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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貫道明華道院簡介

道本一體的精神示現

公心至誠的張老前人慈悲指示：

「明華道院是基礎忠恕的道場，加拿

大道場不分地方單位，且不可有地方

角色及作為，要處處顧到道務中心的

立場，我們只是來協助配合的角色。」

這是老前人慈悲的高瞻遠矚，也是堅

定的意志。

基礎忠恕加拿大道務緣起

西元 1988年，黃鍾雪壇主全家

移民至溫哥華。次年，1989年 6月 26

日（農曆 5月 23日）黃壇主將台灣的

天會 堂遷移到溫哥華，由范秀英點

傳師慈悲安壇。從此基礎忠恕道場正

式登陸加拿大。

大德老前人親臨

西元 1996年，張老前人慈悲親

臨，給加拿大的道場及道親帶來極大

的鼓舞。

自此以後，包含簡清華、王正榮、

陳平常、黃成德、尹順隆等點傳師及

相當多的講師、前賢們先後屢進加拿

大，協助推展道務。

◎ 鄭文德

加拿大道務推動現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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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明華道院成立

西元 1997年，蔡重成點傳師奉老

前人之命推展及安排加拿大道務，當

時戮力以赴，一年當中，有相當多的

長短程飛行；在 1998年間有 34趟，

1999年間有 24趟。

西元 1997年 10月，在蔡點傳師

的慈悲領導和幾位壇主的共同努力下，

向加拿大聯邦政府登記成立「一貫道

明華道院」，基礎忠恕道場從此在加

拿大擁有合法的非營利宗教法人組織。

一貫道明華道院總部

一貫道明華道院於西元 1997年

在加拿大聯邦政府登記為宗教性慈善

機構，全名為「I-Kuan Tao Ming Hwa 

Temple」，在加拿大卑詩省、亞伯達

省、安大略省登記為宗教慈善機構。

總部設在卑詩省溫華市甘露街 396號，

所有與聯邦政府有關的業務皆由溫哥

華講堂負責，與當地市政府也保持良

好的關係。

一貫道明華道院歷任董事長為張

培成老前人、袁翥鶚前人、陳德陽前

人。現任董事長為黃錫堃總領導點傳

師，副董事長是蔡重成點傳師，秘書

長是褚楚麟點傳師。

明華道院的成立，是希望實踐師

尊、師母二老大人「道傳世界各國，

廣救無數眾生」的悲心宏愿。同時也

是學、修、講、辦、研究性理心法的

場所。期望凡我一貫道基礎忠恕道場

弟子，能真正落實人間關懷，以隨順

禮敬仙佛的心來對待眾生，懇切投入

人間的良善，進而代天宣化，宏揚大

道的福音，使人人能因道得救，於此

善盡個我之責任。

注入新的傳承

由於道務發展的需要，老前人慈

悲在西元 2001年 9月 8日授命加拿大

當地移民溫哥華的褚楚麟和移民卡加

利的林進發為點傳師，為加拿大道場

注入新的傳承。明華道院開始有本地

的點傳師為道務發展做長遠且有效的

規劃與運作。

▲  老前人慈悲親至加拿大為道親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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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明華道院  溫哥華講堂

褚楚麟點傳師於西元 1997年移民

Vancouver溫哥華，並於 2001年領命。

西元 1989年，從黃鍾雪壇主於溫

哥華開設首間家庭 堂開始，溫哥華

當地陸續設立了天會堂（黃鍾雪壇主、

黃啟銘副壇主）、精華堂（曾鵬宇壇

主、劉麗琴副壇主）、天宇堂（杜淑

慧壇主）、天華堂（褚楚麟壇主／點

傳師）等四間 堂。

在大溫哥華地區，基礎道場除了

明華道院之外，還有香港道場成立的

兩處公共 堂，一個是陽光 堂，負

責點傳師是張蓮香點傳師；另一個是

興光 堂，負責點傳師是陳慕賢點傳

師。明華道院秉持張老前人指示，隨

時在道務上提供必要的協助，如支援

辦道、開班、開法會等道務活動。

之前興光 堂陳慕賢點傳師生病

的時候，蔡重成點傳師慈悲秉承張老

前人「道本一體，理無二致」的理念，

照顧病情、協助道務，讓道親及家屬

都非常感動。陳慕賢點傳師在西元

2008年 2月功圓果滿歸空成道，褚楚

麟點傳師受委託負責該壇道務。

西元 2011年，明華道院買下興光

堂。同年年底，明華道院遷入興光

堂，更名為「一貫道明華道院」。

原有興光 堂道親併入明華道院，共

修共辦。

西元 2012年起，為了變更明華道

院新址為宗教用地，褚點傳師慈悲針

對溫哥華市政府的規定，開始整建

堂內外各項設施。最後在西元 2014年

6月 24日，一貫道明華道院溫哥華

講堂新址被市政府核准為永久性宗教

用地。

後有寶光玉山道場的黃壇主移民

溫哥華。其副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

「我們這邊沒有點傳師。如有辦道，

請褚點傳師負責辦道。」

發一崇德道場在當地也有大道

場，若有活動時，亦會通知溫哥華講

堂，彼此維持良好互動。

▲  加拿大明華道院溫哥華講堂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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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明華道院  多倫多講堂

西元 1991年，吳夏嬌壇主移民

Toronto多倫多，並於 1994年農曆 2

月 2日安壇，老前人慈悲賜名為「天

光堂」，由蔡士良領導點傳師慈悲安

壇。爾後有兩間家庭 堂接續開設：

天美堂（汪小島壇主）、天根堂（林

淑美壇主）。

西元 1998年，黃惠蘭點傳師慈悲

開始率領團隊前往加拿大，至今每年

7月中至 9月中辦理美加四地法會、

營隊、國學營、宿營聯誼、素食推廣

等活動。

西元 1999年，何阿木點傳師慈悲

協同夫人莊豐瑞講師，投入加拿大道

務的推展工作，成立講員班培訓人才，

並於西元 2002年開始，於多倫多講堂

駐壇。

一貫道明華道院  卡加利講堂

林進發點傳師於西元 1995年移民

Calgary卡加利，2001年領命。

林點傳師於西元 1992至 1994年

間，連續去菲律賓支援夏令營，看到

發心到當地開荒的蔡新輝前輩犧牲奉

獻之辦道精神，內心發愿有機會也要

向他老學習，剛好受到直屬的吳漢

義點傳師慈悲鼓勵，讓有心申請移民

Calgary的林點傳師信心更具足。因緣

成熟，加拿大移民申請成功，林點傳

師就來到卡加利！

目前卡加利有四間家庭 堂：大

信 堂（楊淑雲壇主）、天孝堂（王

孝哲壇主）、天捷堂（陳明元壇主）、

施氏 堂（林瑞安壇主）。

▲  何阿木、黃惠蘭點傳師與道親合影於多倫多講堂。▲  加拿大明華道院多倫多講堂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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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點傳師移民至加拿大開始，

卡加利的道務一步一腳印逐漸開展：

• 西元 1996年 4月 28日，大信 堂

設立，早期課程由學界班全力支援，

劉文欽點傳師指示道務由推廣中華

文化及素食開始引度有緣朋友。

• 西元 2000年 5月 20日，明華道院

卡加利講堂成立，是立足當地的開

始。

• 西元 2001年，開始舉辦夏令營，建

立以家庭為單位的道務發展方向。

• 西元 2007年，開始試辦忠恕學院初

級部。

• 西元 2010年，青年道務開始發芽。

• 西元 2015年，進入團隊磨合階段，

當年度開始發行〈明華通訊〉。

• 西元 2017年，新道親法會開始新的

模式。

• 西元 2020年，疫情省思，開啟開班

新模式。

在 2007年試辦忠恕學院初級部

時，課程委請天惠堂的黃成德點傳師

規劃，並由簡清華點傳師、劉文欽點

傳師、王正榮點傳師、黃成德點傳師

等，和香港展光 堂林梁珍點傳師支

援講師，以明華道院卡加利講堂主辦，

天惠堂協辦的方式進行。大致仿照當

時天惠堂運作忠恕學院初級部的模式

來試辦（啟信、道義、禮儀上、禮儀

下各一年，共四年）。

西元 2006年 12月，在初級部成

立前，即先邀請黃成德點傳師到明華

道院卡加利講堂，舉辦為期一天的道

▲  加拿大明華道院卡加利講堂外觀景色。 ▲  卡加利講堂青年團隊開會共商道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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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人才培訓班說明會，鼓勵資深道親

參加忠恕學院初級部。開始試辦後，

共有輔導學長 5位，學員乾道 9位、

坤道15位共24位參加2007年啟信班，

其中含香港展光 堂的道親；開始在

加拿大開辦正式的學制，訓練壇辦人

才。

五年計畫  明理實修

黃惠蘭點傳師慈悲擬定於西元

2011開始推動「素食周」活動，用素

食的方式，鼓勵道親帶朋友來 堂用

餐，並於用餐前跟仙佛鞠躬結緣及開

釋相關道義，用餐時分桌成全。為一

周後天人共辦的法會做鋪排。

以下為各年度法會名稱：2012戒

律法會、2013精進法會、2014心念法

會、2015火候法會（並開始啟動跨國

讀書會）、2015尋根訪道行動法會、

2016愿力德行法會、2017幹部法會。

他山之石  借鏡取法 

最特別的是西元 2015年 11月 8

日至 16日舉辦的尋根訪道行動法會，

在法會前 6月 16日即先進行拜訪場

勘，感謝蔡重成、黃惠蘭點傳師慈悲

努力促成，洪昆福點傳師的引薦及安

排，黃成德點傳師的引領及成全。

行動法會從忠恕道院出發，參訪

的地點包括：興毅道場神源山義和聖

堂、寶光建德道場佛山觀音巖、神威

天台山一貫道道場、慈興講堂、天順

講堂、浩然浩德道場浩然道院、發一

天恩道場天恩宮等一貫道聖地，最後

再回到忠恕道院。

藉由此次訪道，讓參與者能見賢

思齊，更深入體悟前人輩在道場上修

道、辦道是如何地鍥而不捨，是如何

無怨無悔地付出，是如何地重聖輕凡，

做到真正的犧牲、真正的奉獻。體驗

和學習各方前人輩來台開荒犧牲奉獻

的精神，和所留下的修道典範。

此外，透過觀摩學習現代的道場

運作，更能拓展視野、開拓心胸、肯

定所學、認真切磋，進而齊心創造面

面俱到的道場，圓融十方。

道非理論認知而是真實受用

透過此行訪道，體察到前人輩、

點傳師們大德慈悲用生命去引領，讓

道親們感受到道的寶貴、體驗道的殊

勝、見證道的力量，難怪會發自內心

地感動與讚嘆，更進一步期許自己都

是道場未來的幹部人才、是道場發展

的中堅，未來更是道親學、修、講、

辦的橋梁；進而能共同護持莊嚴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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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闡揚　天恩師德，轉動大法輪，

實現道場的共同理想，創造一道同風

的彌勒家園，啟發了所有參與訪道者

共同的愿力、使命與責任。

播種扎根  展望未來

有扎根才有希望，當地人辦當地

事；有播種才有未來，培養講師群種

子。展望未來，明華道院溫哥華講堂

在公務上，仍將繼續肩負一貫道明華

道院總部的各項業務；在道務上，繼

續秉承張老前人「道本一體，理無二

致」的修辦道志愿，在蔡重成點傳師

慈悲領導下，眾道親努力不懈，致力

於辦好各種道務或班次；並持續英譯

有關的道義、經典、禮節等，以作為

本地化的教材；推廣合適的結緣性活

動，以期廣度原人。

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兩冊褚楚麟點

傳師（Linbergh Chu）翻譯註釋的《六

祖法寶壇經》，在 Amazon都有銷售：

1. 六祖法寶壇經   中英對照翻譯本

（2016.12.08印行）https://www.

amazon.com/dp/1520100310?re

f_=pe_870760_150889320#read

er_1520100310

2. 六祖法寶壇經   中文註釋本

（2020.7.29初版）https://www.

amazon.ca/dp/B08DY2BDLR

落實以本地文化來闡揚一貫道是

明華道院未來發展的重心。當務之急

除了積極地整理，並有深度地英譯道

中書籍、道義、經典，與禮節內容之

外，並將成立網站向世界廣傳一貫道

的修行方法與理念，以成為道傳九州

的有效助力。

▲  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褚楚麟點傳師
介紹一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