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雅加達全真道院 15 週年慶
暨感恩李治點傳師傳道印尼 30 週年
◎ 印尼雅加達全真道院提供
※ 葉平福

感恩的七月
2018 年 7 月，印尼雅加達全真道
院全體道親滿心歡喜迎接這期待已久
又無限感恩的月份。7 月 4 日，許振
宗點傳師慈悲帶領一行人等，繼泰國
繁忙的道務後，風塵僕僕轉至雅加達
全真道院。5 日下午，大家分別搭乘
旅遊巴士和 5 輛私家車（共 78 人），
再出發到郭鍊海學長之友人的別墅，
舉辦青少年 3 天 3 夜山頂夏令營；希
望培育道場下一代，往下扎根，啟發
良知良能，蘊育道苗，傳承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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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陳德陽前人、陳新興領導點
傳師，指派秘書林修煥點傳師慈悲帶
領馮尚軒壇主、林伯壎講師及瑞周全
真德容單位道親 11 人於 12 日抵達雅
加 達， 參 加 印 尼 雅 加 達 全 真 道 院 15
週年慶暨感恩李治點傳師傳道印尼 30
週年活動。13 日早上，先到郭煉海準
壇主家開堂，恭喜新法船開航，度化
有緣 6 人求道開智慧。郭壇主夫婦真
誠無為奉獻，護持道場，並熱情招待
豐盛午餐。
午餐後，再到先天單位博薩堂參
訪，感謝廖俊清、廖振安二位壇主盛

情接待，還準備了許多茶點，讓大家
賓至如歸。閒談中，廖壇主闡述了印
尼道務的發展過程：當初點傳師及駐
壇前賢來此開荒，誠懇待人，並在雅
加達教中文以度化有緣的兄弟姐妹能
得聞大道。前賢無私奉獻，為道務先
鋒，讓人十分感動與敬佩。下午 3 時，
又前往德波鄉的鍾氏

堂開班，鍾志

▲

舞獅歡慶印尼雅加達全真道院 15 週年。

覺者的慈心

文壇主夫妻發心修辦，已成全有 30 多

7 月 15 日，慶祝活動隆重登場。

位道親，於每星期五晚上來 堂用餐、

早上 9 時前，辦事人員報到後各自就

研究道理。

位； 9 時，到 4 樓

堂獻供燒香。接

14 日早上 9 時，參訪天惠堂，受

著到 2 樓講堂觀看道寄韻律〈覺者的

到黃暉鑒點傳師、江永煉道務助理及

慈心〉，回顧李治點傳師把寶貴大道

道親們的熱烈歡迎。江道務助理播放

從台灣帶到印尼的歷程。感懷李點傳

影片，簡介瑞周天惠單位道親分佈區

師離鄉背井，付出不求回饋；晚年用

域，在雅加達、楠榜、佔碑、勿里洞

殘餘生命燃燒光輝，以真誠待人，感

都設有 堂，指引眾生走向光明大道，

動後學心扉。

為道務的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接著觀賞天惠堂青少年的精彩表
演，青春活力四射，個個都是道場未
來的希望。

10 時至 11 時，由許振宗點傳師
開班賜導，之後林修煥點傳師、蘇阿
祝點傳師和黃暉鑒點傳師分別慈悲賜
導，讚嘆李治點傳師在 1988 年把大道

下午，轉往芝靈希鄉天芝講堂開

帶來印尼，在人生地疏、語言不通、

班。林雪玲壇主篤行愿力，加上雅加

環境不同的雅加達，艱辛而飽嚐委屈，

達全真道院壇辦用心護持、承擔使命，

默默地承受；經多年努力，皇天不負

於每星期六固定開班。林修煥點傳師

苦心人，終於把道種播下；如今在雅

亦慈悲賜導，勉勵眾人效法前人老實

加達、山口洋及棉蘭等地，共有 5 間

修行，以身示道，落實於日常生活當

公共

中，讓道親們獲益良多。

點傳師頒發禮物留念。

堂、20 間家庭

堂。接著 4 位

2018 年 9 月

21

有 350 人，藉此機緣同修共辦。感念
天恩師德、前人大德及各位點傳師慈
悲成全，讓大家心性提升，道心更堅
定，共建彌勒家園。
晚上開班，林點傳師、許點傳師、
馮尚軒和林伯壎二位講師真誠講道，
提醒道親們：天道降世，三曹普度大
收圓，要積極主動搭幫助道，並恪遵
▲

四位點傳師慈悲護持活動。

隨後慶祝表演節目有：天芝講堂
的「舞獅」；德本道院蘇阿祝點傳師
帶領 12 位前賢來共襄盛舉，並表演
〈感恩的心〉及手語歌曲〈善苗〉；

一貫真傳，師恩母德」，鼓勵大家永
記李點傳師傳道精神和囑咐──「多
度人、多成全人」，跟隨點傳師、前
賢的腳步，把道推展下去。

印尼全真道院青年舞蹈和少年舞蹈；

7 月 16 日，安排搭乘遊覽車一日

德容道院前賢合唱〈古早的誠心〉；

逍遙遊，共 49 人（包含蘇點傳師帶領

鍾氏

堂道親帶來詩歌朗

的 12 位道親），到安佐海濱公園的水

誦和舞蹈；棉蘭及山口洋道親合唱〈心

族館。車程中由林點傳師慈悲鼓勵道

燈〉、〈母親的手〉。表演節目都很

親：道尊德貴，要把握良機，廣度有

精彩，熱鬧非凡，台下觀眾掌聲連連。

緣人。之後到素食館用午餐，偷得浮

堂、溫氏

12 點半，邀請所有嘉賓到一樓共
進午餐，共有十個攤位，備有台灣料
理的炒米粉、油飯、素香菇麵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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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人慈示：「道本一體，理無二致，

生半日閒，再到百貨商場喝咖啡、購
物，並至海邊合照，共度了幸福美好
時光。

尼口味的素肉圓淋花生醬、蕉葉米飯、

7 月 17 日， 二 位 點 傳 師 帶 領 20

椰汁菜湯、菜粄、燒賣、肉骨茶、菠

位道親返回台灣。感恩林修煥點傳師，

菜飯、黃薑飯、冰橙汁水等，琳瑯滿

已是 75 歲高齡，還是精神奕奕帶團參

目，每道菜都是前賢們用心準備，美

加慶祝活動；在多場次的慈悲賜導中，

味可口。此次慶祝活動，參加人數計

勉勵後學們要在修道路上好好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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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修，把道發揚光大，以不辜負老前

路，帶給我們殊勝的大道。後學們無

人、袁前人的教導；並遵循陳前人及

以回報，只有真心、誠心地修道，大

各位點傳師的引領，真修實煉、同心協

家同心合力、手牽著手各盡所能，把

力、互相鼓勵，為印尼道務盡己之力！

印尼的道務宏展起來，以報答

※ 陳暹梅

感恩 學習 了愿
此次慶祝印尼雅加達全真道院 15
週年，後學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參與。
幾天來跟隨著各位點傳師及講師、前
賢們，聆聽賜導和教誨，永遠刻畫在
心底。點傳師及前賢們啟發我們：
▪志於道，據於德，學修辦在一起，
努力凝聚道氣。
▪不忘初心，堅持走在正確的修道路
上。
▪勇敢做自己，立下宏愿不後悔。

天恩

師德、老前人、前人及您的大恩大德。
感恩許振宗點傳師慈悲，給後學
學習了愿的機會。後學很慚愧，各方
面都沒做好，禮節不是很圓滿，上下
台、招待前賢、道親也不夠圓滿。佛
規禮節是成佛的規矩與天梯，禮節需
發自內心虔誠恭敬，自然低心下氣、
心性光明，才能邁進成佛之路。後學各
方面都要改進，更要感謝大家的配合。

※ 陳燕森

感恩有您真好
回顧歷史，李治點傳師把寶貴大
道，從台灣帶來印尼，在語言不通的

▪為眾生付出，上天會補你千倍，修

情況下，犧牲奉獻，從不求回報；為

道是一本萬利的聖業；要承擔使命，

了讓大道能在印尼開展，她老人家奉

心手相連開創道務，大家要更團結、

獻了全部的體力和精神，日以繼夜，

發心！

不辭辛勞，像慈母般呵護著，給我們

感恩李治點傳師大恩大德。回顧

依靠；慈悲地牽引著我們，給後學們

30 年前，李點傳師千里迢迢來到人生

溫暖，開解後學們的迷惑，感恩有您

地不熟的印尼開荒辦道，受盡千辛萬

真好。

苦，付出無數的心血，終於把大道傳

逢 此 雅 加 達 全 真 道 院 15 週 年 慶

遍印尼。因為有您，讓我們生命充滿

祝，也是給我們大好機會，能自我反

契機；因為有您，指引走向修辦光明

省及改進；並跟隨著李點傳師的腳步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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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堅心，繼續推展印尼道務。後學覺

走向正確的路；您是位勇敢的女人，

得，要把道扎得根深蒂固永不倒，就

從遙遠寶島來到此，為了使有緣的我

要做到覺悟，且須具有不屈不撓的修

們不迷失、不害怕，每次都帶來溫暖

道精神。所有道親們也要同心合力，

與愛；您的功勞那麼地偉大，您的到

這是對李點傳師把道傳給我們最好的

來真合時機，您的存在影響真深，您

回報，也實現許點傳師對我們的期望。

的言語真具智慧，您的行動深藏孝心；

但願全體道親們發起修道的決心和堅

因為有了您，我們才認識了大道，謝

心，以發揚寶貴的大道。

謝您的犧牲，願您老牽引我們來完成

※ 張愛旋

特殊的日子
2018 年 7 月 15 日， 是 雅 加 達 全
真道院最特殊的日子。感恩林修煥點
傳師、許振宗點傳師和台灣的壇主、
講師及前賢們能參於此盛會。節目進
行得很順利，雖然有些方面還有不足
之處，但是我的內心深受感動，因為
大家（尤其是青少年們）配合得很好，
使節目順利完成；午餐攤位安排得很
適當，工作人員各盡其職，使道親們
能品嚐到各種美食；活動中，無論老中
少都很團結合作，呈現出很棒的成果！
慶祝表演節目中，由鍾志文壇主
帶領年輕道親所表演的「走遍紅塵尋
找徒兒」，令人感動萬分，也讓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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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偉大的理想！」人生如戲，大家當
初都還是個小女孩，現在已是婷婷玉
立的少女，因此道場新生代的角色是
很重要的，但願這些青年道親將來都
能成為印尼全真道場堅定的接班人！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經 30
年了！後學跟隨李點傳師修道也有 20
年！看到她老人家奮鬥的精神，對我
們那麼地關心，行住坐臥，無時無刻
都在成全道親；李點傳師無微不至的
關懷，深恐大家修得不好，甚至有病
在身，也不感疲倦，還是充滿精神。
感懷點傳師恩德，我們將盡己所能，
把雅加達道務推展起來！

※ 張愛玲

生命中的貴人

回憶起李點傳師。她們誦的詩如下：

感恩李治點傳師慈悲傳道到印

「四季輪替，不覺已是 30 年了，您把

尼，已經過了 30 個年頭；因為有道，

最寶貴的大道傳給了我們，指引大家

我們才有此良緣在這裡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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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理真天命真，如果沒有李點
傳師來印尼傳道，印尼就沒有全真道
院。後學從 1994 年（民國 83 年）進入
道場到現在，看見李點傳師的犧牲與
奉獻，一心弘揚大道；只希望可以救
援苦海中迷路的小孩，找到回家的路。
您像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亦是生
命中的貴人，又像母親般慈祥，給我
們依靠和安慰；您耐心地牽引我們修
道，如果我們遇到任何困擾或困難，
您總是很慈悲地幫我們找最好的方法
解決。您隱惡揚善，即使自己生病的
時候，還是一直提醒我們要傳道、度
人，一心希望印尼的道務更好、道親
更努力修道。您告訴我們：「要把握
時間好好修道，以後碰到考驗的時候
就不會驚慌，因為已經準備好了。」
「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有
禮的人，要包容無禮的人。」您的教
誨讓我們受用一生，您是後學生命中
的貴人啊！非常感恩您！
雖然李點傳師已經功圓果滿，我
們還是要繼續努力，不斷依理前進，
真誠學修講辦行，學習李點傳師的精
神，讓道場綿綿不斷，傳承永續。李
點傳師，您永遠在我們心裡，道範常
存，我們永遠懷念您！

▲

青少年及小朋友以精采演出表達祝賀。

感恩全體道親參與活動，感恩所
有財施、法施、無畏施的無為奉獻。
後學很感動，也後悔以前沒有認真學
習、盡力幫忙

堂道務。因為這個活

動，讓後學知道道的寶貴。希望我們
可以手牽手，一起回故鄉。因為道，
我們才可以在

堂廣結善緣，全真道

院像個大家庭，十分溫馨；這個家要
靠大家的努力，和諧地一起修道、一
起再出發，人間天堂在眼前。我們很
有福報，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可以修道；
修行路上，勇敢面對各種考驗，把握
機會讓自己更好；只要堅定信念，立
愿了愿，好好老實修行，以智慧去面
對，承上啟下，聽命辦事，代天宣化，
上天會慈悲撥轉。
現在許振宗點傳師繼續李點傳師
的未完成任務，任重道遠，肩負使命，
奔波國內外道務；我們要緊握金線，
一心向道，始終如一，薪火相傳，讓
下一代一起來修道。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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