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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於民國 109年（2020）4月

12日於基礎忠恕道院舉辦的道務助理

資源共享研習會，由於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的緣故而取消。黃錫堃總領導點

傳師慈悲指示：「停班不停教，停課

不停辦。」因此道務中心指示將原安

排於研習會上分享之國外道務概況內

容，改以影片的方式，提供給道務助

理參考研習。五段影片的內容分別為

日本的道務現況——林明君道務助理

（先天單位）、陳玉純道務助理（瑞

周全真單位）代表報告；馬來西亞的

道務現況——劉麗秋道務助理（瑞周

天定單位）、陳羽湘道務助理（瑞周

全真單位）代表報告，以及瑞周天惠

單位馬來西亞天慈堂簡介。

於此疫情期間，〈基礎雜誌〉編

輯部特別將影音內容整理為文字，分

為兩部分與讀者們共享，一方面讓道

親能體會點傳師與辦事人員們於國外

開荒之點滴心血，一方面也藉此傳達

國外道場一切平安的訊息。

燈火明亮  走在您開的路上

先天單位由林明君道務助理代表

分享日本天都 堂的道務推動情形。

位於日本千葉縣千葉市（與東京相鄰）

的天都 堂，是在西元 2017年 6月由

◎ 本社

日本道務推動現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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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親臨開壇的，安

堂至今才兩年多，林道務助理以「小

幼苗」來形容。

林道務助理在先天道院一次法會

中，立下海外開荒的愿力，從此心志

篤定；在西元 2015年 7月，一屆滿

50歲的隔天，就毅然決然地從公職退

休；然而當時雖有志於海外開荒，卻

對要去哪個國家仍無想法，於是幾度

叩求仙佛慈悲啟示。而後終於在日本

落腳的林道務助理像個幼稚園生般開

始學習，完全不懂日文的她先去語言

學校學日文；在異鄉人事不熟，幸蒙

東京忠恕道院蔡春綢點傳師的慈悲關

照，及國內劉定文領導點傳師的祝福、

簡清華點傳師的大力支持而順利展開

異地開荒的生活。

由於昔日東京忠恕道院成立時，

老前人曾慈悲指示蔡點傳師要完成法

人登記，當時歷經艱辛終於達成，

在法人登記的基礎上及蔡點傳師的慈

悲、再加上簡清華點傳師透過一貫道

總會的協助，使得後來林道務助理在

申請宗教簽證時能順利而迅速地獲得

核可（一般是至少需要 3到 6個月的

時間，最多可停留一年，而林道務助

理從送件到通知核可只有 28天，且是

獲得三年的簽證）。一切都是　天恩

師德，張老前人的大德庇蔭鋪路！

堂籌設期間也遇有貴人相助，

順利開壇後，再加上先天單位全力支

援，開壇隔月就設立固定的班程，雖

然一開始人數不多，也要堅持開班，

因為當時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勉勵：

「即便只有兩、三個人也可以開班，

我們老前人以前在台灣就是這樣子把

道辦出來的。」人數雖然不多，道親

全勤的比例卻相當高！大家都抱著歡

喜的心來參班，甚至有道親搭乘新幹

線來掌廚服務，也是全勤學員之一呢，

▲  左圖，簡清華點傳師與道親合影。右圖，林明君道務助理伉儷（右 2、右 3）與道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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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車程單程就要花 3個小時，長期

下來所費車資更是不貲！

西元 2018年，運作小團隊也開始

成形，增設了兩位副壇主（林晏如及藍

邦銘學長），是上天特別送來的天使！

也因道親們慢慢地發心而度了幾位有

緣人，其中包括有日本人，因此於西

元 2019年 10月增設日本班，同時間

樓上、樓下一起開班；蒙劉定文領導

點傳師、簡清華點傳師慈悲，每個月

都有台灣團隊和講師跨海支援，使得

天都 堂的道務能穩健踏實地發展。

隻身在海外長駐學習，林道務助

理非常感恩同修的支持與鼓勵，雖夫

妻相隔兩地，彼此以心相陪，為道往

前飛。並深刻地體悟到：開荒了愿，

異鄉的孤寂，是進入修行的「最高學

府」！每每夜深人靜時的難眠、思念，

不足為外人道！在這樣的狀況下，唯

有莊嚴心性，清楚地知道自己為何而

來，才能有強大的內心，而不會軟弱、

退縮，也才能透過行道、辦道，像陽

光一樣帶給人希望和力量。除此之外，

更須相信只要自己盡心盡力，一切上

天都會有最好的安排；因為信靠上天，

這一路走來，好像也跟仙佛有著一份

「革命情感」！時時感恩懺悔、持續

了愿，祈願大道在日本弘揚。

娓娓說道  三十餘年開荒歷程

瑞周全真單位由陳玉純道務助理

代表報告日本的道務發展。日本全稱

為日本國，意為「日出之國」，由北

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嶼及

數千個小島嶼組成，最大城市為東京。

瑞周全真天儲單位至日本開荒的

機緣，是原本在美國洛杉磯開荒的蔡

春綢點傳師與陳喜樂壇主夫妻倆，在

老前人剛好也至美國並慈悲垂詢道務

發展時，向老前人稟報：「在美國言

語不通且交通不便，由於陳壇主會說

日文，因此想去日本開荒。」老前人

說：「日本人不容易度喔！」蔡點傳

師說：「我會盡力而為。」老前人慈

悲應允後，才轉向日本開荒。蔡點傳

師並痛下決心說：「若一年的時間仍

沒有打拼出來，我就回來！」

▲ 日本東京忠恕道院開壇，老前人與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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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3年（1984）2月 8日，蔡

點傳師與陳壇主開始至日本開荒辦

道，由於語言與人文皆不同，經歷了

種種的考驗，但兩人努力地度人成全，

克服一切困難；上天慈悲，日本道親

大野貴子求道並清口茹素，由此因緣，

日本道務從此生根發芽。

辦道之初，由於尚未設立 堂，

曾暫借興毅道場在東京的道範 堂辦

道。上天恩德，第一次（西元 1984年

3月 22日）即有 15位道親求道。然

而借用 堂總非長久之計，為廣度有

緣人，後來即租屋設 堂。同年 6月

11日，在東京豐島區上池袋開設了沼

袋素菜店（負責人為大野貴子），一

樓為餐廳，二樓為 堂，當時餐廳的

員工都是台灣過去的學長慈悲義務幫

忙，藉以廣度當地眾生（十年後才因

故停業）。

正當煩惱之際，上天慈悲，民國

83年（1994）11月 15日，日本道親

渋谷洋滿先生安設了天榮 堂，由夫

人渋谷榮妹擔任壇主，度了許多日本

人求道。渋谷洋滿先生因誠心修道、

為人熱誠，在老前人、各位前人、蔡

春綢點傳師夫婦、沈坤土點傳師夫

婦及眾位道親成全下，於民國 89年

（2000）3月 13日領受天命。

老前人一直希望能在日本東京

設立公共 堂作為中心據點，以方便

成全更多日本道親，但是東京人口密

集、物價又貴，要找到適當地點非常

不容易；然而經蔡點傳師、沈點傳師、

渋谷點傳師及日台兩地道親的盡心竭

力，終於找到適當的房子，於民國 89

年（2000）6 月 15 日，老前人慈悲

親臨開壇並賜名為「一貫道基礎東京

忠恕道院」，並囑咐點傳師們一定要

在日本成立宗教法人，讓道普傳（成

立宗教法人後才能在日本各地公開傳

道，否則除了不能公開傳道之外，還

得繳交非常多的稅金）。

然而，這個任務談何容易！當

時不管是一貫道各道場或是其他各宗

教，要在日本申請宗教法人都困難重

重！但為了讓大道普傳及恪遵老前人

慈命，難行仍要行；遇到任何困難時，

點傳師只能不斷在 堂叩求　老 慈

悲暗中撥轉；而果真所遇問題一件一

件地解決，其中的奧妙與不可思議，

真是只有當事人點滴在心頭。點傳師

每每談到申請的過程，都只慈悲地說：

「一切感謝　天恩師德！感謝眾仙佛

慈悲保佑！感謝老前人給我們行功了

愿的機會！」

▲ 日本東京忠恕道院開壇，老前人與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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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要度人成全，不是件容易

的事，因為日本人的民族性及注重隱

私權的關係，連要去家訪都很困難，

更何況是發展道務。然而點傳師秉持

著老前人在東京忠恕道院開壇時所囑

咐的：「傳承道脈，慧命永續。」引

領著後學們不斷前行，眾人一心，願

道能普傳、眾生能得度。

熊本道本道院成立原由

的誠心下機緣成熟，蒙上天巧妙安排，

向政府標得現在的道場用地，西元

2001年 12月由老前人賜名為「道本道

院」。地點位於熊本城附近，僅約 10

分鐘車程，距上熊本火車驛則約 3至 5

分鐘，交通十分便利。土地含停車場

約 250坪，為二層樓日式木造建築。

西元 2002年 10月 20日，成立宗

教法人。西元 2005年 9月 18日，道本

道院正式落成暨開壇，由德高望重的

陳德陽前人慈悲親臨主持，多位點傳

師和學長們亦從台灣去共襄盛舉。其

後成立班程，由台灣講師們講解專題和

經典等，黃壇主的千金椎原那嘉和公

子黃野嘉基兩位學長負責翻譯，求道和

參班的成員百分之九十都是日本人。日

本道務的長期推動，十分期盼台灣的大

德點傳師、講師和學長們能慈悲一起幫

辦，不吝參與此「末後一著」之盛會。

富士不二  大道明燈照山梨

南阿爾卑斯 MINAMI  ARUPUSU

早年前往日本發展的坤道道親黃

英鳳前賢，於日本關東山梨縣定居後，

因機緣成熟，返台參加了西元 2017年

瑞周全真新道親法會，幸蒙濟公老師

慈悲顯化點醒，隨後又蒙陳德陽前人

慈悲接見鼓勵，林修煥點傳師慈允，

九州熊本道本道院的開拓，初始

是由楊淑雁點傳師前去開荒播種，度

化了祖籍台灣台北，因工作關係歸化

日本籍的陳月娥（黃野梨圭）點傳師

（西元1986年8月26日回台灣求道）、

黃健民（黃野健道）壇主，以及台灣

的徐淑貞學長。

西元 1986年 10月 26日，在熊本

市草葉町開設了黃氏 堂，估地約 35

坪。陳點傳師並於西元 2001年 3月

15日領命。在點傳師、壇主與眾道親

▲  日本熊本道本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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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新莊馮尚軒壇主、魏育婕副壇

主不辭辛勞多日成全下，深受感動，

發愿在僑居地開設 堂。

西元 2018年 1月，在離日本精神

象徵的富士山麓不遠處的山梨縣南阿

爾卑斯市，基礎忠恕道場又在此安設

了一座家庭 堂。開壇比原定日期提

早了一天，原本要來求道的新求道親

也都提早一天應約到來；隨後日本發

生了超級的大風雪，海陸空交通癱瘓，

但竟然兩度有新求道親冒著風雪前來

求道，這依日本國度的民情來說真是

不可思議！

甲府 Kōfu

馮尚軒壇主與魏育婕副壇主成全

道親不遺餘力，有感於老前人啟示「當

地人辦當地事」的修辦理念，也在當

地道親的協助下因緣成熟，於山梨縣

的第一大城甲府市購得一間房屋，開

設公共 堂，並蒙黃總領導點傳師賜

名「天軒」。

西元 2019年 11月， 堂由瑞周全

真天參單位林修煥點傳師圓滿開壇，

並蒙東京渋谷點傳師、渋谷榮妹壇主、

千葉林明君道務助理、藍邦銘副壇主蒞

臨協助幫辦。此後定期班程、固定獻

香輪值及道務推動就此開展，也免除了

以往借住南阿爾卑斯黃壇主家的打擾。    

回顧上述兩處 堂籌備期間，除

了感恩　天恩師德垂慈，還要感恩早

在東京已開拓一片道場的瑞周全真天

儲單位蔡春綢點傳師、陳喜樂壇主及

渋谷點傳師、渋谷榮妹壇主的多方指

導與協助，以及林修煥點傳師和馮壇

主夫婦人力、物力上的幫辦，才能順

利完成。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指示的日本

道場資源共享感恩大會，原預計於西

元 2020年 5月舉辦，惟因疫情影響而

順延一年；而環顧近年千葉及山梨

堂的開設，基礎忠恕老前人「合德同

心，聖業彌久」的道念，在日本已然

逐漸示現與開展。

▲  南阿爾卑斯黃氏 堂。 ▲  甲府天軒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