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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師德  使命承擔

感謝　天恩師德，在疫情逐漸趨

緩時，基礎忠恕道務中心遵循政府防

疫政策，解除之前大部分的防疫相關措

施，讓各單位可以舉辦各項實體活動。

2022年 7月 31日，心靈成長班

暨新制初級部講師法會在基礎忠恕道

院舉行，原本規劃二天的法會改為一

天實體法會，過程順利圓滿。而後學

們有幸參與此次法會策劃小組，回想

起從六月中旬開始，為期一個半月，

點傳師、道務助理、講師們密集地召

開籌備會議，讓我們一起認識新成員，

也學習到很多新道務，真是一個很難

得、很棒的經驗。

分工合作  共辦聖事

今年講師法會由益新單位和啟化

單位合作承辦，進行方式以實體規劃

為主、網路規劃為輔。

益新團隊由劉文欽點傳師、魏瓊

華點傳師慈悲帶領，以章仁懷道務助

理擔任聯繫窗口，負責本次法會的人

事及禮節工作。章道務助理還擔任本

次法會總操持，陳國賢道務助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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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寄韻律時段帶動道歌，游士慶道

務助理負責 堂禮節，黃仁威學長協

助印製刮刮卡，許淑娟學長負責人事資

料、法會座位表及行前通知書，鄭美

英學長負責聯繫講師各組的小組長，

張偉民學長負責各項規劃及支援工作。

啟化團隊由陳昭湘點傳師慈悲帶

領，以李耀和道務助理擔任聯繫窗口，

負責學術、課堂服務及影音直播工作

等，魏瓊娥講師負責講師邀請卡製作、

發送及謝卡製作，孫湘學長負責課堂

服務，王惠珍學長負責刮刮卡製作，

何秀芳學長負責立愿卡設計及製作，

李耀和道務助理負責法會手冊資料彙

整、製作及〈祈求文〉內容，陳品涓

學長負責彙整 PPT及協助製作法會手

冊，魏于竣道務助理、魏偉峰、劉侑

民、林昀瑞學長負責所有影音設備操

作，莊涵婷學長負責影音及課堂攝影

等。資訊總部的蔡明家及陳文耀學長

也來協助攝影工作。

從 6月 1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共

開會十次，因點傳師、道務助理、講

師們道務繁忙，會議時間只能訂在晚

上 9:30開始，大家挑燈夜戰，同心同

德，不分彼此、不分單位地共成共辦。

法會細項事務之多，才知道跨單位執

行須要鉅細靡遺、分工合作，以及互

相配合，才能面面俱到、才能圓滿。

同時也邀請歷屆承辦法會的何明達、

范明倫兩位道務助理，提供寶貴意見

及經驗分享。基礎忠恕道場真是人才

濟濟，各種活動就是要資源共享、團

結合作、吸取經驗、借力使力；藉由

付出、承擔、學習，其實收穫最多的

就是自己。

感恩佈德  重聖輕凡

在劉點傳師和陳點傳師的帶領指

導之下，講師法會目標為「感恩佈德，

重聖輕凡」，課程設計的方向為激勵

年輕講師發心發愿，將來成為道場的

中堅和棟梁。這項目標與法會流程經

道務中心督導群慈悲核可之後展開細

部規畫。本次法會主軸：一、老前人

的道範行誼。二、學修講辦，傳承永

續。另外安排多位點傳師慈悲專題賜

導，使講師們能感受到前人輩自中國

▲  啟化單位服務人員操作影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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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來台開荒，如何以廣度有緣眾生、

傳承優良的道德文化為己任，廣發宏

愿、培育人才，為一貫道的道脈傳承

永續，進而讓後學們學習並效仿其大

無畏犧牲奉獻的精神。

環保 e化  保護地球

為配合無紙化生活，讓我們「不

紙」愛地球，也能保護森林資源，避

免原生資源的浪費，故今年講師法會

有個新創亮點，一律採用 e化方式，

以減少紙張的耗用。法會前便將《老

前人心性嘉語》節錄檔寄給講師們事

先預習，法會手冊也以電子書的方式

呈現，特別請〈基礎雜誌〉編輯部的

學長幫忙將手冊檔案轉成電子書。還

有立愿卡填寫後，用掃 QR Code的方

式，完成資料回傳，以便會後統整。

當然也有貼心地考慮資深前賢需要紙

本法會手冊，僅印製少量法會手冊，

全面考量以達到盡善盡美，法會團隊

真是揪感心！

製作老前人叮嚀慈語

創意發想緣起於王惠珍學長前年

參加活動，曾收到一張仙佛慈語的刮

刮卡，當時刮開後的慈語與心境非常

契合，想要延續那種感覺，便建議可

以製作老前人心性嘉語刮刮卡。大家

高度認同，紛紛提供不同意見及想法。

設計初期時，王學長一直找不到

適合的想法和靈感，總覺得設計的不

太適合，但上天慈悲加靈加智慧，經

過不斷地修改及排版，終於編排好 200

多張的心性嘉語，還請益新單位黃仁

威學長協助使用專業版的刀模（刀模

為紙類印刷品裁切成型時所使用到的

模具，後學第一次聽到，真是長知識

▲  立愿卡以扇形鋪排在報到處的長桌上，供
大家領取。

▲  今年講師法會新創亮點，採用 e化方式，
以減少紙張的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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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送交廠商完成印刷。最後再

以手工將刮刮膜貼在刮刮卡上。在貼

膜時，看著一篇篇的老前人慈語，深

深地烙印在後學的心中，老前人的德

性如同陽光照耀，溫暖而重要；刮刮

卡完成時，心中感動萬分，做聖事得

到的是心中法喜。

彩排佈置  準備就緒

7月 30日是法會彩排及佈置會場

的日子，早上 9:30，所有工作人員在

忠恕道院集合，感謝周情川道務助理

已掛好紅布條，王明惠學長也幫忙印

好點傳師名牌，工務處方祥助處長負

責冷氣開關，並幫忙將之前蔬素食展

時製作的老前人與袁前人人像立牌恭迎

到會場，放在刮刮卡的桌子旁邊。隨

後大家一起將環境打掃乾淨、排列上

課的桌椅及分組研討的座位，並將座

位消毒，影音小組也在旁測試麥克風。

一切準備就緒，逐一跑流程，孫

湘學長培訓蘇毓婷、邱愛妮、何秀芳、

郭淑君、林昭君、王惠珍幾位講師學

習奉茶；奉茶人員個個抬頭挺胸、端

莊、有朝氣，展現出尊師重道的精神；

游士慶道務助理帶領禮節人員在 堂

演練流程。大家同心同德，效率出奇

地驚人，在中午前就完成彩排。

兩單位的工作人員及策劃小組互

相尊重理解、互相包容，發揮每個人

的能力及潛能，共辦共成；當意見不

同時，也能海納百川，事事扶圓補缺，

人人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的

精神。

群賢聚集  法會登場

7月 31日法會當天一大早，住在

中南部的講師不辭路途遙遠，從各地

來的眾人齊聚一堂，都非常珍惜今年

這次相聚的因緣；所有服務人員也早

早到場，做最後巡檢。報到組將參加

人員的名單放在桌上給參加者簽到。

立愿卡以扇形鋪排在報到處的長桌

上，供大家領取。

早上 8點，全體至 堂獻供叩求，

並由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慈悲帶領祈

求，向上天叩求稟報，法會期間所有

▲  報到組將參加人員的名單放在桌上給參加
者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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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人員必將竭力學習，並以萬緣

放下，維護法會神聖莊嚴，叩求濟公

老師主班、院長大人監班，讓此次法

會能圓滿順利。

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劉總領導點傳師勉勵講師說：講

師是「道」的代言人，肩負引領眾生

開佛知見、自性提升、回歸本位，以

及啟發新道親良知良能的責任；且要

秉持基礎忠恕家風，各自期許，自我

要求，本於道的殊勝與寶貴，代天宣

化。身為講師，不是只有講道理，自

身修為更是標竿。藉著道理，啟發智

慧，努力修持，更要謹言慎行，做道

親的標竿，讓道親感受到「道」的殊

勝與莊嚴。

劉總領導點傳師更以老前人為

例說到：老前人未求道之前是崇明島

出名的孝子。求道之後，過年回到崇

明島，特別申請到 堂講道，並且度

化一千多眾求道。劉總領導點傳師舉

瑞周天惠單位舉辦新道親法會時，請

台上講課的講師在講完課後去打掃廁

所，這真的很震撼，真能感動道親。

老前人以前在先天道院時，看到哪裡

髒，就主動拿著掃把要去掃地；道親

們看到了，當然不好意思讓老前人掃

地，並要把老前人手中的掃把接過來，

但老前人說：「有誰規定前人不能掃

地？我掃我的地，我了我的愿。」

因此劉總領導點傳師提點大家：

擔當一貫道講師，道理不需要講太多，

修為比講道更重要。

接著劉總領導點傳師再分享一個

實際的例子：以前有一位講師要度同

學求道，特別去他家裡講《金剛經》

給他聽，經過很多年，同學還是沒有

接受邀請去求道。有一次，在進德修

業班參班時，講師看見這位同學也來

了，非常訝異，就問：「你今天怎

麼來這裡？我度你那麼久，你都沒答

應。」這位同學說：「是一位坤道老

菩薩度我求道的。」講師就很好奇地

問：「這位坤道老菩薩是講什麼道理？

是怎麼度你的？」同學說：「老菩薩

▲  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慈悲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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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們家樓下，上週在樓下碰到，

我就問她說，今天穿得這麼整齊要去

哪裡？老菩薩說她正要去 堂，之後

就問我：『如果沒事，帶你去拜拜好

不好？』結果我就來了。」

這位講師很好奇為什麼同學會接

受邀約求道呢？原來因為老菩薩住樓

下，平常掃樓梯時，都是從樓上一直

掃到樓下。問她：「為什麼掃那麼多

層樓？」老菩薩都回答：「老人家沒

事，掃地，運動運動。」因為看到老

菩薩常常掃樓梯，這位同學就想：「跟

著她來拜拜，應該沒有問題！」所以

德行比較重要，內修加強，就能感動

道親。

因此講師擔任「道」的代言人，

行為舉止要令大家感動，這就是修持

的重要性。不只要精進以加強自己的

內德，也要不斷博學，更要度人。千

萬不可以說，講師專門講道理，度人

是辦事員的事情。劉總領導點傳師說

自己曾聽過在別的道場，如果講師平

常沒有度人、沒有幫辦道務，點傳師

就不讓這位講師講道理。所以講師要

度人、要成全，講課要深入淺出，啟

發道親的良知良能，讓道親體會到道

的寶貴。

劉總領導點傳師也說明一些實際

看到的狀況，提醒講師們要注意：很

多講師會用 PPT講道，有些講師從網

路取得資料就直接講，如果道理很契

合就好；如果不契合，不要從網路拿

取資料，這樣講道理會有偏差。資深

的點傳師會反對用 PPT講道，因為如

果電腦不順會出問題，影像出不來，

整場聽眾都在等；所以如果上課會用

到電腦，事先一定要先測試好。

講師要不斷地精進學習，成全與

關懷道親，提升心性，啟發良知良能，

聖凡道理講清楚，不要只有講理論。

譬如說：修道要改毛病、去脾氣，要

怎麼改？在日常生活行為要怎麼做？

要讓道親能體悟。又譬如說：修道人

要孝順，要談到日常生活當中應該如

何做、如何孝順。

▲  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慈悲開班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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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劉總領導點傳師期盼在座

各位講師，都能啟發道親成為永誠道

親，大家互相勉勵。

法會因由

魏瓊華點傳師慈悲講述「法會因

由」。

內容講到，心靈成長班從西元

2017年開辦以來，每年都舉辦講師法

會；忠恕學院新制初級部在西元 2019

年開辦，講師也一起參加講師法會，

期間約培訓了近 200位講師。魏點

傳師勉勵年輕講師要多多參與地方道

務。要如何融入地方道務呢？要有熱

誠、要學有專精。

魏點傳師也殷切提醒講師們：資

料收集要有佐證，講述內容要生動活

潑，道義內涵要正確，因為講師站上

講台就代表道場、代表心靈成長班。

身為講師，要成為道親的標竿，

講師要修內德，也要行外功，啟發道

親對道的體認，成為永誠道親。

法會就像在職進修。道場的講師

也要合格化、要專業化。所謂代天宣

化，就是要對「對的人」，講「對的

道理」，並且「把道理講對」。

內容也要卓越化，就是對於眾生

不明的，要使之明白；眾生半疑半信

時，使之信；眾生全信時，使之行。

魏點傳師最後並以劉總領導點傳

師於點傳師在職進修結語時曾講到的：

「聽道旨在明理，明理旨在修辦，修

辦旨在落實。」以及「自身體驗比聽

人說的更加有效，辨別方向比橫衝直

撞更為重要，以身示道比以口說教更

能感召」勉勵在座所有講師。

▲  魏瓊華點傳師慈悲帶領坤道祈求。 ▲  章仁懷道務助理擔任本次法會總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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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人道範行誼

簡清華點傳師慈悲賜導「老前人

道範行誼」。

內容講到，老前人事母至孝，來

參去辭。14歲時就離家到上海當學徒，

後又經營事業有成，擁有幾十間倉庫。

求道後 5天就勤練禮節，2個月後斷

然放下所有生意，全心投入修辦。老

前人對道親的成全非常深入，對於道

親全家大小都瞭若指掌。老前人曾說：

「我如果不清楚他的家人，怎麼當他

的前人。」

老前人十分尊師重道。「四川磨

練」使他能夠挺過早期來台的艱辛。

老前人非常精進，剛來台灣時，講課

都需要有人翻譯；3年後，老前人可

用台語講道。老前人也極為慈悲，有

一位點傳師成道時身體僵硬，沒人敢

跟其母親說；老前人知曉後，連燒大

把香叩求仙佛慈悲，才使這位點傳師

轉為身軟如棉。

簡點傳師還分享老前人「溫良恭

儉讓」的德行。溫：莊嚴有溫度。良：

做生意不貪財摻假貨，把良心弄壞了。

恭：老前人尊師重道，對慈佑帝君極

為恭敬，李老前人來台時，老前人會

主動幫忙放洗澡水、拿內衣褲。儉：

老前人非常節儉，買一打同色襪子，

即便有一隻襪子穿到破了，剩下的仍

能配對穿著；老前人身材保持良好，

西裝穿了 30年都還穿得下。李決亮前

人送兩罐蘿蔔乾給老前人，老前人念

念不忘。讓：老前人總是有過自己擔，

當聽到總會或別的道場需要用錢時，

老前人都不落人後。

老前人的女兒剛來台灣時，還很

不諒解地說：「這輩子絕對不會原諒

爸爸（因為爸爸是一貫道主要領導者，

導致他們吃了很多的苦）。」但經過

一個月跟隨至各道場參訪，知道爸爸

在做什麼，永不原諒的心也終於釋懷。

可見老前人為道犧牲奉獻的精神，天

人都為之感動。

（續下期）

▲  簡清華點傳師慈悲賜導「老前人道範行
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