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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周全真單位  鍾士聖  吳性音

「早上 5點半出發！」今天的 5

點半不同於以往，是個特別的日子！

因為要到彰化天俊 堂參加「2022基

礎忠恕中部道親聯合法會」。雖然起

得早，心裡卻是無比地歡喜！認識許

俊色壇主、何素貞講師（副壇主）超

過 20年了，這卻是後學第一次到天俊

堂參加法會，而且是中部道親聯合

法會。內心除了法喜充滿，更有雀躍、

快樂的心情，真是令人期待的一場法

會啊！

從到達天俊 堂的那一刻起，就

感受到滿滿的道氣、滿滿的正能量。

在門口迎接的道親彷彿見到久別的親

人，給予熱情的招呼，後學感覺回到

家了！這裡沒有任何世俗的習氣，什

麼貪、嗔、癡、慢、疑等，這裡完全

沒有。後學感覺來到了天堂，回到了

理天，來到了　老 的身邊。沒錯！

我回家了！ 

法會的一開始，就是江永福領導

點傳師的慈悲賜導。他老人家告訴大

家：「能來參加法會都是很有福氣的，

法會有仙佛到場護持監班、二八星宿

護法壇，我們的祖先也都在外面參

與法會，這就是殊勝的白陽期龍華大

會。」

◎何春晴點傳師  鍾士聖  吳性音  賴佩慈◎何春晴點傳師  鍾士聖  吳性音  賴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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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領導點傳師賜導「法會因由」。

專為：成全道親明理修辦而設立的真

理研究班。

原因：因眾生沉迷世間，在苦海輪迴

不醒。

理由：為叫醒來修真煉性、行功了愿、

報答　天恩師德，以期達到聖賢愿望。

非法無以談空　 非會無以說法

萬法森然曰因　一心應感曰由

江領導點傳師慈悲說明：「開法

會是驚動天地的事，有諸天仙佛臨壇，

二八星宿、天兵天將護法。而我們可

以參加法會，更是緣分深厚者才能參

加，我們的祖先也才得以到場參與這

場盛會。」江領導點傳師鏗鏘有力的

聲音，讓後學們個個精神抖擻，也讓

後學對今天的法會充滿了期待。

專題一：天命明師的印證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

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課堂上鍾雲

鶯教授引述六祖惠能祖師的法語，讓

後學感到羞愧與省思。我們本來像透

明清水一般的清淨自性，都被自己無

明的貪、嗔、癡，加了許多調味料，

染了許多顏色，被汙染得混濁不堪、

臭不可聞。

後學腦中出現了人生跑馬燈，在

近 50年生命中，都在做什麼啊！想著

如何賺錢、如何與人一較長短、如何

在同行競爭中勝出等，充滿了爾虞我

詐。我的清淨心呢？怎麼被汙染得這

麼嚴重！

還好後學人生的菩薩──媽媽，

從小到大時時刻刻慈悲地叮嚀：「道

很好，要好好修道；天時緊急，一定

要修道。」所以後學對「道」從沒懷

疑過。雖然只有家裡 堂開班的時候，

後學才會參班上課，其他什麼都不懂，

連參辭駕禮都不會，只會三鞠躬；遇

到眾人一起參辭駕的時候，後學才會

跟著叩首。

因為每天到餐廳吃飯都會經過

堂，所以每天都會進來三鞠躬，出

▲  江永福領導點傳師慈悲開班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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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再三鞠躬。只是在鞠躬的時候都會

想著：「我什麼時候才能像彌勒祖師

一樣，時時笑口常開，沒有煩惱憂愁

啊？」也是這些原因，讓後學這受汙

染的心中，還存有一點的光明。當鍾

教授講到：「唯信，道在自身。」原

來以前後學內心的那一點光明，就是　

上天老 的慈悲，就是道的存在！

天降大道，明師一指，打開了自

性的大門。求道讓生命重生跟新生，

這是何等地殊勝、尊貴。昔日神光二

祖為了求法，不惜自斷臂膀。六祖惠

能為了向五祖求法，跋山涉水，甘之

如飴。以前真的是千里訪明師、萬里

尋口訣，為了求得大道，都須經歷險

阻考驗，困難重重。而祖師們得道後，

為了傳道，更是為法忘軀，捨身辦道。

如達摩祖師遠渡重洋，千里迢迢從印

度到中國，還面壁 9年，只為傳道。

六祖惠能得道後，隱身在獵人隊

15年，也是為了傳道。活佛師尊云：

「大法大隱有大顯，真道真考見真

心。」聽了鍾教授的講解後，更瞭解

為了傳道，多位祖師，甚至是其家人，

都為眾生頂劫。關於離我們最近的師

尊、師母，聽了他倆老人家的遭遇後，

真的讓後學內心萬分悲傷。

我們今天可以求得寶貴的大道，

感謝上天降道，讓大道普傳；更要感

恩祖師及前人輩們，多少的努力、多

大的犧牲，才有我們今天可以求得這

寶貴的道。「道真、理真、天命真」，

經歷了這麼多的考驗，官考、魔考、

各種考，若沒有天命，早就被考倒了，

哪有今天道遍傳萬國九州的成就，所

以這就是天命真最好的證明。

專題二：災劫由何而生？

許惠媚點傳師講述道義，深入淺

出、溫文儒雅，據說深受青年班及忠

恕學院的道親們歡迎。今年我們中部

道親法會，有幸邀請到許點傳師慈悲

賜導，真的要感恩　天恩師德。許點

傳師以近年的人間浩劫與災難為例，

再反身自省指引修辦方向，並以師訓：

「修道修心，辦道盡心。」鼓勵道親

們勿受逆境的阻擾，當更加堅志用心。

▲  許惠媚點傳師講述道義，深受道親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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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也更感汗顏，外在的災難不

能怨天尤人、內在的災難全由自己無

端產生。這麼多年來名為修道人，卻

也一直以外在內在為由而裹足不前。

坐在法會現場，後學越感今天參與的

榮幸，但也越感慚愧不安，感恩許點

傳師的慈悲喚醒。

大德慈悲賜導與示現

下午課程首先由陳新興領導點傳

師慈悲賜導。陳領導點傳師給後學的

印象就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一位

慈悲的菩薩，雖然已經是 96歲的高齡

了，辦道的精神與毅力完全不輸給年

輕人。

而今天最讓後學震撼的一幕，就

是下午看見陳領導點傳師點 燈與兩

儀燈的時候，陳領導點傳師的動作是

後學看過最「標準」的。雖然只是一

個平常點燈的動作，他老人家為後學

們示範了「道」──真實、平凡、自

然的一面。

看著陳領導點傳師的背影，後學

看到對上天的感謝與誠敬；從陳領導

點傳師沉穩有力的動作中，後學竟然

可以感受到「道的尊貴與力量」。這

真的是我們修道的典範啊！不用任何

聲音、語言，在平常的行為動作中，

就可以讓人感受「道」最真實的存在、

最慈悲的展現。後學內心突然湧現對

陳領導點傳師滿滿的感謝，這真的深

植後學的腦海，永遠也忘不了。

專題三：繼志述事、與師同行

何春晴點傳師的這堂課，彷彿將

後學的時光拉回了二、三十年前。後

學雖然沒聽過老前人講課，但是從照

片裡或道親口中提及的老前人，感覺

好親切啊！永遠都笑瞇瞇的。袁前人、

陳茫前人、陳德陽前人也是，遇到道

親好像遇見自己的親人，都會親切地

噓寒問暖，關心道親的生活情況。

以前陳茫前人跟陳德陽前人每個

月都會到三重開班，這也是以前的後

學唯一會上的課。以前後學每天工作

14、15個小時，星期六、日一樣上班，

沒有假日。但是每個月的前人班，後

▲  陳新興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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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會準時參班，當時後學只覺得能

見到前人，聽前人講課，內心就會很

平靜、愉悅，可以將一整個月中生活

上、工作上的烏煙瘴氣，全部一掃而

空；彷彿在沙漠中的綠洲，一位慈悲

的老人家給了一杯清涼的飲水。

後學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前人

的大德啊！前人的大德總是在默默地

護佑著後學們，無時無刻地照亮我們

的內心。愚昧的後學，當時什麼都不

懂，只知道努力工作賺後天的錢，而

不知要修道、行功了愿、佈施立德。

現在才知前人的苦口婆心、諄諄教誨，

都是為了要成全道親們、要道親們好

好修道，回家的路要靠自己，千萬不

要迷失了方向。

前人慈祥的容貌、慈悲的話語，

到現在都還栩栩如生地印在後學的腦

海裡，寫到這裡不禁感傷紅了眼眶。

可是在這裡不能哭，就像何點傳師說

的：「不要在他鄉流眼淚，因為我們

的　上天老 會不捨。」雖然前人輩

們一一離開我們了，但是他們的一言

一行、慈悲大德，卻是一直在庇佑著

我們，他們已經篳路藍縷、披荊斬棘

地奉獻他們的一生，為我們開拓了這

一條回家的路。我們要秉持他們的精

神，以身示道，矢志不移地走這條路，

並且度更多人好好修道，讓大道普傳，

解救更多原靈佛子。

一天的法會下來，沒有疲憊的感

覺，反而覺得充滿了能量，精神舒爽。

今天上課聽到老前人的慈語：「生命

有限，聖業無限。」回想起了前人或

點傳師常常說的「天時緊急」，不是

「天」的時間緊急，是我們的生命有

限，可以修道了愿的時間很緊急。前

人、點傳師都很慈悲，口出蓮花，常

常對後學們說：「各人修、各人得」，

以前都覺得「各修各得」不是理所當

然的事嗎？後來才知這句話還有其他

的含意，是要我們「明因識果」。

人生的路上會遇到許多人、許多

事。這其中當然有好人、有壞人，有

好事、有壞事。當我們求了道後，要

知道我們所遇到的任何人、事皆有因

▲  何春晴點傳師慈悲主講「繼志述事、與
師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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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以修道人遇到不如意的人或事，

要知道這就是以前所種下的「因」，

所以現在有這個「果」。如果我們還

是以怨報怨、以牙還牙，那不但沒解

決，還種下了另一個「惡因」，這樣

冤冤相報永遠在輪迴中沒完沒了。

修道人遇到這種事，應該要「善

解」，即使有任何委屈也是要「善解」；

因為「善解」後，我們就圓滿了這個

果，也是通過了我們自己的「考」。

這場法會真的讓後學收穫滿滿，也讓

後學感受到無限的法喜充滿。

※ 瑞周天定單位  賴佩慈

天命明師的印證

鍾雲鶯教授談到「名師」的迷失，

有補教名師、股市名師⋯⋯，這些名

師讓我們落入「貪」的無底洞，使我

們的靈性墮落；而「天命明師」引領

我們的靈性回天，超生了死。明師點

開我們的玄關，啟動良知良能，讓生

命重生，翻轉人生。天命明師是應時

應運，秉持天命行真道。

鍾教授舉證「黃河決堤顯出天

機碑文」，碑文是回字文，內容寫到

「弓長應運領天命，口傳心印宏真

道，自子至未已八會，日月如梭不止

停⋯⋯」，依句類推，字字珠璣，句

句妙語。

天命明師應時應運，大道普傳，

期許道親齊心修辦把道揚。

繼志述事 與師同行

這堂課由何春晴點傳師慈悲賜

導，何點傳師一開頭就共勉：「疫情、

道情、師徒情；辦道、成全、不能停。」

疫情隔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家

都關在自家當菩薩，確實是修身養性

的好時機。何點傳師並以老前人的慈

語和小故事提點大家。

老前人啟示：「海邊石頭，水習

圓融」，咱們修道人的脾氣、毛病、

習氣，要越修越圓融，不要稜稜角角，

冥頑不靈。老前人曾在課堂上問袁前

人，何謂道中倫理？袁前人不語，老

前人說：「『聽話』就是倫理，人人

▲  鍾雲鶯教授主講「天命明師的印證」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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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服務，不談是非，在道場真修實

煉，做一位有修養的修道人。」

以前有一次開法會時，老前人慈

悲賜導，勉勵大家要像個「佛樣」，

修道人要有修道人的樣。英文俗語

「You are what you are.（作你自己）」。

有一句廣告詞「拍誰像誰，誰拍誰，

誰都得像誰」，把自己作好，當自己

的主人，認真修辦道，一日修來一日

功，一日不修一日空；得道以後，要

積極行功立德，以報　天恩師德。

後記

※ 何春晴點傳師

奉劉定文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核示：

「希鼓勵中部辦事員踴躍參加之基礎

忠恕中部道親聯合法會」，於民國 111

年（2022）11月 27日早上 8點開始，

在彰化縣員林市天俊 堂舉行；下午

4點 30分，圓滿順利結班。

承蒙瑞周全真單位陳新興、瑞

周天罡單位江永福兩位領導點傳師慈

悲，率領瑞周全真、先天、瑞周天定

單位等七位點傳師、多位道務助理，

以及總共八個單位的 550位道親護持

與參加。

感恩劉總領導點傳師慈示，感恩

所有工作人員的慈悲付出，大家同心

協力展現出基礎忠恕道務中心推動之

「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最佳示範。

期盼民國 112年（2023）疫情緩和穩

定後，能有更多中部道親不分單位回

來參加，凝聚共識、共創聖業，感恩

慈悲。

▲  領導點傳師、點傳師與道親們一起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