，反而凝聚在一起，每個人相處

更融洽。因為停電，再加上水壓不足，

滿身汗臭的我們無法洗澡，只能擦澡，

在如此克難的情況下，讓我知道平常

有水、有電是如此幸福。

服務  改變世界的力量

北區道育班生服營學員心得（中）
◎ 基隆區、宜蘭區、台北區道育班提供



2017 年 11 月  53

在「釋迦牟尼佛傳」這堂課，我

學習到「中道」。做事要做得圓滿，

就要從中取得平衡，過多、過少都不

好，如同琴弦過鬆就彈不出聲音，過

緊會斷，所以要剛好才能彈出好聲音，

中道的哲學很重要，參加生服營讓我

收穫滿滿。

※ 呂元妙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在大家的

歡笑聲中，這四天就像光速般地過去

了，每個瞬間，都歷歷在目，參加營

隊的最大收穫就是體悟到：「服務不

難，服務就是改變世界的力量」。

看著第八小隊的成員，包括自己

在內，全像是春初的花朵，羞澀地抬

不起頭，在曉勤老師的帶動下，我們

試著敞開心胸，但起初還是無法相信

彼此。我們的第一個團隊活動是闖關，

每個人都是用最認真的表情教導同組

夥伴，雖然最後沒有成功獲得最高的

榮譽勳章，但是小組合作過程中的汗

水結晶，才是我們無可取代的成就。

第三天，我們要準備晚會的表演，

我們抽到的項目是中國功夫。到了晚

會上，隨著拍手的聲音，第八組的夥

伴，用自己最大的聲音，賣力嘶吼著、

用力奔跑著，希望帶給生服營的大家

最快樂的回憶；我們的練習，有了成

果，晚會上的每個人臉上都帶著最燦

爛的笑容；我心中的感動泉湧，情不

自禁地流下淚水。結束後，我們的聲

音啞了，也精疲力盡，但這時的第八

小隊，不再是個人，而是一個完整的

團隊，我們的心全部緊緊凝聚在一起，

相信我們一定是場上最燦爛的寶石。

謝謝幕後的工作人員，設計這些

課程。四天活動中，我也擔任禮節組

端果任務；執禮過程中，莊嚴的氣氛

感染了我，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 陳彥伶

這次不知道是我第幾次參加生服

營，雖然每年都參加，但每次給我的

感覺都是獨一無二的。一開始我們這

組一個比一個安靜害羞，本來以為大

家看起來都很難相處，但經過闖關等

種種活動後，大家開始熱絡了起來，

才發現大家的內心都很瘋狂呢！

最讓我難忘的就是第一天的夜

晚，因為颱風也來跟我們一起共襄盛

舉，讓大家在一起度過溫馨的燭光夜

晚，這一晚我此生難忘啊！就是因為

這一晚，我們這組坐在一起圍一個小

圈圈，聊天、玩遊戲，使我們從陌生

到一起玩鬧，漸漸地大家不用刻意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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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就可以聊了起來。我參加過這麼

多次營隊，這次是我最放得開的一次，

在同學面前不會尷尬，大家一起放聲

大笑，就像家人一樣，有需要時都會

互相幫忙，很慶幸我能和我的隊員們

在同一組。我們這組雖然比較不會舉

手搶答，但我們在好多比賽中都有得

名呢！我不敢說我們這組是第一名，

但我覺得我們這組是最完美的組合。

※ 陳韋傑

升大一的我是第二次參加生服

營，很開心也很累，開心的是和大家

一起經歷四天的行程；累的是四天的

工作量，但我相信幕後的工作人員一

定更累。活動中我擔任小隊長，我的

隊輔柏蔚學長比較忙，有時無法和我

們一起行動，但他博學多聞，一出口

的道理都很動聽。四天的活動都很有

趣，雖然有意外插曲，但還是玩得很

開心。另外，很希望時間上的安排可

再彈性些，這麼一來，不論是工作人

員還是學員都能不那麼緊繃了。

※ 鄭伊芹

這四天的活動到了尾聲，回憶都

湧上了心頭，一開始，初次見面的時

候，大家都不太熟，所以很少互動，

但隨著活動的進行，每個人都開始熱

絡起來，當然也包括我。

第一天，大家初次見面，因為我

很害羞，所以我不知道可以跟誰說話，

但在隊輔努力帶動氣氛下，每個人都

漸漸地敞開心房，互動越來越多、越

來越頻繁。第二天，我覺得最有趣的

是「無具料理」，因為這需要大家分

工合作，才能快速完成並且吃到食物。

雖然升火時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但

最後還是吃到了親手製作的食物，真

不錯！

第三天，我最喜歡的是營火晚會，

原本氣氛就還不錯，後來輪到我們帶

動遊戲，氣氛整個燃到最高點，超有

成就感的。第四天，營隊即將到尾聲，

這次我覺得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希

望下一次能夠一口氣把名次贏回來。

▲  細心完成獻供端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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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育萱

在這四天中，起初不曉得我們來

到這裡會是什麼主題？遇到的小隊輔

和同伴是誰？不過從一開始的小隊契

約及小隊歡呼，我們漸漸培養出默契，

大家一起為活動盡心盡力；也許大家

都是獨立個體，但熟悉後，小組開始

有了共識，積極爭取乒乓球積分和天

庭基金，看到小組分工合作的精神，

感覺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最開心的時候，就是玩道

學常識的遊戲及洗碗的時候。我們分

工合作，一起把生服營與道育營的碗

盤在短短時間內洗完。雖然是洗碗，

加上大家的汗水與洗碗水，整組夥伴

就像洗澡一樣，又濕又累，但夥伴們

齊心幫忙，最後將所有碗盤洗得亮晶

晶。謝謝所有幫忙生服營的無畏施，

以及帶領大家的幹部們，愛你們呦！

※ 陳彥安

今年的生服營與以往有很多的不

同，一開始礙於課業的原因，一直猶

豫要不要參加，畢竟這大概是最後一

次以學員身分參加生服營。決定參加

以後，就抱著不要讓自己空手而歸的

想法；果真，這次的生服營也讓我成

長了不少，可能是熟悉了天庭道院的

環境，一次比一次外放、主動，很慶

幸這次選擇參加生服營。

這次營隊依舊讓人疲憊，洗碗打

桌、課堂服務、禮節演練，樣樣都不

輕鬆。還遇上了停電，參加這麼多年

的營隊，遇到颱風不是第一次，但是

遇到因颱風而停電還真的是頭一遭。

不過因為停電，小組凝聚的時間更多

了，組員之間更熟悉了一些，默契也

隨之增加。雖然過程中有些摩擦和爭

執，但這些就是成長的必經過程，學

會如何面對之後，就知道怎麼用更好

的方法面對問題。

「服務」重在那顆無畏施的心，

為什麼願意花錢和時間來服務別人

呢？除了以前也受人服務外，更重要

的是能夠以現在有限的能力去回饋社

會，或許我們只是盡心地在做事而已，

▲  分組討論，小組氣氛漸漸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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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能因此影響了國小營隊的小朋友

們，讓他們種下了「以後我也要服務

他人」的心念，就像現在的幹部對於

生服營的夥伴們一樣，以後我也要參

與幹部的培訓，繼續把愛傳出去。

※ 許力仁

這次是第二次參加生服營。第一

天，大家都還不太熟，不過第二天開

始，大家就齊心為了自己的組別爭取

榮譽。雖然這次遇到了颱風，在第二

天的晚上經歷了大風大雨又停電的夜

晚，但是大家一起聊天、一起玩，很

快就到了就寢的時間，大家也玩得不

亦樂乎。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玩了道學

大富翁，我們這組拿到第一名，下午

抽籤分配營火晚會的表演項目，我們

這組抽到拜火舞，我是連續兩年都抽

到了拜火舞，也很順利地完成了。

參加這次的生服營，了解到服務

的真諦；服務不一定要做大事，只要

用心做，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能夠服務別人。

※ 林維寬

這次雖然已是我參加的第四次生

服營，但還是跟以往一樣，有豐富的

收穫。

我一開始認為這個小組的組員很

冷漠，但是相處得越久，我越覺得當

初的想法是錯的！因為我發現，我們

這組其實很團結。雖然我這個小隊長

也有一丁點貢獻，但是整個第八組的

優秀，其實是全體組員的奉獻。有的

組員領導力比我好；有時當我發號施

令，有的組員十分有想法，處理事情

有方；有的組員則是默默地聽令，配

合度極高。我就帶領著這麼一個優秀

的小組，無論是在課堂舉手快答，或

是隊呼競賽中，都盡力展現；特別是

在服務時，大家都努力地打掃、執禮、

打桌，甚至在洗碗時，洗得衣服全都

濕了，大家都齊心合作，完成任務。

在晚會時，大家也不計形象，娛樂眾

人，把整個晚會的氣氛拉到最高點，

這一切，都讓我感受到我們第八小隊

的團隊精神。

這次生服營使我了解，原來一個

小組也可以如此團結一心，我很感謝

上天給我一個這麼棒的團隊！

※ 饒真源

又來參加一年一度的生活服務

營，每次都說不想來，但是總是相約

一起來。我很喜歡這次的生服營，有

很多活動是新的體驗，真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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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看到很多熟面孔，一見面就聊

不停。第二天，大家一起床就開始繃

緊神經，準備迎接道育營的小朋友。

晚上因颱風而停電，但是大家玩起真

心話大冒險，玩得很開心！雖然停電

了，但終究澆不熄大家的活力。我也

永遠記得悅慈老師跟我講過的話：「既

然要來，就要做；既然要做，就要做

到最好。」我永遠會記得這句話，因

為老師的一句話讓我心服口服。最後

我們第六小隊終於進步好幾名，真的

很感謝所有的人！

※ 廖健富

這次有幸能夠參加生服營，來體

驗一下專業服務員的生活。平時在生

活中，我都是接受服務的那個人，所

以這次千載難逢服務他人的機會，是

不能錯過的。

服務的第一天，還有很多事還不

夠清楚，幸好有熱心助人的組員和輔

導學長有耐心地指導我，才讓我快速

接軌。在這一天中，做了非常多的事，

像是打桌、洗碗、清理廁所等等，這

些都是令人開心的服務。雖然做完身

體感覺很累，但心靈是愉悅的、是充

實的。

本次生服營最大的插曲，就是星

期六晚上因颱風而停電。沒有電，很

多事情不能做，但唯有遇到緊急狀況，

才能激發我們危機處理的能力，這樣

的機遇往另一個角度看，未必是差的，

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眼前的危機，

轉個念就是轉機。

透過這次的生服營，所得到的收

穫，真的非常多。我看見自己不足的

地方，才知道如何修正，然後繼續前

進。經過四天的磨鍊，感覺自己內心

越來越充實。

（續下期）

▲  天庭道史館拍照打卡。

346期 更正啟事：
p.18 右欄行 8，「土」銀羽球訓練所，

誤植為「士」銀羽球訓練所。

p.32 右欄行 5，Jason 誤植為 Joson。

特此更正，並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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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隊輔  蕭國良

三國精神   永續傳承 

這次營隊主題圍繞在智仁勇的三

國精神，但後學想講的是付出與蛻變

的故事……。這次的輔導經驗充滿挑

戰，非常特殊難忘；頭兩天志工營隊

培訓出來的學員，緊接著就要服務後

兩天國小營隊的學員，所以在國小營

隊活動時，輔導員要同時輔導需求不

同的兩階層學員。在接到這個任務後，

後學一直不斷地思考，怎麼引導學員

學習服務，並且順利運作國小營隊，

同時又照顧好國小學員。在整個營隊

進行時，這個問題也一直不斷反覆在

腦海裡自我提問，真的需要智慧啊！

志工營中，每小隊志工學員都接

到任務――負責一個國小營隊的晚會

節目；身為輔導員的後學，便開始對

隊上的新志工們展開猛烈霹靂特訓。

後學很喜歡看劇，美劇、韓劇、台劇，

題材不拘，從來沒有限定；但是最愛

看的，還是每個人真實人生的這齣戲，

特別是能夠在自己眼前親眼見證生命

蛻變的過程，實在是有說不出來的感

動，不管看幾次都很精彩。在這次營

隊裡，看到隊上志工能在短短兩、三

天中突破自我，從一知半解到勇敢承

擔，讓後學又目睹了好幾段精彩！

在國小營隊的晚會上，快輪到後

學隊上所負責的團康時，在眾人大圈

一撒開，我們的一位志工學員的眼淚

也跟著灑開了，後學感受到她的緊張、

學習放手  一起承擔
2017 慈懿道院三國智仁勇體驗營（中）

◎ 慈懿道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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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還有揮之不去的壓力；她對我

說：「我覺得做不到。」後學告訴她：

「我會陪著妳上去，不用害怕，如果

落掉，我會立馬補上。不用怕，我一

定會接得上。」在提醒她第一句之後，

馬上就輪到她出場了，她眼淚一擦，

情緒快速整理一下，立馬跟上活動節

奏地踏出第一步，這小小的一步是鼓

起多大的勇氣啊！而且能在小失誤發

生，後學火速救火之後，她又很穩定

地把帶動的詞再接回來。這份勇敢承

擔，是多麼美麗的突破！再度在我眼

前見證，她將營隊主題「勇」的精神，

落實在她的生命裡。

還有另一位志工學員，非常主動

去引導國小的學員；即便身體不適，

在好轉些時，還是隨即入隊去陪伴學

員，幫忙照顧安撫我們隊上年紀最小、

情緒不是很穩定的學員，這份學習付

出的態度，不就是「仁慈」與「勇敢」

的展現嗎？再看看國小營隊的學員

們，一個個快樂開心的笑容，專心投

入在課程裡，甚至敞開心胸跟我們一

起聊聊天，我就知道，我們的小隊是

成功的！

雖然每階學員，甚至每人的需求

不同，但是相同的是都需要細心觀察，

與無微不至的關懷；觀察、支持、引

導，是身為輔導永遠不變的任務。

感謝上天慈悲安排，讓後學工作

還有車票都順利，得以回到花蓮慈懿

學習；覺得一切仍沒有改變，小飛俠

還是充滿熱情活力，花蓮當地青年班

投入的各位學長依然令我敬佩，能重

新回來感受花蓮單純的美好，真是太

棒了，感謝　天恩師德！

※ 小隊輔  溫家孟

到今年已經參加第 7 屆服務的我，

也算是慈懿團隊的固定班底了吧！這

讓我更確定，只要有空，無論我人在

何處，我都要用最快的方式回到隊上，

因為在這裡，我能找到和家中同樣溫

暖的感覺。

我深知每次營隊都要準備超過

一百分的內容，才能應付隨時的突發

狀況；最讓我感動的還是「老梗新

玩」，很佩服這神奇的慈懿團隊，每

年都有新奇的活動、精準的笑點及爆

點，讓我能學習並筆記起來，感恩有

大家。

▲  優良志工日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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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隊輔  朱胤嘉

知足築起的緣分   

很喜歡這次的營歌〈旗開得勝〉。

謝謝緣分，如果沒有怡如學長的介紹，

我不會認識這群優秀的慈懿道院每一

位夥伴。後學在民國 104 年（2015）

的知足夏令營中被感動，當時已在花

蓮種下了種子……；可以認識優秀的

講師、志同道合的夥伴，還有一起行

道的夥伴們，只想說有你們真好～。

沒有你們的熱情邀約，就沒有我們的

盡心投入；看見妳們的用心，以及栽

培小飛俠志工那分堅定的力量～心好

暖啊！

謝謝今年讓後學和世儀學長一

起學習一堂體驗課，也許沒有很深的

體會、沒能順暢地講完，但感謝有你

們的成全，讓我學習了愿，也讓我們

有成長的機會！希望我們都能保有簡

單的心，一心向道，一起行道！感謝　

天恩師德！

※ 營導師  郭雅珍

用正能量   度人成全

從慈懿開辦夏令營以來，辦營

隊的目標都只有 4 個字――「招生提

升」，其實就是道場用語――「度人

成全」。為了讓國高中生了解我們辦

理營隊的目標，在兩天志工培訓的期

間，向他們清楚說明；雖然有些國高

中生志工尚未求道，但辦理營隊的目

標還是得很清楚地表達，讓他們了解。

事實證明，往往是我們擔心得太多，

怕他們覺得我們在拉人，有宗教色

彩……；只要真誠表達，如同〈道之

宗旨〉中「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

大同」的理念，這些志工同學都能感

受到傳播正向能量的理念，願意投入

為此理念而努力，而不會落入宗教色

彩的框架。

道場所辦的活動即是天人共辦，

相信上天都有最美好的安排，深信上

天會為我們挑選適合的人才進來營

隊，一起共辦這殊勝的營隊活動。因

▲ 可以認識好夥伴的小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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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份肯定與相信，什麼人會在營隊

隔週週末回娘家求道？什麼人會加入

青年班或者讀經班？都是上天早就安

排的美好相遇，一切感謝　天恩師德。

回娘家活動，是為了向還沒有求

道的學員們說明清楚，什麼是求道及

求道的好處，並分享求道後的人生。

學員們明白了，願意的就填寫求道卡，

輔導員再打電話向家長說明，確定是

否可以讓學員求道，之後在隔天早上

辦道。很多人會擔心，會不會填了求

道卡，回家想一晚後，隔天就不來求

道了。但結果總是讓我們想不到，只

要是填寫的學員，都一定會準時來求

道，而且求完道後，會法喜充滿地感

謝，這是辦理營隊以來，每次最大的

喜悅與收穫。

雖然辦理營隊總是勞心勞力，但

看到志工、學員，以及幹部們因此而

成長、因求道而開心，這一切都值得

了！每年辦營隊後，青年班又有新的

夥伴加入，多了許多白陽天使傳遞正

能量，想到這裡，營隊中的所有壓力，

又化成動力，讓我們繼續前進了……

※ 志工  許俊傑

我，是一名夏令營旅行家。每年

暑假，我都會參加各式各樣的夏令營，

而在所有的夏令營中，我發現不管是

什麼主題的夏令營，都有類似之處，

唯獨 4 天 3 夜的慈懿道院智仁勇體驗

營不同，因為我在此活動中的身份已

不是單純的學員，而是志工。這是我

這麼多年來感受最深，也是學習最多

的一次！剛踏入慈懿道院時，內心充

滿著陌生感；但進入了道院，迎接我

的輔導員，非常熱情又親切，讓我的

內心一陣溫暖，這時的我，直覺這 4

天 3 夜肯定非常不凡。

經過了兩天的志工培訓充電完

成，第 3 天，國小學員正式來臨；聽

到他們的聲音，我既高興又緊張，因

為從此刻起，我就不是前兩天的受訓

志工，而是一名真正的輔導員，責任

重大！

第 3 天晚上的營火晚會，是改變

我最大的一晚，從我站上台帶領大家

玩遊戲到走下來的那一刻，我已不再

是過去的自己；因為這次的機會，使

我成長及蛻變，使我學習到之前所有

夏令營不曾學到的東西。

我是夏令營的旅行家，我還是要

繼續旅行，學習更多知識，等我有夠

多的經驗，我一定要再回到慈懿道院

繼續帶領學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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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  吳佩穎

參加這個營隊是人家介紹我來

的，因為有志工時數，我才來參加。

一開始對於活動內容，真的是一概不

知，而且聽說要帶活動，和帶一群 3

到 6 年級的小孩子，其實我很驚嚇！

幸好我們這組的孩子們乖巧又可愛，

不然我還真的無法完成任務。很感謝

這裡所有學長的教導，讓我度過美好

的營隊生活。

※ 志工  邱羨芳

帶著去年意猶未盡及今年滿心

期待的歡喜之心，再次來到慈懿夏令

營。真的是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啊！

小叮噹的任意門彷彿就在我的生活中

上演著，才回憶著去年的國中品德營，

馬上又要結束今年的三國智仁勇體驗

營，唉呀！怎麼可以「翻年」跟翻書

一樣快速呢？去年品德營中，我們小

隊裡的學員序樺、夢晴、紹宏，今年

都已經成為勇敢大方的小飛俠！在他

們身上，我看到了成長，也看到了進

步，更看到了青春活力充沛、笑容與

無畏付出，你們真的好棒！

今年三國營，除了有豐富的活動、

精彩的表演，更有好多好吃的早、午、

晚餐。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恩所有無

畏施的付出！「心中有信，愿力無窮；

心中無私，其福無量」，要擁有豐富

可愛的人生，就要自己先去愛人，這

是我這次的收穫！

※ 志工  莊郁柔

第一次參加慈懿夏令營，真是不

一樣的感覺！這是我參加過最快樂的

營隊！這裡的人都很好，超友善，很

單純。在帶活動時，聽不到任何一句

抱怨的話，再困難的事也一起去闖，

做錯事了一起承擔，這樣的團結真

好！和我有緣同一組的組員，人都很

慷慨，真的很謝謝慈懿道院辦了這個

活動，花了這麼多心思！

※ 志工  郭淳毅

這是我第一次來慈懿道院當志

工，感覺還不錯！來這裡可以認識很

多新的朋友，這些朋友都很好相處；

這裡的活動很多，表演又精彩，遊戲

也不錯玩。我們這組抽到營火晚會第

一個節目――「拜火舞」，雖然一直

跪在地上膝蓋有點痛，但真是一次很

有趣的經驗。

※ 志工  劉千慈

    花蓮空氣很好，讓人不會過敏，是

一個天氣好到使人完全忘記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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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慈懿道院的所有道親都熱情

單純，不分彼此，很用心地做好份內

的所有工作，從營導師到小飛俠，是

非常有系統的運作，這是我非常驚訝

的！因為小飛俠的年紀都還很小（大

部分是國中生），他們居然能有如此

強大的自制力，這真的是別的區域所

沒有的特色！

※ 志工  陳怡樺

    這幾天過得很充實！第一天跟大家

都還不認識，到最後感情變得很好，

默契很好，大家配合得也很好，真的

超讚！謝謝佩真老師以及雅鈴教我很

多！第一次上台帶活動，很緊張，謝

謝你們的指導，更謝謝慈懿道院辦這

麼棒的活動，讓我們來參加。

※ 志工  謝楊鎧

    這 4 天 3 夜的活動，真的是讓我驚

豔了！我試著敞開自己那封存已久的

心房，看到大家的熱心、熱誠，十分

感動！上了一些心靈與品德的課程，

雖然這些課程的對象是國小學員；講

師用單純的語言引導大家判斷對錯，

所準備的動畫，也感動了我們，這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較少看到的角度。

    這是我生平頭一次參加志工培訓，

且又要帶小朋友；大家投入的熱情、

認真參與活動、不惜勞累，令我佩服。

講師和主持人的臨場反應和表達能

力，也值得我效法，最重要的是他們

的熱情及開闊的心胸。這幾天過得很

快樂！小朋友能和我們齊聚一堂，就

這麼剛好，我們可以遇上彼此，並在

一起快樂地玩及學習，謝謝各位！

※ 小飛俠  葉紹鴻

    這是我第一次來當小飛俠，想起去

年，我還是學員呢！難免有一點期待

又怕受傷害。要為可愛的小孩服務，

所以要全心全意、認真地雕琢自己，

使自己可以成為小孩心中的偶像；兩

天志工培訓項目，多到不勝枚舉，學

了好多；後面又加上兩天國小營隊，

我真心佩服來幫忙的學長們，已佩服

到五體投地，因為我發現老師、學長

們都以心甘情願、不抱怨的態度來授

課，實在令我感動呀！ 

（續下期）

▲ 採排晚會活動，用心呈現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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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上天慈悲，在萬物復甦的早

晨，佛光普照，所有在各地的家人都

回家。蔡錦麗點傳師常說：「咱們慈

興真是子孫滿堂。」今日仔細一瞧，

不僅子孫滿堂，還有許多三代同堂

呢！修道、辦道是持續不斷的，平時

大家各忙各的聖事與凡事，趁著這次

大團圓，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寒暄，是

非常有意義的。隨著一年一度的大團

圓活動即將揭開序幕，團圓和樂的氛

圍也在慈興講堂各個角落蔓延開來。

一踏進菩薩書院，一尊尊端坐在

兩側的菩薩，原先就十分莊嚴，在柔

和的燈光襯托下，又增添了幾分親切

慈祥。「耕種望收成，修辦祈歸根」，

能夠回到 堂謁見　 顏，是後學的

福氣。仰望著菩薩的同時，後學心想：

每當凡人在享受物質生活時，菩薩們

應該是想著要如何度化眾生吧！菩薩

們總能夠榮辱不動於心，不受凡塵俗

事所染，一身樸實，一心行善，只望

能把大道傳遍天下。如此修持，是小

後學所無法比及的。縱然粉身碎骨，

也難報　天恩師德，只願能老老實實

修辦，頓除雜念，盡自己的本分，找

到並做好自己的使命。

接著，跟隨前賢們至 5 樓 堂，

一聽到操持講師宣布活動即將開始，

後學趕緊尾隨著詩歌合唱團的夥伴們

到 堂外準備集合，一想到等會兒要

2017 慈興彌勒家庭大團圓
◎ 何語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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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麼多人面前表演，就感到無比光

榮！蔡點傳師常常對我們這群青少年

說：「你們是代表慈興講堂，是一貫

道的門面，所以你們不但要將年輕的

活力展現出來，更要將一貫道的道氣

展露無遺。以身示道，以德去化人。

因為大眾給你們的讚美，就是對一貫

道的肯定。」此時真的非常感恩有點

傳師平時的教誨，雖然當時並沒有很

深的感覺，但緊急時刻卻能讓人心定

而不亂。因此，常到 堂來接受大德

者的普照和慈悲法語是很棒的！

在後學還沉浸在自我打氣的小小

世界時，操持講師一句：「慈興詩歌

合唱團請進場。」將後學拉回現實中，

只記得不斷地告訴自己：「平常心就

好！」我們跟著音樂的旋律擺動，朝

氣蓬勃地將一貫道福音散播給在場的

學長們，大家一起唱著〈道之宗旨〉，

多麼和諧的一刻！此時心情無法言

喻，只能說實在是法喜，法喜，法喜

啊！有如久旱之草木得甘露，滋潤乾

涸已久的心田，使道的種子逢春萌芽。

慈興講堂每一次的大團圓都有個

祈福儀式，這次當然也不例外。莊嚴

殊勝的祈福儀式正式開始，大眾虔心

跪於佛前，恭請蔡點傳師點燃 燈、

獻香，接著恭讀祈福祝禱文，引領眾

道親向諸天仙佛、菩薩請愿。如今水

火風的三災無日無之，燒殺搶的八難

天天都有；眼前的災難，正可讓我們

重新認識自我，借假修真，明瞭世間

變幻無常，唯有道真、理真、天命真。

後學們一心一意向諸天仙佛祈願：「讓

後學們能夠學習菩薩無垠的智慧，去

提昇自我的信心；用慈悲，來導正暴

力的行為；用戒法，來健全自我的身

心；用安忍，作自己安住的力量。祈

愿諸天仙佛慈悲，天人合辦，使今後

的世界，都能五蓋消除，萬苦不生，

聖業彌堅。」

聽著點傳師語重心長地娓娓道出

世間的苦難、人性的散亂和大道的尊

貴，不斷地告誡後學們：「在社會混

亂的 21 世紀，白陽末期，我們都是乘

愿而來，要努力互相成全、精進，方不

枉此生逢聖道。」後學跪在後方，環視

在場陌生的面孔（新道親），卻是與

佛有緣的眾生，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幸，

也為他們感到歡喜。生於考驗不斷的

亂世中，能夠不與聖道擦肩而過，而

是成為老師的徒兒，為道統傳承盡己

身微薄之力，是十分殊勝的榮耀。

▲ 合唱團的表演展現年輕一代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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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活動的最後，是在祈願卡上

寫下自己的愿力，前人輩們常說 :「人

有善愿，天必從之。」因此點傳師也

希望後學們能勇於寫下對自己的期

許，貼在 堂兩側，有諸天仙佛慈悲

加被和後學們自己的至誠熱情，就如

一股暖流，推動著後學們勇敢跨出艱

難的第一步，並繼續堅持下去，愿力

一定可以實踐。

接著是點傳師特意安排的――辦

道。還記得點傳師說過：「慈興講堂

辦的每一場活動，都是為了度化有緣

佛子。」現世災難重重，苦海無邊，

皆是由於人心魔化，改變了世界的磁

場，負面思想致使地球能量惡化，才

會造成滿目蕭然的天災人禍。所以我

們更應該改惡向善，洗心滌慮，啟發

良知良能，方能達本還原，在每個人

心中種下一顆佛種。上天慈悲，道劫

並降，讓我們能夠歸根復命。只要人

在道中，就不在劫中，如此一來，才

能找回真我，明心見性，共創天清日

晏的彌勒家園。

天恩浩蕩，感謝老前人聖德、袁

前人慈悲加持，蔡錦麗點傳師慈悲宏

愿，慈興講堂所有學長互相扶持，大

團圓活動在享用完祈福齋後，圓滿結

束。每一年的感受都不盡相同，有熟

悉的臉孔，在一次次活動中相互支持，

更加發心；而也有陌生的面孔，在活

動中了解道之可貴，共同為道場注入

新的力量。愿我們喚起心中的愛與慈

念，將道脈永遠相連，回歸道的根源。

在動蕩不安的時代，我們更應

該居安思危；人生無常，更應感恩一

切所有。「前人種樹，後學乘涼」，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一定還要更

加打拼，承擔使命，將一貫聖業傳遍

萬國九州。而如何完成這項使命，是

所有一貫弟子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學習

的。對尚在求學的後學來說：後學還

沒有能力如點傳師、講師那樣付出很

多時間來成全眾生。但後學知道有一

件事自己一定可以做：正己成人。要

成全人先從端正自己開始。

「法源心會，道在身藏」。孔子

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因此

方才在 堂，後學立了一個小小的愿

力：今年後學一定要努力成全學校同

學中午吃素，讓他們能少與其他眾生

結惡緣，即便一天只有一餐，但總有

一天，種在他們靈性裡那顆道的種子

一定會逐漸成長茁壯，就如後學一樣，

能感受到道的可貴與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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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安東道場總壇負責點傳師高維陽點傳師率點傳師及道親共 8位

參訪忠恕道院。

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初級部二班今起兩天假忠恕道院舉辦期中

法會，共有 180 位參與。

基礎忠恕道院公關處舉辦導覽人員驗收，共有 15 位參與。

忠恕學院高級部 2013 期結業考試，共有 110 位參加。

宜蘭天庭道院程松源點傳師率社青班班員60人參訪忠恕道院。

基礎忠恕道院公關處舉辦導覽人員驗收，共有 10 位參與。

基礎忠恕道院公關處舉辦導覽人員驗收，共有 10 位參與。

一貫道世界總會理事長、一貫道天皇學院校長李玉柱副前人率

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者暨工作人員共 16 位參訪忠恕道院。

先天單位吳甜點傳師及湯學榮點傳師率國外道親共 30 位參訪

忠恕道院。

基礎忠恕道務助理法會今起兩天舉辦，共有點傳師及道務助理

250 位參與。

瑞周全真德容單位許振宗點傳師率印尼道親40人參訪忠恕道院。

朱金地點傳師率瑞周全真單位柬埔寨明德講堂道親共 21人參訪

忠恕道院。

先天單位林鴻輝點傳師率國外道親共 11 位參訪忠恕道院。

瑞周天定單位張德欽點傳師率新道親 60 人參訪忠恕道院。

10/01

09/30

09/23

10/02

10/06

10/10

10/14

10/08

09/24

（2017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

▲ 陳前人、黃總領導點傳師與安東道場點傳師
及前賢們合影。

▲ 李玉柱副前人率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暨工作
人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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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 
初級部第 19期/二班第 16期招生簡章 

一、參加資格：【第一班】18 歲至 65 歲，且參加過地方班次或新民班一年，聽懂 
          國語之基礎忠恕道親。 
【第二班】18 歲至 40 歲，且參加過學青班、新民班或社青班一年 
          之基礎忠恕道親。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 月 14 日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報名辦法：1. 填妥報名表經直屬點傳師簽名後，附一吋相片兩張，向各區班長報 
名（或填寫報名表，以郵寄方式寄先天道院或中和堂 曾碧麗 收）
即可。 

              2. 報名日期截止後之報名，恕不予受理。 

              3. 凡報名表上有資料填寫不全或相片未交者均恕不受理，以交齊日為
報名日。 

四、錄取者須參加【第一班】107 年 3 月 13 日或【第二班】107 年 3 月 11 日新生 

報到，未參加一律視為自動放棄。 
------------------------------------------------------------------------------------------------------------------------------------ 

2018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初級部】報名表 
 □ 一班：每週二 19：30～21：30          □ 二班：每週日 18：50～21：30 

分組編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婚
姻

□已
□未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永久住址 
□ □ □ 

 
電話： 

手機：   

一吋相片
兩張 

請寫姓名
浮貼 

通訊住址 
□ □ □ 

 
E-MAIL 請務必填寫 

 

求道日（農）:   年  月  日 

清口日（農）:   年  月  日 
□已  □未 

點道點傳師： 
引師： 

電話： 

保師： 

電話： 

所屬單位名稱： 此欄請區域執行班長統一填寫 

區域關懷者： 
      電話： 

介紹人：   

電  話： 

學歷：       畢業     科系 
專長： 
興趣： 

職業： 

父：  

母：  
配偶：  

道場經歷：曾參加過 
□地方班  □新民班  □學青班  □社青班 
□兒童讀經班師資    □其他    □沒有 

備註：【一班】資格:18 歲～65 歲，需聽懂國語。 
      【二班】資格:18 歲～40 歲，需聽懂國語。 

直屬點傳師簽名 
 
 

                     資料不齊全請勿簽名

收件日期：                    (資料填寫不齊全者、恕不收件)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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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 
中級部第 19 期招生簡章 

一、參加資格：凡清口並持有初級部結業證書且在地方服務一年以上（包括各分部之
初級部認可者）。 

二、面試時間：民國 107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晚上 19：00～21：00。 

三、面試地點：中和堂（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346 號 10 樓）。 

四、面試項目：有問必答，需誠實回答。 

五、招生人數：40 名。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 月 14 日止。 

七、報名辦法：1. 填妥報名表經直屬點傳師簽名後，附一吋相片兩張、初級部結業證
書影本及報名費 100 元（台北分部結業者免附結業證書），可向各
區班長報名（或填寫報名表，以郵寄方式寄先天道院或中和堂   
曾碧麗 收）即可。 

              2. 報名日期截止後之報名，恕不予受理。 

              3. 凡報名表上有資料填寫不全或相片未交者均恕不受理，以交齊日為
報名日。 

八、凡測驗合格錄取者須參加 107 年 3 月 11 日新生報到，未參加一律視為自動放棄。 
------------------------------------------------------------------------------------------------------------------------------------ 

2018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中級部】報名表 
分組編號︰                          上課時間(含課外)：每週日 19：00～21：30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婚
姻

□已
□未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永久住址 
□ □ □ 

 
電話： 

手機：   

一吋相片
兩張 

請寫姓名
浮貼 

通訊住址 
□ □ □ 

 
E-MAIL 請務必填寫 

 

求道日(農曆)：  年  月  日 

清口日(農曆)：  年  月  日 

點道點傳師： 
引師： 

電話： 

保師： 

電話： 

所屬單位名稱： 此欄請區域執行班長統一填寫 

區域關懷者： 
      電話： 

介紹人：   

電  話： 

學歷        畢業      科系 
專長： 
興趣： 

職業： 

父：  

母：  
配偶：  

道場經歷：曾參加過 
□地方班  □新民班  □學青班  □社青班 
□兒童讀經班師資    □其他    □沒有 

道場經歷： 
１.曾參加過忠恕學院       分部初級部第     期結業 
２.初級部結業後在地方曾服務 □組長以上幹部 □班長  
   □講師 □辦事員 □其他                          
   服務期間：   年至   年 

直屬點傳師簽名 
 

 

                 

                資料不齊全請勿簽名

收件日期：                    (資料填寫不齊全者、恕不收件)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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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院　　　　　　　　　　　　　　   20,000 元整

財團法人天恆文教基金會　　　　　　　   10,000 元整

中一堂　　　　　　　　　　　　　　　   10,000 元整

李詩梅李訓枝李訓陂李旻翰　　　　　　   10,000 元整

　祈求消業障

隱名氏 3 名　　　　　　　　　　　　　　 7,500 元整

　全部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貴人相助

洪氏佛堂　　　　　　　　　　　　　　　 5,000 元整

李陳千惠　　　　　　　　　　　　　　　 5,000 元整

　祈求身體健康

黃國通張淑範黃楷玲黃芊華黃詣晴黃麗珠　 5,000 元整

啟化講堂　　　　　　　　　　　　　　　 5,000 元整

天德堂　　　　　　　　　　　　　　　　 5,000 元整

洪坤成　　　　　　　　　　　　　　　　 4,000 元整

吳佳祐吳佳怡吳柏毅　　　　　　　　　　 3,000 元整

　迴向吳增松吳黎滿妹

林輝晶林碧霞隱名氏蔡正利蔡忠倫蔡忠義　 3,0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增智慧

凱翔整經廠　　　　　　　　　　　　　　 3,000 元整

蕭江波蕭李香加張蕭花　　　　　　　　　 3,000 元整

蕭名妤蕭名傑黃純鈺　　　　　　　　　　 3,000 元整

隱名氏　　　　　　　　　　　　　　　　 3,000 元整

　前兩名消冤業第三名全心讀書

隱名氏　　　　　　　　　　　　　　　　 3,000 元整

　迴向蕭張純

王月秋　　　　　　　　　　　　　　　　 3,000 元整

　祈求身體健康

王月娥　　　　　　　　　　　　　　　　 3,000 元整

　祈求身體健康

天騰佛堂　　　　　　　　　　　　　　　 3,000 元整

財團法人精德文教基金會　　　　　　　　 3,000 元整

鄭瑞珊鄭福傑鄭福偉潘秀蘭　　　　　　　 2,000 元整

周秀玲　　　　　　　　　　　　　　　　 2,000 元整

　迴向周景山李鴻成

蕭智元蔡桂菱蕭名翔蕭名凱　　　　　　　 2,000 元整

袁林萬鶴　　　　　　　　　　　　　　　 2,000 元整

陳宗慶林玉葉陳昱霖陳怡均　　　　　　　 2,000 元整

方文華江月桂方翊軒方翊煒　　　　　　　 2,000 元整

游願朧楊願齡　　　　　　　　　　　　　 1,500 元整

　前者迴向先父游　庚先母林玉葉

　後者迴向先父楊士萬先母陳　端

功德無量由此造　天榜有名德記多
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1 日

游願朧楊願齡游堂谷游騰皓　　　　　　　 1,500 元整

蕭金生蕭智惠蕭振倫蕭芳韻蕭源興　　　　 1,500 元整

　蕭陳月嬌

陳清山陳明澤王淑真陳慈欣　　　　　　　 1,000 元整

李蕙英李蕙玲李蕙敏李宏銘李秀如　　　　 1,000 元整

吳　涼陳明傳　　　　　　　　　　　　　 1,000 元整

張之遠陳淑慧張品柔張德馨張力凡　　　　 1,000 元整

　張新春張方桂

李佳陽林雅玲李宣毅李翊莛　　　　　　　 1,000 元整

陳文隆陳博仁陳華慧孫梅英　　　　　　　 1,000 元整

　祈求增智慧及迴向徐酉妹

隱名氏　　　　　　　　　　　　　　　　 1,000 元整

　祈求先生早日求道

李泰鋆　　　　　　　　　　　　　　　　 1,000 元整

呂雲平　　　　　　　　　　　　　　　　 1,000 元整

　迴向累世冤親債主

趙錦章趙志榮趙志銓趙若辰王秀招　　　　 1,000 元整

　願此次功德迴向給家人發心向道

許乃木　　　　　　　　　　　　　　　　 1,000 元整

鄭萬謀　　　　　　　　　　　　　　　　 1,000 元整

陳益祥　　　　　　　　　　　　　　　　 1,000 元整

　功德迴向冤親大德

張淑珍劉奇瑋劉秀玲劉家定　　　　　　　 1,000 元整

　祈求老中給兒女順利參道

吳慶春　　　　　　　　　　　　　　　　 1,000 元整

　迴向給累世今生的冤親債主

許淯瑞　　　　　　　　　　　　　　　　 1,000 元整

洪碧珠陳韋綸姚雲雲陳蕙蘭潘旻涵陳慧之　 1,000 元整

陳文重陳美玲陳奕婷陳郁雯陳鐵城陳林秀　 1,000 元整

林坤鐘戴瑞禧　　　　　　　　　　　　　 1,000 元整

吳學誠陳冬子黃威騰黃春香　　　　　　　 1,000 元整

　迴向給累世的冤親債主

黃秀英　　　　　　　　　　　　　　　　 1,0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消業障

李麗華　　　　　　　　　　　　　　　　 1,000 元整

陳怡如　　　　　　　　　　　　　　　　 1,000 元整

江敞輔江佩玹　　　　　　　　　　　　　 1,0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姚正晧姚慈旼　　　　　　　　　　　　　 1,000 元整

李碧媛葉國輝葉伊修葉盈欣　　　　　　　 1,0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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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富源　　　　　　　　　　　　　　　　　500 元整

　迴向母親黃秀英身體健康

陳奇順　　　　　　　　　　　　　　　　　500 元整

　迴向蔡宜靜母子

黃訢愷　　　　　　　　　　　　　　　　　500 元整

　祈求身體健康平安

魏薏真凌逢諺凌祥盛凌品安李芳紅　　　　　500 元整

陳琇馨　　　　　　　　　　　　　　　　　500 元整

王聖研　　　　　　　　　　　　　　　　　500 元整

　祈求消業障

許貴英　　　　　　　　　　　　　　　　　500 元整

　祈求身體健康平安

丁詠詩林斯文　　　　　　　　　　　　　　5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吳品賢林佩蓉　　　　　　　　　　　　　　500 元整

林琦琮林德義　　　　　　　　　　　　　　500 元整

　祈求改脾氣去毛病

林許麗琴林德義　　　　　　　　　　　　　500 元整

　祈求改脾氣去毛病

石翠玉石綺雯　　　　　　　　　　　　　　400 元整

　迴向累世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簡乃榕　　　　　　　　　　　　　　　　　400 元整

　迴向先父簡寶堂先母簡洪笋

高泉福高玉美高妮蔻高嘉瑩　　　　　　　　400 元整

潘嬌娘　　　　　　　　　　　　　　　　　400 元整

黃簡秀鳳　　　　　　　　　　　　　　　　400 元整

　迴向簡新發簡　綢

黃文志黃柏融王秀梅黃顗螢　　　　　　　　400 元整

張淑金張馨云　　　　　　　　　　　　　　4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顏紫芳　　　　　　　　　　　　　　　　　4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陳　良　　　　　　　　　　　　　　　　　300 元整

　迴向冤親大德祈求身體健康

簡乃榕　　　　　　　　　　　　　　　　　300 元整

　迴向冤親大德

張義同　　　　　　　　　　　　　　　　　300 元整

林利怡　　　　　　　　　　　　　　　　　300 元整

張維祐　　　　　　　　　　　　　　　　　300 元整

周秀玲　　　　　　　　　　　　　　　　　300 元整

　功德迴向李佩奇

陳蘇阿快　　　　　　　　　　　　　　　 1,000 元整

陳怡君　　　　　　　　　　　　　　　　 1,000 元整

張久益　　　　　　　　　　　　　　　　 1,000 元整

吳正慶陳阿素　　　　　　　　　　　　　 1,000 元整

　祈求清口茹素

李新發　　　　　　　　　　　　　　　　 1,000 元整

許林招　　　　　　　　　　　　　　　　　600 元整

天成佛堂　　　　　　　　　　　　　　　　600 元整

林素蘭　　　　　　　　　　　　　　　　　600 元整

　迴向父林東陞母林呂阿英

黃簡秀鳳　　　　　　　　　　　　　　　　600 元整

　迴向黃光雄黃李美黃明正

陳貴足　　　　　　　　　　　　　　　　　500 元整

劉旻余　　　　　　　　　　　　　　　　　500 元整

劉益富　　　　　　　　　　　　　　　　　500 元整

朱素真　　　　　　　　　　　　　　　　　500 元整

陳貴足　　　　　　　　　　　　　　　　　500 元整

劉旻余　　　　　　　　　　　　　　　　　500 元整

劉益富　　　　　　　　　　　　　　　　　500 元整

王金條王黃瑞珠　　　　　　　　　　　　　500 元整

王淑真　　　　　　　　　　　　　　　　　500 元整

　迴向王陳香

王　趣　　　　　　　　　　　　　　　　　500 元整

　迴向父王盛昌母周　尚

王阿貴　　　　　　　　　　　　　　　　　500 元整

　迴向亡父王春明

王阿貴　　　　　　　　　　　　　　　　　500 元整

　迴向亡母黃玉琴

李千山　　　　　　　　　　　　　　　　　500 元整

林石麟　　　　　　　　　　　　　　　　　500 元整

　迴向先父林俊哲

林石麟　　　　　　　　　　　　　　　　　500 元整

　迴向先母林呂味

李季明李俊影　　　　　　　　　　　　　　500 元整

張嘉添李金枝　　　　　　　　　　　　　　500 元整

許玉林　　　　　　　　　　　　　　　　　500 元整

黃秀英　　　　　　　　　　　　　　　　　500 元整

廖振義廖陳雪廖萬乾廖美香廖萬沂廖美菊　　500 元整

林金龍林宏潤林倍均徐玉英廖逸芳陳韻安　　500 元整

蕭嘉明　　　　　　　　　　　　　　　　　500 元整

　迴向母親黃秀英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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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燕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黃簡秀鳳黃蓓莉　　　　　　　　　　　　　200 元整

文家昱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文畯鵬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文鈺凱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李高松　　　　　　　　　　　　　　　　　100 元整

　迴向先父李其棟先母李蔡明珠

　先祖父李　標先祖母吳　險

李高松　　　　　　　　　　　　　　　　　100 元整

　感恩迴向蘇進吉身體健康合家平安

　職場一切如意友誼長存如初

林翠花李高松李博穎李藝文歐賀璞　　　　　100 元整

　迴向以上家人六親眷屬互相包容互相寬恕

陳花仔　　　　　　　　　　　　　　　　　100 元整

　迴向已故父母親阿公阿嬤現世兄長陳新旭

李花梅　　　　　　　　　　　　　　　　　100 元整

　迴向給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平安健康

馬清美　　　　　　　　　　　　　　　　　100 元整

　迴向父馬天財母馬陳罔腰

馬清美　　　　　　　　　　　　　　　　　100 元整

　祝福迴向兒子黃文榮及工作主管同事

　互相照顧職場和諧喜樂

馬清美　　　　　　　　　　　　　　　　　100 元整

　迴向累世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李藝文　　　　　　　　　　　　　　　　　100 元整

　迴向孫春美陳聖宜余照儀余照慶曾國信

　及其所有親人

劉芳英　　　　　　　　　　　　　　　　　100 元整

許鈞富　　　　　　　　　　　　　　　　　300 元整

許維仁　　　　　　　　　　　　　　　　　300 元整

卓淑珍　　　　　　　　　　　　　　　　　300 元整

簡志炘簡文涓簡宜卉李秋燕　　　　　　　　300 元整

　請求老中慈悲作主將功德迴向給冤親債主

　請求全家平安健康工作順心心想事成

黃文岑林足芬黃昱閎　　　　　　　　　　　300 元整

張洪不池　　　　　　　　　　　　　　　　300 元整

高歆惠高祥榮高亦鴻　　　　　　　　　　　300 元整

歐錦梅　　　　　　　　　　　　　　　　　200 元整

康仲逹　　　　　　　　　　　　　　　　　200 元整

張淑卿　　　　　　　　　　　　　　　　　200 元整

康惠婷　　　　　　　　　　　　　　　　　200 元整

康惠慈　　　　　　　　　　　　　　　　　200 元整

康煒政　　　　　　　　　　　　　　　　　200 元整

溫福明　　　　　　　　　　　　　　　　　200 元整

　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林英豪　　　　　　　　　　　　　　　　　200 元整

林石麟　　　　　　　　　　　　　　　　　200 元整

劉招治　　　　　　　　　　　　　　　　　200 元整

林益安　　　　　　　　　　　　　　　　　200 元整

林惠敏　　　　　　　　　　　　　　　　　200 元整

林書妘　　　　　　　　　　　　　　　　　200 元整

高瑞仁　　　　　　　　　　　　　　　　　200 元整

康仲逹　　　　　　　　　　　　　　　　　200 元整

康惠婷　　　　　　　　　　　　　　　　　200 元整

康惠慈　　　　　　　　　　　　　　　　　200 元整

康煒政　　　　　　　　　　　　　　　　　200 元整

張淑卿　　　　　　　　　　　　　　　　　200 元整

蘇美裕蘇淑裕　　　　　　　　　　　　　　200 元整

　迴向先父蘇吉勝

鐘麗華　　　　　　　　　　　　　　　　　200 元整

　迴向先父鐘阿灶先母鐘何彩雲

戴俊德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戴婉茹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戴淑華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戴嘉苗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