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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天灜堂兩位李壇主為了成全

道親，特別懇請點傳師慈悲，准予帶

團回台參加 3/22∼ 3/24由先天單位在

天福講堂所開辦的兩天兩夜新道親法

會及 3天的訪道行程。原本預計回台

50位道親，惜有 3位因臨時有事而無

法成行。

3/22（五）下午，詹慧芳點傳師

慈悲率兩位李壇主及參與這次法會的

輔導學長們到機場接機，而後直奔天

福講堂。用完晚餐後，道親們即與輔

導學長們進行「第一類接觸」，互相

認識、培養感情。晚上 8：30，新道

親法會正式開始。

法會中共安排了 8堂課，堂堂精

彩，環環相扣，觸動心弦！每堂專題

之前，先天單位所屬的光明道歌帶唱

團的道歌帶唱，更是深具巧思！首首

道歌優美動聽，與專題互相呼應、完

美結合，可以說是道寄韻律的最美呈

現！也為莊嚴的法會增添了祥和而感

人的氛圍，很令人感動！而且用優美

的歌聲來呼喚還未進教室的學員，代

替過往急急如律令式的催促，真是絕

妙的安排！

23日（六）晚上，由簡清華點傳

師慈悲主持的「星夜談心」，更是法

會的重中之重。在光明道歌帶唱團引

◎ 念慈

海外道親回台訪道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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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道親們誠心獻上心燈所排出的 字

燭光下，簡點傳師與大伙兒秉燭夜談；

首先即點出「星夜談心」的宗旨：「打

死人心佛出來」。原來是要談這麼嚴

肅的問題！但卻在點傳師輕鬆幽默的

笑談中，暢談人心的種種煩惱執著，

一層層地剝開打死，期使與會者能撥

雲現月，見自家風光！晚會後，大伙

兒都有被徹底洗滌心靈塵埃的暢快淋

漓，以及喜獲新生的感覺！是夜大家

一夜好眠，雖然夜裡「合唱團」數部

相和，但心靈沈澱者多能不受影響！

晚會結束後，操持學長鼓勵新道

親參與隔天早香的獻供禮。作為一個

新道親，卻能在這麼殊勝的法會中擔

任獻供人員，這是多麼難得的機緣！

大伙兒手舉得非常踴躍！唯簡點傳

師慈悲希望藉此機會多成全海外的道

親，所以機會就讓給了天灜堂的學長

們。學長們也不敢怠慢，在李壇主的

督軍之下，連夜苦練。隔天上場獻供，

表現不俗，極為莊嚴，完全看不出是

新道親。早香後，禮節人員開心合影，

期盼將來能真正成為上天的辦事人

才，為大道盡心盡力！

立愿前的心靈迴響，可以說是盛

況空前、欲罷不能！上台分享的學長

們將近 30位！要知道，在這種法會的

大場面，上台報告是多麼緊張的事！

但大伙兒前仆後繼，就是要上台跟大

家分享內心的震撼與感動！一聽到有

道親發愿要清口、開 堂，講堂立刻

響起如雷的掌聲，每個人的臉上盡是

欣慰與讚嘆的笑容，甚至感動得熱淚

盈眶！簡點傳師慈悲原本要講「信愿

行證」，就順勢引導讓學員們自己講

▲  回台參加天福講堂新道親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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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只簡明有力地講了 5分鐘，便

帶領大家上 堂，呈現此次法會的成

果：立愿。參與這場法會，天灜堂的

道親可謂成果豐碩，有好幾位學長發

愿要清口茹素或三年報恩齋，有一位

坤道學長立愿要安設 堂！

這位發心要安 堂的張學長，求

道前身體非常不好，常因身體狀況而

無法上工，她的嫂子打了不知多少通

電話要度她求道，她總是說工作太忙，

沒空去！後來好不容易求了道，在李

壇主及引保師的成全下，開始親近

堂，學習禮節，每天來 堂禮拜，身

體竟一天天好起來！她感受到上天

的慈悲與道的殊勝，不到一年就清

口了！如今更上層樓，發心要開設

堂，很慶幸海外又將多間引度眾生的

法船！

感恩簡點傳師的慈心無量，讓

海外的道親也能參加這次法會，不只

讓學員們法喜充滿、脫胎換骨，也讓

有幸參與的輔導學長們學習成長，獲

益匪淺！而主辦單位更是細心安排，

每個環節都將所有道親照顧得恰到好

處，把兩天兩夜的新道親法會操辦得

如此成功，令人讚嘆！非常值得我們

學習！

3/24（日）法會結束後，送回了

要趕回海外工作崗位的 13位道親後，

整團便直奔宜蘭忠恕會館。蒙基礎忠

恕道場大家長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慈

悲，為大家賜導了半個小時。黃總領

導點傳師期勉道親們：「幸逢三期末

劫，方有道可得可修！修道一定要研

究道理，明理後一定要改毛病、去脾

氣、變化氣質。更要行功了愿、度化

眾生，以期功果圓滿！」

接著由前賢導覽袁前人紀念館，

讓道親們對袁前人「以身示道，老實

修行」的典範，有更直觀且深刻的體

會。學員們無意間發現了一張 2014

年，上一批海外道親回台參加新道親

法會，在天庭道院與袁前人合影的歷

史照片，看到老人家那開懷的笑容，

心裡無不生起無限的追思與懷念。那

次有參與的前賢們，也慶幸自己有那

麼殊勝的機緣跟袁前人一起寫進了歷

史！當晚夜宿忠恕會館。

3/25（一）早餐前，道親們在一

樓大廳採買伴手禮，大伙收穫滿滿，

準備回去與親友們分享。這是此行中

唯一的「瞎拼」機會！與黃總領導點

傳師合影後用餐，隨即搭車回到瑞周

天定單位的道務中心──彌勒山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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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院。雖然山上下著大雨，但奧妙

的是，在道親們下遊覽車換搭接駁車

上彌勒山及離開時搭接駁車下山然後

上遊覽車的這兩個時間，原本的大雨

竟短暫地停歇了！上天慈悲！後學們

心裡無限感恩！

瑞周天定單位詹勳執行點傳師

慈悲率道務助理及前賢們熱誠地歡迎

回來的道親們。到 堂參駕後，詹點

傳師致歡迎詞說：「各位道行深厚，

騰雲駕霧而來，所以今天彌勒山上雲

霧繚繞，有如仙境一般⋯⋯」逗得大

家哄堂大笑！讓因天雨而未能一睹彌

勒山櫻花美景的小遺憾，頓時一掃而

空！看完「走過六十年」的瑞周天定

簡介影片後，詹點傳師為大家賜導天

灜堂的金線，從基礎忠恕張老前人一

路講到瑞周天定目前領導的江安平領

導點傳師，並特地再介紹到海外開荒

的兩位李壇主已經歸空的父親──李

世雄點傳師，期勉大家一定要認清並

抓緊自己的這條金線，在此道盤混亂、

萬教齊發之際，千萬不要三心二意，

否則斷了金線，恐歸家無望！用過了

蔡麒麟大廚及天廚菩薩們準備的豐盛

午餐後，大伙兒離情依依地下山，向

訪道的一大重點道場──高雄六龜神

威天台山出發。

路程中發生了一段小顯化！二林

天普講堂的呂點傳師夫婦在規劃行程

時，即預定要隨團參訪南部的兩個大

道場，因此安排其中一輛車約 3點左

右要到二林去接他們。但在早上 10

點半，當所有道親還在彌勒山時，呂

點傳師慈悲來訊息希望知道遊覽車的

外觀。到了下午 1點多又來訊息，問

我們到哪裡了？道務助理們覺得很奇

怪，呂點傳師為什麼會這麼急呢？

▲  回到彌勒山上，了解天瀛堂道脈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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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其中一輛遊覽車，過了溪

湖休息站沒多久，車子就出現異常的

訊號無法排除，司機只好下交流道，

趕緊連絡修車廠派師父來處理。原來

是皮帶出了問題，風扇無法運轉，導

致引擎過熱，因此耽誤了一個多小時。

雖然如此，道親們都沒有抱怨，反而

利用機會多聊天、認識、互動，甚至

樂觀看待，還在人家的餐廳前面照相

留念。

後來呂點傳師夫人王學長才說出

因由：那天上午獻早香時，王學長如

常地遞了三炷香給呂點傳師，結果竟

然掉了二炷香。呂點傳師還詢問：「為

什麼沒有遞好呢？」王學長心想：「不

是你自己沒接好嗎？」就在那個當下，

王學長忽然感應到：有一輛遊覽車會

出事！於是立刻稟告呂點傳師，所以

呂點傳師才一直來訊息關心我們的情

況。事後王學長說：「上天慈悲！讓

大事化小了！」

當天坐在遊覽車右側的楊學長也

說：就在遊覽車出狀況要下交流道前，

看到右側高速公路旁的民房上面竟然

站著濟公老師！楊學長初看到時，以

為是人家宮廟上的佛像，仔細一看那

裡只是一般的民房，並不是宮廟上的

佛像；等車輛更近時，還清楚地看到

濟公老師的扇子。原來濟公老師慈悲

早已經現身在保護我們了。感謝　天

恩師德！最後回到忠恕道院時，道親

們還特別為此向　上天老 謝恩！

來到了神威天台山，隨即受到了

江進德點傳師及前賢們的熱烈歡迎。

雖然分屬不同道場，但道親們卻像是

一家人般地熱情親切。「道親道親，

以道為親」，實在是真實不虛！還好

有一輛車準時地到了神威道場，要不

然就對接待的前賢們太失禮了！進餐

廳前，江點傳師特別示意大家要保持

肅靜！原來，寶光建德的領導大德林

再錦前人就在餐廳。當時見林前人在

處理道務，因此兩位點傳師不敢上前

打擾。

晚餐後，前往天皇學院參觀，因

仍有學生在上課，江點傳師慈悲在天

皇學院的一處迴廊，針對學院為大家

作精彩的介紹。然經過一整天的趕路

南下，其實大伙兒都有點累了，但江

點傳師在介紹時，隨機的偈語幽默風

趣、妙語如珠，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不

知多少回！尤其點傳師的台語四句聯

更是一絕，裡頭的含義極為淺顯而有

趣，但道理卻十分深刻，常在大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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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令人領悟了不少人生及修道的道

理，連台語造詣極深的呂點傳師也對

江點傳師佩服不已。

感恩神威道場前人慈悲，准予我

們參與早獻香，所以 3/26（二）早上

一大早 5：20，整團就集合完畢，帶

著最虔誠的心來到神威道場的 堂。

大伙兒一踏進 堂，內心立刻被震懾

住！瞧！那 堂是如此地雄偉壯觀、

氣勢磅礡、金碧輝煌、巍峨莊嚴！

誠如江點傳師所講的，這真是天人共

建的殊勝道場。四周壁面安奉了萬八

尊的彌勒金像，象徵白陽期的萬八聖

業！早香後，江點傳師慈悲在 堂為

大家作了非常詳盡的導覽與介紹，大

伙兒在 堂裡拍照，流連不已！讚嘆

不已！

早餐時，意外地發現大德林前人

也在餐廳。蒙前人慈悲恩准，大伙兒

便在宗德樓前合影留念！合影前，前

人與後學們簡單寒暄了幾句，大家才

知道原來前人前一天剛從國外回到神

威道場。後學們何其有幸！能有此殊

榮得見前人尊容，並蒙前人慈光普照，

留下了珍貴的畫面！

早餐後，開始一個上午的神威道

場導覽行程，參觀了白陽殿、祖師殿。

在祖師殿，江點傳師為大家簡單扼要

地介紹了道統的六十四位祖師，符合

了《易經》六十四卦圓滿之數。還風

趣地說：「其實《易經》有六十六卦！」

這下可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從沒聽說

過呀！原來另外二卦是艱苦債卦（台

語音，喻遇到艱難事愛訴苦責怪）及

了無牽卦。大家一聽，哄堂大笑。這

也呼應了江點傳師一再強調的：「人

生只有二條路：一條是回天之路，一

條是六道輪迴之路。」在硬體的導覽

之中帶出深入淺出的甚深義理，這何

嘗不是一場不同形式的殊勝法會！

一行人在義賣區稍事休息，享

受冰淇淋及咖啡之後，接著遊覽神威

著名的日月湖美景，湖邊有極為罕見

的桃紅陣雨樹，非常漂亮！遠望還以

為是櫻花呢！在此地欣賞美景時，一

▲  林再錦前人慈悲和大家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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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乾道陳學長，和詹點傳師邊走邊聊

時說到，他這一輩子很少拜拜，都是

他太太在拜；就是夫妻一起去廟裡，

他也只是走走看看而已。太太邀他一

起拜，他都說：「妳拜就好！」這次

來台灣，拜最多了！一輩子所拜的都

在這次訪道了。旁邊他的姑媽淑吟學

長說：「在 堂不能抽煙，你有偷帶

香煙來嗎？」他馬上回說：「沒有帶

來！這幾天下來都沒抽，也習慣了。」

點傳師便問：「你不會有想抽的欲望

嗎？」他姑媽順口說：「我要清口，你

也把煙戒了吧！回去就不要再抽了。」

他說：「好！我回去就戒煙！肉就慢

慢學習不吃！」真好！上天慈悲！他

們二位都有非常大的改變與進步。

接著來到神威天台山著名的土地

公廟。據說此地的土地公守護著這塊

白陽寶地百餘年，促成了寶光建德道

場能完整地購入這整片三百多甲的土

地，最終興建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一貫

道道場。土地公因對道有功，活佛師

尊慈悲准予求道。得道後的土地公，

也廣行慈悲方便，凡誠心來此廟求籤

者，有求必應。據說求到的籤都非常

靈驗！後學上回來的時候，也曾為家

人求了一支籤，真的非常靈驗！

午餐後，趨車離開神威道場，來

到台南官田興毅南興的義和聖堂，受

到尤點傳師熱情的歡迎！尤點傳師義

氣豪爽、幽默風趣，為我們暢談修辦

的經驗及大道的殊勝！參觀完莊嚴的

堂後，尤點傳師告知，因緣十分巧

合，正逢山東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

展促進會亦率團來訪，並送上一幅珍

貴的孔老夫子畫像，來參與正在義和

聖堂舉辦的孔子文物展。尤點傳師希

望我們能一起見證贈畫的殊勝一刻，

同時也襄助 堂的道氣與人氣，讓遠

道的貴賓感受到一貫道的內涵，是承

繼了中國儒家道統的深厚底蘊；一貫

道的道親都是虔誠的孔夫子信徒，是

名符其實的「追聖族」──追隨聖人

腳步的一群善良的人。所以，即便是

上班日，還是能聚集這麼多道親前來

瞻仰孔子的聖像與文物。道親們一聽

都感到非常榮幸與雀躍，能有機會參

贊這次的活動，盡點心、出點力，行

點功、了點愿，大伙兒欣然樂從，在

二位點傳師的帶領下一起參與了這次

的活動。

活動結束後，我們便趨車回家，

回到了基礎忠恕的道務中心──忠恕

道院。回到自己的道院，心情格外輕

鬆，雖然三天參訪行程緊湊，身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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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累了，但大家就像是回到自己家一

樣，自動自發地一起打理晚上就寢事

宜。雖然是乾坤學長們各睡一間的大

通舖，卻是返台離別前，最後一晚共

話家常的好時刻。是夜，大家一夜好

眠。隔天，有幾位學長反應，昨晚是

這幾天睡得最好的一次。後學想，應

該是有點回到家的感覺吧！

27日（三）一大早，大伙兒就上

堂獻早香並謝恩，然後下來祖師殿

參與早獻香的叩首禮。早餐後，忠恕

道院王垂禾點傳師及三位導覽學長非

常慈悲，詳盡地導覽了忠恕道院的建

設沿革，及老前人生前的行誼與風範，

讓海外道親們對老前人的大恩大德有

更深的認識，也從內心深處自然生起

感恩孺慕的心情。雖然正逢忠恕寶塔

的春季自由祭拜期間，天廚菩薩們非

常忙碌，但還是為我們一團人準備了

豐盛的桌菜，非常感恩瑞周天曉單位

天廚菩薩的愛心與無畏施。

在道院大門口留下了珍貴的大合

照後，大伙兒就離情依依地往機場出

發。在機場入關前，大家強忍著激動

的心情，相互握手、擁抱，互道珍重；

並期盼不久的將來能再續道緣、共創

聖業。送走了道親，大家上了遊覽車

回台北，一路無語。後學還沈浸在這

幾天的氛圍裡，回味著此行的點點滴

滴。　天恩師德啊！前人與點傳師們

的大德！天人共化的力量是如此地巨

大！幾天下來，道親們個個脫胎換骨、

喜獲新生、變化氣質、各發大愿。期盼

這群兄弟姊妹回家後，能為天灜堂的

道務奉獻出自己心力。小後學祈求上

天慈悲，助天灜堂的道務能大宏展！

▲  在義和聖堂有緣見證對岸贈送孔子畫像。 ▲  在忠恕道院有如回家般地親切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