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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因執行科技部的專題研究

計畫，主題皆與越南漢字文化相關，　

天恩師德被載，浩然浩德道場徐前人

的成全，瑞周天惠單位黃點傳師的恩

准，洪點傳師的慈悲，讓我得以跟隨

且參與洪點傳師在越南開荒的行程。

後學因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浩然

浩德道場徐前人，有幸於數年前至越

南的 堂住了幾天，目睹徐前人在越

南的耕耘與培育人才，並受教徐前人

的性理心法，從「0至 1人生歷練」

與「十牛圖的修道記」。三年前，因

想要更了解一貫道在越南的發展，徐

前人指示可從基礎忠恕道場了解一貫

道在越南的深耕，故而要後學請示黃

點傳師，也因之認識了洪點傳師。

當時，後學即見識了洪點傳師傳

道的熱誠、威嚴與仁慈，「道」的尊

貴，充分展現。西元 2006年，洪點傳

師隨徐前人探訪北越；西元 2008年，

至越南開荒，因積極了解越南文化，

深刻理解越南李朝、陳朝以佛立國

的文化基邸，陳仁宗（越南語：Trần 

Khâm／陳昑，西元 1258－ 1308）為

了修道，放棄王位與榮華富貴，在今

日廣寧省安子山修行，成為越南歷史

上成佛的皇帝，他所成立的竹林禪派，

至今仍是越南佛教的重要法脈。

◎ 鍾雲鶯

行道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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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佛寺，幾乎都懸掛二圖，

一為《妙法蓮華經》佛陀為五百弟子

傳道授記圖，圖中釋迦牟尼佛即發射

出無量光芒。二為十法界之四生六道

圖。越南素食館林立，讓洪點傳師深

感越南確實是佛教王國，況且先天五

祖之金祖曾派張東初傳道至越南，高

臺教創教者吳明釗曾是越南先天道的

大老師（點傳師），因天啟創立高臺

教，後因沒天命，故只傳教不傳道。

洪點傳師認為，越南絕對可以再次顯

現「道」的宏偉，在徐前人的協助之

下，不畏艱困，開啟他的「大道南傳」

宏愿。

三年前，初次隨點傳師拜訪越南

道親，每到一處，都受到道親熱情接

待，最特別的是每一個家庭都說：「我

每個月都期待洪點傳師回到越南來，

每一次點傳師來，都為我的家庭帶來福

氣。」聽到這樣的話語，讓我十分困惑；

後來才知道，洪點傳師在越南傳道，都

從「心」入手，因敲醒「心門」，讓人

自覺應該提升自我生命的高度，因此

拯救了無數的家庭。當時，也拜訪了

武氏 堂，武氏夫妻阿紅和阿香即描

述，之前因丈夫煙酒不離，不務正業，

導致夫妻長期情感失和；太太阿香經

常會對丈夫暴力相向、對翁婆不敬。

由於洪點傳師不輕易傳道，新求

道親若想求道，需先做到孝順與茹素；

阿香的哥哥阿德求道之後，生命價值

完全展現，讓她大為疑惑，也想如哥

哥一樣，求道改變命運。為了求道，

她向公婆下跪道歉，並一改之前暴躁

脾氣；由於她的改變，家庭氣氛變得

融洽，整個家境也隨之改善。

阿紅說，求道後因妻子的改變，

他也改變了，法會上的立愿表中──

重聖輕凡、財法雙施、清口茹素、開

設 堂、捨身辦道、開荒下種六項，

他全都填寫，並發愿：要開越南最大

的 堂，讓越南道親使用。沒多久，

他接到兩筆由上天送來的大訂單，由

一介貧困小民，變成企業主，這是他

一輩子都想不到的，而因他們的改變，

親友們也相繼求道、修道。武氏目前

有一座工廠，並安置 堂開班，希冀

度化更多的眾生，讓更多家庭享受幸

福美滿的生活。西元 2015年起，北越

法會都在武氏 堂舉辦，夫妻倆人三

施並進，成全無數道親。

阿香的故事，我只是聽聽，但因

不是親自經歷，所以只當故事聽聽，

而讓我深深感受感動的，則是洪點傳

師愿力所展現的承擔與勇氣。那時，

我們抵達道親阿壤家，一對夫妻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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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面容向點傳師訴說他們的苦，二位

兒子皆不正常，小兒子更讓他們不知

所措，不但瘖啞又精神異常，而且經

常擾亂村民，讓他們十分痛苦，不知

如何是好！他們傾盡家產，做了所有

民俗該做的法事，依然沒有好轉。

正當這對夫婦向點傳師訴苦時，

其兒子則多次投擲垃圾、吃一半的水

果、石頭至阿壤家，並且還爬上電桿，

將村子的電源關閉。看到這個孩子的

行為，洪點傳師告訴他們，這個男孩

沒有問題，只是靈性被蒙蔽了。聽完

夫婦的家庭難題之後，二話不說，立

刻前往他們家，探訪了居住的環境，

並指點他們，需開始茹素、度人，將

功德迴向祖先，藉以改善眼前的困境。

我們臨行之前，洪點傳師親自點

香向其祖先牌位祭拜，告訴主人的列

祖列宗：「天降大道，天時緊急，三

曹普度，拯救所有的生靈；天命明師

至越南來，即是要幫忙解決越南人的

痛苦，這個家庭二個兒子都出問題，

懇請祖先幫助。」接著，點傳師更語

出驚人地對夫婦倆說：「下次我來越

南，你們帶我去你們的祖先墳墓看看，

我們一起找出解決之道，我相信你們

的兒子在　天恩師德與大道的恩澤之

下，必會好轉。」

當時，後學深覺不可思議，常人

不得已才到墳墓區，洪點傳師為了拯

救這個家庭的苦，彰顯濟公老師度化

眾生的宏愿，竟要勘察主人家庭的祖

墳！我們都知：「人能宏道，非道宏

人」，然若沒有勇氣承擔，沒有智慧

敲醒眾生迷茫的心，如何宏道！？當

時，我被洪點傳師承擔的勇氣給震懾

了，特別是他柔軟的心，以「道」醫

病，這是他行遍越南，受到道親欽敬

之處，他沒有法術，沒有符籙，唯有

天命與救度眾生的愿力。今年的法會，

我看到女主人也在其間，不禁會心一

笑，這個家庭定已逐漸離開苦難了！

洪點傳師傳道，絕不輕傳，他可

以四處宏法，講法回歸釋迦牟尼佛拈

花微笑的玄妙，並以十法界說明人生

的選擇與價值，講述一個人可以如何

成就自己，進而成為佛與菩薩。他以

信良心、信真理、信因果開釋道義，

帶引人思考如何創造自己的人生價

值、達成價值，創造幸福的家庭，讓

生命更有意義。當有人想要求道時，

他就會說：「先吃素再說，沒有吃素

的慈悲心，沒有資格求道。」吃素才

可以求道，這是他彰顯「道」的尊貴；

「道」不輕傳，這是他對天命的敬重，

他說：「辦道不是辦業績，而是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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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人若不自救，給予再好的藥方

都無效，唯有想自救，天命明師再以

『道』救良心，一切水到渠成，修道

之心自然不會退轉。」

今年一月，後學目睹點傳師拒絕

尚未吃素者求道，告訴他們：「想求

道，先吃素三個月再說，沒有吃素，不

可能讓你們求道。」人已到眼前，他不

是急著讓人求道，而是讓人先自救，

再以「道」發揚人人與生所具有的本

性良知。不急著點道，要求吃素才可

以求道。我，見識了「道」的尊貴。

今年八月，因進行田野調查，適

逢洪點傳師至北越，後學第三次跟隨

洪點傳師學習。上天的慈悲與洪點傳

師的愿力，此行經歷了驚悚的業障討

債的顯化事件。

後學雖與洪點傳師約在河內機場

見面，然洪點傳師先至泰國開荒，舉

辦法會，再至南越開法會，成全道親，

因此，行程十分緊湊，若非愿力，一

般人很難有這樣的體力走完全程；多

數台灣道親只參與其中的一段，極少

道親如兩位點傳師（此次黃點傳師與

洪點傳師同行）用生命傳播「道」，

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們大許多，但卻比

我們有活力，讓後學十分汗顏。

洪點傳師還在泰國時，越南道親

Ｌ發生了業障附身事件。主因在於她

已清口茹素，然而當她懷孕時，母親

Ｃ卻以胎兒健康為由，強迫她吃葷（Ｃ

求道後對道半信半疑，沒有信心）。

沒想到Ｌ竟因開葷而被業障纏身，面

目猙獰，五官全變了樣，已非原本清

秀可人的美貌。因始作俑者是母親Ｃ，

因此被業障纏身的Ｌ，首先拿Ｃ開打；

Ｃ被打得無處可逃，逃到床底，還是

被業障捉出來猛打。Ｌ是位弱小女子，

此時力氣卻變得如彪形大漢，兩位道

親都捉不住她，據道親說，探視她的

人，唯有洪點傳師的越語翻譯小蘭，

免受拳打腳踢。

Ｃ用盡了越南的民俗方法，甚至

請了乩童施展法術都無效；在道親的

勸說之下，以視訊向洪點傳師求救。

當時，洪點傳師即以視訊與業障溝

通，將正在泰國辦道的度人功德迴向

▲  求道、修道，可改變命運，進而使家庭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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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她，Ｌ頓時安靜了。Ｌ雖不再打人，

然因度人還不夠，意識仍被業障掌控，

已非她本人，依然出現異常行為。點

傳師要道親帶她入住天惠 堂，Ｌ因

此好了許多。8月 22日，筆者初次看到

Ｌ時，她看起來很像一位生病的人，但

到了當日中午，她已是一位正常而秀氣

的美麗女子。母親Ｃ也由於經歷了女兒因

度人功德迴向，而不藥而癒的真實歷程，

故積極度人，等待點傳師抵達再辦道。

Ｌ身體不適早先在住院休養時，

同病房的另一位女孩Ｔ，已被業障纏

身 11年。父母耗盡萬貫家財，請了無

數法師、乩童，絲毫無效。Ｃ與Ｌ母

女因經歷了業障的苦難，在慈悲心與

同理心的促使之下，告訴Ｔ父母，道

場有一位洪師父，可以解決他們的困

境，Ｔ的母親回話說：「所有的師父

都請過了，沒用的。」Ｃ則說：「我

向妳保證，洪師父一定有效。」

8月 22日下午，我們到寧氏 堂

時，Ｌ已然痊癒，帶領Ｔ與其父母前

來。我們首次看到Ｔ，她的眼睛半閉，

無法完整張開，毫無元神；同行的黃

點傳師與洪點傳師一看，就知道Ｔ的

身體已非她本人，而是業障纏身。

當天下午，還有曾為黑道老大的

阿達，帶著他朋友Ｗ與其父母、妻子

至寧氏 堂。阿達家境優渥，然而卻

因價值觀偏差，吸毒、暴力討債、賭

博、嗜酒，無惡不作，後被洪點傳師

啟迪，一改往昔陋習，積極勤奮協助

道務發展；Ｗ的父母看到他的改變，

希冀兒子也能如同阿達一樣痛改前

非。然因壇主阿段與阿惠只是平民百

姓，一樓居家十分簡易，而Ｗ的父親

是中央官員、富貴之家，是以剛到之

初，頗不以為然，心不在焉，一直忙

著接電話。愛妮學長要照相時，他不

但拒絕，還叮囑不可以拍照，對於他

人口中以「道」醫心、以「道」醫病

的洪師父，無法認同。

Ｔ是一位長相清秀的女孩，然眼

中無神，動作遲緩，毫無生氣。洪點

傳師一看到她，即說：「這個孩子的

魂並不在她身上啊！」一問之下，才

知道她這樣的現象已 11年了。洪點傳

師即刻問父母行業。Ｔ的母親擔任法

▲  以真誠的愿力，展現道的殊勝與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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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點傳師問她：「執業期間有無誤

判？有無冤獄？」Ｔ的母親則說，自

從孩子變樣之後，她一再反省自己，

但她相信自己並無誤判；點傳師問了

三次，她都說沒有誤判事件。

就在Ｔ的母親一再否認自己曾發

生誤判之事時，業障即附身在一位坤

道之身；她全身癱倒在地，哭聲淒厲，

十分驚悚！洪點傳師指示在場者扶她

至 堂，此時Ｗ一家人也被這一幕所

震懾，立刻放下高傲的心，隨所有人

至 堂。

在獻供、請壇之後，業障不斷啜

泣哀嚎，清楚說明她的俗名與居處，

大喊：「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殺人！」

並面向Ｔ與其母親：「這個女孩沒有

神經病。」點傳師即告訴她：「我知

道她沒病。現在天命明師在此，為你

辦案，好讓你可以投胎轉世為人！」

業障又對Ｔ母親說：「人不要太貪，

沒有德只有錢，子孫不會好的！」點

傳師說：「天時緊急，大道普度三曹。

冤冤相報何時了，我以天命明師的身

分為你做主，一命度 60人，我請他們

度人，功德迴向給你！」

在諸多周旋之下，業障同意了，

因天時緊急，故需在農曆 7月 15日

之前完成，否則，Ｔ就很難好了！就

在與業障談好功德迴向的條件時，頃

刻間，仙佛借竅，面對Ｗ說：「你的

祖德很好，你要改變，不然就來不及

了！」此時，Ｗ全家人跪下，初來時

的傲慢已全然消褪，雙手合十，虔誠

祈禱！仙佛很慈祥地撫摸Ｗ的頭與臉

龐，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重打Ｗ

頭數下，不但要敲醒他，還要為他破

除無明。

辦道完之後，洪點傳師徵得所有

引保師同意，將當天度人功德迴向給

T的冤親債主。大家都親身經歷這場

三曹大事，故皆以救人為先，將度人

功德迴向給 T。點傳師再為 T求老

茶，讓她喝下，且以 茶點淨其身，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T的眼睛完全睜

開，且開懷笑了，與下午來時截然不

同。天啊！這女孩的眼睛好亮啊，雙

眼皮、濃眉大眼，典型的越南美女！

Ｗ全家眼見Ｔ的變化，深感「道」的

不可思議與天命可敬，在完成所有禮

儀之後，Ｗ的父親請求點傳師與全家

合照，與下午禁止道親照相的態度大

為丕變！這一場辦理三曹普度的大

案，讓我們遲至晚上 8點多才吃晚餐，

最讓人興奮者，T已 11年都要家人餵

食，當天晚上竟可以自己用餐，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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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碗飯！其間，我們還以簡單的英

文溝通。看到了這樣的顯化，Ｗ父親

應允一定全程參加 25、26日的法會。

由於業障還指引洪點傳師需為其

亡魂立牌位祭拜，並為他誦經，且有

時間限制；眼見只剩三天了，我們不

敢稍有馬虎，故於 24日一大早，前往

一位道親姑太的偏僻廟宇辦事。當天

因幫忙的道親買錯了牌位，故只有供

果、水與鮮花，別無他物。洪點傳師

心生一計，以礦泉水外箱紙板剪成牌

位，外面以白紙裝飾，再寫上 T的冤

親債主的大名，並寫疏文稟報上天，

圓滿一切。我們當時都覺得，在外開

荒辦道，要活潑靈巧，應事辦事，根

本沒有所謂的 SOP流程可遵循啊！富

麟、喬語與後學，感受了恍若師尊、

師母當年在外傳道的慈悲與智慧。

這次親遇顯化事件，感受道真、

理真、天命真的真實，然而讓我最感

動的，則是洪點傳師的愿力、勇氣、

承擔與智慧，承辦三曹普度大事。試

問，有多少人願意承擔三曹之事的

「愿」與「業」？多數人願意度人曹，

卻罕見願意辦鬼曹！多數人願意為天

做事，卻罕見願意為鬼魂申冤，助其

早日投胎為人！正因為洪點傳師是一

位願意承擔且有勇氣、智慧的人，因

此，他界鬼魂都來求助於他啊！為了

信守對亡魂的承諾，親臨荒蕪廟宇，

親製牌位！我看到黃、洪兩位點傳師

的「愿」與「志」，他們稟承師尊、

師母救劫度人的愿力，彰顯「道」的

尊貴；抱持濟公老師普度三曹的愛心，

開荒度眾，不畏艱辛，走向苦難，為

越南人民創造幸福家庭。無數的家庭，

因他們而明德新民，開啟幸福之門。

連續一週的度人、成全、辦道與

法會。法會結束時，大家宛若洩了氣

的皮球，幾乎累壞了。我們回到天惠

堂，後學目睹洪點傳師手扶欄杆上

樓梯，拖著疲憊的步伐，感覺他都走

不動了！兩步一階，那是為度化眾生、

為眾生擔業的步履，後學心中的不捨，

泉湧心頭！我看到一位開荒辦道的慈

者，以「愿」承擔眾生的「業」，帶

著越南道親，迎向光明！

走向苦難的菩薩，您正以行道的

實踐力，感動無數生民！走向苦難的

菩薩，您以行道的勇氣，救度沉淪苦

海的眾生！走向苦難的菩薩，您正以

行道的智慧，敲醒眾生的無明與無知！

行道的菩薩，請接受我們的祝

福！祈求上天，護佑這位行道的菩

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