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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忠恕道場承蒙　天恩師德、

老前人及袁前人聖靈護庇，積極道傳

海外。民國 84年（1995），老前人

於美國舊金山忠恕道院落成時慈悲致

詞說：「道場的建立，目的是在傳送　

明明上帝的福音與闡述人生的哲學，　

明明上帝是希望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的人們能獲得福音而接受人生哲學的

薰陶，過著幸福又快樂的生活；而我

們所求的，也正是如此。」

隨著道傳海外的趨勢，民國 86年

（1997），柬埔寨已有 堂設立，開

展道務的點傳師及前賢數十年來默默

付出。道務中心柬國資源共享小組於

民國 102年（2013）成立；民國 107

年（2018）10月 14日在基礎忠恕道

院 5樓舉辦「柬國開荒人才培訓研習

會」，期分享資源、凝聚共識、集中

力量，帶動更多人才投入海外道務。

當天共有各單位約 240人與會。現場

提供 QR Code掃描，相關資料皆在雲

端可自行參閱。

◎ 本社

2018
柬國開荒人才培訓研習會

掃描連結柬埔寨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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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邀請廖永康領導點傳師慈悲

開班賜導，從基礎忠恕於柬國開荒歷

程說起，期盼這次培訓可更進一步推

動海外道務。台灣到柬國航程約 3個

多小時，很近；機票費用約 1萬元，

不貴！落地簽證時效 1個月，之後可

延簽 2至 3個月，對短期參與道務十

分方便；60歲以上者還可辦理退休人

士簽證延簽一年，也可多次進出。當

道務開辦至一定程度，興辦國際學校

是可行之路。廖領導點傳師勉勵大家

共同努力。

接著由劉文欽點傳師慈悲報告

「柬國概論介紹」。柬國資源共享小

組於每月第二週日上午交流，期透過

資訊共享掌握開荒道義與理念，內容

涵蓋五個重點：「開荒理念與人才守

則、佛規禮節驗收、道務行政（柬國

度人成全）、培養當地人才之原則與

做法、佛規與生活禮儀之身教」。

報告中提供的資訊有柬國歷史文

化演變、政治現況、地理環境與行政

區域、交通、民族與文化（生活習慣、

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禮儀習俗（社

交、喜喪等禮儀、國風民情、人口種

族、節慶等）、經濟概況與自然資源、

柬國教育制度概況等，期盼所有參與

開荒的人才能事先了解。資源共享小

組也設回饋機制，請各單位人才可隨

時協助更新資訊。此外，更應了解當

地法令以免觸犯。

陳清山道務助理也針對法規等重

點摘要說明。陳道務助理投入柬國道

務已 6年，每年到柬國約 9次，以自

身經驗分享關於柬國入境、簽證、設

立 堂（租屋、購屋或購地籌建）等

注意事項。

其中，在柬國購屋須登記在柬國

人名下；若以公司名登記，當地人持

股比需佔 51%以上，且公司要做一份

授權書，還需公司章程、營業執照、

商業執照，以及 VAT執照。稍微疏忽

可能日後會付出不小代價，所以陳道

務助理苦口婆心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

謹慎。

▲  劉文欽點傳師慈悲報告「柬國概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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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由黃嬿霖講師作「中文

教材說明與教學示範」（華文課本選

取泰北版）。黃講師說：「就算自己

有 20年小學老師的教學經驗，也都要

充分備課；備課越充足完整，上課越

有自信。」

至於怎麼教呢？在教師手冊都有

簡易說明。於當地文書或講稿需要翻

譯時，盡量用生活語詞而不用成語，

因為當地人才對成語的語詞轉換不易

準確。當地生活用語等相關資訊，可

多利用僑委會的華文資訊網進行了解；

字詞則可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網站查詢。

10：40，蔡錦麗點傳師慈悲講述

「開荒人才守則／道務行政規範」。

蔡點傳師分享民國 84年（1995）去

柬埔寨的因緣，那時剛領命沒多久，

因為一個機緣去柬國，遇見其他道場

的點傳師問：「您是要來開荒嗎？」

蔡點傳師說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要開

荒！只覺得奇怪，怎麼對方會問這樣

的問題（其實那時各道場早已往國外

開荒），所以聽到這句話時有點傻眼，

就回答：「後學是來走一走的。」結

果那位點傳師回答：「蔡點傳師，不

要來走一走，開荒是三個字——『不

歸路』。」蔡點傳師很震撼，想了很

久什麼叫做「不歸路」，那位點傳師

就說：「出來開荒，就不要想再回去

了，不要有後退之路；如果有後退之

路的話，『荒』開得成嗎？」

蔡點傳師很感恩那位點傳師的

「當頭棒喝」，因為民國 84年∼ 85

年（1995∼ 1996），慈興講堂才剛落

成，那時連想都不敢想要到柬埔寨開

荒，但這一句話已烙印在心坎裡；於

是現在當開荒講師要踏出國門時，蔡

點傳師就會跟他們分享：「假設要開

荒，就要有『不歸路』的心理準備；

如果只是去走一走的話，走到最後，

恐怕連路都沒有了！」這已成為慈興

講堂的座右銘，是出國開荒的第一個

心理準備。

蔡點傳師接著提示幾點守則：

1. 開荒、壇辦人員是天堂與人間的橋

梁，品格一定要有相當之水準。三

清四正，言談舉止，生活習慣、態

度、行為要合宜。

2. 道務發展最怕的就是「安逸」，安

逸是團隊最佳的安眠藥。開荒、壇

辦者一定要勤於樹立典範，既然出

國開荒，就要主動開闡，而不是出

來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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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荒、壇辦人員處理事情，態度要

超然，不可偏頗，被是非牽制，造

成道場分裂，也不可捲入當地的是

非。

4. 挑選人才住進 堂，一定要遵守佛

規。不可降格以求。原則要堅持，

寧缺勿濫。

5. 不以金錢利誘或用獎品鼓勵度人。

開道宜暗釣賢良，選精拔粹，造就

聖賢之才，切莫條件交換，貪功濫

度，引狼入室。

6. 開荒闡道，壇辦人員要以德行服

人，以真理攝受人心。多講真理，

少講事理；多帶領人才研讀經訓，

教忠教孝，學做聖人。

7. 要推恩，感念　天恩師德、前賢苦

心。承上啟下做橋梁，感召人才跟

進、懂得報恩。善引恩師、前人輩、

點傳師之德性，攝受眾生。

8. 開荒人才身心要健康。有重症者不

要勉強出國。如果出事反造成當地

道場動盪，也易遭考，讓道場背負

「不義」之名。

9. 未經歷練的新人才，不能獨當一面

出國開荒。一定要先經過培訓，或

跟隨在前賢身邊歷練才行，否則將

會成為「在戰場玩槍的小孩」，經

常需要有人在後頭收拾殘局。

10. 道親行功的錢，一塊當三塊用，惜

福為要。

11. 恩師慈示：「大事不糊塗，小事不

苛求。」開荒、壇辦人員，不要見

樹不見林、因小失大。

之後由陳昭湘點傳師慈悲代表

「柬國資源共享小組」報告：柬國資

源共享小組會議於每月第二週日早上

11：00∼ 12：00在忠恕道院 5樓開會。

規劃將於 2019年 5月開辦柬國忠恕學

院新制初級部，以及於 2019年 11月

10∼ 12日柬國送水節連假間擇兩日

在慈興公共 堂舉辦柬埔寨幹部聯合

法會。

最後由劉定文領導點傳師慈悲結

班賜導，期勉大家：有愿出國開荒，

▲  蔡錦麗點傳師慈悲講述「開荒人才守則／
道務行政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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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了解當地風俗民情，入境隨俗，

當地語言也要多學。出國、回國出入

境要謹慎；如有問題可請教有經驗的

點傳師、前賢，大家相互探討、多聯

絡。並祝福大家有愿成行，開荒海外，

道務鴻展！ 

此次培訓由道務中心主辦，柬國

資源共享小組策劃辦理。冀讓大家了

解基礎忠恕海外道務概況，望有愿海

外開荒者把握時機；道務不僅止於台

灣，更愿走向國際。開荒點傳師們不

辭辛勞奔走於海外各個國家，加上開

荒人員行道之辛勤與堅定的信念，蓽

路藍縷，一步一腳印，方能開創出一

片道場。基礎忠恕所有人才要多多學

習，並發大愿繼起效之。

近年來，道務中心正積極推動海

外道務資源共享，愿能整合海外當地

資源共辦共成，柬埔寨即是一個很好

的範例。

TAIPEI ENGLISH CLASS on TAO and THREE TREASURES
Come and join us to awaken and cultivate our Buddha Nature.

Together, we can propagate Tao around the world.

  課程目標    學習以英文講述三寶及道義開示

  上課方式    1. 研讀英文版經典，並在課堂中以英文討論，練習用英文順暢表達。

                  2. 定期演示自己版本的道義開示及三寶講述。

Time：10:00-12:00 on Saturday mornings   (Class begins on March 9, 2019)
Location：Tian Ding Temple
                 2F., No. 4, Ln. 22, Taiyuan Rd.,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Mall Exit Y13)
              台北天定堂

              台北市太原路 22 巷 4 號 2 樓 ( 地下街 Y13 出口 )

Scan this code

to join our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