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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礎忠恕道務中心主辦、各單

位協辦、先天單位統籌規劃的「2022

基礎忠恕柬埔寨忠恕學院聯合法會」，

於民國 111年（2022）11月 6日假柬

埔寨金邊慈興國際學校的慈興 堂舉

辦，法會的主軸是「述事繼志」，由

王正榮點傳師、陳昭湘點傳師、陳樹

旺點傳師、王宛羚點傳師、蕭文賢點

傳師慈悲，帶領忠恕學院各單位的學

員及幹部參與這場盛會，此次法會參

與的人數超過 450人。

後學等一行三人有幸能共同參

與，於 10月 24日隨駕王正榮點傳師

由台灣前往柬埔寨學習了愿。感謝　

天恩師德！法會前一天，上天慈悲下

了一整夜的大雨，洗滌了人心，也解

除了悶熱的天氣，讓法會當天天氣舒

適宜人。

法會在上午八點正式開始。在七

點半前，各單位的學員即已排列整齊，

陸續完成報到程序。進入講堂，耳中

傳來〈愛讓世界更美好〉的歌曲，悠

揚動人的旋律充塞會場各個角落，沉

澱了所有學員的心，也揭開法會的序

幕。法會一開，諸佛菩薩護庇會場、

天人共辦，驚天動地，全體學員都誠

惶誠恐，以最虔誠的心參與法會。

◎何珠枝 黃彩戀◎何珠枝 黃彩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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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開始就是莊嚴肅穆的獻供、

獻香、叩求，並由王正榮點傳師帶領

全體與會人員恭讀〈祈求文〉：「祈

求上天慈悲、諸天仙佛慈悲、濟公老

師慈悲主班、考試院長慈悲監班，使

人間恢復平安和諧，天人共辦，讓法

會圓滿順利！」

劉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視訊賜導

課程開始，首先由劉定文總領導

點傳師慈悲以視訊方式為聯合法會開

班賜導，勉勵所有同修大德。劉總領

導點傳師感謝　天恩師德，老前人、

袁前人慈悲庇佑，讓我們平安開辦法

會；並慈悲勉勵大家：「忠恕學院主

要是培養道中人才，各位同學經過學

習道理和禮節，以後都是道中優秀的

辦事人才。期盼大家要謹記下列幾點：

1. 探討真理是人生最高的理想：我們

要了解人生的真諦，人來世間不是

求榮華富貴、名利恩愛，而是要學

佛陀──成佛。

2. 傳播真理是人類最神聖的責任：自

己得道後，要了解真理，要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自覺覺他，才能覺

行圓滿。所以要把真理傳播給眾

生，這也是我們的神聖責任。

3. 我們是天道的推銷員、眾生的褓

姆、傳播福音的天使、迷途者的指

南針、靈糧的厨師、荒漠的甘泉、

仙佛的代言者、度化眾生的活菩

薩。

4. 希望大家能認真學習，學以致用，

知行合一。」

在劉總領導點傳師循循善誘、諄

諄賜導下，殿堂中一片祥和之氣，莊

嚴的慈興 堂像一艘白陽大法船般，

在總領導點傳師及各位點傳師的領航

下，450多位後學歡喜齊聚，凝聚出

一股清流道氣，成就一場天人共辦殊

勝的法會。學員個個精神抖擻、神采

奕奕，顯現大道的尊貴與寶貴。在這

溫馨的氣氛下拍下大合照，留下美好

的歷史鏡頭。

▲  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視訊開班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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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是本分  辦道是使命

王正榮點傳師慈悲講述「陳前人之

道範──修道是本分，辦道是使命」。

王點傳師首先介紹陳德陽前人的生

平，陳前人生於西元 1919年 12月 14

日，於 1948年 8月 15日求道；求道

後即清口茹素，次年開 堂，1951年

1月 25日領受天命，於 2018年 7月

19日功圓果滿，嵩壽百歲，一生行誼

道範，堪為典範標杆！

在介紹基礎忠恕天命傳承中，王

點傳師說明在老前人帶領下有 17個單

位，其中 8個單位是由周新發前人領

導；西元 2005年，周前人歸空成道後，

陳前人接續領導瑞周八單位，致力於

八單位的溝通、分享，以及推動道務

整合。西元 2016年，基礎忠恕領導前

人──袁翥鶚前人成道，陳前人奉命

與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共同為基礎忠

恕領導人，帶領基礎忠恕道場，宏展

道務，流布將來。如今陳前人成道了，

黃總領導點傳師也成道了，現在由劉

總領導點傳師帶領基礎忠恕道場。

陳前人修辦的道範行誼：

1.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前人帶領道

場的理念。

所謂賢者就是有德性修養的大

德、受大家的推崇愛戴者來領導大家，

大德者是以德行來領導。所謂能者在

職，是有能力的人要承擔各項職務、

工作來了愿。

2. 明理達道，率性歸根是前人修道的

理念。

修道的重點在：明心、明理、通

達本源、返歸根本。能明白自己的心，

通達道理，然後才能回到本源，歸根

返本，回到　老 身旁。 

3. 修道是本分，辦道是使命是前人慈

悲叮嚀的修辦指標。

王點傳師慈悲更指出：「修道是

修心向道，將心修為道心，然後才能

行道歸真。上天賦予之本性，本自光

明、清淨、圓滿，具足、安詳、喜悅。

人因貪欲多求，昧了良心，沉迷物欲

▲  王正榮點傳師講述「陳前人之道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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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追求，迷失自我，造業造罪，致使

本性黯淡無光，將來恐落入黑暗地獄，

生死輪迴不休。」

王點傳師並引述「蜈蚣聽法」的

故事，故事中明朝蓮池大師救了一隻

蜈蚣，一日，蜈蚣為謝恩而來，出現

在窗戶上，在座友人以木尺驅趕不去；

蓮池大師為其說法，說到：「一切有情，

惟心所造。心狠者化為虎狼，心毒者

化為蛇蠍。爾除毒心，此形可脫也。」

言畢，蜈蚣不用驅趕即自走掉了。藉

此引導我們反思：今天幸遇三期，得

受真傳，該趕快修道，改脾氣、去毛

病，無明除盡，以恢復自性之光明，

將來上升光明清淨之理天逍遙自在！

修道是本分，就是要盡心盡力，

負責把自己變得更好，展現柔和慈悲

大愛心，做到敬天地、禮神明、孝父

母、友兄弟、信朋友、重師道、護生

惜物、弘揚大道，以恢復清淨光明的

本來面目！

辦道是辦上天的事情，辦上天

的事就是在做度人化眾的事，度人化

眾就是辦道，辦道就是我們的神聖使

命！做個頂天立地的人，才夠資格辦

上天的事。上天的事在人間辦，人間

的事天在做主。王點傳師再提示之前

劉總領導點傳師所說：「我們是傳播

福音的天使。」我們在人間傳播上天

的福音，給眾生一條回鄉的明路，都

能回到上帝的家園，這是我們的神聖

使命。

陳前人給我們的辦道理念是「和

合」二字：「和」是「和心」，「合」

是「合作」，和心合作才能同心協力

辦好道務。王點傳師提出：「天和風

雨順，地和五穀豐，人和百業旺，家和

萬事興，道和天下平。」與大家分享。

王點傳師最後提出二點做結論：

1.修道是在短暫中求取永恆。2.辦道

是在平淡中創造神奇。並與大家共勉：

「個人因修道而亮麗、家庭因修道而

幸福、社會因辦道而祥和、國家因辦

道而富強。」　　

經過王點傳師鉅細靡遺地講述陳

前人一生奉獻道場不遺餘力的生平示

現及道範行誼，前人如此的身教言教、

修道風範，值得小後學們學習。

後學深深感佩陳前人一生的聖功

德範，豈不教人為其德風讚頌呢！一

生百歲春秋，奉獻道場七十餘年，以

精進修辦的精神，實現袁前人慈語中

的「以身示道，老實修行」，為基礎

忠恕道場慧命傳承，實為道場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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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時間，熟悉的〈愛讓世界更

美好〉歌聲隨之響起，許多人都沉浸

在這愛的旋律中，愿眾生都得度，讓

世界更美好。

繼志述事  誠篤謙和

接著由王宛羚點傳師慈悲講述

「黃總領導點傳師之德風──繼志述

事，誠篤謙和」。

王點傳師首先提到：「慈興 堂

前面的馬路在修理，本來是預定要三

個月才會好，但是上天慈悲就在我們

要開法會前一個星期，這條路竟然能

夠鋪好了。所以蔡錦麗點傳師把這一

條路稱為神奇的路，這一切都要感謝 

天恩師德及前人輩的護佑，如果不是

上天慈悲，這一條路是無法提前完成

的。」

王點傳師再與大家分享一個故

事。在 堂旁邊有一戶鄰居，來 堂

是因為他爸爸過世一週年時，要做功

德迴向給他爸爸，有很多親朋好友會

來參加，而且大家都開車來，怕停車

不方便，所以想來借 堂的空地停車。

王點傳師當然說：「好！」

那一天真的好多車子停了進來。

王點傳師說：「記得那一天晚上，

堂正好有開班，到 8點半下課時，

看到一群年輕學長下課都沒回去。」

這時候王點傳師感到好奇：「為什麼

大家不趕快回家休息？都還在外面，

好像在看什麼！」原來這一位鄰居是

非常有名的明星，所以大家都在外面

等著要看。

於是王點傳師慈悲藉機跟壇主及

前賢說：「明星雖然目前很有名，但

是經過了 10年、20年也會消失，真

正有名的是我們的仙佛、菩薩！今天

我們是修道人，我們要來學習聖人及

仙佛、菩薩。」王點傳師慈悲把那些

人叫進來，跟他們說：「因為我們在

道場，可以學習道理，讓我們從學習道

理中來明白『真』跟『假』，我們要學

習黃總領導點傳師，因為黃總領導點

傳師就是我們的仙佛、菩薩，不是只有

台灣道親才認識黃總領導點傳師，我

▲  王宛羚點傳師講述「黃總領導點傳師之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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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柬埔寨及全世界的很多道親都認識

黃總領導點傳師。而且我們都在跟黃

總領導點傳師學習，所以我們感覺到

很幸福！」

王點傳師提到：「相信有很多人

都知道黃總領導點傳師是非常孝順的

人，從前聽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授課

的時候，他每一次都是說老前人、袁

前人，以及一些前人輩的道範行誼；

黃總領導點傳師從來不誇耀自己，每

一次都是在叮嚀我們前人輩修辦的目

標、志向跟理念，孔子說：『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

庸》因此，我們向老前人、袁前人等

前人輩學習之外，也要學習黃總領導

點傳師的德行，因為黃總領導點傳師

一直都為後學們闡述老前人、袁前人，

以及一些前人輩的志向、德行。」

在西元 2020年 8月，柬國疫情非

常嚴重的時候，每天都有 800多個人

確診，王點傳師說：「以前我來到柬

埔寨從沒聽過救護車的聲音，那時一

天都可以聽到 10幾次；還有去年柬埔

寨金邊也曾經封城，大家記得嗎？黃

總領導點傳師透過視訊關心柬埔寨開

荒的講師及辦事人員：『食物夠吃嗎？

大家安全嗎？』想起大德者對大家的

關心，一切都好像昨天一樣。」

王點傳師回憶：「差不多 10年前，

自己還是一個很小的道親，很幸運地

有機會隨駕點傳師去探望袁前人，那

一天剛好黃總領導點傳師在袁前人身

邊，無微不至地照顧袁前人，所以我

們在基礎忠恕道場很幸福，我們的前

人都很長壽，在護持著基礎忠恕道場。

我們的點傳師常說『聽其言而觀其

行』《論語‧公冶長》，聽這個人講的

話以外，還要再看他做的事，我們看

到黃總領導點傳師非常細心地照顧袁

前人，他可以讓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

黃總領導點傳師生於西元 1936

年，當時台灣是一個不平靜的時代，

因為那時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

候，所以常常都會有空襲，在他小小

年紀就體會到，我們的生命是那麼渺

小、那麼脆弱，他深深感受到生命無

常、人生無常，這也是劉總領導點傳

師早上跟我們講的，要知道人生的方

向是什麼。疫情跟我們在一起 3年了，

帶走全世界那麼多人的生命，影響我

們的生活那麼久，一直到現在，我們

還生活在恐懼中。請問疫情帶給我們

什麼？我們醒了沒？我們有沒有像黃

總領導點傳師一樣，小小年紀就感受

到人生的無常！」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