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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律君（瑞周天惠）

腦海中的陳前人，高齡 90多歲，

身體健朗、健步如飛、臉上總是滿面

春風；後學在道場雖然無法常聆聽前

人法語，但每次見到前人，總是有種

讓人內心安定的感覺。後學想，這就

是大德者散發出來的光彩與風範吧！

2018瑞周青年大會師，是陳前人

對青年們的期許與盼望，希望青年學

子可以凝聚力量，一同修道，拓展道

務。籌備過程中，戰戰兢兢，第一次

八單位共事，內心有許多不確定性與

壓力感，但想到這是前人與前輩們對

我們的期許，一切盡心盡力，剩下的

交給上天來相助。

活動當天一早，聽到消息說：「陳

前人會蒞臨彌勒山大會師現場。」平

常道場中有大活動、慶典時，才有機

會看到前人；這天能見到前人，真的

是滿心歡喜與期待。坐在位置上聽到：

「陳前人蒞臨，大眾請起立！」頓時

雞皮疙瘩豎起，東張西望找尋前人身

影，卻遲遲未看到。前人快到舞台邊

時，後學才看到前人坐在輪椅上，身

體瘦弱，插著呼吸管，帶著氧氣瓶，

眼神卻炯炯有神地看著大家。後學心

想：「怎麼跟我心中的前人樣貌差這

麼多？身體硬朗、健步如飛的前人去

哪了？」許多不捨湧現在心頭。看著

前人緩緩被推向舞台邊，大家齊力將

輪椅扛上舞台。前人用力地說出給小

◎ 忠恕青年

最後一堂課
德恩讚頌陳德陽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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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們的鼓勵──三件寶貝（至誠、

誠心、成功），這幾句話不停在後學

心中盤旋。還記得前人離開時，坐

在輪椅上看大家，手上卻比出「大拇

指」，感覺在跟大家說：「你們都是最

棒的！」這可愛的畫面讓後學在揮手

歡送前人的同時，嘴角也不自覺上揚。

大會師結束不久，收到前人回　

老 身邊的消息，更加不捨！前人您

自始至終對道堅定的心，是小後學應

效法與努力的。

※ 高新婷（瑞周天曉）

後學因只在地方班參加兩個班

次，所以一直沒有機會聆聽到陳前人

慈悲賜導。對前人的印象只有從好幾

位點傳師口中轉述：「陳前人已經 90

幾歲，但身體非常硬朗，更是健步如

飛；比前人年紀小的點傳師們，一起

走路時都還輸前人呢！」

第一次親眼目睹前人是在青年大

會師，因坐在中間排，只看到前人是

坐著輪椅進來。聽賜導時，覺得前人

中氣十足且條理分明，好有智慧！那

時覺得，前人千里迢迢、翻山越嶺來到

彌勒山，只為了講幾分鐘的話，有點傻，

CP值真的太低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

前人真的非常重視青年們，當時令後

學非常感動！沒想到事隔一個多月，

竟就收到前人功果圓滿的消息⋯⋯

參加第一次讚頌任務說明會時，

就讓後學很驚嘆！因為在短短一週

內，流程、音樂、讚頌稿、影片都已

經備妥，讓參與的學長從完全沒有概

念，馬上可以體會到當天要呈現的內

容、感覺，後學深刻地感受到負責前

賢的用心。接著幾次的彩排，大家更

是集思廣益、提出建言，只為了有最

好的呈現。過程中：

1. 負責影片剪輯的前賢跟公司請假，

熬夜製作出一版又一版的影片，只

為了讓彩排更順利。

2. 負責文稿的前賢用心編排，就為了

讓我們更清楚各自負責的內容。

3. 一對年輕夫妻前賢，每次彩排都將

小小孩輪流揹在身上 3個多小時。

4. 告別式前一晚在忠恕道院就寢時，

聽到一位前賢帶著兒女來參與讚頌

彩排，是坐計程車趕上來的，花了

800多元。

5. 告別式當天，一位前賢一早在洗手

間跌倒，坐著救護車去醫院；沒想

到卻在讚頌前，這位前賢坐著計程

車又趕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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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分鐘的讚頌任務，大家花了近

17個小時彩排（不含事前作業）。

點點滴滴，後學看在眼裡，感

動在心裡。每每都覺得有些不可思

議，因為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大家似

乎都有點傻呢！直到再次靜心看前人

在青年大會師慈悲賜導的片段，才驚

覺：「前人是帶著氧氣瓶上山來的，

直到在上台的前一刻，才將氧氣管拔

掉⋯⋯。前人是用盡全身氣力在跟我

們講話，因影片中的前人話語間微微

地喘息著⋯⋯。前人將畢身的妙智慧

化繁為簡送給我們，期許我們要：『至

誠、誠心、成功』。」參與這次任務，

前人的言行舉止已深深地影響著後學

們，持續發酵中！

※ 吳虎城（瑞周天曉）

一開始聽到要負責影音剪輯任

務，當下腦筋一片空白，接著再想：

「是不是點傳師點錯人了？」第二次

開會，才發現原來真的是要後學負責，

有點受寵若驚，也十分惶恐擔任如此

重要的職責。

從第二次開會到影片呈現，只有

短短兩天，對後學來說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但陳

前人為道犧牲、捨身辦道的精神，讓

後學深深感動；前人如此犧牲奉獻，

小後學能不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呈

現出前人對道的打拼與付出？於是在這

兩天下班後，後學都製作影片到半夜。

從第一次彩排到正式讚頌，後學

每一次都印象深刻！前賢們在短短兩

個禮拜內，從初步練習、修正、再練習、

再修正⋯⋯，到告別式當天呈現，都

是如此用心！深深感恩有此機會學習。

※ 呂昭慧（瑞周天曉）

原本後學擔心要照顧兩個 1∼ 2

歲的小不點，可能無法參與讚頌；但

不管如何，一定要帶著孩子們去送送

前人，就算只能在門口跪著也好⋯⋯。

參與 2、3次排練後，接到要後學

承擔六位領誦之一的任務，雖然學生

時期曾有過朗誦的經驗，還是非常緊

▲  忠恕國樂團與忠恕青年捧花恭送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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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惶誠恐，但同時也有種要「使

命必達」的感覺，可能是受到前人的

影響吧！想到前人拖著病痛的身體，

也要來給大家加油鼓勵，覺得自己怎

樣都要盡點微薄之力。

感謝同修吳虎城學長的鼓勵、所

有參與前賢齊心，以及蕭學長一家子

幫後學照顧兩個孩子，讓後學沒有後

顧之憂，能夠專心參與，以報前人的

恩德。

※ 謝宗翰（瑞周天惠）

某天早晨，後學的姊姊問：「陳

前人告別式的德恩讚頌，要不要來幫

忙？」直覺認知告別式是給往生者生

前親近的人做最後一次的告別。便告

訴自己：「感恩陳前人對道場的貢獻，

後學要去幫忙。」或許因對這位慈祥的

長者僅在大會師有一面之緣，較無深刻

情感；練習過程中，後學未能完全投入，

只覺每每練習完都感到疲憊，道務助

理也提到我們展現的情感不一致⋯⋯

到了告別式當天，後學受到當頭

棒喝，並從中得到省思──坐在會場

後面等待中，聆聽著家祭時陳前人孫

女肺腑之言，眼前景象開始模糊⋯⋯。

後學忽然意識到眼角的淚痕，竟不知

不覺地流下來，感受到的是孫女對於

阿公的思念與不捨；那樣的真誠，讓

後學想到去年也經歷阿嬤的告別式，

那種思念以及內心隱隱的痛是一樣

的。後學這才意識到為何而來，除了

感念陳前人為道場犧牲奉獻而盡點自

己的微小之力外，道場也像是個大家

庭，陳前人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

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前人猶如自己

親人般，默默地在照顧這大家庭中的

每個成員！後學感受到了，內心非常

嚴肅也悸動。前人！您的叮嚀，全體

忠恕青年銘記在心！

※ 鄭名翔（瑞周天定）

後學對前人不甚熟悉，腦海裡前

人的身影，是在青年大會師中短暫的

賜導；之後再度聽聞，便是前人的離

世。驟然的訊息，令人錯愕嘆惋！默

祈前人一路好走。不過多時，便接到

了青年讚頌的任務消息。受邀當下，

心中無特別意願卻也無推託之理，不

遑久思，便決定送前人最後一程！

在正式預演之前，主辦的學長們

播放一段連夜剪輯的前人生平剪影。

背景音樂漸漸推進，投影機燈光頻頻

閃爍。藹藹的笑容，前人的幕幕身影

再度來到我們面前；朗朗的嗓音，前

人的句句叮嚀再度繚繞於我們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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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親人般的感受，是多麼地熟悉！才

領悟，原來您一直在我們身旁不曾離

開，即使已是咫尺天涯。感恩啊！原

來是這麼地幸運──這，您為我們準

備的最後一課，讓我們共聚一堂，讓

我們一齊高唱：「當我走進這莊嚴的

道場，那就是黑暗中的曙光⋯⋯」僅

以此緬懷永遠的陳前人。

※ 林國斌（瑞周天罡）

陳前人在後學的印象中是一位慈

祥和藹的長輩。後學有幸在最近幾年

幾次參班與法會當中，能夠親身領受

前人的慈悲法語；而最後一次，就是

在青年大會師──這一堂意義深遠的

體驗課，讓後學深深感動，並讚嘆前

人大德為道奉獻、為法忘軀的精神。

感謝您，前人！

在德恩讚頌的幾次排練中，後學

也感受到所有參與的前賢，包括點傳

師們、各位道務助理與講師，無不誠

心誠意地盡心努力，在在都是為了在

前人最後這場告別式上，呈現青年們

的感恩與追思。

敬愛的陳前人，雖然您的肉體已

經不在，但是您的精神將永遠留在這期

修道的白陽弟子心中。感謝您，前人。

※ 王淑慧（瑞周天罡）／陳相儒（瑞

周全真）

感謝　天恩師德，讓後學有這麼

如此殊勝的因緣，參加青年大會師和

對敬愛的陳前人緬懷讚頌；內心真的

無限感激、感恩與不捨！從練習到正

式在告別式會場，感受到完全不同的

心境。

8月 29日，聽到大德陳前人功圓

果滿，歸根復命，回到　老 身邊！

頓時心中黯然，好似失去一道曙光，

這無常來得太快了！告別式安排由大

會師中的 50多位青年領恩負責「德恩

讚頌」，在反覆練習當中，前人的身

影歷歷在目。前人！感恩您老對青年

們的關心與愛護，因為您的行誼、關

懷和鼓舞，我們看見「道的面貌」就

在您身上！

感謝敬愛的陳前人！您讓小後學

有學習的機會。後學會謹記您的身教

與言教，遵守您的慈悲與叮嚀：「修

道是本分，辦道是使命」、「至誠、

誠心、成功」，好好地修煉自己，行

功了愿，為道努力。

※ 陳藝方（瑞周天罡）

9月 21日是陳前人的告別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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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青年參與德恩讚頌。從夾縫中抽出

時間，練習、彩排到上場，共七次；

前一晚為了使一切圓滿，提前入住忠

恕道院，彩排到了近 11點。

除了感傷，後學還有感動、感恩，

很慶幸自己參與了讚頌和捧花，付出

小小的心力。在捧花時，看到點傳師、

道務助理、前賢們頂著烈陽，以恭敬

的心在馬路兩旁跪送靈車經過，現場

超過 1,400人，大家沒有喧譁，沒有

交頭接耳，真摯地送陳前人走完這一

程。在告別式後，眾人也協助打掃，

不管是各樓層還是廁所，都將之恢復原

貌；這份真心，讓小後學深深地震撼！

※ 沈正國（瑞周天惠）

今年的夏天，令人難忘。

青年大會師時，看到前人您拖著

尚未恢復的身軀來到了彌勒山；因為

任務準備的關係，後學只能在 3樓遙

望著您上講台。看到您打起精神地跟

青年學子們招呼、祝福與賜導；儘管

已是百歲高齡，身體也有病痛，但是

您仍然打起精神，對青年們鼓舞、關

心，心繫著眾生與道脈的永續傳承。

讓後學在您身上看到了德性的展現、

道行的風範。不知為何，眼眶微微地

濕潤，心中滿滿的感動。

今年的秋天，充滿了思念。

當知道前人您老成道歸空，一時

之間，難以置信，上個月才與您相見，

聆聽您的法語啊！得知有德恩讚頌這

個緬懷您老人家的機會，後學想，一

定要參與，盡自己的一份心力，以表

達對您的感念與感恩。在準備過程裡，

看到了您老在大會師的照片與影片，

又再次感受到您老人家對於青年們的

慈愛。

原來，前人你下車是如此地不

方便；原來，前人您的呼吸是需要依

靠器具的；原來，前人您上台賜導，

是如此地不容易啊！看著照片裡的畫

面，心中無限感恩，感恩前人您對青

年們這麼疼愛。影片撥放著前人您離

開大會師的身影，看到您不斷地伸著

大拇指，鼓勵著沿途與您相望的青年；

看到您把握著每一個與青年們互動的

機會，好似在告訴他們：誠心修道，

一定會成功；好似在告訴他們；祝福

大家，修道成功。

唱著追思曲，永遠懷念您。

每當唱到「等待聖凡圓滿咱再來

團圓」，心中總是充滿著感傷，滿滿

的情緒。前人您的鼓勵：「至誠、誠

心、成功」，後學會銘記在心，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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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學習修辦。期待有一天與您再相會，

理天團圓。

※ 林珊如（瑞周全真）

太陽無聲息地給大地人們溫暖生

機。嵩壽 100歲的大德陳前人以身示

道──沒有別離，如一。

猶記得道骨仙風卻又如此平易近

人的前人，近到能坐在身旁閒話家常，

能與新道親喝茶聊天，能與老道親談

笑論道；不以己身前人之高位自居，

而以寬和之心慈柔相待、伺機勸化

──平常言笑，如一。

年初才見前人您老神采奕奕、

談笑風生地站在全真道院台上勉勵青

年，沒多久便聽聞無常竟倏然困住了

您的行動！然您對道的堅心與永續傳

承的期許，超越有形假體的困厄，縱

使身體虛弱、氣若游絲，仍堅持至彌

勒山，親自給青年們送來禮物！精氣

神的展現令我輩震撼地以為，您仍能

與我們相伴如常數年。卻隨即示現無

常迅速難料，敲打警醒仍醉生夢死的

我們──身教言教，如一。

後學受命擔任「德恩讚頌」領誦

者之一，從未正式受訓或擔任過如此

角色，竟片刻戰兢、遲疑退縮！不禁

深深檢討，繼而轉念領恩學習：「淨

念無我、體察改變，才是老實修行。」

江永德點傳師慈悲指示：「化繁為簡，

保持平易至誠的心，必能展現前人之

德！」極短時間內，召集各單位青年

領恩承擔此任務，各領使命，發揮所

長，分工進行；眾人排除萬難，密

集演練，加上尹順隆點傳師（當時尚

未領命）專業指導，從紛紛情緒、整

理調頻、默契培養到和諧共鳴。依憑

有形的讚頌文稿、搭配影音錄像，到

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使中間有小

插曲：彩排錯用發音位置，而傷了喉

嚨並險些感冒，但了愿有力，上天慈

悲讓小後學得以圓滿領頌，在在都是

前人諄諄慈面、同心同德的道念延續

──不分你我，如一。

前人大德不願勞師動眾而耽擱後

生晚輩聖事凡業，巧妙鋪排，悄悄在

我們不知不覺中化有形入無形──生

死拉平，如一。

陳前人百齡示現，叮嚀歷歷在眼

前：「我年歲這麼大都還在拚，年輕

人（就是您我）還很涼歐！不拚不行！

年輕人要拚！」感動、感念、感恩，

落實行動！──不是別離，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