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前 人 講故事
米糧店的管帳員
在崇明島大樁鎮有戶陳姓人家，夫妻倆育有二子，先生在一
位沈姓老闆的米糧店當管帳員，待遇還算不錯，妻子則在鎮上開
了家雜貨舖，家境算是小康。
陳某有位同事姓張，忽然得了重疾，導致昏迷；醫師診治之
後，告知其家人張先生此病藥石罔效。陳某聞訊，料知張姓同事
必將不久於人世，竟在帳簿記上張先生支出二千元，並將錢挪為
己用。
後來，張先生不幸往生；因家境貧寒，無錢埋葬，其妻子唯
有將所有的家當能賣的都賣了，好安葬夫君。之後，米糧店的沈
老闆派人來向張家太太追討二千元，張妻回答不知情，於是老闆
到縣府控告張妻。
縣府傳喚張妻到堂問話，而張家離縣城很遠，禁不起縣府三
番兩次地傳喚與來回奔波，張妻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壓力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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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疏忽了照顧二子，不久先是次子得病身亡，長子也相繼病死。
張妻喪夫兼慟子，再加上冤枉官司難了，自己也一病不起而身亡。
張某家破人亡兩年多後，陳妻忽然得病，約過半個月的光景，
一天，突然手指著陳某大罵：「你害得我全家好苦啊，我也要你照
樣償還！」不到半年，陳妻病死。不久陳某又再續絃，這後母與
二子不和，導致長子離家，不知何故竟跳海而亡；幼子受後母虐
待，也一病夭折；再加上繼室不安於室，竟席捲所有的財產而逃
得不知去向。陳某遭到一連串的橫逆，最後發病癲狂，呆呆傻傻。
昧心行事，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豈知天地不容，報應不遠啊！

2018 基礎忠恕道場電子行事曆
只要您擁有Google 帳號，就可依自己的需要，選擇下載以下三種行事曆：
只需加入Google日曆一次，每年會自動更新。

直接掃描QR Code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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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學院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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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佛紀念日和
初一、十五獻供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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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篇

Sutra Field

道德經白話淺釋 109
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

（接上期）
「有罪以免」另一解釋：不善之人，雖然曾犯下錯誤，做過不善的事，如果
能幡然悔悟，誠心修德向道，則「道」是無為無作的，此心立刻因「道」而變得
清淨光明，整個人格也就煥然一新；但並不是說以前所做罪惡就不會報應於自身，
如果是這樣的話，豈不是「道」幫我們賴帳，助我們不負責了嗎？該報的還是要報；
但如果不善之人，懂得求道修德，涵養此心的清明安靜，情願坦然接受應有的報
應，不致怨天尤人，就不再有「受罪」的痛苦感覺。「有罪以免」，所免的是這
種痛苦，而不是把以前的罪行一筆勾消。
美言之，則可以奪眾貨之價，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之，則千里之外
應之，故曰：「尊行可以加人」。天上地下，唯道獨尊；天地萬物，無有貴於此者，
雖有拱璧寶馬，無以匹之。
《淮南子‧人間訓》：春秋末期，晉國只剩下智、趙、韓、魏四家，以智伯
最強。智伯恃強脅迫韓、魏出兵攻趙；趙襄子苦守一年餘，智伯不能下，想引水
淹灌晉陽城。危急中，趙襄子派家臣張孟談遊說韓、魏兩君，並曉以「唇亡齒寒」
的利害關係。後來韓、魏兩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軍營，智伯全軍陷入混亂；韓、
魏二君與趙襄子率士卒合擊，大敗智伯軍隊，之後三家瓜分了晉國。
趙襄子獎勵有功將士，高赫為首功，授吏大夫。群臣請求：「保存晉陽，是
張孟談的功勞，而高赫卻列頭功，這是為什麼呢？」趙襄子說：「晉陽被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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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窘迫、社稷危險，群臣中無人沒有驕上、悔恨之心的，只有高赫沒有失去君
臣的禮節，因此把他列為首功。」
從這裡可以看出，道義是人的重要根本！即使有戰勝強敵保存國家之功，尚
不如推行大義受人尊重。因此老子說，美好的言詞如稀世之寶，可以使人心悅誠
服；有令人尊崇的行為，可以贏得別人的敬仰。

無難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本章重申「無為而無不為」之旨，而「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均指守道而言。惟守其道，故於大小多少，始能等量齊觀；惟其守道，
故以德報怨，一反世俗之所為。無為本有其體，需掌握住這無為的源頭
（道也）。人之有為，有為都是後天事；後天之事者，都是為色身設想。
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
德經•寵辱章第十三》性之本體是無思無欲，哪有患難之有？故人一旦有身，

就看不開情欲而生患難；如若放得下，不受情欲所縛，則無難也。至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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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所謂「易」、「細」，仍是守道知本的意思，
本章就是教人掌握住這無為之本體。「難」、「易」、「大」、「細」諸字，
不可只看表面，唯向本源處尋味。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❶為、無為：效法大道而為，自然而無為，不露形跡，不見作為；雖不見作為，
卻是無不為。就是犧牲奉獻，無為就是福德性。
❷事、無事：凡所從事，皆本分之事，是綱常倫理道德之事，無事於爭名奪利，
所以說事無事。

❸味、無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學道的人所品味的是「無味」的大道，
所以說味無味。
眾人是有所為而為，聖人是無所為而為，故說「為無為」。眾人是有所事而事，
聖人是無所事而事，故說「事無事」。眾人是味其有味，聖人是味其無味，故說「味
無味」。此處的「無為」、「無事」、「無味」，都是指「道」而言。道是無為無事的，
道是淡乎其無味的；聖人體道而行，所以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有為，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
尚。然道本至虛而無為，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為懷，去彼取此，
故所為者無為，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

（續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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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講記之八（下）
◎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接上期）

12.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

《荀子‧勸學篇》：「 昔者瓠巴

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
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

「不患人之不己知」，孔子說，

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

我們不須煩惱著：「我這樣做，別人

聞者乎！」古早有一個人叫瓠巴，很

不曉得知不知道？」煩惱這個是沒意

會彈瑟，連水中的魚兒都會浮出水面

義的事情。

傾聽；伯牙在彈琴時，馬兒會停食仰
頭而聽。

接下來以《荀子 ‧ 勸學篇》為例，
荀子雖說性本惡（人之性惡，其善者
偽也），但荀子也是談儒家的思想。
《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
這 是 孟 子 的 道 理；「 性 相 近， 習 相

遠 」，這是荀子的道理。為何說「習
相遠」？學可以學到好的，也可以學
到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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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
形」，聲音無論多小，聽得懂的人就
聽得到，聽不懂人就聽不到，所謂「高
山流水」，知音的人就聽得懂；人的
德性無論如何掩蓋，想要隱名，還是
無法被隱藏的，人人都會知道，因為
人與人相處之間，還是都感受得到。

聖人是講德性，賢人是看學問。

知道我們的名聲。所以孔子說：「不

以前，老前人看的書很多，袁前人也

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

是一樣，後學還年輕時，老前人就已

就是說，不必煩惱別人不知道我們，

能將《古文觀止》背下來，他所講的

而是要煩惱我們自己是否有足夠的

道理，其文學基礎相當深；老前人年

能力。

輕時講課，常常引用文學來講述道理，
當時許多賢士與文學家也都能感受到
老前人博古通今，這是他有領悟到那

13.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

個境界，自然而然，德性和學問都能

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

顯露出來。

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德

人的氣質能經由外表顯露出來，
而德行的內涵，從人的一言一行、一

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比於狂，削跡捐勢，不為功

舉一動，也都看得出來。其行為能令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

人感受到：「這是位很有德行的人！」

責 焉。 至 人 不 聞， 子 何 喜

身為點傳師、講師，要以此方向自我

哉？《莊子．外篇．山木》

要求、自我修持。

「大成之人」，是指老子。老子

「玉在山而草木潤」，玉是埋在

告訴孔子說：「自己稱讚自己、顯耀

不知多深的土裡，甚至是在石頭之中，

自己時，就沒有功勞了；一個人成功

但是有玉的地方，其樹木都很旺盛。

到極點，很快就會失敗了；名聲成功

「淵生珠而崖不枯」，有產珍珠的地

時，毀謗就隨著來了。」

方，其岩壁下的海水不會乾涸。這兩
句是說，有德性內涵的人，是能讓人
感受到的。
「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
我們要累積德行，而不必怕累積很多
德行之後，別人會不知道我們；亦即
我們若能累積很多德行，別人不會不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老子教人要韜光養晦，將功名都還給
眾人、還之於天地，不居功、不執著。
羅狀元也說：「一家飽暖千家怨，半
世功名百世冤。」誰不想要功名？然
而功名成就的背後，也許有很多人因
此付出了代價。《道德經》第二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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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
「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
純純常常」，道的運行，不論是天地、

我們不是不要名，我們要的名是
萬世名、利是為天下利；這個名不是
我們自己去求，而是別人給我們的；
這個名，一般都是蓋棺定論後的事情。

日月、星斗，其運行都沒有顯耀出來，

15. 有耳莫洗潁川水，

而讓人感受不到；因此真正的德行，

有口莫食首陽蕨。

是不求名聲、不求功名，是很樸實、

含光混世貴無名，

很平常的。「乃比於狂」，「狂」是
裝瘋賣傻的意思，就像什麼都不懂，
大智若愚。「削跡捐勢，不為功名」，
以前所做過的功名、利祿、權勢（所
有走過的行跡），都要去除，都要捐
給天地、捐給眾人；不為功名，即不
執著於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所以對別人不會有所要求，別人也不
會要求我們；然而現在我們常有的問
題就是，不要求自己，只要求別人，
導致別人也要求我們，這樣衝突就出
現了。「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聖
人的境界就是不求名聲，你特別喜愛
這個名做什麼呢？名聲只是短暫虛浮
的，一個修道之人，要領略這樣的道
理，不要去求名。

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
功成不退皆殞身。
（李白〈行路難〉）
要講這首詩的原因，是因為詩的
前二句即是談到「素隱行怪」，提到
的人――許由和伯夷、叔齊，都是賢
人。在《莊子 ‧ 外篇 ‧ 天地》裡談
到，許由是堯帝的老師（註）。堯帝要
找老師許由當九州長，許由聽了覺得
很刺耳，就跑到潁水濱去洗耳朵。這
時，許由的朋友巢父，正牽著一隻小
牛要去水邊喝水，巢父就問許由：「你
在幹嘛？」許由回答：「堯帝要我去
當九州長，真是太刺耳了，我不要聽，
我要將它洗掉。」巢父說：「那我要趕
緊將牛牽到上游去喝水，否則我的小牛

10

14.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喝了你洗耳的水，跟你一樣就糟了！」

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

以上這是《高士傳》故事中的對答，所

開宗明義章》

以李白在〈行路難〉中，才寫了這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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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耳莫洗潁川水」，是說你不

化的，孔子稱讚他們，但也有人認為

要聽就好了，何必要有洗耳朵的這個

他們這樣的死是沒什麼意義的，有口

動作？就因為有了這個動作才出名，

就應該吃東西，不必為了這樣的原因

不然歷史就不會記載這個事件，意即

而死去。

這也是一種執著。我們修道也是會執
著，沒有怎樣怎樣就不行，沒有怎樣
怎樣你就犯了錯，這其實都是心在作
祟；一切造作都是多餘，都是一種執
著。要無相懺悔、真心懺悔，才是懺
悔；經典寫那麼多，都是在引迷入悟，
因為如果沒有那樣說，人們都不知悔
改、都不知要修道。
「有口莫食首陽蕨」，這是在講
伯夷與叔齊的故事。這兩人是孤竹國
君的兒子，兩人互推王位，就想去輔
佐文王；沒想到文王已過世了，在半
途中遇到武王，看到武王穿麻衣、騎
著馬要去打戰（討伐紂王）。他們覺
得武王這種行為是大不孝，因為守孝
至少得 3 年，武王的父親剛剛過世不
久，他卻妄動災兵，因此伯夷與叔齊
一生都不想服從這種人，兄弟兩人不
願意吃周朝糧草，於是跑到首陽山去，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
雲月」，有德行之人，如有光亮在裡
面，不必出名也沒關係，亦即不為名
位才是最好的。何必自命清高，比天
上的雲與月還高，令人摸也摸不著似
的，這是沒作用的。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
殞身」，所有歷史上愛名的人，沒有
一個有好的結局；包括伍子胥等等，
功成不退則性命危矣，因此一定要懂
得功成身退。屈原的《楚辭 ˙九章 ˙
懷沙》中說：「懷瑾握瑜兮，窮不知
所示。」瑾和瑜都是寶玉，意思是我
身上懷著寶玉，手中也握著寶玉，引
申為才華、智慧、能力都集在一身；
但我不知道要拿給誰看，因為大家都
不識貨。我們想想看這個人是不是想
要成名？

每日只吃蕨草。有人就向他倆說：「你

歷史上有許多賢人，因為功成不

們不吃周朝糧草，天下莫非王土，走

退而自毀前程。我們要知道所謂的「世

到哪都是周朝的糧草呀！」兄弟倆聽

代交替」，三十年為一代，陸機在《昭

了之後，就什麼都不吃了，結果餓死

明文選˙嘆逝賦》裡說：「世閱人而

在首陽山。歷史對他們的評價是兩極

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世間若過了

2017 年 12 月 11

三十年後，真的得要換人了，不是後

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

輩的人想要佔位，而是你不走也不行，

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

為什麼？因為人一直老去，老了之後

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

有氣無力，還有什麼功名利祿需要追

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

求呢？那一代無新人？若都只想要用

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舊人，這是不可能，人世間就是如此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流轉的，所以要世代交替；心不執著，

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自然會很寬闊。

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

「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要如何
做到？就是上面所說的道理。大家要
用心去思考，好好運用聖人所給的這
些智慧，在世間就沒白活。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
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註：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之賊也。」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

（全文完）

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

為緬懷袁前人修辦之道範德風，擬於

袁前人紀念館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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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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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忠恕道院再捐桃園復康巴士
◎ 本社
基礎忠恕道院於 11 月 7 日再度捐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表示，感謝各

贈 1 輛復康巴士予桃園市政府，由社

單位熱心公益，讓身心障礙者「行得

會局代表受贈。陳德陽前人慈悲，有

方便」，希望藉由本次各單位的拋磚

感於身心障礙人口及福利需求逐漸增

引玉，鼓勵社會各界善心人士共襄義

加，於是結合眾道親的力量再次捐贈

舉，讓身心障礙者有更多復康巴士可

復康巴士，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身心

使用，除就醫就學外，也方便身障者

障礙者。

走出戶外，參與各項活動。桃園市身

基礎忠恕道院承傳老前人創立理
念，深耕桃園推廣品格教育，秉持大
同世界之精神，積極投入社會公益。
先前於民國 98 年（2009）曾捐贈桃園
市 1 輛復康巴士，當得知桃園市府目
前積極投入復康巴士車隊之擴充及舊
車 汰 換， 於 今 年 度（2017）8 月 份 道
親大會中決議，再次集合道親愛心，
捐贈 1 輛復康巴士，期造福更多有需
要的身心障礙者。為因應現行特製輪

心障礙者已逾 8 萬餘人，目前復康巴
士計有 167 輛，針對今年度受贈車輛，
將 投 入 營 運 及 汰 換 老 舊 車 輛， 提 供
中、重度以上肢體障礙的身心障礙者
就醫、復健、就業、就學等交通服務；
另桃園市也將陸續增加低地板公車等
大眾運輸工具，並持續擴大招募愛心
計程車及無障礙計程車等加入身心障
礙者交通服務，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更
多元便利的交通載送服務。

椅之需求，選擇高頂車輛，不僅提供

社會公益有賴大家一起關心付出，

身心障礙者行的方便，貼心的高頂設

基礎忠恕道院愿讓溫暖正能量持續傳

計更提高乘客搭乘舒適感，本次捐贈

遞，將彌勒祖師的慈悲精神推己及人。

車輛也是桃園市首輛高頂復康巴士。

※ 本文取材自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新聞稿
2017 年 12 月 13

The Greatest Change part 2
◎ Daniel Campbell
(continued from 347)

The Diet
During the scheduling for initiation, Derek asked me if I’d considered a vegetarian
diet. To add context, I grew up on a small farm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in North Carolina. That means eggs & bacon, sausage gravy, and biscuits
were eaten for most breakfasts. I grew up with a meat-heavy but very omnivorous diet,
so restricting it didn’t feel like something I could do.
Derek expounded on the diet’s benefits, and told me a little about how he used to
eat beforehand. He also shared some resources that shocked me. I never knew that some
cattle farms feed candy to their livestock, or the meat of other animals, or corn. Just
about everyone hears about heavy antibiotic use and the small quarters for the animals,
but seeing pictures and reports on it showed me just how bad it is. Animals living in their
own waste, being fed food they aren’t built to consume, and the antibiotic use aren’t
just crimes against nature. They contribute to MRSA and other super-bacteria, early or
irregular growth in children, and let’s be frank: meat itself has animal waste in it. So
even after all of that mistreatment and unsanitary living, the product is hardly fit for
consumption. To me, it reads as an unnecessary waste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drenched
in blood. That can’t be good for peoples’ karma, eith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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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大的改變 （下）
◎ 中譯 詹薏靜 鄭名翔
（接上期）

飲食
當我們正安排求道時間時，Derek 問我是否能考慮吃素。背景說明一下，我出
身於北卡羅來納州阿帕拉契山下小丘上的小農場，這代表早餐大部份都是蛋、培
根、香腸肉汁及小麵包；每天過著重度肉食的雜食性生活，所以禁止吃肉似乎不
是件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Derek 詳細解釋吃素的好處，並告訴我他之前的飲食狀況；他也跟我分享了一
些讓我震驚的資訊，我從不知道有些養牛場是餵糖果、其他動物的肉，或玉米給
牲畜吃。就像大家曾經聽聞濫用抗生素在動物身上，以及牲畜的生活區域過小的
問題，但是直接看到相關的照片跟報導，我才了解到這一切是多麼嚴重。動物與
牠們的排泄物生活在一起，被餵食牠們不能消化的食物；使用抗生素不只是違反
自然的罪，還造成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及超級細菌、讓兒童過早或不正常成長。
坦白說，肉本身就含有動物的排泄物。所以，在遭受了不合理的對待，且在不衛
生的生活環境下，肉類產品幾乎不適合食用。對我來說，這類食物像浸泡在血腥
中，造成能源與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對於人們的業力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2017 年 12 月 15

Derek and I had some time between e-mails, which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mull
it over. A visit to TrueTao.org taught me more about Ching Ko, the cleansing ritual*. It’s
a vow that a cultivator takes to never eat meat again, showing their respect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universe. It translates literally into ‟To clear up (the) Mouth”. It also deals
with how you speak to others, to help you avoid harming others with your words. During
the time I spent considering the diet,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esearch and ‟pretend”
with it. There’s a surprising amount of meat substitutes out there. I had heard of things
like tofu or other soybean products, but what I found was better than I had imagined. So
I used these replacements for a week as a sort of test run.
During this trial run, I reflected on my attachment to meat. I often defended an
omnivorous lifestyle,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tein in one’s diet. The only protein
replacement I knew of was soy/tofu at first, but finding alternatives was actually fairly
easy. Most grocery stores these days should have meat replacements available. I was
able to find all sorts of things, from premade ‟burgers” and ‟chicken patties” to ‟turkey
breast”, ‟ground beef”, and other meat substitutes that share the same look, feel, and
versatility of meat, but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killing an animal to get it. Beans became
a more prominent part of my diet, too, since they’re rich in protein.
With protein out of the picture, what was left? Historically I’ve always spoken out
against animal cruelty. What kind of person would I be if I continued my omnivorous
lifestyle, knowing what I learned? A hypocrite.
I obviously wasn’t attached to the killing, so I asked myself what was left. It was
the taste, texture, and versatility of the food. These things were achieved, more or less,
by the meat replacements. They didn’t carry the same risk of infection or extra hormones,
and were easier on the body in terms of fats, cholesterol, and immune system function.
This realization was the impetus for me to begin the diet. I now had the resolve to learn
new recipes and new ways of shopping for food. Derek and I had a brief conversation,
where he asked if I was sure I was ready to take the Ching Ko vow. I confirmed, and the
planning was finalize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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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Derek 有時以電子郵件交流，這讓我有機會去思索。有一次瀏覽 TrueTao
網站（註），我學習到一項淨化的儀式「清口」；這是修道人展現對萬物生靈的
尊重，而發誓永不食眾生肉；以白話來說就是「淨化口舌」。 這誓言也包括對別
人說的話，讓我們避免用言語傷害他人。就在後學考慮是否素食的期間，後學把
握機會去研究並嘗試吃素看看，其實坊間有許多肉食替代品，以前曾經聽過豆腐
或黃豆製品，但後學所發現的比想像中的更好；因此，運用這些替代品，後學展
開「素食一週」的初體驗。

在這次體驗中，後學反省自己對於肉食的依賴性；過去常常捍衛雜食性的飲
食習慣，認為蛋白質在飲食中是必要的。後學當初唯一所知的蛋白質替代品只有
黃豆及豆腐，但其實很容易找到替代品項。近來大部分的雜貨店應該都可以買到
肉類替代品；後學可以列出各式食品，從預製的素漢堡肉、素雞肉餅、素雞胸肉
以及素碎牛肉，還有其他的肉類替代品，其外觀、嚼勁，以及多用途的性質都跟
肉很像，而且，不須犧牲動物的生命即可取得。由於豆類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因
此也成為後學飲食中較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蛋白質之外，還剩下什麼問題呢？過去後學極力反對不人道地對待動物，
然而，在了解這些資訊之後，如果我持續維持肉食習慣，我會是個怎樣的人？答
案是：偽君子。
很明顯地，後學不喜歡殺戮，所以捫心自問：還有什麼不能捨棄的？其實是
為了追求味道、口感，以及料理的多樣性，而這些在肉類替代品中，或多或少都
能取代，並且不需要承擔傳染病的風險或多餘的賀爾蒙，對於身體的體脂肪、膽
固醇，以及免疫系統的負擔也較低。這方面的體悟促使後學開始素食。現在後學
決心學習素食料理及採買食材。Derek 和後學曾簡短談過，他詢問後學是否準備好
要立清口愿？後學跟他確認了，並決定立愿的日期。

2017 年 12 月 17

It’s important to mention that Derek asked me if I was sure: the vow is meant to be
taken solemnly and seriously; backing out of that vow would be a great disgrace, both
to myself and my fellow I-Kuan Tao members. Like initiation itself, one who takes the
Ching Ko vow must do it of their own free will, and not due to outside pressure.

The Visit
June 18th, 2017 is the day I visited the Cheng family’s shrine to be initiated.
William Kuo and Michael Cheng, the host, greeted us at the door, and had footwear
ready for us. It was very flattering to be assisted. I had trouble fitting my size 13 feet into
most of them, but with a little determination, we found a pair that’d get the job done.
I was touched by the effort they put into the guest’s experience. Part of me was even a
little embarrassed, since generally in America we handle that ourselves. At any rate, the
welcome was warm.
The others arrived soon after, and we sat at a round dining room table. We each
introduced ourselves, and William gave us a rough agenda for the day, answering
questions as they came up. It included a conversation about what initiation means, what
Ching Ko is (if there are candidates like I was), the rituals, and a vegetarian lunch to
socialize over. Carmen Cejudo generously offered her time to assist in explaining the
process, and filled in for a guarantor during the ceremony alongside Frank Lloyd.
Before the ceremony, I suddenly felt beside myself. Around this table we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coming together under a common cause: to celebrat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ao. It reminded me of the famous ‟I Have A Dream” speech
delivered by 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at many people grow up learning about. For
those unfamiliar, his dream was to see people coming together in fellowship, independent
of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To me, our group was a (small) realization of that dream. It was
a special moment, proving the unifying power of the Ta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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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Derek 曾先詢問後學是否決定立愿，這件事非常重要。立清口愿是嚴肅
且慎重的；違背誓言對於自己本身，以及一貫道的道親，都是莫大的失禮。清口
和求道一樣，都務必是出於自身意願而非外在壓力。

造訪
西元 2017 年 6 月 18 日這天，後學到鄭勝文壇主的家庭 堂求道。郭詩永點
傳師與鄭壇主在門口歡迎我們，並且替我們準備好鞋子；但大部分的鞋子不適合
後學 13 吋的尺碼，經過一番努力，最終找到一雙合適的；對於學長們的幫忙，後
學受寵若驚。學長們招待客人的方式讓後學很感動，不過也有點不好意思，因為
在美國通常是自己處理好這類的事情。但無論如何，如此款待令人暖心。

不久，其他人也來了，接著我們圍坐在餐廳的大圓桌互相介紹。郭點傳師大
致跟我們講述今日的流程，並回答了大家所提的疑問；流程包括說明辦道與清口
的意義（假如有像後學一樣要立愿的人）、相關的禮節，以及讓大家互相交流的
素食午餐。Carmen Cejudo 慈悲地以英文翻譯整個過程，並且和 Frank Lloyd 一起
擔任保師。

在辦道禮之前，後學突然有所感觸，圍繞在這張桌子的人，來自不同的種族
背景，但為了相同的理想――舉行道的傳承――而聚在一起。這使後學想到人們
耳熟能詳的馬丁．路德．金恩牧師所發表的一場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或許有人不知道，金恩牧師的夢想就是要看到所有人，不論膚色、種族，都能融
合在一起。對後學而言，我們這群人是那個夢想的（小）縮影。這是個十分特別
的時刻，證明了「道」包容萬物的力量。

2017 年 12 月 19

The Rituals
I would normally c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in detail, but initiation is meant to be
special and personal. In that spirit, I won't share any exact processes.
Here’s what I can tell you:
Every person wishing to join I-Kuan Tao does so of their free will, and must
profess that when joining. There is a process to ensure that only willing cultivators
ask for initiation. The rituals involve standing, bowing, and some kneeling; however,
accommodations are made for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unable to.
We ask for a meager Token of Merit upon initiation, to fund publishing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operation costs; there is no tithing whatsoever.

The Vow
During the Ching Ko ritual, the vow-taker proves their commitment in front of
others, symbolizing their compassion for other sentient life. During this phase of the
ceremony, I felt anodd warmth. The shrine wasn’t particularly warm that day, and the
ritual is a little strenuous, but nothing big. Nevertheless, it was a strange, intense warmth.
It brought on some powerful emotions that I can’t describe as anything but gratitude
and joy. In a way, I was shedding parts of my former self. By the end of the ritual, I was
feeling quite emotional but maintained my composure. I stood beside myself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pondering that feeling. I asked myself, ‟Did it mean something? Was I
channeling the Tao I had just received from initiation? Is this the flow of chi?”
A smile wrapped around William’s face when I told him about my experience. We
were having quite the conversation over lunch, and he showed interest in telling others
about what I experienced. It’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exactly happened, but I hope
others enjoy reading my sto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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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道禮
後學描述事情通常會詳細介紹每個細節，但傳道過程是殊勝且不宜宣揚的。
在這原則下，後學不方便分享實際的過程。
後學可以向您述說：
每位想求道的人，都是自願前來的；求道時都必須宣誓是自願的。其中有個
流程是確認有意願的修道人才能得道。整個儀式包含：起立、鞠躬和一些跪拜動
作，但仍會為身體不便的人做適當的調整。求道會被要求一次微薄的功德費，以
供助印善書和道場運作的費用，並不須長期奉獻收入的一定比例。

清口愿
在清口當愿禮中，立愿人在仙佛與眾人之前表明他們認真承諾，象徵他們對
於萬物生靈的同理心。在這片刻儀式中，後學感到異常的溫暖； 堂當天並沒有
特別暖和，儀式雖然令人有些吃力，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然而，這種奇異而炙
熱的溫暖帶來一股強烈的情緒，除了感恩與喜悅之外，難以言述。某種層面上，
後學正在擺脫過去的那個我。在儀式結束時，後學的內心十分激動但仍保持沉著。
清口當愿後，後學兀自站立，忘我地思索那股感受；捫心自問：「這代表什麼意
義嗎？難道後學貫通了剛才辦道禮中求得的道？難道這就是所謂氣的流動嗎？」

當後學告訴郭點傳師方才經歷的感受，一抹微笑掠過他的臉頰。我們在午餐
時相談甚歡，他興致勃勃地向大家講述後學的經歷。這對後學而言仍是一道謎團，
但後學欣然與大家分享。

2017 年 12 月 21

Results
Since my initiation, I have lost over 20 lbs. My diet is simpler, more colorful, and
more nourishing than before. I’m learning which of my words are harmful, and focusing
on activities that enrich my life instead of attracting rain clouds of negativity. In general,
my quality of life has improved. Although the Tao can be attributed, it couldn’t have
happened if I didn’t come back home and stick to my vow. Living the Tao first hand has
brought me to new lessons and helped me past obstacles that I could only dream about
years ago. There’s no doubt I couldn’t do it without my own effort, but sometimes a little
help is all you ne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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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餘，不忘《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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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自求道以後，後學瘦了 20 磅（約 9 公斤）。日常飲食跟過去相較，變得更輕
簡自然、更多采多姿、更營養富足。後學學習時時觀照那些不雅用語，專注在能
豐富生命的活動，而不受負面情緒所牽引；總括而言，後學的生活品質改善了。
或許可歸因於道的殊勝，但若回到家之後沒有反觀自照、遵循愿行，仍是無法改
善的。道化生活的初體驗，帶給後學嶄新的人生課題，協助後學達成多年來遙不
可及的夢想――克服障礙。毫無疑問地，如果自己不努力，不可能做到，但有時
也需要別人一點小小的幫助。：）

▲

享受大自然。

2017 年 12 月 23

Closing
I went into the Tao with innocent curiosity. I expected the Tao Te Ching to be
something old, dusty, and a bit boring, like other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texts I’d
read before. What I found was a worldwide community of compassion, discipline, and
humility. I have studied the Tao for eleven years, and I still feel like a young seedling
on the grand stage of life. Just when you feel you’ve got it figured out, the Tao reminds
you that over-confidence is dangerous. The Tao teaches us like a mother bird teaches her
young to fly. It gives us everything we need to take flight. It’s up to us to make it happen.
I am honored to formally join the worldwide community of I-Kuan Tao members
and resume spiritual cultivation on the Great Path.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hospitality
of the Cheng family, feeding us and allowing us to use their personal home to transmit
and discuss the Tao. I will also remember Master Chen and Master Kuo for their selfless
sacrifice of time and energy, travelling up to Washington State from Los Angeles for
the weekend! Lastly, I am grateful and humbled by the courtesy, respect, and support of
fellow Tao cultivators, including Carmen Cejudo, Frank Lloyd, and my fellow initiates:
Denise, Werku, Elijah, Nicholas, and Amber. It is one community that I’ve always felt
welcome in, even during troubled times. May we meet again,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To wrap things up, I’d like to quote Avatar’s sequel series, The Legend of Korra. In
the final episode of the first season, Korra is able to reconnect with her past lives as the
Avatar. She was only able to connect to her past lives after suffering a great loss, which
shook her sense of identity. Aang is the first of her past lives to talk to her. What he says
to her has stuck with me since initiation:
‟When we are at our lowest point, we are open to the greatest change.”
Thank you for accepting me and showing me The Way.
＊ http://truetao.org/tao/ching-ko/

(The En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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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後學會踏入「道」 ，是因為單純的好奇心。曾以為《道德經》就如同過往閱
讀過的陳文舊典，或是枯燥乏味的宗教或哲學典籍。然而，後學所發現的卻是一
個全球性的道場，充滿了熱情、修養與謙卑。後學研習「道」11 年了，至今依然
感覺像一粒小種子滋養於浩瀚的生命舞台中。正當您自認有所體悟，「道」卻在
這時提醒您志得意滿的風險。「道」教導我們，就如同母鳥教導幼鳥飛行一般，
給予我們學會飛行所需的一切，而未來能否振翅翱翔，卻又完全在於我們。

後學十分榮幸能加入遍及全球的「一貫道」，成為道場中的一員，並且在這
條康莊大道上繼續靈性的修持。後學會永遠記得鄭壇主一家的好客，在熱情款待
餐點之餘，還提供住家空間供我們傳道、論道。後學會永遠記得陳點傳師以及郭
點傳師無私地奉獻自己的時間與精神，在週末期間由洛杉磯飛至華盛頓州！最後，
萬分感恩各位學長的善意、尊重與支持，包括：Carmen Cejudo、Frank Lloyd，和
後學修行的同伴：Denise、Werku、Elijah、Nicholas，以及 Amber。這是後學隨時
回來都受到歡迎的道場，即便在後學艱困的時刻仍舊如此。願我們早日相會！

後學想要以「降世神通」的續集「科拉傳奇」做個結尾。在第一季的最後一
集中，科拉有能力以神通連結她的前世過往；而這是她人生遭逢劇變以後才獲得
的能力，這衝擊著她的自我認知。故事中，「科拉」的第一世―― Aang 曾經對她
說過一段話，這段話在後學求道以後深有感觸：
「當我們人生遭逢低谷，實是通向前所未有的改變。」

感恩接納後學，並指引後學「道」的方向。
註：http://truetao.org/tao/ching-ko/

（全文完）
2017 年 12 月 25

2017

瑞周全真印尼道親台灣訪道記
◎ 印尼雅加達全真道院提供
10 月 7 日，前往北台灣基隆啟化

※ 葉平福
感謝

天恩師德，陳德陽前人大

德、陳新興領導點傳師、許振宗點傳
師慈悲，讓後學學習帶領一團 25 眾印
尼道親到台灣參訪，他們分別來自雅
加達（14 人）及山口洋（11 人）；此
行堅定大家對道的信心，同時與台灣
前賢互動聯誼，增進道親間感情交流。

前賢熱情招待，並有兩位講師講述專
題：「如何推展道務」和「如何度人
成全」。大家受益良多，享受了一場
很棒的心靈饗宴，能啟化迷津，運用
妙智慧，並度眾上法船。用完午餐及
大合照後，前往野柳地質公園遊覽，
大自然讓人心曠神怡；接著再前往台

10 月 6 日早上 5：30，乘國泰航

北 101 大樓乘坐世界上最快電梯（34

班從雅加達經香港轉機到台灣，出桃

秒抵達第 89 層），大家在高樓上拍照

園機場已是下午 3 點多。許振宗點傳

並眺望台北夜景，為此行留下美好深

師及前賢們慈悲來接機，首站抵達位

刻回憶。

於後龍的德容道院，受到道親們熱誠
的歡迎接待！參駕完分配好房間及放
置行李後，迎接大家的是豐盛、熱騰
騰的美味佳餚，令人非常感動，因為
我們都是來自理天的一家人，道的寶
貴讓我們有緣千里來相會。
26

講堂參訪。受到陳昭湘點傳師及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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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早上，許點傳師慈悲賜
導後，與台灣前賢相見歡一起同樂會，
然後由印尼學長心得分享，感恩難得
有此良機廣結善緣。中午前往忠恕道
院參訪並恭請陳前人慈悲賜福，接著

到二樓參觀文物館並聆聽導覽；老前

聆聽講師解說道統傳承，並介紹建築

人為道犧牲、慈悲喜捨的道範行誼，

特色，讓人彷彿置身於藝文天地般。

非常值得小後學們學習效法。之後前

晚上 7 點抵達高雄基礎忠恕明德道院，

往全真道院參訪，陳新興領導點傳師

恭請林秀玉和陳江欽二位點傳師慈悲

慈悲指示修辦摘要。下午 5 點多，後

賜導，以及王麗珍講師介紹明德道院

學和羅智仁道務助理搭蘇阿祝點傳師

的開創由來，及彌勒佛在此顯化奇蹟，

的車回忠恕道院參加道務助理法會。

更印證道的殊勝。

10 月 9 ～ 10 日兩天道務助理法

10 月 12 日，參訪高雄六龜寶光

會，課程安排：「前人的期許」、「基

建德神威天台山道場，由林點傳師慈

礎忠恕道場目前的問題點與機會點」、

悲接待，並用風趣的本土文化介紹神

「道務助理十五條」、「道務助理的

威道場由來，幽默有趣的導覽讓人流

定位與職責」等，分別由黃總領導點

連忘返，此行還參觀一貫道天皇學院；

傳師、領導點傳師及多位點傳師慈悲

從朝聖門虔誠恭敬入門，行到皇

講述，並有道務助理實務經驗分享。

殿，金碧輝煌、莊嚴雄偉的建築，讓

最後立愿儀式，結班獻供，叩首謝恩，

人心中肅然起敬。午餐後，到靈驗的

由前人慈悲賜果。參加此次法會，讓

土地公婆廟上香，據說此地土地公用

後學對道務助理的職責更明瞭，也增

心固守這一大片土地以興建道場，讓

強立愿、了愿的信心與力量，對道場

人感受到道的殊勝。之後風塵僕僕趕

的發展充滿自信，正是「修辦心最美」。

去參訪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由導覽帶

10 月 11 日早上，與柬埔寨道親
會合，一起參訪草屯發一崇德道場光
慧文教館，恭請點傳師慈悲賜導，由
後學翻譯印尼話，並有學長翻譯成柬
語，法語滋潤，廣增福慧，令人獲益
良多；還參觀了菩薩館，導覽講師介

聖

領介紹佛陀的一生，及欣賞〈貧女點
燈〉的影片，是一部非常感人的故事。
在回程的遊覽車內，大家熱烈分享這
幾天的心得，非常感恩！ 10 月 13 日
早上，道別許點傳師和台灣前賢，經
香港回印尼雅加達已是晚上 9 點。

紹許多菩薩莊嚴的法相、慈悲的愿力，

此次到台灣訪道，與前賢們相聚

和聞聲救苦、千百億化身為救度眾生

8 天之久，除了增加友誼、互相認識

的行誼。之後參訪台南寶光玉山道場，

與了解，也學習了很多前賢們修辦道
2017 年 12 月 27

賜導，及講師講述「如何度人成全」，
讓後學印象最深刻也最受用；以生命
撼動生命，啟化迷失的眾生，找到回
家的路，了解因緣果報，從感恩中感
召生命的貴人。點傳師和講師們苦口
婆心灌注真理，是希望大家能更發心
發愿承擔使命，多行功了愿！參訪光
▲

千里相會，愿我們行妙智慧度己度眾！

活佛老師的九轉金丹」，要我們時常

的經驗。尤其是許點傳師慈悲每天都

記住――三不離（不離

陪伴著我們，此恩此德只有用真心、

典、不離前賢）；三不忘（不忘金線、

誠心修道，大家同心同德地把印尼道

不忘佛心、不忘愿力）；三不倒（不

務推展出去，才不負前人、點傳師的

被人事考倒、不被名利考倒、不被貧

教導和期望。也請台灣前賢多到印尼

病考倒），希望大家修辦道都能堅持

教導我們，感恩慈悲！

到底，始終如一。

※ 陳暹梅
後學很榮幸參加這次的訪道團。
感謝台灣前賢及厨房媽媽無為奉獻，
這幾天不辭勞苦做出很多好吃的料
理，每天都變化多種可口的菜餚，修
道真的好幸福！感謝前賢們抽出寶貴
的時間陪伴，對我們照顧關愛備至，
後學深深感動不已，無法用語言表達
內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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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文教館時，點傳師慈悲賜導「濟公
堂、不離經

參訪忠恕道院，有幸聆聽陳前人
慈悲賜福，後學聽了很感動，流下眼
淚。前人擔心後學們修不好，不能回
理天見

老

娘，教導我們要度人、

成全人。聽了很多金言玉語，後學會
好好修辦道，向前賢們學習，不辜負
前人、點傳師、前賢們的期望。

※ 林雪玲
感恩老前人大德、許點傳師慈悲，

此次行程雖然短短八天，卻也參

所有前賢無微不至的照顧，陪我們整

訪了很多道場，每天行程都很緊湊而

整 8 天的時間，後學忘不了您們的精

充實。在啟化堂由陳昭湘點傳師慈悲

神，如此發光發熱地引領著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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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提醒我們要常
懷感恩心去面對每一天。從北台灣的
啟化堂到南台灣的明德道院，所到的
7 間莊嚴大

堂，猶如人間天堂就在

眼前，前人輩心血的灌溉，慧命永流
傳，真正使後學太感動；後學自我期
許能盡心盡力，學習前賢的愛心與付
出，將自己這一盞心燈去點燃另一盞
心燈，散播大愛給身邊的有緣眾生；

▲

參訪各中堂均受到熱烈歡迎！

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進而推

道的認識和印證道真理真天命真，及

己及人。

學習如何度人、成全人。前賢們在修

回顧上次約莫六年前，後學一行
人去台灣訪道，故李治點傳師雖因長
年奔波道務積勞成疾，還是抱病帶領
我們參訪南部大道場，隱藏自己疲憊
的倦容，為道忘軀，讓後學很不捨，
也非常感動，當時就發心發愿要度人
和回芝靈希開設一間 堂！
人有善愿，天必從之，感謝

天

恩師德、李點傳師聖靈庇佑，很高興
終於能在芝靈希設立

堂。只因感受

到道的寶貴，後學很希望可以把握當
下，跟大家分享，也期許大家同心合
力團結，把道務宏揚起來。

※ 張愛旋

慈悲喜捨的心，彰顯道尊德貴；後學
將盡最大力量去完成道場所給予的任
務，現今天時緊急，道劫並降，任重
道遠，捨我其誰？後學願學習代天宣
化，承擔使命，學修講辦行並進，來
報答

天恩師德！
後學深深感受到老師慈悲、諸天

仙佛慈悲，對無任何功德的後學暗中
保佑和幫助，非常感恩！後學的兩個
小孩送來台灣念大學，是希望他們能
學好中文，以後回印尼在道場能幫忙
翻譯並宏揚大道，做老師的好徒兒，
同時也感謝台灣前賢對他們的照顧呵
護。藉此機會來台全家短短相聚，感

後學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
都到不同

辦道當中犧牲奉獻，效法菩薩愿行與

堂 參訪和聽道理，增加對

到非常高興，全家一起修道也是一種
幸福喔！

2017 年 12 月 29

後學希望所有到台訪道的學長

第五天到天庭道院和忠恕會館參

們回到印尼後，要對道場多付出一份

觀，見到前賢們已經注意到老化問題，

力量，更主動極積修辦道，還沒吃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願大家都

的盡快吃素喔！白陽弟子要培養慈悲

能老有所終。還很高興採買了宜蘭名

心，把握當下及時行道，廣結善緣，

產當伴手禮，之後前往龍潭湖風景區

了愿快樂！

遊湖漫步，欣賞風景。

※ 陳燕森
第一天抵達台灣，由於航程漫長，
後學覺得身體很累，但受到德容道院
道親們熱烈有禮的歡迎，賓至如歸，
讓所有的疲累全都消失了。當晚大家
很難得能一起住在 堂。
第二天參訪基隆啟化講堂，聽道
理淨化心靈。之後去北海岸野柳地質
公園看海和一睹女王頭風采，並到台
北 101 大樓觀賞繁華的台北夜景。

宮殿式建築和菩薩館中難得一見的典
藏，兼具文化內涵與藝術特質。之後
到寶光玉山

堂，後學學到有關伏羲

聖人及八卦和道統的淵源歷史。晚上
參訪明德道院並宿夜。
第七天到寶光建德神威天台山道
場，是一貫道全亞洲規模最大的道場。
見了壯麗宏偉的建築與隱藏在山中的
黃金城，使我們心中很佩服。之後前
往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參觀，短暫的行

第三天大家一起參訪忠恕道院，

程，後學覺得是探勘之旅，多姿多采

很榮幸能和陳前人會面，留影合照；

的建築物及遊旅勝地，增長了很多可

前人慈悲指示：希望大家能同心合力

貴歷史知識。

把印尼道場推展起來。之後到全真道
院參訪。

後學深深感謝許點傳師和台灣前
賢及各

堂 的接待，讓我們學習了很

第四天沒有出外，在德容道院參

多，尤其是老前人的慈語︰「道愈修

班研習，精進道義禮節，許點傳師及

愈堅，德愈修愈圓。」勉勵我們要多

前賢們很慈悲為印尼道親開班賜導，

學習、勤修道，將來才能參加理天的

身心靈洗禮以增加大家對道的認識、

龍華會。

學習多行功了愿並抱道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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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到發一崇德光慧文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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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柬埔寨資源共享
新道親法會紀實（上）
◎ 文 黃秀琴 圖 張凱育
承蒙陳德陽前人、黃錫堃總領導

天密慈興講堂王宛羚講師。辦事人員

點傳師慈命，開啟了這一場殊勝的法

及學員約計 545 名參與本次法會，並

會因緣。

由一位輔導學長輔導五位學員（9 月

2017 年柬埔寨資源共享新道親法
會於 10 月 22、23 日在金邊慈興講堂
舉行，係「新道親聯合法會」（兩年

24 日業已舉辦輔導講習），學員多為
年輕人。早上八點就座完畢。
法會第一天共有六堂課（台灣點

前基礎忠恕推出資源共享，選定柬埔

傳師及講師講課時，皆搭配各自

堂

寨為試辦區，聯合各單位負責的點傳

的翻譯學長）：(1) 法會因由――陳昭

師及講師相互支援、資源共享）；由

湘 點 傳 師；(2) 領 導 點 傳 師 慈 悲 賜 導

基礎忠恕道務中心主辦，瑞周天惠單

――廖領導點傳師；(3) 人生真諦（一）

位承辦，其他各單位協辦。法會總主

――郭雙順壇主；(4) 人生真諦（二）

班係廖永康領導點傳師，主班係各單

― ― 張 金 滿 講 師；(5) 因 緣 果 報 與 消

位負責點傳師；由瑞周天惠單位蕭榮

災解業――光史倫講師；(6) 道的意義

華講師擔任操持，外操持為瑞周天曉

――王正榮點傳師。
2017 年 12 月 31

社會，使家庭和諧。我們都是彌勒佛
的弟子，須學習這兩個特質。
接著陳點傳師介紹何謂法會，即
以法相會，用真理來相會。法也是超
生了死的方法。法會是天人合辦，法
會是靈性的層次，不是身心的層次。
今天法會最關鍵處是啟動我們的靈
性，使我們道心常住，真人作主。開
▲

恭念祈求文，叩請諸天仙佛庇佑。

一個法會非常不容易，必須要機緣成
熟，要有莊嚴的道場，也要有聽法的

法會開始，操持帶領全體唱誦《彌
勒救苦真經》。緊接著由天金道院庭

智慧；法會的目標，是讓我們能了脫
生死。

束欽、鑫淑帕二位學長帶唱〈白陽天

陳點傳師進一步鼓勵大家要用心

使〉（為活佛師尊慈訓）；在學員朗

學習，瞭解道理，進而發大心、立大

朗歌聲中，揭開法會的序幕。操持蕭

愿，推展道務，亦即成己度人，才能

講師先行宣導班規；接著禮節示範，

夠一世修一世成。在修道的旅程中，

由何珠枝講師示範分解動作，並由當

道越修越堅定，德性越修越圓滿，要

地學員二位乾道、二位坤道示範連續
動作。
法會第一堂課由陳昭湘點傳師慈
悲講述「法會因由」，陳點傳師先以
彌勒祖師法像來說明：彌勒祖師掌天
盤。彌勒祖師的愿力是：「化娑婆世
界為蓮花邦」，讓全世界都進入大同
世界。彌勒祖師有二個特質：笑容及
包容；笑容可以接引所有的眾生，使
眾生能夠快樂、歡喜；包容可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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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感恩法會天人共辦之殊勝。

改毛病、去脾氣，時時刻刻不離開真
主人。我們要非常感恩有很好的道場
可修道，也感恩有前輩領導我們，走
向幸福快樂的康莊大道。從法會起立
愿重作新民，靈性作主，共同開創真
善美的人生。
瞭解法會因由後，即開始獻供、
叩求，由廖領導點傳師引領大家恭讀
祈求文，此時

堂 外正下著大雨。接

▲

廖永康領導點傳師慈悲勉勵與祝福。

著是廖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這次
新道親法會得到陳前人、黃總領導點
傳師慈悲賜准，天人共辦，無比殊勝，
大家能夠參加，是因為祖德深厚、累
世有修；剛剛我們恭讀了祈求文，這
兩天法會必蒙諸天仙佛庇佑；之前蕭

後，要繼續在各

堂 努力進修，成為

上天的辦事人才；你替上天辦事，上
天就賜福給你，讓大家身體健康、幸
福美滿。

講師也講，我們在裡面辦法會，外面

道傳萬國九州，即將傳遍柬埔寨

是法雨滋潤著我們，讓我們身心靈皆

各個省份。西元 1930 年，師尊、師母

感到清涼安靜。

領受天命，為第十八代明師，道傳遍

法會期間，恭請老師主班、考試
院長監班。大家只用兩天的時間參與
法會，就可以讓這生得到幸福，努力
修辦，將來能夠歸根復命；在法會中，
每一位都要認真學習、專心聽講；坐
在台上聽課是無比殊勝（蔡錦麗點傳
師慈悲，讓當地壇主、常駐講師及清
口當愿以上的道親，坐在台上聽課，
這是對道進階的鼓勵）。兩天法會之

整個中國大陸。張老前人、袁前人再
將道傳到台灣，也傳遍全台灣各個角
落；台灣的道務基礎穩固，才能再傳
遍世界 80 多個國家。為報答老前人、
袁前人的大德大恩，各單位紛紛來到
柬埔寨開荒度眾。在去年的辦事人員
法會、今天的新道親法會，每個

堂

都有很多人來報名；這次本來只預計
450 位， 現 在 人 數 已 達 545 位， 另 外
樓下（慈興講堂二樓）還有 100 多位

2017 年 12 月 33

在開另一場的法會，這是非常殊勝的
事。祝福大家！祝福法會圓滿順利！
叩謝祖師鴻慈，老前人、袁前人聖德，
感謝陳前人、黃總領導點傳師，感謝
所有開荒點傳師，大家繼續努力，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道就可傳
遍整個柬埔寨。」
接下來由當地講師郭雙順壇主講
解「人生真諦（一）」。郭壇主年輕
有為，早期在

瑞周天惠蕭榮華講師擔任操持。

上天的眷顧，聖凡如意，後來買房子

接著全體大合照，因班員人數眾多，

開設

遂以架樓梯空拍方式拍照。下午先由

堂，只要道場有需要，一定全

力護持。
郭壇主闡述人生的價值由自己訂
定，有了目標才有方向；確立人生方
向，就要立志，立志在哪，成就在哪，
志在凡人就為凡人，志在聖賢就為聖
賢。人生有八大苦的無奈，這是人生
的真實面。明白人生無常，了悟生死
事大，明師一指跳脫輪迴。處在紅塵
中，六根被外境吸引，追求外在事物，
使自心迷失，又加上無明的障礙與業

蔡錦麗點傳師慈悲以道寄韻律〈愛讓
世 界 更 美 好 〉， 與 大 家 結 緣（ 是 蔡
點傳師主持隔天平安水賜福的先前鋪
局）。蔡點傳師說：這首歌是民國 97
年（2008）活佛師尊在柬埔寨所批的
訓文。世界各地災難非常多，濟公老
師心繫徒兒尚未能夠修辦成功，於是
在柬埔寨批下了令人感動的訓文，希
望柬國人民能夠得到仙佛的庇佑，更
能夠求得寶貴大道。

力的拉址，於是累世因果造就命運，

下午第一堂課由張金滿講師講述

讓人無法跳脫生死輪迴。我們須識透

「人生真諦（二）」。張講師於學生

真假，佛性作主，認真修道，行功了

時代，就在金邊

愿，才能跳脫凡俗的人生，改變命運。

也教中文，在

中午時分，以獻心香作為午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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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學中文、學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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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餘力。

堂 學習中文，後來

堂 協 助 培育人才，不

張講師自述以前是不聽話的孩

課中休息時，同樣是庭束欽、鑫

子，父親在世時，不用負擔家用，後

淑帕二位學長帶唱〈白陽天使〉。並

來父親去世，母親年老，就須負擔一

由操持帶唱佛號：南無彌勒尊佛。下

家人的家用，非常辛苦。那時，她要

午第二堂課，由當地的光史倫講師講

一邊上學，一邊工作，心情很煩。後

述「因緣果報與消災解業」。

來進入 堂，由於點傳師的苦心栽培，
以及很多學長的鼓勵，所以無論工作
如何忙、如何累，都會回 堂幫辦。

講師先解釋「因」是我們所做的
行為而造成，「果」就是應該受的果
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也是

張講師並講述如何將有限的人生

一樣，種好因得好報，種惡因得惡報；

創造無限的價值。如何創造？濟公老

作惡多端的人就要下地獄受苦，並以

師說：覺醒的人生，由求道開始；進

在地獄受刑罰的照片與大家分享，所

一步努力修道，把佛的光明展現出來。

以菩薩畏因，凡夫畏果。經典上說，

要怎麼做呢？要做到三不離，不離

真正明白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

堂、不離經典、不離善知識，使真我

果的人，就不會再做壞事了。

常在。我們有了愿的這份心，上天會
幫我們做最好的安排。志在仙佛成仙
佛，可見立志是多麼重要啊！

人的因果如何形成？人造十惡才
會在六道中輪迴，故消災解業的方法
是把十惡改為十善。想要解脫這些因
果，就要財施、法施、無畏施三施並
行。人生短暫，世事無常，光史倫講
師期勉與會同修今後能把凡事看淡，
聖業看重，效法聖賢仙佛之志向，廣
度眾生，這才是修行人的慈悲胸懷。
從今天起，不再造惡業，而且廣積功
德，簡單地說，天天要存好心、說好
話、做好事。

（續下期）
▲

法會中專注聆聽，收穫滿滿。

2017 年 12 月 35

2017
泰國沙坤孝親感恩生活營
◎ 洪易成 鄭喬姿 林芷祈 李亞珊
你問，沙坤到底有什麼？若說風

最令人驚訝的是，泰國學長們莊

景名勝、小島風情、都會繁華，在這

嚴地用中文唸仙佛聖號，如：燒香禮、

尋不著。但見一尊彌勒，笑吟吟地佇

請壇禮和辦道禮等，不是用泰語，竟

立，彷彿正歡迎著我們這群徒兒的到

然能如此確實完成各項禮節；卓越的

來。瑞周天惠單位的學長們帶著微笑

表現和精神，令後學們汗顏，也要深

和法喜的心，馬不停蹄地準備營隊戲

深反省和學習，檢討自己學習禮節的

劇、活動、伙食等，盡心參與，只盼

態度。之後沈正國講師的「行善，從

能讓營隊更加圓滿。

孝順開始」課程、分站闖關和晚會，

營隊的第一天，旭日甫東昇，即
起床準備辦道。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地
恪守崗位，從接待、引導、分組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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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課程、影片和活動等許多方式，
在歡樂中將道和這次主題「孝道」潛
移默化到學員的心裡。

道，每個環節都不容馬虎。悶熱的天

第二天早上，為了讓孩子們有精

氣，考驗著眾人了愿的誠心，但看到學

神地迎接營隊，從早操開始，便以活

員們各個天真的笑靨，求道時虔誠地禮

潑的律動吸引孩子注意，原本還略顯

拜，心裡就充滿了無限的踏實和滿足。

生澀的臉龐，逐漸露出靦腆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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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營火晚會十分感動人心，
班長娓娓道出無畏風吹雨淋、不怕艱
難，都要與泰國的孩子們分享這營火傳
遞之精神。營火象徵著道的傳承永續，
盼望我們大家都能夠早日離苦得樂，
儘管孩子們可能還不懂，但那份感動，
卻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

這個夜晚，我們之中有些人是人

辦道時，引導泰國小朋友插香。

生第一次在國外過中秋節，也是第一
看著孩子們的轉變，揮灑再多的汗水

次出國學習，不免一股思鄉情愁湧上

都讓後學們覺得值得。

心頭。感謝點傳師慈悲，讓後學們在
國外也能有過節的味道，更能與泰國

這次營隊由喬姿學長及宥靜學長
一同學習營歌教唱，由於語言不通，
必須請翻譯講師協助。剛開始因進度
落後而苦惱很久，但謝謝夥伴及翻譯
講師給予許多建議，讓孩子們在學唱
之間能夠學習中文及了解意義，也讓
後學們學到如何從失敗中找尋另一條

孩子們一同分享台灣佳節，從台灣飄
洋過海的鳳梨酥和在地的香甜柚子，
再加上泰國孩子們精彩的歌唱表演，
真是好不過癮。當晚最後以營歌――
〈奉獻〉做為一日的結尾，再適合不
過；我們將孩子們的笑容放在心中，
又結束疲憊但法喜的一天。

路，使教學更加順暢。
下午的大地活動拉近了大家的距
離，這時我們與孩子們之間的默契也
越來越好了，習慣在太陽底下跑動的
孩子們，此時是他們最活躍的時刻。
寓教於樂是最佳的學習方式，看著孩
子們一邊透過遊戲學習體會種種父母
恩，希望他們能記住並實行，達到我
們想帶給他們的活動意義。

▲

適逢中秋節，大家一起享用台灣的鳳梨酥
和泰國香甜柚子。

2017 年 12 月 37

在泰國了愿的日子，對後學們來

這一天也特別邀請了學員的父

講都是全新的體驗，我們將帶著說不

母親來到天慈佛院，全體學員們在家

盡的感動、道不完的感謝，繼續未完

長面前以手語表演了今年的營歌――

的了愿路程。

〈奉獻〉，和用跪拜的大禮來感謝父

孝親感恩生活營第三天，台灣團
隊以戲劇的方式呈現在家對父母長輩
不孝的故事，提醒學員一定要孝順父
母。戲劇從開始對父親的不孝到後面

母，表達對父母的愛與感恩。學員們
先跪坐在父母面前，與父母牽著手說
著感謝的話，接著跪拜父母並擁抱父
母，場面令人感動不已。

的懺悔改過，透過演員的真情流露、

在這幾天的活動裡，還有一位重

生動表情及肢體動作，和阿月講師的

要人物――阿布老師；阿布老師是泰

翻譯，使台下的學員及輔導員融入劇

國當地學校的老師，她全程參與並用

情而感動流淚。除了有台灣學長帶來

鏡頭紀錄活動，老師的用心也讓我們

的戲劇表演外，泰國的學員們也將第

感動不已。當舉行感謝父母的感恩活

一天活動裡所看的孝親短片，以生動

動時，有些學生則圍在老師身旁跪坐，

的戲劇表演出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

將老師當成自己母親般一一說著感

進而反思對父母的懺悔，再用感恩的

謝，對老師表達感恩之情。老師也將

心做到孝行。

學生當成自己子女，勉勵學生要將這
幾天所學的「感恩」與「孝道」實踐
在生活裡，要好好孝敬父母。師生間
溫馨的感恩時刻，讓一些因父母沒來
而在旁邊觀禮的學員，及台灣團隊都
感動得淚流滿面，為感恩活動畫下圓
滿句點。
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進入尾聲，
班長帶領著學員們回顧這幾天的活
動，並再一次引導學員體會父母親的

▲

38

學員跪在父母前，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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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及對子女們無私的愛。班長勉
勵學員：感恩及感動不是一時，回到

▲

天慈佛院前，點傳師與服務團隊合照留影。

家後，要將這份感動及感恩實踐在生

恩生活營順利進行。台灣團隊於 10 月

活裡，盡自己的能力做到孝順，做好

9 日下午離開天慈佛院，回到台灣已

自己的本分，比如把書讀好，也是盡

是清晨五點，六天六夜的泰國行圓滿

孝。之後由江永德點傳師、蔡永泉點

達成，每位成員法喜充滿，並相約泰

傳師率領各位壇主、講師、辦事人員

國天慈佛院明年再見。

及學員們，一起燒香謝恩。感謝

老

及諸天仙佛慈悲，使生活營能夠順
利進行、圓滿達成。最後，台灣團隊
列隊歡送學員們離開，相約明年再見。
感謝

走進天慈佛院，彌勒依舊盈盈笑
望眾生，只是人們一年一年地變換。
你問，沙坤到底有什麼？我想，沒有
美好景致，只有人們真誠的微笑；沒

天恩師德，感謝點傳師慈

有都市榮景，只見每位了愿的道親，

悲帶領，感謝這幾天共同護持生活營

滴下涔涔汗珠；沒有絕美夕陽，只有

的廚房菩薩、辦事人員、翻譯講師、

忙到夜晚，匆匆一瞥的月光相伴。感

泰國道親及台灣團隊，全體人員用心、

恩眾人的溫馨付出，共同迎向下一個

盡心地付出，使泰國天慈佛院孝親感

了愿之地。
2017 年 12 月 39

柬埔寨了愿行
◎ 陳致鈞
後學陳致鈞，今年 18 歲。非常感

員：海倫凱勒雖因急性腦炎導致失明

天恩師德、陳樹旺點傳師慈悲栽

及失聰，連帶的也使她無法說話，但

培，讓後學有機會能來柬埔寨天金道

老師和家人都沒有放棄她，而她也沒

院學習。

有放棄自己，反而努力克服身心障礙，

謝

後學會來柬埔寨的因緣，是今年
和蕭銘靚學長去參加天惠

堂考生叩

些和她一樣的人，回饋給社會。

求活動，跟他一起立下了到柬埔寨學

第一次帶課，讓後學了解到當講

習的愿。我們地方班的陳益琳講師，

師困難的地方；雖然後學在道場學習

每年七、八月都會到柬埔寨幫辦 9 天，

也有很長一段時間，聽過很多講師講

後學的母親曾一起去過，所以後學也

課，看似很容易，但等到自己要上台

想去那裡看看、去那裡學習，當初就

講就不一樣。此次講師要準備的內容：

只是很單純這樣想而已。

第一、要適合學員的年紀，就是要講

今年天金道院舉辦青少年夏令營
的主題是「仁愛」和「感恩」。後學
準備了一堂影片欣賞的體驗課，是關
於海倫凱勒的故事。透過影片告訴學
40

長大後更是到世界各地演講，鼓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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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他們程度的內容，不能講得太難，
尤其今年學員年齡差距很大，14 ～ 20
歲都有；第二、因為要翻譯，所以一
些比較難的詞語要換簡單易懂的方式

講；第三、要觀察台下學員的反應，
然後自己做適當的臨場調整，這應該
就是當一位講師的核心價值吧！需要
靠經驗累積的。
在看完影片後，後學也安排問題
討論；但是在講解問題的時候，就遇
到連輔導學長都看不懂題目的窘境，
後學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想
辦法講解給翻譯的學長聽，讓他看看
是否有比較好懂的方式來引導學員。

▲

大地遊戲，增加小組凝聚力。

當學員討論完要分享的時候，也出現
沒有針對問題回答的情況。不過後學

翻譯，所以我們要自己觀察，翻譯學

知道，不管是當一位輔導學長或者是

長會用自己所理解的來講述，但這樣

講師，我們都要盡力引導學員，讓他

就很容易發生理解錯誤的情形。不過

能夠順利回答問題，進而了解講師要

整體來說還是蠻順利的，這堂課是希

表達的意思。這次問題討論，主要是

望能讓學員了解到，生活中有很多大

希望學員能夠像海倫凱勒一樣永不放

大小小的事，這些事的背後，其實有

棄、努力學習。她的身體雖然有障礙，

很多是我們該學習的地方，比如說：

卻比任何人都還要努力，那我們是不

樂觀的心態能讓我們勇於面對許多難

是更該把握機會好好學習！

題，我們應該時常保有感恩的心。

還有一堂「小故事大道理」，後

可能有些人會問後學：「上台都

學準備了四個小故事與大家分享。過

不會緊張嗎？」其實只要平常有上台

程中，也遇到翻譯學長不太理解的詞

分享的經驗，或者是有常跟大家分享

語，在講解完詢問學員：「到這裡有

看法，久而久之，就會習慣那種與台

聽懂嗎？」結果沒有一個人聽懂！所

下互動的感覺了；再加上後學高中是

以後學發現，在每一次翻譯之前，都

搖滾音樂社的成員，站在台上表演也

要觀察翻譯學長的臉部表情；因為如

都是一樣的概念。緊張是難免，但習

果他們不懂、不會翻譯，就會跳過不

慣了，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好緊張，重
2017 年 12 月 41

點是有沒有把自己要表現的內容準備
好！只要有準備好，就不會怯場或是
傻站在那邊，不管是表演或講課都一
樣的。
夏令營結束後，益琳講師、銘靚
學長與後學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待在
柬埔寨，要輪流講課。後學一開始也
不知道要講什麼好，後來就想到可講
解〈禮記˙禮運大同篇〉給當地道親
聽，因為他們每天在晚獻香之前都會
唸誦幾部經典，雖然已經可以熟背起

晚會表演，當地道親認真上台呈現。

來，但卻不知道經典的意思，這是我

像是：為什麼我們要唸感恩詞？禮儀

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中所隱藏的道的意義等。後學還發現

後來益琳講師又另外給後學兩個
題目：「持齋的意義」跟「餐廳禮儀」，
希望由後學學習講述。後學看完「持
齋的意義」教案之後，了解到持齋的
好處很多，像是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還有跟眾生結善緣和增長智慧；持齋
的意義不光是指吃素而已，還包括「口
齋、身齋、心齋」。後學也了解到，

42

▲

很多學長，不光是柬埔寨的學長，台
灣的朋友也是一樣，很多人都不太會
使用筷子，或者應該說是拿法都不正
確，照理講應該是一根筷子讓虎口夾
著不動，另一根筷子用中指跟食指控
制著，拇指只是輔助。所以後學就利
用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如何正確使用
筷子，過程非常有趣卻又非常有意義。

修道人除了吃素之外，言行舉止也很

後學自己另外又在網路上找了兩

重要，我們必須要合乎「禮」，口不

個專題，分別是「世界首富的 22 種習

出惡言、心念要清淨，合乎正道。對

慣與風格」跟「如何度人」。在「世

於「餐廳禮儀」，後學認為益琳講師

界首富的 22 種習慣與風格」中，後學

的用意應該是，我們平常其實都有在

一開始只是無意識地點進去看，很好

做，只是有些小細節大家容易忽略，

奇到底是在說些什麼；結果經仔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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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後發現，這些內容其實都很值得我

全時，大家會不停地介紹一貫道，而

們學習，像是盡可能多幫助別人成功，

沒有給對方問問題的機會，這樣會讓

這就可以培養我們無私奉獻的精神；

人家很難聽進去。還有一些小細節，

還有養成列清單的習慣，可讓我們做

比如：度人的時機，要挑對方情緒比

事更有條理、更有效率。裡面很多的

較愉悅的時候。很多度人成全的技巧，

例子，其實都跟我們修道有關聯。上

都讓我受益良多。

這堂課，並不是要大家學習變成首富，
而是希望能在道場上，還有生活中，
不斷地充實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更
出色的人。

後學發現柬埔寨的學長跟台灣的
學長很不一樣，他們對於道義有很積
極學習的心態。後學還記得有一次問
題探討，有幾位學長在後學還沒問完

「如何度人」這堂課，是後學唯

問題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可以把答案

一的小遺憾（講得有點心虛）；因為

講出來了。後學當下情緒很複雜，一

後學後來才知道原來柬埔寨的人跟台

方面是很挫折，覺得我準備的內容是

灣人很不同，在柬埔寨因為物資比較

不是太簡單；另一方面是覺得柬埔寨

缺乏，所以人都比較單純，因此在那

的學長怎麼都這麼有慧根，讓後學非

邊度人比較容易。後學印象很深刻，

常欽佩，我實在是該好好向他們學習。

有一天晚上，陳點傳師指示當地道親
去度人，隔天中午要辦道；第二天幾
位學長用完早餐後，就向陳點傳師報
告要出去度附近的鄰居。結果，2 個
小時就度了 15 個人，大人、小孩、老
人都有，後學聽到時非常驚訝，也非
常敬佩。

後學在道場學習也 12 年了，總覺
得自己沒什麼成長，但在今年暑假的
尾聲，後學有一種 Level up 的感覺！
開始對修道有了新的目標，現在天時
非常急緊，我們一定要趕緊修道，還
有度人成全。後學回國後有給自己一
個目標，就是要度 3 人，以後學沒有

說實話，後學其實沒有什麼度人

實際度人經驗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

的經驗，頂多就是鼓勵一些比較少參

新的開始。希望還有機會能再去柬埔

班的朋友能多回來道場。學習完「如

寨，後學覺得學習到很多，也很開心，

何度人」這個專題之後，後學也了解

謝謝大家！

到很多大家常犯的錯誤，例如：在成
2017 年 12 月 43

生命洗禮 新道親法會有感
◎ 孫瑞華
緣起
結識引師陳姐於職場中，為後學
接引求道的貴人。

一步。

法會因由

民國 86 年（1997），父親往生，

繼而於 8 月 25 ～ 27 日三天二夜，

幸得善知識的協助，及父親的接引，

在土城天惠堂接受洗禮薰修（參加新

開始了素食及誦讀經藏，諸多的助緣

道親法會）。

和合，開始與佛結緣；日後漸漸地適
應了菜根香的滋味，也進入了浩瀚佛
學的領域，當年蒙師父慈悲接引，傳
授五戒，正式皈依成為一個佛弟子。

求道
於今年（2017）農曆閏 6 月 15 日，
萬緣俱足下，當日在點傳師及多位前

44

賢與學長們的引領，踏出了求道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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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每天上課
之前，有一位充滿著青春陽光氣息，
臉上經常洋溢著燦爛笑容的鄭翠芸學
長，帶領道親學習唱道歌，大家引頸
高歌，唱出活力、唱出生命的光彩樂
章，每一個人均融入歡愉的氣氛中，
感謝有您真好。

▲

作者（右）報到後，林正修點傳師（中）
介紹認識黃成德點傳師。

▲

賴炳文壇主（左）分享箴言書籤。

第一天聽到〈奉獻〉這首歌，歌

另外，當呂寶華點傳師講述「孝

詞內容讓人感受母愛的偉大，及感悟

道」課程，後學也是胸中翻騰起伏。

在虛空世界中，每一個情境無私付出

聽到其中一句「養兒方知父母恩」時，

的意境。連續兩、三天複習練唱，當

回憶起小時候碰到連續陰雨天，幫媽

唱到「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爹娘」

媽烘烤妹妹的尿布時，也常聽到老人

此段歌詞時，撼動了心靈深處對父母

家喃喃自語，雙眼凝望著門口的遠處，

親的思念，黃庭一氣陣陣翻騰，莫名

似乎也是在回憶起遠方大陸祖父母的

的淚水在眼眶之中滾動，久久無法平

點點滴滴。伴隨著歲月的流轉，當自

復；此時也聯想到課程中，彭富纓講

己 為 人 父 母 時， 才 領 悟 到 這 句 古 聖

師訴說自宅遭受回祿火吻，心肝寶貝

先賢常掛在嘴邊告誡我們的深意――

置身於火海中，身體遭受燒燙傷，在

「 樹 欲 靜 而 風 不 止，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醫院搶救時的焦慮心情。當下陳述時，

待」，這不也是許許多多人生歷程中

後學也是淚流滿面，哽咽無法自己，

的寫照。望著爸爸、媽媽滿頭的華髮

在在想到天下媽媽的偉大，及對子女

逐漸變成白髮，直至從眼前消逝，懺

的包容與無怨無悔的愛；感受到彭講

悔自己對五欲六塵的癡迷而不能自拔；

師修道真誠的精神力量，也非常感恩

每當午夜夢迴驚醒時，望著天花板也

娘及老師的慈悲，每當道親遭受苦

只能痛心疾首，悔恨當時未能時常隨

難時，祈求消災解厄，均能滿眾生願

侍在側。

而解倒懸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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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課程連貫性的安排，讚嘆點
傳師的用心良苦，又當郭淑君講師講
授「因緣果報」時，憶起法師講解佛
陀十二因緣法，眾生內心世界執著在
貪、嗔、痴、慢、疑及五欲六塵中，
感嘆大眾不斷地有所期待與欲求，深
陷泥洹火宅而不自覺，致生生死死輪
迴不已。
要學習佛陀如何覺悟十二因緣、
▲

歡喜擔任新道親法會獻供人員。

如何了知生死輪迴的真相，而能達到
究竟的解脫。佛陀在說法四十九年期

「 父 母 將 我 養 大， 我 願 陪 您 到

間，廣度一切有情眾生，不厭其煩地

老。」願與各位道親共勉之，也願父

將「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

母健在者趕緊去實現。

受、愛、取、有、生、老死」這十二

回 想 民 國 97 年（2008） 在 華 藏
園 區 的 觀 音 七 共 修， 句 句 觀 音 菩 薩
聖號在腦海中激盪盤旋。後學首次學
佛求道，第一次參加共修遶佛時，感
覺到內心深處的震盪與酸楚，此時腦
海中忽然播放出爸爸、媽媽的容顏，
旋即不自覺地淚流滿面，涕泣不止；
但看到牆面「寧動千江水，勿擾道人
心」的標語，強忍胸中悸動，讓句句

46

支緣生法的道理，它們之間是依著「此
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緣起，周
而復始，串起人生必需經歷的八苦交
煎現實道理，再再告知眾生在肉體上、
生理上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的
經歷；又有在精神上、心理上的愛別
離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的折磨，
直至最後的色、受、想、行、識之五
陰熾盛苦，總結了身心一切諸苦。

觀音菩薩聖號與涕淚相互交融吞咽入

因此佛陀慈悲講述四聖諦――苦

喉，此時恍惚感覺個人有如滄海一粟

集滅道法，教授眾生依三十七道品滅

之渺小，置身在浩瀚虛空中飄盪旋轉

苦的方法，次第修持。屆時日久功成，

不已。

均能離苦得樂，達到解脫究竟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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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道親法會大合照。

結語：天道酬勤
感謝出現在我生命中所有的貴人
及善知識，也深深感謝點傳師及各位
前賢、學長們的引領，促成此一段求
道與法會的因緣。

後學此時則深切瞭解先知孔子所
說：「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與《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的義理，
人身難得今已得，經歷了五十年歲月
的流轉，應知上天所交付的功課與責
任，願不斷地修煉與無私奉獻一己之

深切體會以人身輪迴轉世應不是

長。《易經 ‧乾卦》有云：「天行健，

痛苦而來的，而是要經歷繽紛多彩及

君 子 以 自 強 不 息。」 與《 易 經 ‧坤

魔考的生活歷程，趁此機緣修煉各自

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的心性。一生中太多的酸甜苦辣、喜

要知悉天地運行之理。願各位道親均

怒哀樂與七情六慾，在生活中每一天

能瞭解「道」之精華義理，人身與大

都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

地山河、虛空萬物之間微妙相應的依

下它」，期望道親大眾「珍惜現前，

存之理，修煉培養自我品德、關注萬

傾力當下，把握現在做現在的我；生

物變化深入群眾，以正向能量引領有

活中時時面對問題，時時解決問題，

緣大眾至菩提境界。

但也會時時留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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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廚中的揮灑
◎ 黃詩耘
暑月蟬鳴，一個別具意義的日子

動。這次的特殊任務，在震驚卻散發

裡，蔡錦麗點傳師召開集體領導會議，

高度凝聚力的菜單初擬討論中，一場

在會議中慈悲指示：慈興大專班及校

突破自我的挑戰旅程就此展開。

園班，各自負責 9 月底兩天的瑞周天
曉天密壇辦法會早、午餐掌廚職務。
頓時小後學們晴天霹靂，腦袋一片空
白，心中想著，從來沒下廚過的我們，
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嗎？
感謝

點傳師引領之下，從民國 99 年（2010）
起，大專班固定每週二召開班務會議，
由壬申教授、政男教授及各位講師帶
領，於會議桌上談出未來。近幾年推

天恩師德、點傳師慈悲，

動新生代學子參與會議，大家互動逐

大家秉持著「聽師調遣，當下承擔」

漸熟絡，建立良好團隊默契，進而投

的家風，承接這個學習了愿的機會。

入班務運作，有了發揮的舞台，創造

「承擔」這二字對於年輕人來說，或

很多成長的契機。

許是很嚴肅、很沉重的，但願意踏出
改變的第一步，做中學，學中做，用
心體驗，相信會有不一樣的收穫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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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屬於慈興大專班班員，在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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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掌廚了愿之旅，因為都是
初體驗，所以在幾次開會中，大家不
斷討論、規劃，深深體會到此次任務

▲

調理擺盤，自動形成一條生產線。

▲

活力早餐，美味可口總匯三明治。

真的不容易！不論是食材的挑選，器

地設了鬧鐘，便進入甜美夢鄉，希望

具的準備，一次又一次地更改菜單，

明天早起能有足夠的精神與體力。看

只為讓所有天密家人們賓至如歸。講

見夥伴們為了完美達成任務，無不使

師們不斷鼓勵、成全班員，作好各項

出渾身解數，互相扶持關心，在歡樂

人事安排，秉持點傳師提點的「人人

的氛圍中，彼此的距離更近了，這種

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理念，任何一

感覺真棒！

個細節絲毫都不馬虎。也感謝前賢們
提供寶貴的經驗，經過幾週的討論後，
為了能有充足的時間做準備，大家不
約而同地決定提前一天進駐講堂，準
備迎接遠道而來的天密家人們。

時間就像沙漏一般，一分一秒地
流逝；清晨的第一道曙光中，凌晨 4：
30，響亮的鬧鐘聲，喚醒了沉睡的大
家，離開被窩的那一刻，還真是難分
難捨啊！首先，挑戰第一個關卡「活

法會前一天夜晚，星光伴隨著夜

力早餐」，人員陸續到齊後，便開始

幕，跳躍在月光下的快樂情緒，是多

分配工作，有的負責洗菜、切菜，有

彩而絢璨的；每位學子結束一週的忙

的負責煎蛋，有的負責擺盤處理。對

碌，將繁重課業、工作、玩樂暫時拋

後 學 來 說， 覺 得 下 廚 的 火 候 最 難 控

在身後，晚上 7：30 便進駐慈興講堂，

制了，但看到有些同學掌握得如魚得

一些在社區讀經班擔任志工的學子

水，實在很不容易。經過一個多小時，

們，下課後也陸續抵達。卸下行李後，

大家合力準備了 170 人份的精緻早餐

大家再一次確認隔天所需用品是否齊

――總匯吐司、廣東粥；此時掌廚暫

全。另外，為了隔天晚上素食嘉年華

告一段落，可以稍作休息，但內心一

的精彩表演，小組演練到將近 11：00

放鬆下來，晚睡早起造成的疲倦已開

才結束。簡單盥洗後，大家有志一同

始產生作用，身體覺得乏累，但不知
2017 年 12 月 49

群，曾為我們煮出多少佳餚，只為讓
我們在

堂 裡、法會中、會議上安心

地沐浴法語佛恩。於此同時，我也想
到，家裡也有兩位仙佛，多少年來，
無盡的愛皆融於那一餐餐，看似平凡
簡單卻耗時費力的家常料理中！另一
方面，也發現每一位大專班班員都是
▲

分工合作，團結力量大。

很優秀的人才，自動自發、扶圓補缺，
只有行動，沒有抱怨，儘管身體抗議

為何，內心感到很法喜（充滿無邊喜
悅）。
休息片刻後，進階挑戰下一個關
卡―― 200 人份的午餐。本來以為青
少年們平時不曾下過廚，會毫無頭緒，
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但在開始動工
後，每個人就像裝了鹼性電池一樣，
活力十足，從洗菜、切菜、調理到擺
盤的過程中，大家都能自己找事做，
隨時補位，發揮團隊默契，最後竟然
自動形成一條生產線，大大加快了掌
廚速度，按時完成六菜一湯一水果，
順利圓滿此次任務。當看到餐桌上呈
現如同高檔餐廳料理的豐富菜餚時，
內心充滿的只有無限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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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悶熱與勞累，大家卻只向唯一的目
標邁進。
回想這幾年，後學承擔了一部分
班務及道務，當很忙或很累時，也會
產生負面情緒，有時真的不知道如何
堅持下去。感謝

天恩師德、蔡點傳

師慈悲、父母親的堅持推動，及各位
講師不離不棄的教導陪伴，讓後學在
每一次的承擔中，不知不覺地成長，
也愈來愈喜歡大家一起參與和付出的
感覺。人生就像一場戲，短短數十年，
有些人在無止盡的慾望追求中，糊裡
糊塗地過了一輩子；也有人選擇不同
的方式，把握機會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不讓自己白白浪費此生！這次看見大

透過這次了愿學習，過程中體會

專班夥伴上下一條心，團結力量大，

到在廚房服務的學長很偉大，付出很

將掌廚任務圓滿達成，非常感動；期

多勞力，又要耐得住炎夏中的汗流浹

許未來我們能越來越茁壯，傳承永續，

背、寒冬中的冷水刺骨；那默默的一

一同共創彌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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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改變世界的力量
北區道育班生服營學員心得（下）
◎ 基隆區、宜蘭區、台北區道育班提供
（接上期）
※ 鄭辰暘
會來到這裡，完全是個意外，純
粹是因為同學的關係而來參加的，不
過收穫卻著實令我驚訝不已。

觸。一開始以為會怕生的自己，在同
組夥伴的鼓勵下，變得勇於發言、敢
做事，可能我們不是最厲害的小組，
卻是感情最為融洽的一組。
勞累、疲憊在最後一天變為越來
越濃烈的不捨，四天不短，不願分離，

在這裡，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

卻也必須分離；在未來的某一刻或許

不論同組，亦或是不同組的，不管是

會再見，卻不復這四天的親近，一起

輔導或是其他幫忙的學長，一張張的

吃飯、一起歡笑、一起服務……，映渝、

笑臉、一個個的助力，都深印腦海。

菁菁、佳萱、宜瑾、龍翔、承恩、健富、

同組的隊員中，龍翔的默契、映渝的

恭正、明謙、玉明、子嫺，這些名字

開朗活潑、承恩的博學、健富的溫柔，

將深印腦海，難以遺忘，謝謝你們帶

總是默默完成事情，帶給我深深的感

給我一個美麗又愉快的暑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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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芠昱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生服營，這次
跟上次都很好玩！這要從第一天早上
說起，當我開始整理生服營需要的行
李，心裡想著：今天要參加生服營了，
不知道又有什麼好玩、有趣的事等著
我？帶著期待，我來到了天庭道院，
遇 見 了 和 我 同 組 的 組 員； 看 著 一 張

在第三天的「天庭搶答」和「天
庭道院 bingo go」中，我們盡全力地
玩，最後得到了「天庭搶答」的第一
名。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晚會還在後頭，
我們表演的是拜火舞，練了半個多小
時後，在大家還沒出現的時候，我們
就跪在地上預備了，而且演出時真的
很精彩！

張陌生的臉孔，我又想著：認識大家

能認識生服營的大家，是件很幸

之後，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事實證

福的事。希望下次生服營也能夠認識

明我們第六小隊不愧是搞笑的料，不

更多的朋友，能收穫更多、學到更多。

管在哪裡都可以看到我們在笑，但我

最後謝謝幕後的班導、輔導、無畏施，

們也有認真的時候喔！第二天晚上停

因為有您們，我在今年生服營中過得

電、停水，但我們的熱情沒停。

充實又開心。

※ 楊之伶
四天的生服營很快就結束了！很
開心我又來參加今年的生服營，認識
了很多新夥伴，學習到很多服務別人
的態度。很感謝我們這組的隊輔，這
幾天過得很開心、很充實。
一開始不團結、沒有默契的第八
組，到了隔天，氣氛整個變得超好，
要感謝這組的每個夥伴，認真答題的
答題、想點子的想點子，彼此互相合
作，爭取亮眼的成績；還有我們的組
長，真的幫了大家很多事；晚會也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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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讓學員學習感恩與有效率地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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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豁出去地表演，很感謝大家，讓

第八組有個很棒的回憶。
在服務的過程中，雖然很累，但
學到了如何去服務別人；服務別人是
件很開心的事，每個人都用了最認真
的態度，很努力去得到屬於自己的「勳
章」，但過程中的汗水結晶，才是我
們無以取代的成就。這次生服營我要
感謝所有的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活
動，而是令人難忘的回憶；明年還有
機會的話，我一定要再參加。

※ 林慈怡
四天的生服營營隊，讓我過得非
常充實；這次是我最後一次以學員身
分參加生服營。我們這一組的男組員
非常含蓄，但是女隊員都很努力地參
與各種不同的活動，比起男隊員更加
有活力。雖然我們這組最後的成績沒
有多麼優秀，但是我們大家共同達成
許多的任務。
這幾天我們服務了很多人，洗了
非常多碗盤，其他各種服務也蠻多、
蠻累的，但大家都沒有一刻懈怠，還
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最完善，所以我
覺得在團隊合作這方面，我們這組做
得也很不錯！或許我們的組員真的很

▲

生服營勳章，象徵榮譽。

家都玩得很快樂，不管哪一組帶的活
動，所有人都很積極地參與，所以我
覺得這次的活動很棒，我也很開心！

※ 何佩珊
在這四天的過程中，一開始懵懂
的我們，難免有點忐忑不安。第一天，
我們上了「改變的力量」課程，了解
服務的重要。第二天，我們開始值勤；
在值勤的過程中，分工合作一起完成
任務，努力把分配的工作做到最好。
第 二 天 午 餐 結 束 後， 我 們 洗 了
230 個碗，真的很累，但洗完之後，
非常有「成就感」，因為第一次洗那
麼 多 的 碗！ 晚 上 我 們 看〈 動 物 方 城
市〉，但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卻因颱
風天停電而中止了，沒看過這部電影
的我，真的很想繼續看下去。

安靜，但在晚會的時候，大家也都玩

第三天下午，我們玩了大富翁，

得很愉快，也蠻活絡的。晚會上，大

在過程中，我們了解原來一貫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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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全世界都有，真的很酷！在四天的
服務中，很開心，也很累；服務學習
的過程裡，雖然辛苦，但做完每一件
事情，就很有成就感。

※ 楊曜維

這次是我最後一次以學員身分來
生服營，也是學到最多的一次營隊。
剛開始來生服營，發現以往的「營
長」職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班導。

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生服

剛進營隊時，組員都互不認識，但經

營，所以在來之前，我覺得很緊張又

過第一天的破冰，彼此漸漸變得熟悉，

很興奮，不知道會遇到怎樣的隊員和

默契也開始變好。第二天晚上颱風來

活動？

襲，導致天庭道院停電，雖然我是宜

在這幾天的生服營中，讓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晚會；從開始練
習到上場表演，我們做錯無數次，甚
至忘記動作，但我們還是完成了這項
表演，讓我覺得很感動！因為我們一
次次地失敗、一次次地練習，都在表
演結束的時候化為掌聲，讓我覺得一

蘭區的學員，但在天庭道院遇到停電
還是第一次；那時候組員只好在一起
玩真心話大冒險，卻反而更增加了彼
此的感情。隔天早上風雨停歇，電也
來了。第三天是我覺得最精彩的一天，
道學搶答、天庭道院 bingo go 等活動，
讓本組變得更有向心力。

切都值得了！看著別組的表演，讓我

營火晚會中，本組組員也很活潑，

從中得到一些想法，原來晚會需要凝

原本不喜歡熱鬧的我，也開始嗨起來；

聚眾人的力量才能完成，是非常有意

在表演中國功夫的時候，我覺得我表

義的！

現不太好，但在講真心話的時候，組

來到營隊的這幾天，讓我學習到
很多的事情，例如：在服務大家的時
候，我學到服務時態度要認真，不能
草草了事，不然就乾脆不要來服務！
最後，我想感謝所有為我們服務的班
導、隊輔、幹部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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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承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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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鼓勵我撐住全場。我真的太幸運
了，遇到第八組組員，讓我擁有一次
難忘的生服營。

※ 歐瀚文
在經歷了四天之後，讓我明白了
服務的重要。這幾天我們做了很多服

作，因為要一直練習，還得一直站著，
不過我知道勤務長和所有的老師也都
非常辛苦，輔導學長常常忙到很晚才
能休息，何況這次生服營還遇到了颱
風，我想這是一個不錯的經驗！我想
向我的小隊輔明謙、玉明、子嫺老師
▲

「改變的力量」課程中玩六角球，小組
氣氛漸漸凝聚。

務，雖然很累，但是我覺得助人為快
樂之本，將這四天經歷的所有難關都
一一克服，也非常有成就感。雖然活
動結束，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幾天
所學的東西，也很感謝小隊輔用心地
幫助我們！
這四天，值勤時要掃廁所，讓我
學到了怎麼用心去把廁所掃好；了解
怎麼把睡袋摺到最好；也學習到洗碗
要分很多步驟，才能將碗盤洗得亮晶
晶。做事情，只要經過努力學習，最
後一定會成功的。我覺得這四天收穫
滿滿，學到了非常多的知識。

※ 蔡宜瑾

說聲：「辛苦了！」

※ 李承宥
我覺得營隊活動一開始時，氣氛
有些冷；下午上了「改變的力量」課
程，玩了六角球，小組氣氛才漸漸凝
聚起來。
第二天吃晚餐時，電一下有，一
下沒有的，大家也都很緊張，深怕晚
上睡覺時會很熱；沒想到颱風越來越
強，就突然停電了，我們整個小組圍
圈聊天、玩遊戲，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的感情也就越來越好了；之後玩
遊戲或小組討論也都很融洽，漸漸地，
大家感情又更好了。
這次生服營真令人難忘，我們經
歷了停電，也不能洗澡；雖然遇颱風

Bee Happy（代表通過認證後可得

侵襲，但是有句話說：「上天為你關

到的小蜜蜂勳章）！這次生服營比以

了一道門，一定會為你開一扇窗。」

前更特別！雖然每次參加生服營時都

感謝颱風，讓我們小組感情更融洽。

覺得很累，但隔年還是會繼續參加；
而這次我發現執禮人員是最累的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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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放手 一起承擔
2017 慈懿道院三國智仁勇體驗營（下）
◎ 慈懿道院提供
（接上期）

的營隊活動！兩年前的那個我，心中

※ 小飛俠 李瑋傑

期待有一天也可以服務別人，這天到

經過 4 天的營隊，真的十分疲憊，
但我又更進了一步，過去是一個害怕
上台的學員，而現在卻是一個非常想
展現自己能力的小飛俠，這是在參加
了這個營隊之後，成長的蛻變。感謝
在慈懿青年班 3 年來的學習，謝謝老
師們的指導，讓我更加成長。這次的
營隊加入了更多新朋友，希望這些新
朋友都可以和我們一起永遠地為道
院、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服務。

※ 小飛俠 蔡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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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與你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
擁有」，靠著帶營隊慢慢累積經驗，
這真的是我們平常都學不到的，我們
都期待今天的你我可以超越昨天，一
起加油、一起成長，正是營隊最大的
目的。

※ 小飛俠 林序樺
想想去年，我還只是一個什麼都
要問隊輔的學員；經過一年的薰陶洗
禮後，我已經成為可以回答大部分學
員問題的小飛俠了！在這次的三國營

終於 4 天 3 夜衝衝衝地過完了！

隊中，我玩得很開心，雖然一直出任

第一次以小飛俠的身份參加慈懿道院

務，沒有太多的時間和隊員相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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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點抱歉，但我也是藉著出任務的

堂學習！還要感謝在

機會學到很多，下次我一定會更熟練。

長，給予我的包容！再來也要感謝我

我最想感謝的就是我的隊員們，
讓我有機會跟你們一起玩遊戲，和你
們聊天、談心、睡覺、打掃。我也想
感謝雅珍老師及陳仁基講師，給我機
會去學習音響設備的使用方式！來自

堂裡的每位學

的引師――皓瑋，如果他沒有問我：
「 謝 智 瑋， 你 要 去 道 院 參 加 夏 令 營
嗎？」我可能就不會認識慈懿道院的
大家了！

※ 小飛俠 張家瑀

外地的郭淑君講師，也很謝謝您讓我

今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個很特別

擔任關主，讓我知道當一個關主真的

的活動，認識了一群很活潑的同學們，

是不容易，還有許多要學習。感謝所

還有一位活潑大方的輔導員，和一位

有的學長，讓我有個屬於自己的美好

人好又好笑的大叔，因為有他們這幾

回憶。

天的陪伴，讓我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及

※ 小飛俠 李瑋樺

勇氣。在慈懿道院的這幾天，我們像

今年與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
帶了一位同學一起參加三國營，很開
心，相信他也有豐富的收穫！回想過

朋友一樣有默契，互相幫忙；在我的
輔導員身上，可以學到許多事情，我很
感謝他們為我增加了一段美好的回憶！

往在慈懿道院，小學是參與讀經班，

前面兩天培訓時，我真的很害羞，

漸漸地成長後，加入了國中的青年班，

很少講話，只會笑，但他們都很包容。

跟慈懿道院也結緣 7 ～ 8 年了，我希

後兩天的小朋友營隊中，我們面對小

望將來能持續這份緣分，就算上了大

孩子真的很緊張，因為是第一次，我

學也一樣。非常感謝愛妮及世儀兩位

完全沒有接觸過這樣的營隊，所以我

輔導學長在行前訓練時的鼓勵，以及

的內心非常緊繃，又很害怕，連開口

在營隊中的盡心投入，是我們很好的

說話都要鼓起好大的勇氣。但因為我

榜樣！

的輔導員及隊友給了我滿滿的勇氣，

※ 小飛俠 謝智瑋
感謝

天 恩 師 德， 感 謝 點 傳 師

讓我這幾天能非常開心！最後我想說：
「謝謝你們在這個暑假，為我增添了
一段美好的回憶。」

慈悲，讓後學有這個機會，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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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學員 張業叡
剛開始，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小營
隊，但來了之後才發現其實不然，規
▲

透過活動深化智仁勇精神。

模很大，有好多工作人員、好多人來
參加，一共十隊！小飛俠和工作人員
都很認真地投入這次營隊，營隊辦得

※ 國小學員 陳子禎

很成功。其中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團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慈懿道院參加

康活動，大家玩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很

夏令營。我剛來的時候，就看到之前

棒，並且還可以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別的夏令營的朋友，好巧！這次他還

性。要參加這種營隊的機會並不常有，

和我同一組，我超開心的！第一天我

聽說一年才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好

最喜歡的活動就是營火晚會裡的「中

好把握機會。

國功夫」，每招都很好笑，其中有一
招是要趴在大馬路上，超好玩又超好

※ 國小學員 王立妍

笑的！第二天我最喜歡的就是「三國

我喜歡來慈懿道院參加活動，雖

快報」，看影片就瞭解歷史，真好！

然這一個暑假參加了很多活動，不過

謝謝慈懿道院辦這個最棒的活動。

我覺得這裡最好玩，也最令我印象深
刻。好多大哥哥、大姐姐陪我們上課

※ 國小學員 楊紋甯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裡的夏令營，

一起過關。這 2 天 1 夜中，我最喜歡

我很喜歡！和我在外面參加的夏令營

的就是營火晚會，我們勇 7 小隊一起

都不一樣。我們隊上的哥哥、姐姐都

演戲、一起跳舞。謝謝慈懿道院舉辦

非常照顧我，我也學到了很多做人處

這個活動，如果下次再辦的話，我一

事的道理――智仁勇的生活實踐。謝

定還要再來參加。

謝點傳師、營導師、班長、講師、天
廚學長，以及各位學長、各位輔導老
師、各位小飛俠哥哥、姐姐，讓我有
快樂的兩天！以後我還想再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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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戲，我和我們的隊友們一起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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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學員 林亞緹
我覺得這次的三國夏令營非常好
玩，特別是營火晚會。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我希望時間可以再長一點！回
家後，我一定要邀請我朋友下次一起
來參加。

※ 國小學員 潘宏維

▲

小隊交流時間，讓彼此多認識。

來到智仁勇體驗營，我覺得好快
樂，而且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讓我

營玩得很開心，謝謝所有學長，活動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營火晚會，我跟我

辦得很好。

們那組的志工哥哥――勇賢一起演雙
頭蛇，我們還在舞台上唸隊呼。這兩
天的飯菜都非常好吃，兩天的遊戲也
都很好玩，真的很開心來到這裡！

※ 國小學員 徐偉騰

※ 國小學員 錢宏一
來到慈懿道院，可以學到很多知
識及好的道理，也可以交到讓人充滿
快樂的朋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營
火晚會的戲劇演出，剛開始我真的很

今年夏天我雖然參加了 3 個夏

緊張，後來提起勇氣表演，幸好有哥

令營，但我覺得這次的三國營比較好

哥幫我加油打氣，最後順利地演完。

玩！我也學到了很多知識，交到了很

我要感謝國良哥哥陪我們一起討論小

多朋友，更認識了很多帥氣、美麗的

隊公約和戲劇內容，還要感謝芷凌志

志工哥哥、姐姐，明年我還會來參加！

工姐姐陪我們看三國快報及上課，希

※ 國小學員 張暐讓
我是從中壢搭火車來花蓮參加

望下次還可以來慈懿道院！

※ 國小學員 葉紹晉

三國體驗營，這是我第二次參加，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第一天早上

這次比去年的更有趣好玩，我很喜歡

8 點多來到這裡，我被嚇到了！被所

這次的活動。因為有不同的主題「三

有小飛俠、志工及輔導們的熱情嚇到。

國」，讓我玩得更開心，也增加更多

一開始，我緊張到說不出話，但是後

和三國有關的豐富知識，在 2 天 1 夜

來就跟大家玩在一起，我發現這短短

的夏令營中，我想感謝我的小隊輔、

的兩天，根本就是天堂中的天堂，我

小飛俠和志工們的照顧，讓我在夏令

的態度 180 度大改變，不再緊張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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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營火晚會，
我還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也加了 FB，
可惜很快就結束了。下次有機會，我
一定要再參加這裡的活動，跟所有的
同學廣結善緣，同時我也希望跟這些
好朋友的緣分不要停！我想要感謝所
有的志工、同學、學長，以及點傳師、
講師、小飛俠、煮飯的學長等，沒有
你們，我根本沒有機會感受到這麼好

輔導長兼天廚林逸卉學長和執秘代表出
場秀。

的活動，非常謝謝你們！砍殺哈密達

仁勇體驗營」，讓後學到廚房學習。

（韓語的謝謝）。

很多人都說我也太有勇氣了吧！竟然

※ 國小學員 陳睿紘

敢承擔廚房工作！其實一開始也就是

▲

一股傻勁，根本沒有想那麼多，只憑
這次的三國智仁勇體驗營結束

著：能夠為大家服務是件開心的事！

了，這兩天我在課程學到了很多好玩
的事情。我們一起演了三國各式人物；

從來就沒有煮過超過 100 人的飯

我很喜歡三國快報，影片拍得好好笑

菜，我是怎麼能做到呢？其實廚房就

又好有趣，戲劇裡的服裝及人物都很

像一個小企業、一個團隊，每位廚房

精心準備和演出；晚會中，小飛俠跳

媽媽都無私地付出、各盡其職，這點

舞跳得超熱情又華麗，這是我最喜歡

不是一般企業或團隊能看見的，但在

的部分。我要謝謝這裡所有的學長，

慈懿大家庭是習以為常的事；沒有抱

這 2 天 1 夜的照顧，下次我一定會再

怨聲，只有積極主動，看哪兒需要幫

來，謝謝大家！

忙，就主動動手去做，完全符合「仁」
的表現，且道就在生活中。廚房真的

※ 輔導長兼廚師 林逸卉

第一次學做天廚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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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習的好地方，也因為有這群無私
付出的前賢們，後學才能夠無後顧之

天恩師德，感謝點傳師慈

憂，完成這次的任務！真心感謝這群

悲，感謝周清豐道務助理及執秘的慈

默默在後面付出的你們！謝謝你們，

悲、營導師雅珍的愛護支持，這次「智

有你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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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幼班 吳甜妹

涼糕、麻糬。下午則是搓愛玉，做番

營隊番外篇

茄蜜餞等。第二天有穿珠珠做門簾，

營隊「幼幼班」的成立，首先要
感謝慈懿道院大家長――黃天賜點傳
師特別重視道場人才培育，及下一代
孩子們的教育。早期，大人在

堂聽

課，小朋友則在 4 樓參加小天使班；

還有做拼豆及熱縮片等，中場有趣味
競賽及靜心的讀經。第三天早上還有
DIY 編織幸運帶、摺紙、趣味競賽及
讀經。最後一天當然還是很精彩，我
們教孩子種植易照顧的多肉植物。

民國 90 年（2001），正式成立親子讀

我們曾考慮：十幾個孩子好管理

經班，至今已 17 年時光，這些讀經班

嗎？晚上睡到半夜，他們會不會找媽

的小朋友，許多已成道中優秀的人才。

媽？或許是因為來報到的時候，我們

所以在這次 4 天營隊裡面，全體幹部

已經特別告知並提醒他們：「如果不

肯定成立幼幼班的必要性，一來讓輔

能配合的，晚上媽媽會接回家睡。」

導學長能專心服務；二來也可圓滿家

加 上 幾 天 下 來， 活 潑 多 元 的 課 程 規

長，讓營隊成員家中年幼的弟弟、妹

劃、大哥哥和大姐姐細心帶領，他們

妹也一起來，總共有 11 位小朋友。

都非常配合而且很乖巧，晚上一覺到

在 人 力 非 常 缺 乏 情 況 下， 鄭 玉
青老師商請已經出社會工作的青年志
工，特別請假回來協助，希望能成全
出更多的輔導學長，來參與此次夏令
營服務，結果真的非常令人感動。在
活動進行中，廖永康領導點傳師剛好

天亮。營隊結束時，孩子問輔導學長：
「幾時還有這樣的活動？我們還想再
來！」輔導學長回答說：「慈懿大門
天天為大家敞開，但夏令營，很抱歉
一 年 或 許 兩 年 才 一 次， 所 以 要 珍 惜
喔！」

也來道院，他特別強調辦活動最重要

不管是帶兒童營隊或幼幼班營

的目的，就是在成全度人，也給學長

隊，都不輕鬆，但當多年以後再看看

們勉勵：「再難也要辦。」

他們，值得的！那是用錢衡量不出的

幼幼班課程由玉青老師規劃，非
常豐富多元。早上至市集去買東西，

「價值」，因為「傳承」是無價的。

（全文完）

接 著 教 大 家 DIY 做 黑 糖 饅 頭、 黑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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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青年團

≡戶外篇≡

◎ 文 林甘甘 圖 天定攝影團隊
緣起

序曲一

眼見著各地老壇主歸空後，原有

今年（2017）7 月 29 日，是天定

堂逐漸凋零，瑞周天定單位江安平

青年團 part 1 ――泡泡足球競賽初試啼

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於三年前成立

聲的日子，會師於彌勒山天道清修院，

專為年輕人開設的「道菁班」，並於

共有 80 多位年輕道親或道外親報名參

今年指示正式成軍「天定青年團」，

賽。當大家正摩拳擦掌時，氣象預報

由許清標點傳師慈悲帶領指導，來推

颱風即將來襲，雨暫下暫歇，尤其彌

展天定青年道務，以各種活動方式，

勒山位居海拔 400 多公尺，山路崎嶇

成全道二代、道三代及未求道的年輕

蜿蜒，又屬多雨山區。週五晚一直跟詹

人，讓他們願意來到道場，延續道脈

勳點傳師及許點傳師聯繫，討論活動是

傳承，以報

天恩師德，以及老前人、

否仍照常舉行，深怕路況不佳，影響學

袁前人及前人、點傳師、前賢們苦心

長們上山參賽；但因天廚菩薩們早就

經營開荒出的這片台灣道場。

備好每個攤位的食材，經過多方考量
結果，點傳師決定風雨無阻照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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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一早，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
上，時而大雨，時而微雨，一路忐忑
到汐止。當車子開到半山腰時，喜悅
望見車窗外，一道美麗的彩虹，跨越
駐足在大台北上空，既感恩又感動，
更掩不住內心的澎湃激動。抵達天道
清修院時，雨戛然停了，報到組就位、
攤位就位、各組就位，參賽者陸續就

▲

仔細觀察，不放過任何線索。

位。出乎我們意料的，雖然颱風來襲，

大安森林公園。拍板定案，咱們就 10

報到率高達九成；甚至有年輕道親本

月 22 號見喔～

來沒報名、以觀望態度到山上來，看
到刺激的泡泡足球賽，馬上趕下山去
換運動鞋來參賽。

學術組成員開始設計海報、設計
工作團服，並經由大家投票將大群組
取 名 為「one’s youth」， 中 文：「 玩

感恩上天慈悲，雖然我們的賽程

奭（ㄕ ˋ）青年」，意味著「人得一

因越來越大的風雨而提早結束，但還

則聖」，一貫道年輕人能夠成千成百，

是敲響了天定青年團的第一聲雷。

越來越聚集。

序曲二
我 們 一 點 也 不 敢 懈 怠， 緊 鑼 密
鼓馬上召開討論會及規劃第二次的活
動，按照既定計畫一季辦理一次活動，
凝聚這批久未出現道場的道二代、道
三代。
活動組長強強有豐富的團康經
驗，同時也從事類似工作，提出第二
次活動方案，是時下年輕人很喜愛的

開始展開各班、各區的海報張貼
及宣傳活動。經過好幾次的大安森林
公園實地場勘，活動組設計各式謎題，
選定謎題張貼地點，連我們這些 LKK
去試玩時，也不亦樂乎，真是老少咸
宜！不過要當名偵探柯南也不是那麼
容易，當然需有年輕人的協助，才有
辦法解謎。

交響樂協奏曲

活動――密室逃脫戶外篇加上野餐活

又是上天的一次大考驗，活動前

動。地點選在交通便利、腹地廣大的

一週，每天下雨，週四晚開會，實在
2017 年 12 月 63

上午 7：00，活動組小天使們已
集合在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做最後
的跑流程及謎題的現場張貼工作。因
活動組在群組宣布，首先完成報到的
組別，可獲得三張天使卡提示，9：00
～ 9：30 很快完成各組報到。全體集
合，報告比賽事宜後，點傳師宣布活
▲

詹勳點傳師、鄭寶連點傳師（左及右二）
特地來加油打氣（右為許清標點傳師）。

動開始，各隊由小天使帶領展開各站
尋寶解密活動。

提不出雨天備案，也只能叩求上天慈
悲，我們依然決定風雨無阻，請參賽
者（報名人數突破 100 位）攜帶輕便
雨具。若雨太大，就直接利用大安森

大 家 透 過 遊 戲， 由 原 本 完 全 的
陌生，變成了一個情感緊密的團隊；
各隊隊員們腦力激盪、集思廣益、聚

林公園捷運站出口廣場，進行相見歡

精會神尋找著謎題（掃描各關卡 QR

活動。

code 才能獲得謎題），就這樣一關一
關地解開謎底，繞遍了整個大安森林

雖然風雨未減，但各組工作仍持

公園，最終找到了寶藏。

續進行，人事組忙到半夜 12：30 還在
調整各隊名單；活動組長直到凌晨 2：

當各隊出發去解密同時，參賽隊

30 還在規劃暴增的參賽隊伍路線；總

員的小朋友也由親切可人的媽媽組成

務組、攝影組……這批道場中的熱血
青年，不因風雨而澆熄他們的熱情。

員，幫忙組成小小柯南隊，帶領玩遊
戲、進行尋寶活動；總務組則忙著張
羅鋪設整卷野餐墊；背包戒護員、醫

10 月 22 日一大早，天空突然放

護員、補給站也各就各位、堅守崗位；

晴，是個秋高氣爽，適合戶外活動的

大家同心協力，不一會兒，形成了頗

大晴天！天廚菩薩們清晨 5：00 即出

為醒目壯觀的野餐區。10：30，野餐

發到彌勒山，為我們製作野餐點心，

餐點由彌勒山及各處

有素漢堡、碗粿、涼麵，另有前賢在

慈悲的天廚菩薩們，永遠是我們天定

各個

青年團最佳、最有力的後盾。

堂 慈悲行功了愿的素滷味、水

果、各式飲品及零食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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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送達，感恩

▲

天定青年團密室逃脫戶外篇，活動成功 !

大家經過體力、腦力的考驗後，

這次的活動；這也是年輕學子們的發

不管有沒有得名獲獎，坐在野餐墊上

想，希望道場能夠提供機會，讓這群

享 用 美 食 是 最 大 的 犒 賞， 各 隊 滿 滿

充滿活力的天定青年團成員們，盡情

的 一 整 箱 愛 心 午 餐， 應 有 盡 有。 幾

揮灑創意與青春，造就更多的道場人

位點傳師們一早參加完告別式還特地

才，最主要希望能夠喚回道二代、道

趕來，為我們加油打氣及頒獎，將近

三代對於道場的認同與參與。

200 位一貫道青年聚集在這偌大的大
安森林公園野餐，搭配著上天恩賜的

片尾曲

天恩師德，我們終於

活動結束前，大家齊心協力捲起

完成了天定青年團 part 2 ――密室逃

野餐墊、整理垃圾，將綠地還給大自

脫戶外篇活動。

然，這是我們一貫道慣有的美好傳統。

好天氣，感謝

曲外一章

看著每張年輕的臉龐洋溢著歡笑與歡
樂，深深感謝

天恩師德賜予我們莫

在「玩奭青年」大群組中，人事

大的鼓勵，同時也期許我們繼續走下

組出其不意地從活動倒數第十天起，

去，將道脈傳承永續。敬請期待天定

每天推出不同的泡泡足球回顧照片，

青年團 part 3 演出。

並有不同的喊話，召喚大家踴躍參與
2017 年 12 月 65

（2017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

10/19

興毅南興道場楊慶宗點傳師率海外道親共 43 位參訪忠恕道院。

10/22

天嘉單位葉雲武點傳師率新道親共 50 位參訪忠恕道院。

10/28

心靈成長班第二期講師驗收，今起兩天於基礎忠恕道院舉辦，
共有 79 位講師參與驗收。
基礎忠恕先天寶塔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8 日舉行秋季自由祭拜。

11/05

瑞周全真天隆單位林政雄點傳師率新加坡道親共 10 位參訪忠恕
道院。

11/07

基礎忠恕道院捐贈一輛高頂復康巴士予桃園市政府。

11/10

大韓民國晉州市精城、仁天法壇道親共 26 位參訪忠恕道院。
奧地利一貫道總會理事長陳國祥點傳師（安東道場）率道親
共 9 位參訪忠恕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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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毅南興道場前賢於中堂合影。

▲

大韓民國精城、仁天法壇道親合影留念。

▲

葉雲武點傳師率新道親參訪。

▲

秋季自由祭拜，誠表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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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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說

旨：為培育青年幹部，接續慧命傳承，為前人、點傳師分憂解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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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H：
地
址
E-mail
參班狀況
是否求道 □是

性 別 □乾
O：

□否 是否茹素 □是

□坤

生
手

日
機
姓 名
介紹人
電 話
所屬單位
□否 點傳師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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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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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吋相片
兩張
請寫姓名
浮貼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婚
姻

□已
□未

出生
年月日

永久住址
□ □ □

電話：
手機：

通訊住址
□ □ □

E-MAIL

求道日（農）:

年 月 日

清口日（農）:

年 月 日
□已 □未

所屬單位名稱：

點道點傳師：

引師：

保師：

電話：

電話：

此欄請區域執行班長統一填寫

畢業

父：

科系

配偶：

母：

月

日

請務必填寫

介紹人：

區域關懷者：
電話：
學歷：

年

電 話：

專長：
興趣：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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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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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填寫不齊全者、恕不收件)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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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含課外)：每週日 19：00～21：30

分組編號︰
一吋相片
兩張
請寫姓名
浮貼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婚
姻

□已
□未

出生
年月日

永久住址
□ □ □

電話：
手機：

通訊住址
□ □ □

E-MAIL

求道日(農曆)：

年 月 日

點道點傳師：

清口日(農曆)： 年 月 日
所屬單位名稱：

引師：

保師：

電話：

電話：

此欄請區域執行班長統一填寫

畢業

科系

月

日

請務必填寫

介紹人：

區域關懷者：
電話：
學歷

年

電 話：

專長：
興趣：

職業：

道場經歷：曾參加過
□地方班 □新民班 □學青班 □社青班
母：
□兒童讀經班師資
□其他
□沒有
道場經歷：
直屬點傳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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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不齊全請勿簽名
服務期間：
年至
年
父：

收件日期：

配偶：

(資料填寫不齊全者、恕不收件)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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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無量由此造 天榜有名德記多
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5 日
20,000 元整

美國密西根忠恕道院
敬賀基礎雜誌化人心為良善

2,000 元整

方建華方翊丞方翊昕方紹宇鄭金鳳吳惠鈴

2,000 元整

10,000 元整

李詩梅李彭鳳妹廖文惠李涵瑄

方姵尹
蕭智元蔡桂菱蕭名翔蕭名凱

2,000 元整

財團法人天恆文教基金會

10,000 元整

許乃木

2,000 元整

全真道院

10,000 元整

祈求消業障

徐陸妹葉玞璋劉彩雲葉炳苓葉季芳葉姿俞

2,000 元整

李素蘭鄭介民鄭順仁

6,000 元整

周秀玲迴向周景山李鴻成

2,000 元整

天翰佛堂道親一同

6,000 元整

天琛佛堂

2,000 元整

天昭堂

5,000 元整

劉鴻隆江澄燕劉侑宗劉佳旻

2,000 元整

啟化講堂

5,000 元整

劉惠美迴向林金土李玉鳳

2,000 元整

中一堂

5,000 元整

王垂統劉惠美王裕熹

2,000 元整

天德堂

5,000 元整

方文華江月桂方翊軒方翊煒

2,000 元整

李新發李志賢迴向先父李卿成

4,500 元整

許淯瑞

1,500 元整

林榮國詹素玉

4,000 元整

詹陳長詹凱軒詹亞騰詹雅馨余宥瑩林美雲

1,500 元整

蕭金生蕭智惠蕭振倫

1,500 元整

游願朧楊願齡游堂谷游騰皓

1,500 元整

游願朧楊願齡

1,500 元整

迴向冤親大德祈求身體健康平安（2 期）
林秀芬林秀華王龍華林朱華

4,000 元整

迴向冤親祈健康平安工作順利（2 期）
王珮騏

3,000 元整

前者迴向先父游

張蕭花蕭江波蕭李香加

3,000 元整

後者迴向先父楊士萬先母陳

蕭名妤蕭名傑黃純鈺

3,000 元整

詹陳長詹凱軒詹亞騰詹雅馨余宥瑩林美雲

1,500 元整

李豐源李葉擲劉羿忻李建鋐李如麒

3,000 元整

隱名氏祈求工作順利迴向冤親債主

1,200 元整

呂妙蓮呂惠婷呂姿瑩戴惟國許清智

1,200 元整

迴向消業障祈身體健康福慧增長
林

3,000 元整

彩陳圀志陳玉明

庚先母林玉葉
端

蔡鎮楠（2 期）

蕭天賜迴向蕭張純

3,000 元整

盧

蕭銘宏涂欽雯蕭鉦澔

3,000 元整

趙錦章王秀招趙志榮趙若辰趙志銓

林石麟迴向賴士燈大德

3,000 元整

杜信通

1,000 元整

青青手作有限公司

3,000 元整

羅貴琪迴向自己冤親大德

1,000 元整

林麗雪

3,000 元整

林坤鐘戴瑞禧

1,000 元整

洪氏佛堂

3,000 元整

陳貞夙

1,000 元整

廖錫聯廖春英廖羿佳廖斈宜廖瓊蓉陳友成

3,000 元整

詹有財林清文詹林年林王望冬

1,000 元整

吳學誠陳冬子黃威騰黃春香

1,000 元整

前兩名消冤業第三名學業進步

盆迴向給朱松榮

1,000 元整
1,000 元整

功德迴向全家人發心向道

陳俊光陳俊安陳靜嫻許玉鋒林渭仁
林惠艶柳家琪林子新林子世

迴向給累世的冤親債主
3,000 元整

謝清籐

1,000 元整

張吉協藍寶蓮（2 期）

3,000 元整

周義盛周哲輝周宸億

1,000 元整

張藍璋張富華（2 期）

3,000 元整

吳銘坤簡惠卿

1,000 元整

張峰銘徐敏馨（2 期）

3,000 元整

吳信威吳婕綺

1,000 元整

天騰佛堂

3,000 元整

張淑珍劉奇瑋劉秀玲劉家定

1,000 元整

財團法人精德文教基金會

3,000 元整

林惠美廖東松廖錫玄廖宏智廖千儀廖倍基

2,400 元整

陳源麟張銘湄陳

謙陳

李玉婷廖益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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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2 期）

祈求老中加持給兒女誠心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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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慶春迴向給累世今生的冤親債主

1,000 元整

謝莊素貞

500 元整

石國榮祈求父母身體健康

1,000 元整

謝丁貴

500 元整

許乃木

1,000 元整

謝振盈

500 元整

陳清山陳明澤王淑真陳慈欣

1,000 元整

曹黃月雲

500 元整

李蕙英李蕙玲李蕙敏李宏銘李秀如

1,000 元整

廖振義廖陳雪廖萬乾廖美香廖萬沂廖美菊

500 元整

吳

1,000 元整

林金龍林宏潤林倍均徐玉英廖逸芳陳韻安

500 元整

1,000 元整

邱嘉貞邱子晨

500 元整

涼陳明傳

張之遠陳淑慧張品柔張德馨張力凡

王金條王黃瑞珠

500 元整

李佳陽林雅玲李宣毅李翊莛

1,000 元整

王淑真迴向王陳香

500 元整

陳文隆陳博仁陳華慧孫梅英

1,000 元整

王

張新春張方桂

祈求增智慧及迴向徐酉妹

趣迴向父王盛昌母周

尚

500 元整

王阿貴迴向亡父王春明

500 元整

隱名氏祈求先生早日求道

1,000 元整

王阿貴迴向亡母黃玉琴

500 元整

李泰鋆

1,000 元整

李千山

500 元整

呂雲平迴向累世冤親債主

1,000 元整

吳芝宜

500 元整

連雪麗

1,000 元整

曹黃月雲

500 元整

江映慈

1,000 元整

陳月美

500 元整

隱名氏迴向陳素英林國松

1,000 元整

林博仁迴向林丁祥

500 元整

游玉雲黃名彌祈求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1,000 元整

邱柏壽迴向冤親債主

500 元整

趙錦章王秀招趙志榮趙若辰趙志銓

1,000 元整

黃訢愷祈求身體健康平安

500 元整

吳品賢林佩蓉

500 元整

詹有財林清文詹林年林王望冬

1,000 元整

林琦琮林德義祈求改脾氣去毛病

500 元整

吳曜宇吳曜丞

1,000 元整

林許麗琴林德義祈求改脾氣去毛病

500 元整

李麗華

1,000 元整

魏薏真凌逢諺凌祥盛凌品安李芳紅

500 元整

陳國恩

1,000 元整

許貴英王聖研

500 元整

黃瓊慧

1,000 元整

丁詠詩林斯文迴向冤親債主

500 元整

廖素慧林金生林信穎林佳宏林佳德

1,000 元整

劉旻余

500 元整

吳正慶陳阿素祈求清口茹素

1,000 元整

劉益富

500 元整

葉國輝李碧媛葉伊修葉盈欣

1,000 元整

陳貴足

500 元整

張永和林麗珠張智閎洪湘瀅張吉億張 凱

1,000 元整

潘嬌娘

400 元整

謝貞賢歐陽俊杰

400 元整

謝佳均歐陽秀琴

400 元整

劉品姿劉宥詰

400 元整

高泉福高玉美高妮蔻高嘉瑩

400 元整

功德迴向給家人身體健康發心向道

迴向冤親債主
簡美枝葉

群葉煌珠葉毓明陳麗玲葉哲瑋

1,000 元整

葉哲綸
陳宥嘉

1,000 元整

天成佛堂

600 元整

簡乃榕迴向先父簡寶堂先母簡洪笋

400 元整

黃簡秀鳳迴向黃光雄黃李美黃明正

600 元整

黃簡秀鳳迴向簡新發簡

綢

400 元整

林信利迴向祖父林東陞祖母林呂阿英

600 元整

黃文志黃柏融王秀梅黃顗螢

400 元整

林國鑫迴向林國松

500 元整

張淑金張馨云迴向冤親債主

400 元整

陳月美

500 元整

顏湘儒迴向冤親債主

400 元整

許玉林

500 元整

吳佩曈

300 元整

黃秀英

500 元整

陳正偉迴向累世冤親債主

300 元整

謝雅倫

500 元整

許鈞富

3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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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仁

300 元整

林書妘

200 元整

林陳碧玉林志柔林冠宇

300 元整

張義同

200 元整

卓淑珍

300 元整

林利怡

200 元整

簡志炘簡文涓簡宜卉李秋燕

300 元整

張維祐

200 元整

溫福明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迴向冤親債主祈健康工作順利順心平安
楊湘淇

300 元整

高瑞仁

200 元整

郭書塀

300 元整

林阿專蔡育達

200 元整

鍾周明

300 元整

林志鍾林祐麒

200 元整

林石麟迴向冤親大德

300 元整

黃簡秀鳳黃蓓莉

200 元整

林石麟迴向先父林俊哲

300 元整

張洪不池

200 元整

林石麟迴向先母林呂味

300 元整

林惠美迴向林渭鎮

200 元整

陳

300 元整

江佩玹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簡乃榕迴向冤親大德

300 元整

文家昱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林陳碧玉林志柔林冠宇

300 元整

文畯鵬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陳正偉迴向累世冤親債主

300 元整

文鈺凱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高歆惠高祥榮高亦鴻

300 元整

楊鴻樹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黃文岑林足芬黃昱閎

300 元整

李秀美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林英豪

200 元整

何月梅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高瑞仁

200 元整

楊智麟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林阿專蔡育達

200 元整

陳儒鈴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林志鍾林祐麒

200 元整

楊書旻迴向給冤親債主九玄七祖

200 元整

林欽榮林張月英李高松林翠花李博穎李藝文

200 元整

馬清美迴向先母馬陳罔腰

100 元整

馬清美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100 元整

馬清美

100 元整

良迴向冤親大德祈求身體健康

歐文洋迴向以上之人的歷代祖先冤親債主
戴俊德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200 元整

戴婉茹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200 元整

戴淑華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200 元整

李花梅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身體健康

100 元整

戴嘉苗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馬清美

100 元整

楊玉燕迴向冤親債主

200 元整

鐘麗華鐘光倫

200 元整

迴向先父鐘阿灶先母鐘何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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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先父馬天財先母馬陳罔腰
100 元整

李高松林翠花
迴向先曾祖父母李

蘇美裕蘇淑裕迴向先父蘇吉勝

200 元整

邱南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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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英豪

200 元整

劉招治迴向冤親大德

200 元整

林益安

200 元整

林惠敏

200 元整

基礎雜誌 348 期

迴向黃文榮累世冤親祈求工作順利平安

祖父母李

標吳

評蔡

好

險

先父李其棟先母李蔡明珠
劉芳英

10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