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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10日的基礎忠恕點

傳師班，請道務總部國外道務部陳平

常點傳師安排海外資源共享概況報

告，這一次規劃有五個國家（地區），

分別為柬國、馬來西亞、日本、泰國，

還有美加，由陳昭湘點傳師、陳秀鸞

點傳師、何春晴點傳師、李勝雄點傳

師，還有黃成德點傳師依序講述；因

為時間有限，其他的國家地區沒有辦

法都排進來。首先是陳平常點傳師帶

領大家了解國外道務部的情況。

引言

※ 陳平常點傳師主講

感謝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各

位領導點傳師、點傳師、道務助理，

後學奉命安排海外資源共享的概況報

告。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於西元

2018年時，有鑑於海外開荒辦道資源

非常的短缺，於是命令後學推動海外

資源共享。在西元 2019年 2月分，從

北美開始，集合了美國、加拿大，其

中有先天、瑞周全真、瑞周天惠、瑞

周天曉等單位的點傳師們，集合在舊

金山附近開兩天一夜資源共享的聯誼

會，於是開始了美加海外資源共享。

如今，已經有好多國家都陸陸續續推

動海外資源共享，其中也不乏很有成

果的。

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只能安排

五個國家、地區做概況報告。而印尼

也辦得不錯，前兩天許振宗點傳師傳

◎道務總部國外道務部報告◎道務總部國外道務部報告

基礎忠恕基礎忠恕

海外資源共享概況報告海外資源共享概況報告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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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訊息給後學說：「最近兩天又安

了兩間家壇。」在印尼他們已經有 30

幾間家庭 堂，另外還有先天、瑞周

天惠等單位在印尼都有開荒辦道，留

待以後再繼續請他們來分享。今天只

能安排五個國家（地區），報告的點

傳師都是負責那個國家、地區海外資

源共享的召集人。

柬埔寨道場資源共享概況

※ 陳昭湘點傳師主講

感謝　天恩師德，老前人、袁前

人、陳前人，黃總領導點傳師聖靈庇

佑，後學奉命代表柬埔寨資源共享小

組領恩學習報告，依照時間軸分六點

報告，然後再依序做分點報告。

一、述說緣起：柬埔寨資源共享的緣

起。

西元 2013年，基礎忠恕道場承繼

老前人的修辦理念，擘劃共辦共成的

道務願景，為開創聖業薪傳，鼎定未

來，成立了五個專案小組；這五個專

案小組就是點傳師小組、道務助理小

組、感恩追思活動小組、整合定點班

小組，另外一個就是資源共享小組，

來運作相關道務。柬埔寨資源共享小

組是國外開荒資源共享專案小組中第

一個成立的小組，負責柬埔寨開荒各

單位的道務資源共享。

二、積極推動：依照袁前人的指示，

西元 2013年開始積極推動柬埔寨

資源共享。

從西元 2013年 4月 14日起，就

積極推動資源共享，第一次會議是 4

月 14日，在忠恕道院行政大樓 309室

召開，出席人員包括領導點傳師 1位、

點傳師 5位、道務助理 5位、學長 1

位，領導點傳師就是廖永康領導點傳

師，參加的點傳師有楊月英、簡清華、

陳昭湘，蔡錦麗和陳樹旺幾位點傳師，

還有道務助理等。

會議主要的內容就是，由於成立

了五個專案小組，其中有一項是國外

資源共享，是袁前人慈悲，也是老前

人大德當初在忠恕道院開壇的時候就

有這樣的願望，希望國外能夠朝整合

的方向運作；國外開荒有很多國家，

我們就從柬埔寨開始了。

召開第一次柬埔寨資源共享會議

之後，歷經了 9年，共開了 80次的會

議，從西元 2019年開始，結合黃總領

導點傳師 8次的賜導，更激勵了柬埔

寨資源共享各單位的開荒精神；雖然

歷經兩年疫情的影響，大部分開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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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仍然留在柬埔寨，為開荒聖業鼎定

未來。

三、共辦共成：資源共享小組共辦共

成，辦理各單位的聯誼交流活動

及各項聯合法會培育人才。

接著報告實務上的推動，首先是

舉辦資源共享共辦共成的聯合法會，

非常感恩瑞周全真單位陳樹旺點傳師

提供場地，西元 2014年 4月 27日，

基礎忠恕在天金道院舉辦第一次各單

位的交流活動。因為柬埔寨的前賢喜

歡活動，各單位就利用這個時間表演。

6月25日在柬國第一次召開聯合會議，

也是在天金道院舉行。

感恩瑞周天曉單位蔡錦麗點傳

師提供優質場地（金邊慈興總堂），

於西元 2014年 11月 5∼ 7日在柬國

辦了第一次新道親聯合法會，參加的

有 300多人；慈興公共 堂是在西元

2015年落成，當時各單位齊聚祝賀，

並參與聯誼交心活動。

接下來就陸陸續續地辦了很多次

法會，包括新道親法會、幹部法會等，

都是各單位分工合作，在這邊也特別

感恩瑞周天曉蔡士良領導點傳師多次

主持法會。包括：西元 2016年 10月

▲  2014年 4月 27日，基礎忠恕在柬埔寨天
金道院，第一次各單位聯誼交流活動。

▲  2015年 11月 24日，金邊慈興總壇落成。

▲  2014年 11月 5~7日，柬國第一次新道親
聯合法會在慈興公共佛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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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日，在慈興公共 堂舉辦的

柬國幹部聯合法會。西元 2017年 10

月 22∼ 23日，在慈興公共 堂舉辦

的柬國新道親聯合法會，參加人數有

400多位。感恩黃總領導點傳師，在

西元 2017年 12月 31日來主持金邊天

達堂開壇；隔天西元 2018年 1月 1日

金邊啟化道院落成，也是黃總領導點

傳師親臨主持。

西元 2019年 11月 9∼ 11日，基

礎忠恕在柬國舉辦壇辦聯合法會，是

在慈興公共 堂舉行。西元 2021年 11

月 21日，柬國基礎忠恕心靈成長班線

上聯合法會，也特別恭請黃總領導點

傳師慈悲賜導「君子的條件與涵養」。

四、大德敦化：突破空間，創新適性，

恭請大德黃總領導點傳師從西元

2019年 7月 18日起，多次安排

視訊賜導，嘉勉開荒講師堅定信

念、開展道務；那個時候還沒有

疫情，我們就開始恭請黃總領導

點傳師用視訊來慈悲賜導。

柬國資源共享會議，當時是每

3個月開一次。第 1次視訊是在西元

2019年 7月 18日，黃總領導點傳師

在宜蘭天庭道院線上嘉勉開荒講師，

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為主題。第 4次會議就是西元 2020年

9月 24日，勉勵開荒講師「從其大體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黃總領

導點傳師在其 堂線上賜導。第 5次

視訊會議是在西元 2021年 1月 21日，

勉勵開荒講師「由孝弟反身見性之愿

行」。第 6次視訊是在西元 2021年 4

月 22日，勉勵開荒講師「善體天心，

無私無我，合德同心，聖業彌久」。

第 7次視訊是在西元 2021年 7月

22日，嘉勉開荒講師「道之三要」，

就是說要知道現今降道的原因。一、

道是因救劫而降，善惡分班，玉石分

▲  2016年 10月 29∼ 30日，柬國幹部聯合
法會。

▲  2017年 10月 22∼ 23日，柬國新道親聯
合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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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二、道是為喚醒原來子而降，道

是非時不降、非人不傳、非有德不載；

三、道是為萬世開太平而降，開白陽

萬八之基業，了紅陽累代之孽債。

第 8次視訊會議是在西元 2021年

10月 21日，勉勵開荒講師「布施、

忍辱、智慧」。第 9次視訊是在西

元 2022年 1月 20日，是廖領導點傳

師代理賜導。第 10次視訊是在西元

2022年 5月 12日，劉總領導點傳師

慈悲賜導，嘉勉開荒講師「以至誠之

道贊天地之化育」。以上這幾次賜導

都有謄稿投到〈基礎雜誌〉刊登。

五、常駐點傳：柬埔寨資源共享，基

礎忠恕道務中心指示王宛羚點傳

師領恩學習到柬國基礎忠恕各單

位代理點道，王點傳師常駐在柬

國慈悲帶動忠恕學院，還有在地

人才們共同朝總領導點傳師指示

的資源共享、無私無我的大方向

邁進，使柬國的道務能夠更加蓬

勃發展。

柬埔寨資源共享由常駐點傳師帶

動忠恕學院和在地的人才，朝在地化

發展。基礎忠恕柬國資源共享聯誼會

議每個月固定召開一次，是由當地常

駐點傳師王宛羚點傳師主持，邀請基

礎忠恕在柬國各單位共同參加，因為

疫情關係，目前是採取線上視訊的方

式。會議時間在每個月點傳師班後的

星期四早上柬國時間 8點半到 10點，

也邀請台灣的開荒點傳師參加。會議

召開的重點就是資源共享，各單位可

以反映在柬國開荒的問題和現況，大

家互助合作、同心同德，讓基礎忠恕

柬國的道務能夠越發蓬勃發展。

5月分也開始規劃 2022年忠恕學

院聯合法會，預計在 11月 6號舉辦。

柬國忠恕學院各分部今年已陸續開

辦，希望忠恕學院能夠辦得很好，因

此有一些相關規劃；目前申請開辦忠

恕學院的總共有 10個分部，已經在西

元 2022年 2月分開始上課，因為疫情

關係沒有辦法聯合開班，就採取各分

部自行開班；遵照基礎忠恕道務中心

的指示，每個班在第一次開課的時候，

▲  2019年 7月 18日， 黃總領導點傳師第一
次視訊賜導嘉勉開荒講師：「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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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道務中心錄製的影片追思黃總領

導點傳師，以及廖領導點傳師慈悲開

班賜導勉勵學員。第二點是學員背景

資料的統計，請各分部提供報名參班

的人數、學員的年齡背景，以方便道

務中心講師了解學員的狀況，能夠調

整最佳的講述方向。第三點是授課方

式，由道務中心安排講師擔任每個月

一次的授課，其他 3個小時就由當地

的講師安排。各分部在課後要將出席

統計表、教室日誌上傳到忠恕學院的

LINE群組，由范明倫道務助理收集、

統整。

道務中心指示王宛羚點傳師領

恩學習到基礎忠恕柬國各單位代理點

道，辦道清單是由各單位自行上繳報

忠恕柬國資源共享 16單位 堂

瑞周全真明德、瑞周全真天金、先天金邊中洲、瑞周天惠、瑞周天曉慈興、

瑞周天曉天暘、瑞周天曉天密、啟化講堂、瑞周天達、益新天一、瑞周精德、

瑞周全真天健、瑞周全真天拓、瑞周天定天園、天仁、天淨

給道務中心；當地各單位 堂的人才，

由當地的 堂來成全。隨時可以申請

辦道，每次辦道都是由當地清口以上

的人才來承擔辦道團隊。到西元 2022

年 5月 17日為止，到各單位代理點道

有 460眾，慈興辦道有 612眾。

六、現況匯報：將 16個單位 堂的現

況匯報，包括辦道人數、忠恕學

院人數，還有清口人數等。

堂有公壇有 29間、家壇 59間。

清口人數 211位。忠恕學院的班次有

10個分部，合計 370人。道場班程合

計人數有1,173人，中文班人數有1,393

人，辦道人數累計是 169,044眾。西

元 2022年至今（7月 10日）是 3,312

眾。

堂 清口 忠恕學院 道場班程 中文班 辦道人數

公壇 家壇 人數 班次 人數 人數 人數 歷年累計 2022年

29 59 211 10 370 1,173 1,393 169,044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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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國資源共享的單位共 16個單

位，發揮了資源共享的精神在柬國開

荒，所以成就了上面彙整的結果。目

前柬國比較大的 堂有 3間（表列如

下），可以辦理聯合法會和活動；另

外慈興國際學校在實居和茶膠也有分

校，還有崇明國際學校，這些國際學

校扮演「明則教化，暗則引度」的角

色。

公壇名稱 開壇日期

天金道院 2009/07/18

金邊慈興總壇

（慈興國際學校）
2015/11/24

啟化道院 2018/01/01

感恩國外道務部陳平常點傳師在

西元 2018年 9月 5∼ 8日，到柬國關

心道務及勉勵。西元 2022年 6月 24

日，柬國資源共享小組有陳立家、王

正榮、蔡錦麗、王宛羚四位點傳師，

分兩路到各單位去關心與勉勵。

最後再次感謝　天恩師德，前人

輩、總領導點傳師大德敦化，還有開

荒各單位點傳師、講師合德同心的資

源共享。

▲  2018年，陳平常點傳師、陳樹旺點傳師、
陳昭湘點傳師與天金道院道親合影。

▲  2022年，柬埔寨資源共享小組王正榮和
蔡錦麗點傳師到各單位關心及勉勵。

▲  2022年，柬埔寨資源共享小組陳立家和
王宛羚點傳師到各單位關心及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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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道場資源共享概況

※ 陳秀鸞點傳師主講

感謝　天恩師德、祖師鴻慈，老

前人大德聖靈庇佑，還有各位點傳師

的厚愛，後學奉命謹代表馬來西亞道

場做一個簡略的概況報告。

馬來西亞位在赤道以北 2度到 7

度之間，也就是一個馬來半島，北邊

接鄰泰國，南端連接著新加坡。馬來

西亞有 13州和 3個聯邦直轄區；人口

約 3,200萬人，當中華人佔了 22%，

其他的是印度人，差不多 10%，還有

68%的馬來西亞人，在這邊華人估計

有 600至 700萬人。

▲  2019年，馬來西亞聯合幹部法會。

目前基礎忠恕道場在馬來西亞開

荒的都是以西岸西馬為主，從開荒到

現在有將近二、三十年的歷史，目前

有瑞周全真、瑞周天惠、先天、瑞周

天定等四個單位在這裡發展道務。公

共 堂分布在 7大州，共 17壇，包括

檳城5壇、雪蘭莪州6壇、霹靂州1壇、

彭亨州 1壇、森美蘭州 1壇、沙勞越

2壇、柔佛州 1壇。

基礎忠恕馬來西亞公共 堂（17壇）分布 

地區 瑞周天惠 瑞周天定 瑞周全真 先天 合計

檳城 2壇 — 2壇 1壇 5壇

雪蘭莪 1壇 3壇 2壇 — 6壇

霹靂 1壇 — — — 1壇

彭亨 — 1壇 — — 1壇

森美蘭 — 1壇 — — 1壇

沙勞越 1壇 1壇 — — 2壇

柔佛 — — 1壇 — 1壇

合計 5壇 6壇 5壇 1壇 17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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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周天惠單位

瑞周天惠單位的公共 堂位在檳城淡汶、檳城湖內壟尾、霹靂州怡保、雪蘭

莪州巴生、沙勞越古晉，共有五壇。因為只有調查公共 堂，沒有調查家壇，相

信是數量蠻多的。

天慈 堂

西元 1990年 4月 10日開壇，在檳

城淡汶，有 1.5英畝，負責點傳師是李

絹子點傳師，以前也在這邊辦過法會，

場地非常寬大舒適。

天瓊 堂

在霹靂州的怡保，開壇日是西元

2003年 6月 15日，是一、二樓的建築，

由林昌賨點傳師負責。

天邑 堂

西元 1999年 11月 14日開壇，是

在檳城湖內壟尾，是二、三樓的建築，

由李絹子點傳師慈悲開荒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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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天惠 堂

西元 1991 年 9 月 22 日設立的，

位於雪蘭莪州的巴生，屬於四層樓的建

築，開荒點傳師是陳龍男點傳師，目前

負責道務的是周錦發點傳師。

古晉天惠 堂

開壇日是西元 1999年 12月 25日，

在東馬沙勞越古晉，以前開荒的點傳師

是陳龍男點傳師與李秀玉點傳師，目前

負責的是李秀玉和周美英點傳師。

瑞周天定單位

瑞周天定在馬來西亞的公共 堂有六壇，分別在雪蘭莪州加影、雪蘭莪州萬

橈、雪蘭莪州士毛月、森美蘭州日拉務、彭亨州關丹、沙勞越，分布蠻廣的，由

當地劉永和、王素雲兩位點傳師慈悲負責開荒度眾。

基礎忠恕聖道院

基礎忠恕聖道院是西元 1996年開

壇，位在雪蘭莪州的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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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漢 堂

位於雪蘭莪州的萬橈，是在西元

2002年開壇，道務很鴻展。

忠恕聖道院

正在興建中的忠恕聖道院位在雪蘭

莪州的士毛月，即將落成，兩位點傳師

很慈悲建設這個大道場，將來有機會可

以在這裡舉辦法會。

天美 堂

西元 2001年開壇，位在森美蘭州

日拉務縣。

關丹公共 堂、詩巫公共 堂

關丹公共 堂位在彭亨州關丹，是

西元 2006年開壇。還有位在東馬沙勞越

詩巫省的詩巫公共 堂，於西元 2017年

開設度眾。

關丹公共 堂 詩巫公共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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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周全真單位

瑞周全真的五間公共 堂分別是在檳城大山腳、檳城紅頭山、柔佛笨珍、雪

蘭莪州萬橈、雪蘭莪州沙亞南等地方。

德化道院

西元 1994年開壇，是 3層樓、兩

棟並肩的建築，當初開荒的是楊淑雁、

林淑霞點傳師，目前負責的是謝炳煌點

傳師，壇主是陳忠義壇主。

天寶道院

西元 2000年 9月 16日開壇，位在

雪蘭莪州萬橈區，是一棟四樓店鋪的建

築，也是由楊淑雁、林淑霞點傳師開荒，

目前負責的是謝炳煌點傳師，壇主是劉

雅美壇主。

天棋 堂

位在檳城紅土山青草嶺的天棋 堂

在西元 1996年 7月 25日開壇，是由方

美春點傳師慈悲開荒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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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氏 堂

位在柔佛州笨珍成達花園，於西元

2016年 6月開壇，由方美春點傳師負責

開荒度眾。

天邦 堂

是在西元 2015年 3月 21日開壇，

位在雪蘭莪州沙亞南舍爹印邦，是二樓

的建築，由後學來這邊學習，執行團隊

由朱碧馨道務助理協助。因為疫情的關

係，目前點傳師暫時都沒有過去，所以

沒有辦法辦道，很感謝瑞周天惠單位、

瑞周天定單位的點傳師們就近幫忙道務

需要。

先天單位

天城 堂

先天單位的公共 堂位在檳城亞依

淡發林，西元 2018年 7月 22日開壇，

之後就遇到疫情；這裡是由簡清華點傳

師慈悲帶領團隊，包括蘇于珊、熊穎鴻、

駱國壽幾位道務助理們，雖遇疫情，在

資源共享上也是義不容辭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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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大德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指

示，在「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辦

道方針下，於西元 2019年 11月 23、

24日舉辦了兩天的幹部法會，承蒙國

外道務部陳平常點傳師慈悲親臨馬來

西亞指導，十分感恩。感謝各單位配

合與資源共享，法會辦得很圓滿順利。

西元 2021年 8月 8日，奉基礎忠

恕道務中心指示成立了海外資源共享道

學講座，第一堂課就恭請黃總領導點傳

師在線上慈悲賜導。馬來西亞各單位的

代表都踴躍參與，有瑞周全真單位的謝

炳煌、方美春點傳師與後學，道務助理

是陳羽湘、曹萬國，馬國是林慧玲、朱

碧馨；瑞周天惠單位的蔡永泉、李絹子、

林昌賨、周錦發點傳師，協助的有馬國

的佘信青和沈曉菁道務助理；瑞周天定

單位有馬國的劉永和、王素雲點傳師，

以及台灣的許清標點傳師，道務助理

是馬國的黃美玲，還有台灣的劉麗秋

講師；先天單位有簡清華點傳師慈悲，

道務助理是蘇于珊。恭請黃總領導點

傳師慈悲賜導，以袁前人「以身示道，

老實修行」之德範勉勵所有修行人要

以身作則，要有庸德之行的禮儀，言

行舉止都要從自身開始栽培、做示範。

告訴我們佛規禮節的意義，雖然學佛

規禮節是一個束縛，但是也是可以雕

塑、成就每一個人的上乘佛法。在黃

總領導點傳師的慈悲賜導之下，大家

都共同努力在資源共享平台上開會討

論，集思廣益，共辦共成。

從西元 2021年到 2022年的資源

共享概況如下，西元2021年8月開始，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天晚上 8點到 9點

半是道學講座，大概有 150人共同在

線上學習。從今年開始，西元 2022年

3月開班，改為在每個月第 4個禮拜

天的晚上 7點半到 9點，資源共享道

學講座都是各單位分工合作，例如：

西元 2021年 8月開始是由瑞周全真單

位負責操辦，包括點傳師及講師大家

分攤授課；而西元 2022年上半年則是

由瑞周天定單位操辦運作；下半年則

由瑞周天惠單位操辦運作。期待疫情

早日結束，可以共同舉辦實體的活動。

感謝　天恩師德、基礎忠恕道務

中心的領導、國外道務部陳平常點傳

師的指導，各位點傳師的線上嘉勉，

期待馬來西亞道務更宏展。

（續下期）

國外道場資訊豐富，刊登內容若

有增補或更正，將更新於網頁版

和電子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