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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沾　天恩師德，老前人、

袁前人聖德，領導點傳師與點傳師的

提攜，非常感恩能在基礎忠恕青年

大會師幹部成長營「素人崛起」單元

中領命學習。後學來自天仁單位，目

前為心靈成長班講師，在所屬單位學

習讀經組推廣工作，在讀經班和道育

班擔任師資，並就讀忠恕學院竹南分

部中級部二年級（講述時），也是

Facebook「天仁青年團」粉絲專頁的

小編。

後學今年 31歲，孔子說：「三十

而立」，30歲的時候，該對自己的人

生、狀態來做自我檢視、自我評價；

不知不覺地剛過了 30歲，回顧人生的

旅程，感謝　天恩師德，有幸進入聖

門學習，體悟到一些道理，後學對自

己「三十而立」的感悟與期許是：「感

恩父母的愛與成長、感恩前賢道伴共

成長、度人成全來成就自己、跟隨前

人行誼將愿立」。

依稀回想起自己在幼兒園快畢

業的那一年，後學當時 7歲，我們全

家在詹玉丁領導點傳師及夫人的度化

之下，在詹領導點傳師家求道。後學

媽媽其實更早求道，求道之後就覺得

「道」非常好，我們全家也因此開始

進入天仁堂學習。

◎曾亭瑋◎曾亭瑋

生命無常的啟示生命無常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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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後學小時候懵懵懂懂，但漸

漸地因為爸媽的身教，而了解「道」

就在日常生活與家庭當中。從小後學

就看到父母以身作則，例如：爸爸雖

在職場上是老闆，但回到家中，凡事

都還是親力親為；一到假日，也帶著

我們一起打掃、煮飯、整理家園或修

繕等等；都是在教導我們：這個「家」

是屬於我們大家的，要共同來維護。

那時的感悟就是：自從踏入 堂後，

爸爸的脾氣漸漸地改進了很多，我們

的家庭愈來愈幸福，小孩子們也愈來

愈喜歡 堂的活動，

自從家裡安了 堂之後，感受到

「道」的神秘性和「道」的殊勝與顯化；

後學認為最重要的顯化就是我們在道

場上常聽到的──自從修道後，脾氣

毛病起了明顯的變化，那就是真正的

「顯化」。

後學的叛逆期來得非常早，從

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叛逆，該說是自己

調皮嗎？還是不受教？在國小一年級

時，後學總是會欺負同學，或是當著

全班同學的面大罵老師，甚至害老師

跌倒；幾乎沒有一家安親班或補習班

肯收留後學，家裡接到的很多電話都

是老師打的，不然就是安親班、補習

班的老師打來告狀的。

當時爸媽對後學打也打不聽、罵

也罵不聽，能怎麼辦呢？有好幾次爸

爸都開車載著後學兩兄弟到深山上，

企圖想要把我們丟掉！後學當時還不

知情，反而覺得很開心，想說可以出

去玩，所以帶了很多零食和吃的，但

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看到坐在副駕駛

座的媽媽在哭？明明出去玩應該要很

開心啊！到了深山中，一到定點，爸

爸就把我們拉下車，然後自己開車走

了，還好後來有被接回去。之後才知

道，原來我們差點要被遺棄、要被丟

棄、要被放棄了！

到了國中一年級時，有一次媽媽

在家裡突然接到英文補習班老師的電

話說：「希望不要再讓你家小孩來補

習了，否則老師無法教課，同學也會

受影響。」

媽媽哭著請求老師繼續收留我

們。我躲在旁邊偷聽，此時此刻心中

終於起了懺悔心，我慢慢地回到了自

己的房間關起房門。媽媽掛斷電話之

後，打開我的房門，慢慢地走進我的

房間，我想說：「哇⋯⋯，我一定會

被揍得很慘了。」沒想到媽媽不僅沒

有打罵，而是竟然向我雙膝下跪說：

「求你乖一點，不要再讓父母親這麼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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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當時也嚇傻了，聽到這句

話，自己也跪下了，那時候腦袋一片

空白！之後漸漸地想起：「我不是從

小有去讀經班嗎？都學到了什麼？道

場教的孝道和綱常倫理，都學到哪去

了呢？難道這就是我對父母的報答方

式嗎？」於是開始深深地懺悔並改過，

希望能讓父母親不要再擔心。

之後，後學開始積極地在道場上

跟著很多前賢一起到處去學習帶夏令

營和活動，或者參加各種班程；出了

社會之後，也投入忠恕學院，學習人

生的道理，踏入道場修辦。在 堂修

辦有很多好處，後學的感悟是：在道

場上可以學習到很多才能、技能，這

些在學校或其他地方不見得可以學習

到。比如後學其實從小不擅於言詞，

也常常會口吃，一站在台上，基本上

就是腦袋一片空白；但是在道場上，

後學學習到說話的口條與表達能力。

在道場上可以看到許多用心修辦

的前賢們，他們在職場上各個都是各

行各業的主管或菁英，非常優秀！來

這邊向他們學習，讓自己也可以跟他

們一樣聖凡如意。在 堂藉由很多參

班或活動的機會，除了讓自己可以站

在舞台上，揮灑青春熱血；在過程中，

又可以磨練自己的心性，向善知識學

習如何溝通、如何處理事情，以達到

人事和道務上的圓滿。

自己的親身實證是，後學在公司

受到董事長一路提拔，從一般的員工，

到擔任主管、副理，甚至最後升到經

理的職務，真的是要感謝　天恩師德，

感謝父母親、前輩們，願意在道場上

給我們舞台發光發熱、行功了愿，讓

我們有機會多方面學習，累積各種能

力，也因此在工作上能備受肯定。後

學也體悟到，真正的明理是一條無止

境的道路，除非回到理天的那一刻，

才能證明自己的明理程度。

道場上修辦的核心就是度人成

全。度人前，必須要先度自己，再成

全他人；而在成全他人的同時，也可

以成全到自己；在度人成全的過程當

中，發現自己哪裡不足，就從哪裡修，

努力地從「輪迴」當中掙脫出來。後

學之前在職場上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目

標：在公司中，至少平均一年要辦一

次道。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你瘋了

嗎？在公司耶！怎麼可能讓你有機會

談宗教的事情？有的話也是私底下慢

慢地度化身邊的同事，你怎麼敢立下

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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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慈悲，後學有一次整理董事

長的書櫃時，驚喜地發現上面都是《金

剛經》、《論語》、《道德經》等五

教經典，後學心想：「董事長一定是

根基非常深厚的人，書櫃才都會放這

些書，這也代表董事長對『道』有一

定的認同和理解！」於是後學嘗試著

打開心房，和董事長慢慢地聊，終於

有一天度化了董事長和董事長夫人，

以及一些同事們；董事長求道後，也

跟後學分享奇妙的感受。這就是後學

第一次度公司同事，辦道地點則是在

天仁堂。

在西元 2018年時，後學第五次度

公司的同事求道，由董事長擔任引師、

後學擔任保師，邀請新竹總公司和台

北分公司尚未求道的所有主管和同

事，坐火車來竹南天仁堂求道。在出

發之前，我們董事長先召集大家親自

做 10分鐘的道義開釋，聽完後，同事

們也就很熱血地出發來天仁堂求道。

後學覺得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因為

「求道」這兩個字，竟然可以出現在

公司的週報會議上，真的是非常感謝

上天慈悲！

可以度化董事長和很多主管、同

事，並不是因為後學的道學非常深厚，

後學其實才疏學淺。有一次公司開會

時，後學因為在道場上有事情而沒有

參與，隔天副總向後學轉述董事長在

會議中當面向大家說：「難得亭瑋年

紀輕輕就這麼發心向道，有一顆向佛

的心，不像很多人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生活當中沒有目標、沒有理想，所以

大家要向他學習。」

後學聽到副總的轉述非常感動，

感動到哭了，也非常慚愧，因為覺得

自己在公司並沒有做得非常好，有時

難免也會有情緒，都是有賴董事長和

很多同事的包容。但後學也因此更肯

定在道場上修辦的好處──雖然自己

並不是修得很好，但是由於常常聽到

點傳師和前賢們提醒要感恩、要懺悔，

所以隨時也提醒自己要反省、改過，

在職場上也是如此，因此才能受到上

司和同事的肯定。

▲  作者於基礎忠恕青年大會師素人崛起單元
分享修道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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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場中所學，最重要的就是真

正落實在家中、在生活當中；在職場

上，時時提醒自己要以身作則、把自

己做好，和大家和平共處，要相信「人

有善愿，天必從之、天必佑之、天必

助之」，這也是一貫道殊勝所在。

度人一定要等到自己辯才無礙時

才能度嗎？修道一定是老人家的事情

嗎？不見得！在道場上常聽到一句話

說：「我們不曉得明天和無常哪個會

先來。」

西元 2016年時，後學所屬單位的

道育班來了三兄弟參班，有學長度他

們來求道，因為他們是國高中生，所

以來參加道育班，由後學輔導。

他們一開始來 堂的時候，大家

都很訝異，因為看到他們身上穿的衣

服不太乾淨，走路有一種不好的姿態，

講話也都帶髒字、常講髒話；中午吃

飯時，看到是素食便當，就把菜丟到

地板上。師資們都非常驚訝，也非常

好奇，所以找了個機會去家訪，以了

解情況。

一到他們家，我們才知道什麼叫

做「家徒四壁」，原來他們是單親家

庭，爸爸沒有工作，每天都在家裡酗

酒，喝醉時就會家暴，他們的媽媽在

他們小時候就離開家裡，再也沒有回

來了。

後學一到他們家的廚房打開冰

箱，發現冰箱竟然是空的，在餐桌底

下也發現了很多慈善團體捐助的泡

麵，所以就很好奇地問：「難道你們

每天都吃泡麵嗎？」他們才說附近有

自助餐餐廳，有時候會分一些吃的給

他們。

那時候後學才了解到：原來這是

家庭教育上出了問題！之後開始花很

多的時間和心力在他們身上。一路成

全他們的過程中，後學也曾一度想要

放棄，因為吃過不少悶虧，也受了很

多委屈，更花了很多時間在他們身上；

但是後學的爸爸總是告訴後學：「絕

對不能放棄他們，因為他們能夠來到

堂求道、能夠來到道育班，都是有

因緣的。」所以後學就慢慢地、慢慢

地引導。

經過一年多之後，發現他們真的

改變了很多，道育班在他們心中所種

的善的種子正在慢慢地發芽。他們從

一開始的口頭禪會說：「蛤∼要做這

些喔？蛤∼還要上課喔？做完了嗎？

吼！還有喔？」到後來他們做得非常

開心，甚至只要 堂有活動，他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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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願意來幫忙，他們的付出甚至比

某些道二代還要多。

後學有空的時候，也會帶他們去

戶外走走，例如：苗栗的九華山，去

感受一下大自然。

後學有時候也會想：「他們為什

麼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從一開始的

冥頑不靈，到願意去學習、願意去付

出這麼多？」後學發現：他們從小到

現在，在家庭當中是缺乏愛的、是缺

乏教育的；而他們來到 堂，第一個

就能感受到每位道親是如此無私地把

心中的愛奉獻出來，因此很深刻地感

受到道親們的關愛，所以慢慢地他們

願意在道場上做無畏施、願意來學習。

到後來，他們每次一從道場回到家，

都會問後學：「什麼時候還要再去

堂？」期待著每一次來 堂的時間。

平時道育班上課時，後學都會

幫學員們照相，記錄他們成長的一點

一滴和過程；在三兄弟的爸爸生日當

天，後學恰巧也拍了三兄弟在 堂的

照片，於是就把照片印出來帶到他們

家，和他們一起剪貼，做一張大卡片，

送給他們的爸爸當作生日卡片。後學

偷偷地期待：他們家庭能夠多一些愛

的味道、多一些幸福的感覺，也希望

他們的爸爸看到這張卡片後能有所改

變。可想而知，爸爸收到卡片時非常

開心，因為這是生平第一次兒子們親

手做生日卡片祝他生日快樂；他很開

心地把卡片掛在他自己的房間，一起

床就能看到的位置。

然而這張卡片卻成為他的兒子們

對爸爸在這人世間最後的祝福。在前

年七月的某一天，後學接到三兄弟的

姑姑打來的電話，她說：「感謝亭瑋

這幾年來的付出，老二和老三已經往

生了。」後學接到電話也愣住了。

他們的姑姑說：「因為他們到海

邊去玩水，被海浪捲走，再也回不來

了。」

後學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震驚，因

為早上曾看到相關新聞，但並沒有想

到會是他們。之後馬上跟公司請假，

去殯儀館了解狀況。

一路上後學非常難過，因為他們

一個 15歲、一個 17歲，這麼年輕就

離開這個人世間。到了殯儀館，只見

兩具冰冷的遺體，明明前幾天還活潑

亂跳的，怎麼如今生命卻已結束了？

後學在心中一直問他們：「你們

還記得三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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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儀社工作人員問後學說：「一

時之間找不到他們的大頭照，你有沒

有他們的照片？」

後學說：「有，我今晚就把照片

整理出來給你們。」

後學心中十分難過，平時喜歡紀

錄他們的一點一滴和成長的過程，但

是從來沒想過他們人生最後的照片竟

然也是後學處理的；想到這邊真的非

常心酸，因為一夕之間，兩個生命就

這樣沒了！本來家裡有四個人，就剩

下爸爸和大兒子相依為命。回想起他

們寫給爸爸的生日卡片，上面寫著：

「這十幾年來感謝爸爸的養育之恩，

祝爸爸生日快樂！」彷彿他們已經在

做人生最後的道別。而他們的爸爸在

失去兩個孩子之後，身體愈來愈不好，

半年之後，也不幸離開了人世間。

他們的離開，也給後學投下了一

顆震撼彈！如果這兩年他們沒有機會

來 堂求道、沒有機會來道育班學習，

他們會在哪裡呢？如果沒有在 堂向

善知識學習、沒有學習布施，他們會

不會就在這個人世間空走這一回呢？

甚至會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呢？後學

很慶幸自己在他們人生的最後階段陪

伴過他們，曾經把善的種子種在他們

的心中，相信這顆種子在他們的未來

世一定也能夠發芽、茁壯。其實他們

也是後學的老師，讓後學體悟到人生

無常，也時時刻刻提醒著後學，在有

時間的時候要多付出、在有能力的時

候要趕快做。

在道場上，大家都積極地成全

道二代或新道親，後學也是一路上受

到前賢們的成全；期待在領導點傳

師、點傳師和道務助理們的帶領之

下，未來能夠策畫出許多更多元的修

辦方式，讓年輕人樂意共同參與和服

務，例如：拍攝微電影和 Vlog、培養

YouTuber等等，目標就是希望年輕人

能喜歡成為道親，認為修道其實是一

件很酷的事情，能夠不拘形式地啟信

和了愿，讓年輕人能夠有舞台發揮，

在道場上可以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

做。

各位年輕夥伴，如果覺得後學

的故事跟你們很相似的話，竭誠地邀

請你們一起走在這條正確的人生道路

上，那麼你們的人生疑惑必定都會從

修辦當中得到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