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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1 年（2022）1 月 9 日晚

間亥時，在啟化壇辦班 LINE群組裡

傳來請大家為黃總領導點傳師叩求的

訊息，隨後也紛紛湧入了道親們祈求

總領導點傳師能平安脫離險境的文

字。正在看著《六祖壇經》的後學放

下了手中書本，有些擔心且不安地對

同修說：「壇辦班要我們今晚子時獻

早香叩求，但我們還是燒大把香叩求

吧！」因為從後學 18歲在「大源堂」

求道，認識黃總領導點傳師後（當時

我們非常尊敬地以黃老點傳師尊稱他

老人家），他老人家的風範就是「克

己利人」，從不願輕易打擾及麻煩任

何一位道親；而總領導點傳師的家人

與其所成全的後學們，也大都是秉承

如此客氣的家風。所以，如果不是事

態非常緊急，是不會在晚間發出如此

公告的。於是後學聯繫了樓下的春月

學長，相約 11點在周氏 堂燒大把香

叩求後，方才忐忑不安地就寢。

隔天 10日一早，壇辦群組傳來

「總領導點傳師今晨 05:53歸空成道」

的訊息時，後學忍不住嚎啕大哭，一

整天若有所失，只要一想到總領導點

傳師一生為道奔波、不辭勞苦，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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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言行的典範便歷歷在目。總領導

點傳師生前事師如父，無論是早期的

賴心點傳師、老前人，亦或之後的袁

前人等，他老人家總是出錢出力，細

心照料著前人輩們的日常起居與疾病

就醫之所需，除了延請名醫、租房奉

侍外，更親力親為地接送看診、揹其

上下樓梯等，時常隨侍在側、殷勤周

到。

之後更秉承老前人遺願，為了能

照顧一生為道奉獻，卻苦於晚年無人

照料的年長道親們，而在宜蘭天庭道

院旁籌建了道親大樓，期盼讓老有所

依，這就是「忠恕會館」的由來，讓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儒風傳揚。但

總領導點傳師自身卻不忍麻煩任何一

位道親與家屬的牽掛、照料；所以，

沒有讓道親們排班照顧，更沒有久病

不癒、纏綿病榻地拖累家屬，甚至，

來不及通知掛念他的道親們探視最後

一眼，便在基隆長庚情人湖院區 7D11

的六人健保房裡安然辭世了，此情此

景，怎不叫人心傷？

黃總領導點傳師早期在大武崙開

設工廠，雖貴為老闆，對道親們卻是

「體貼入懷」；當時後學的父親只是

一個公司的小職員，卻要同時栽培三

位陸續上了大學的孩子，於是總領導

點傳師夫婦倆以 堂需要定時清理為

由，請後學的母親幫忙打掃以貼補家

用；而後學便時常在學校放假時趕著

回家，好陪同母親轉搭兩班公車後去

打掃大源堂。但總領導點傳師的 堂

寬敞又乾淨，哪裡需要特地請人定時

來打掃呢？於是，在後學印象中，除

了掃地、拖地、洗拭杯盤外，好像總

是跑去擦拭大型冷氣機那一層層的翻

轉葉片。

到了中午，秀英阿姨（總領導

點傳師夫人）會煮幾道簡單的菜餚，

後學與母親便跟隨著他們一起用餐

閒聊，因此，總領導點傳師夫婦日常

生活的樸實無華也一一映入了後學眼

簾。據後學母親描述：「（總領導）

▲  老前人與賴心前輩、黃總領導點傳師等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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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自奉甚儉，就連日常穿用的襯

衣、襪子也常縫縫補補，但他卻從不

吝於為道親們排憂解難；舉凡紅白喜

事、傷病關懷、開設家壇等，更是慷

慨解囊、樂善好施地給予慰問與幫助，

最後更將畢生心力與絕大部分的財

力，都奉獻給了基礎忠恕道場。」

為達成老前人的心志與願望，總

領導點傳師排除萬難地創建了天庭道

院成為青少年活動中心，來栽培青年

道親，又籌建忠恕會館使年長道親方

便養老，以發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另外也

購置規劃了中和堂與籌設袁前人紀念

館；現尚有忠恕長照中心的申請與籌

建等。在領導基礎忠恕道場期間，總

領導點傳師果斷睿智地提出「集體領

導，整體帶動」的長遠道務格局；以

提倡青年道務、資源共享、人才培育

及相互支援來共同合力開展道務，為

道場慧命的永續經營與傳承樹立了劃

時代性的標竿；如此的毅力與承擔，

正落實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

語‧衛靈公》的真儒典範。

總領導點傳師雖齊家修辦、栽培

人才無數，卻從不曾獨厚其子女或直

屬的後學，他大公無私，對所有道親

們都能一視同仁，猶如陳亢讚美孔子

不私其子般地說道：「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論語‧季氏》而總領導點傳師對所有

道親們的勉勵，也如同後學母親長年

寫在自己筆記本，與後學書桌案頭上

的六句修道真言：「多讚美、不批評；

多付出、不抱怨；無是非、常感恩」

來做為叮嚀，相信早期的道親們都能

謹記在心、琅琅上口。

有些人對宗教的理解與態度有錯

誤或偏差時，會說所謂的信仰是自欺

欺人的幌子；後學認為對於許多盲修

瞎煉或光說不練的人來說，的確是如

此。但對於能將真理躬身實踐後，再

化人於無形，使人感其德行的前輩或

大德者來說，對信仰的正確說法與認

知其實就是自度度人的落實，因為真

正的信仰即是生活，而在總領導點傳

師身上，後學可謂親身眼見耳聞了這

一幕幕。

總領導點傳師夫婦年輕時，即以

「事母至孝」聞名街頭巷尾與道親之

間，並因此度化了許多街坊鄰居來求

得大道。另外，發愿清口茹素對許多

善男信女來說，常是莫大的阻礙與考

驗，但道緣深厚的總領導點傳師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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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17歲時，就能在求道聆聽三寶後，

頓悟「清口茹素」的重要性，而立即

以身作則；並於之後的開堂設班中，

屢屢準備豐盛美味的素食佳餚來成全

眾多道親清口茹素，並投入修辦的行

列，這些都是「正己成人」的最佳典

範。

俗話說：「夫妻一條心，黃土變

成金」，總領導點傳師夫婦修辦多年，

夫唱婦隨，伉儷情深 48載，直到秀英

壇主於民國 96年（2007）在睡夢中

安詳辭世。對於未曾交代過任何遺言

的牽手（台語，指妻子），總領導點

傳師常有所掛念與遺憾，而那段日子

裡也總讓人感覺其失魂落魄、神情憔

悴，彷彿不知道未來的日子該如何走

下去！倘若讀過蘇東坡為思念亡妻所

寫的〈江城子〉，一定都會為其中的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而感動不已；一眨眼，秀英阿姨歸空

已 15載，這期間伴隨著總領導點傳師

的雖然是無盡的思念與難忘，但他並

沒有一般人的頹廢喪志、怨天自憐，

而是將這份濃烈的情義，轉化成為更

寬廣無限的慈悲喜捨，全身心地投入

道務修辦，徹底昇華了「情義無價」

的力量，積極地為眾生與樂拔苦。

總領導點傳師將天人永隔、知音

不再的苦楚吞下，獨自一人孤寂地生

活了 15個年頭；這期間他仍不遺餘力

地撫老恤弱，照顧著鰥寡孤獨的道親

們，直至耄耋之年。後學心疼他少人

體恤，就像濟公老師也曾嘆息過：您

們會心疼三才借竅時有一時半刻的體

力不繼，但有誰心疼並體諒老師肩上

的重擔，是何等的沉重啊？（註）總

領導點傳師就像濟公老師一樣的無怨

無悔，一肩扛起了永續修辦的道務重

擔，他所觸動後學的，不僅是情比金

堅的真情摯愛，還有化傷痛為大愛的

堅毅勇敢。

▲  黃總領導點傳師賢伉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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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導點傳師也樂於與人為善、

權衡變通，猶記得後學特地買房為母

親開設 堂時，正對於是否要清口茹

素仍猶豫不決，但他老人家卻慈悲睿

智地為後學及時開緣戒律；在開壇當

天，臨時要後學在佛前立愿成為副壇

主，為後學鋪緣，打下了未來立清口

愿的強心針。當時，後學尚不明白清

口茹素的重要性，還對在寶光道場學

習的閨蜜說：「我們（總領導）點傳

師真奇怪，也沒有事先跟後學商量討

論，就突然要後學在佛前立愿做副壇

主。」

沒想到閨蜜義正辭嚴地說道：「一

個修持得力的點傳師是出口成愿的，

尤其是在辦道時，其心能與天地感應

道交；妳的點傳師在妳尚未清口時，

便為妳承擔責任、網開一面地提拔妳

為副壇主，這可是無上的榮幸啊！我

跟我們道場的點傳師已多次請求設壇

並申請成為副壇主，可是我們點傳師

評估之後都未予同意，只建議我退休

後去神威道場清修駐壇就好；所以，

這可是妳愛親重師的福氣啊！」

後學這才恍然大悟。是的，總領

導點傳師能「出口成愿」，後學就曾

聽啟化堂的方建華道務助理說過：「民

國 80年（1991）時，有一位金輪寶相

大仙，就曾在顯化中脫口指出總領導

點傳師是金身羅漢化身，且身旁均有

四大護法隨身，並求總領導點傳師能

授其明師一指以了脫輪迴；當時總領

導點傳師說了聲『好』後，濟公老師

隨即帶領大仙成道回天；的的確確是

出口成愿，真實不虛。」後學也感念

他老人家的與人為善、慈悲開緣，將

儒家思想中的「毋固」工夫體現無遺。

所以，基礎忠恕道場的道親們一定要

念念善體師心、善察師意，千萬不要

因為我們前人輩與領導點傳師的慈悲

護佑，而人在福中不知福，輕忽了尊

師重道的感恩之心啊！

▲   黃總領導點傳師的親切令人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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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導點傳師曾說：「與袁前人

相處，能讓後學發自內心地感到快樂，

因而無所不說、無話不談。」而總領

導點傳師的為人，亦是如此地讓人感

到親和溫暖。記得他老人家還住在大

武崙時，有一次後學與醫院同事團購

了一箱葡萄，便興高采烈地打電話說：

「後學想開車去探望您老人家。」沒

想到，在離總領導點傳師住家好遠的

大馬路旁，後學就看到了他老人家高

大挺拔的身影，他若無其事地告訴後

學說他順道在散步，但後學卻能感受

到他的慈愛與關懷。想必他老人家是

擔心後學因為長時間在外地求學、工

作，已多年未曾回到大源堂，所以特

地走到大馬路上，以防後學迷失了回

堂的路吧！總領導點傳師不僅示現

了「道在平常」，也讓後學想到所有

的原胎佛子在紅塵俗世間為了這肉身

凡體而奔波忙碌時，是否也忘了　老

娘與濟公老師正殷切期盼著我們想

起歸鄉之路，並擔憂著我們是否已迷

失了回轉理天家鄉的道路呢？

之後，每當後學在人生與工作路

上有了挫折、困惑與抉擇時，後學總

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因為總領導點傳

師為了眾生，實在歷經了太多風霜雨

雪，據方道務助理所說：「由於總領

導點傳師長年為了道務南北奔波、早

出晚歸，還曾開著雷諾汽車在宜蘭回

基隆的濱海公路上，跌入懸崖駁坎下，

幸被大樹擋住，方才撿回了夫妻二人

的性命。」所以，面對這樣一位歷經

風浪險阻都能無懼艱難考驗，且依舊

和藹慈憫的長者時，後學會覺得自己

所有的迷惘與困境，都只是小巫見大

巫，根本不值一提了；接著，後學便

會有了再次奮發振作的力量，或許這

就是孟子所說：「觀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

盡心上》吧！

▲  黃總領導點傳師陪同袁前人參加道親聯
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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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導點傳師曾說過：「在度人

求道與成全上，質比量更加重要。」

當後學開始慢慢地走入修辦的學習之

路時，倘若看到了不順心意的人、事、

物而有所抱怨時，他老人家會告訴後

學：「修辦的路上從來就不是一條省

心快捷或舒適簡單的路，妳會碰到的

困難，都是正常且應該的；因為簡單

且容易的事情，別人早就挑著搶去了，

怎麼輪得到妳啊？因此，要學會堅強，

不要輕易就被考倒，並且要勇於承擔

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老人家的肺腑之言，是智慧之語，

也是真知灼見，時時提點著我們，在

修辦學習的路上，若真有那麼容易，

就不會是修道如牛毛，而成道如牛角

了。所以，六祖才會教導我們「若真

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六祖壇經‧

般若品》，一個真正的修行人，雖能清

楚明白，但卻不執著於世間的是非對

錯；要學會覺察，並從對別人產生的

貪愛、嗔恚與愚痴等無明的情緒中解

脫出來，不耿耿於懷地讓別人的過失

汙染了自己的良善心境，更不要停留

在外境之上，生起諸多的煩惱心來障

蔽了本然自性；而要以妙智慧向內看

到自己的起心動念，才能有正知正見。

之後他老人家承擔起基礎忠恕道

場總領導點傳師的重責而日理萬機，

後學也就不好去攪擾了。直到多年後，

後學上忠恕學院高級部而去了宜蘭同

學家研討；討論結束後，因為時近傍

晚，後學心血來潮便向同修蘇兄提議，

繞道至天庭道院看看總領導點傳師是

否在家？幸運的是，他老不僅在家，

還一眼就認出了小後學，並立刻叫出

名字；當後學把同修介紹給了他老人

家時，他尊重地稱呼後學的同修蘇兄

為學長，並客氣地寒暄關懷。還說自

己只有在點道時是點傳師，其他時候

跟我們大家一樣都只是後學，這是他

誠篤謙和的道範，真正落實了六祖所

說的「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

德」《六祖壇經‧疑問品》，也示現了

道在生活，一個真正謙遜無我的人，

很容易就讓人在平凡中看見偉大的德

行。

註：參考網路文章范聖杰〈走過生死

一線間——談因果與業力〉。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