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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堪稱「雨都」，自 2022年 1

月 1日至 2月 21日，共 52天，基隆

就有 47天下雨。中央氣象局表示，

228連假全台都可以維持穩定的天氣。

就在陰雨綿綿、濕冷鬱悶的寒冬後，

終於 2月 27日（日）啟化壇辦法會，

陽光燦爛。

法船開鑼！人間 堂是一艘法

船，度化有緣，但願上了這艘法船都

能航向理域。法會於上午 7:10~7:30獻

供後展開，隨即全體大合照，即進入

殊勝班程。因防疫考量疏散參班人員，

除了明德教室現場，並在親民、至善

教室架設第二直播會場。8:20，由張

秀蓮學長帶動持念三遍《彌勒救苦真

經》，以靜心契印法會開演。

開辦法會  因由主旨

林惜點傳師慈悲於開班前首先

感謝　天恩師德！提到今天法會時能

看到久違的晴空，伴隨著和風，讓所

有壇主、副壇主與辦事人員，都能在　

天恩師德護庇之下，愉悅地來到啟化

講堂。法會主旨是「如何辦好家壇活

化」，林點傳師祝願全體合德同心推

動道務，愿力再起，永續傳承，開創

新機。

◎啟化單位提供◎啟化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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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壇活化  傳承永續                   

首先邀請魏瓊華點傳師慈悲講述

「家壇活化‧傳承永續」主題。

魏點傳師慈悲呼籲要「想方設

法」，更要主動策畫。道傳台灣之初，

家壇是道務的核心，隨著道務發展，

公共 堂應運而興，帶動了班程與道

務，家壇的壇主也由青年步入老年，

幾十年來家壇大多只有壇主自家獻

香。道務中心有鑑於此，於民國 110

年（2021）5月開始推動家壇活化，

以傳承永續。而綜觀歷年忠恕學院結

業學長為數不少，雖已成為辦事員，

然因家中沒有設立 堂，難有獻香、

獻供的機會，區域若能以一間 堂為

中心，歡迎周邊的辦事員就近多接近

堂參與獻香、獻供，小小的據點可以

發揮家壇效益，有如一間小小的公壇。

家壇活化是基礎忠恕人的全員運

動。一間 堂就是一艘法船。壇主可

省思自家的法船是擱置不用，還是出

航載客的船。要能順利平安出航，主

要條件：

1. 有負責任的船主（舵手 /壇主）。

2. 有經驗、有愛心的船員（辦事人員

及服務人員）。

3. 有乘客（道親）最重要。

壇主要做的事，是想方設法將擱

置的船修復成為可出航的船。壇主要

生發自己的愿力──我願意站起來，

重新（心）出發。主動要求協助，請

地方道務團隊協助，壇主全力配合，

將不可能化為可能。

辦事員要做的事，是想方設法

生發自己的愿力──我願意協助家壇

活化、協助壇主。配合地方道務團隊

▲   林惜點傳師慈悲開班賜導「法會因由」。 ▲  魏瓊華點傳師慈悲講述「家壇活化‧傳承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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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劃，做好每一件事。主動積極，

將此家壇當成自己的 堂盡心盡力付

出，期許成為此家壇的副壇主。

道親要做的事呢？更是想方設法

生發愿力，願成為法船的乘客。配合

地方道務團隊，參與法船獻香、獻供、

各種活動，主動學習。目標是由一般

道親成為辦事員。

家壇如何活化？除了想方設法，

主動策劃，啟動出航，成為一艘安全

舒適的法船；壇主更要省思如何德化

齊家，凝聚親情，形成家庭共同志趣。

以自身家庭的溫馨和樂帶動每個家

庭，進而與地方團隊辦事員、幹部、

道親，形成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辦事

員也樂於投入參與 堂事務，於其中

感受 堂的殊勝，有機緣也發愿開設

堂。

家中開設 堂好處多，例如：三

期末劫， 堂是三曹仙佛的事務所、

雲城的避難所（「火光落地化為塵」

《彌勒救苦真經》）等， 堂中仙佛

日日臨照，陽氣光明充滿。在什麼時

間點燃 燈呢？除了道場開辦法會時

點燃 燈，恭請　無生老 、仙佛到

壇之外，每日獻香時點燃 燈，叩拜　

無生老 、仙佛，日日煉神光。若日

日如此，所謂「西天雖遠，頃刻到」，

當下即理天。有一天，臨終一念自然

回歸理天，成道時靈體返回故家鄉就

自然面謁　無生老 、拜見仙佛。送

燈後，自性明燈依然光亮明澈。所以，

家裡開設 堂的殊勝，恭迎　無生老

、仙佛常常蒞臨，對一家人都好，

家中有一位大德者，即能庇佑護持一

家人。

透過家壇運作，成全道親樂意參

與服務工作、主動參與道場活動，成

為法船的成員。辦事人員主動策畫，

關心家壇的成員，由齊家修辦，進而

到團隊的齊心修辦。啟動家壇活化，

齊家修辦的壇主圓成「家壇傳承有序，

慧命永續」。而原本就家人一同修辦，

也歡迎道親常來的家壇，可以做好第

二類「家壇公用，成就區域道務核心」

的功能，令安全舒適的船成為乘風破

浪的巨輪。

▲   防疫考量，在親民教室架設第二直播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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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力再起  開創先機

第二堂課的主講蔡錦麗點傳師慈

悲與隨行 34位辦事人員，一大早分乘

五部車遠從台中來到基隆，參駕完即

與辦事人員在至善教室透過直播參與

法會，這樣的修辦精神令人感佩。蔡

點傳師慈悲講述「愿力再起‧開創先

機」，再次提醒：全世界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的這兩年，修子當隨時隨地

讀經，保持心性的定力，期使疫情早

日消彌。《彌勒救苦真經》云：「要

想成佛勤禮拜」，禮佛叩首時打通了

身體的任督二脈。平常是虛火在上，

腎水在下，毒素排得慢，但是當禮佛

行跪拜禮時，身子姿勢如母體子宮裡

的胎兒，火在下，水在上，水火既濟，

如此修行，則身體健康，行事順暢。

講到愿力，蔡點傳師慈悲提及：

十年前慈興在柬國蓋 堂、建學校，

每半個月一次的工程款就要一百多萬；

付款時間很快就到，事先都不知道錢

在哪裡，仙佛慈悲，道親募款，用布

袋裝錢，一張一張拿出來算，非常玄

妙，每一次付清款項都恰好只剩下

一百元。前年開始，政府實施托育一

條龍，經常有人主動向慈興幼兒園報

名上課，不用到外面招生，自然就有

很多學生。因此，時間用在哪裡，成

就即在哪裡！

道務的發展是全面性的，國外要

開荒，國內也要開荒。2021年，蔡點

傳師到柬國辦道，抵達柬國後，先隔

離 14天，回台灣還要依防疫規定再隔

離。台灣慈興當時正要舉辦社青法會、

學界營隊、國小營隊，蔡點傳師無法

參加，大家都很著急，所幸台灣王壬

申點傳師操辦得宜，大家齊發大愿，

辦道、迴向、開荒。

一個人的發愿，能感應仙佛同時

護持、鋪陳。因為發愿時，有自力、

他力、佛力加被鋪路。發愿時，點傳

師在前面引領，大家隨後跟進，愿大

力量大。蔡點傳師以修辦道經過的案

例一一舉證，強調不是人的能力行，

而是愿力的殊勝！至柬埔寨、越南開

▲  蔡錦麗點傳師慈悲講述「愿力再起‧開創
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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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佈道，一一舖陳，走出去才知道路

有多寬廣。趁法會時發愿最殊勝，法

會人天百萬共同護持，當下的動念仙

佛護持，恆久不變，所以法會是最好

發愿的時機。蔡點傳師也祝福所有壇

辦人員發愿都能夠完成。

各區目標  積極運作

仁區林慶平區長報告

1. 成立7人小組推動：以林惜點傳師、

方文華點傳師、林慶平區長、張正

松壇務組長、何謙良壇主、黃寶珠

副壇主、陳美雲副壇主等為主。

2. 「家壇公用，區域道務核心」計畫：

以陳氏 堂（陳建岳壇主）廣安基

礎班為例分享。寒冬送暖之際也成

全辦道。選十個家壇進行初一、

十五或仙佛聖誕一起獻供、獻香。

願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努力盡

其在己。

義區詹陳長區長報告

第一類：「傳承有序，慧命永續」

計畫。選定目標積極運作，成全白壇

主年輕一代的家人參與親子讀經班、

心靈成長班及家庭地方班。邀請泡茶

聚會及練習獻供禮節，也是第一類家

壇活絡的作法。

第二類：「家壇公用，成就區域

道務核心」計畫。積極成全度人。積

極辦理親子讀經班，活潑地成全家長

與學童，建立情感和互信基礎，進而

引薦就讀心靈成長班。創造環境，讓

年輕師資願意參與投入讀經班。多辦

戶外活動，加強素食營養理念，鼓勵

更多道親發愿清口。願修辦把握當下

因緣，戮力以赴。

禮區蘇郁晉區長報告

隨著家壇活化的運作，機緣成熟，

去年是家壇活化道務首年，區域經歷

了第一類「傳承永續」及第二類「家

壇作為道務核心」的洗禮，漸漸對家

壇活化的運作有了明確的普及實務經

驗。第一類家壇的傳承，簡壇主家壇

的持續關懷。各壇主對齊家修辦的作

為有共識，明白到一個家庭親情的融

合，奠定家庭生活與傳承步調的重要

性。天信講堂列為家壇活化第二類。

▲   慈興團隊在至善教室透過直播參與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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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點傳師關心林佳興壇主，表達了家

壇活化的構想，林壇主及其家人也願

意啟動，將住家一樓的空間整理出來，

在暖暖街有個一樓的班次活動據點，

活化 堂的運作。善用暖暖區的定點，

是區域道務動態的一個方向。

智區楊麗滿區長報告

不懼疫情嚴峻，法喜承擔使命，

第一類為黃蘭壇主、第二類為陳清陽

壇主（三重班）。將 60年歷史的黃氏

堂進行修繕；媳婦領恩答應擔任副

壇主一職，並學習燒香、獻供等佛規

禮節。

接著楊區長分享區域運作的實際

經驗。民國 110 年（2021）10 月 31

日區域舉行旅遊辦道，三重班事先已

報名欲求道者約 20位，並超前部署於

同月 23日即邀請引保師們到餐廳聯誼

培養感情，討論如何讓欲求道者成為

彌勒眷屬，再以團隊力量執行，終於

在 10月 31日度 14眾。

民國 110年（2021）11月 7日，

再度舉辦聯誼，邀請引保師及新道親

回 堂相見歡聯誼，王惠珍班長以活

潑有趣的活動帶動，大家玩很嗨！新

道親紛紛愿力再起，要度化家人、親

戚、朋友等。隨後在 12月 5日第三度

邀請新道親回 堂相見歡聯誼，下午

辦道有求道 2眾、清口 2眾。值得一

提的個案：鄭百宏學長在 10月 31日

求道，於隔年（2022）1月 29日歸空。

休養期間，陳昭湘點傳師慈悲不間斷

地送 茶給鄭學長喝，祝他早日康復。

另陳清陽道務助理夫妻持續關懷與成

全，感動家屬，在今年（2022）2月

13日，鄭百宏學長的爸爸及姐姐求道，

媽媽吳心騏學長清口當愿。2月 13日

▲   啟化單位義區詹陳長道務助理報告。 ▲   啟化單位智區楊麗滿道務助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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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區幹部研習會，吳學長在愿力單

填：希望兩年間能開設 堂。代天宣

化──內：度己；外：度人。滋養心田。

希望能為道場服務及奉獻。李淑香執

秘安排今年度（2022）由吳心騏學長

擔任三重心靈講座班副班長與副壇主

一職。

沉澱交流  分組討論

法會透過分組討論讓大眾更了解

目標，開不同的窗，每個人分享不同

角度的視野與見解，彼此學習到不同

面向以互補有無，也加深彼此的認識。

一組 20至 30位成員，採用學習單的

方式，將討論時段一分為二，前段填

寫學習單，內容為宣導本次法會主題

「家壇活化，愿力再起」，先幫大家

複習幾個道務中心所推動的主題，也

透過填寫幫大家破冰，沉澱思考。

第二段設定為分享自己的道務計

畫，利用短時間談各人心中已設定的

道務計畫，讓彼此的愿力互相激盪，

產生力量，願將啟化道務推向一個新

的里程。

滿滿能量  愿力表白

「愿力表白」單元在仁區周講師

一段打油詩：「深解義趣，信心不逆，

盡能受持，為人講解」中，開啟了序

幕。啟化四區加上青推處青年道親共

12位前賢分享，其中有修道感觸、立

愿度人、成全、助道等，內容十分感

人，短短的 50分鐘內真是能量滿滿、

掌聲不斷，期望啟化眾前賢們透過法

會眾仙佛的加被，開拓愿力超能量，

透過三力──自力、他力、佛力，完

成修辦愿行。

▲   分組討論初步先沉澱思考、填寫學習單。 ▲   分組第二時段，彼此分享道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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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力動力  結班祝福

陳昭湘點傳師慈悲結班賜導「有

愿就有力」，提及：疫情來臨時，看

似危機使得無法開班，但採用了實體

與視訊轉播的並行方式，與時俱進，

就是化危機為轉機！所以，最重要的

是能夠以愿力來成就我們的動力。

陳點傳師詢問大家，還記得魏點

傳師的「想方設法」嗎？遇到各種困

難，要想方法解決，每一個人都有困

難處，如果往內在本來面目去開發，

是無盡藏的，自然有方法解決。家壇

活化的推動，可能會遇到困難，但是

發自本心的泉源，自自然然會解決一

切問題。

而蔡錦麗點傳師所勉勵的「愿大

力量大」，就是要我們發出愿力；愿

力會從內在生發，是源源不斷的。今

天這兩個專題給我們很大的省思，各

區也都非常認真、用心推動家壇活化，

知道終極目標，就有方向性。

法會在執行點傳師的祝福聲中圓

滿完成。

※　　※　　※

基礎忠恕道務中心推動年度一系

列願景新專案計劃：集體領導整體帶

動、家壇活化、道務 e化等，壇辦班

即著手籌辦壇辦法會。一天的法會，

最令人感動的是游李領導點傳師雖在

家靜養，仍慈悲以視訊陪著壇辦人員

參與。感恩劉遂鳳點傳師慈悲，年近

百歲亦從淡水前來參與。

壇辦法會，需持續透過區域整體

動員與落實，如何以積極行動、有效

方法，朝著心中的目標一一落實，皆

靠眾人同心協力。發愿的自力、他力

與佛力，祈求　天恩師德加被，讓所

有壇辦人員能夠圓愿，祈願透過家壇

活化提升修辦量能，達成道務的成長，

度化成全更多的兄弟姊妹。

▲   陳昭湘點傳師慈悲結班賜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