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NO.388 2021.4

（接上期）

※瑞周天定單位  陳益眾

活動在道寄韻律暖場後，操持班

長許惠媚道務助理與青年幹部們約法

三章說明遊戲規則及注意事項。再從

澳洲跨海視訊恭請陳平常點傳師慈悲

開班賜導，期勉忠恕青年：「要活出

生命價值（意義），必須做到：1.堅

固信愿。2.任重道遠。3.精進篤行。

4.承擔使命（任務）等四大目標。」

緊接著由簡清華點傳師慈悲，以

「青年幹部的理念與使命」為主題，

述說：「這是這個光明的季節，也是

◎ 基礎忠恕青年大會師籌備小組提供

基礎忠恕青年大會師
幹部成長營心得③

黑暗的季節」，告訴我們普度收圓時

期因緣，及「修道誠心古老化，辦道

方法現代化」的理念；並開示：「得

道後如同找到宇宙中心，譬如圓規畫

圓，腳在走，心卻不變。」讓學員們

知道：有定位的人生，才能圓滿。修

道應該學習北宋理學家張載「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最後鼓勵學

員們：生命要「超前佈署」盡修道，

才能「圓滿人生」歸理天！

林鴻輝點傳師慈悲表述忠恕青年

大會師的起源與目標，鑑於老前人傳

道超過 60載歲月，許多初代前賢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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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道場修辦，可能因而疏於對道二

代、道三代之引領與成全，也可能對

道場的運作缺乏永續傳承規劃，因此

而籌辦系統成全平台與溝通管道。

短期目標：2020年讓學員們凝聚

向心力，創造了愿平台，讓忠恕青年

動起來。

中期目標：2021年舉辦青年幹部

成長營，結合忠恕青年團隊，開創青

年道務。

長程目標：成立忠恕青年組織，

舉辦感恩大會，引導青年志工投入修

辦，實踐基礎忠恕道場精神與慧命傳

承之理念。

之後由陳金擇點傳師慈悲賜導

「忠恕青年揮灑青春」：以「忠（明心）、

恕（見性）」意涵，鼓勵青年道親，

在人生道路上「修行趁早，以身作

則」，明白責任歸屬，力圖報恩了愿，

以達使命傳承；且我們的修辦心態應

不求名利，純粹為眾生著想，以符合

前人輩對我們的殷切期盼，從內聖德

行上體現「溫、良、恭、儉、讓」來

付諸了愿行動「學、修、講、辦、行」。

青詩道務助理分享了「青年志工

了愿平台」，以自身修辦經驗提供參

考，並以天順讀經班為例，鼓勵學員

們以「聽命辦事準沒錯」為修辦最重

要原則，建議青年幹部在規劃道務時，

需招募基本成員參與，才能成全更多

對象，讓任務目標好達成；建議可以

遵循：「1.凝聚一些人。2.共同做些

事。3.一起聽道理。4.道場是我家。」 

等四步驟來凝聚團隊向心力，道務活

動規劃時，讓成員主動當下承擔；任

務分配時，能有捨我其誰之修辦精神，

讓忠恕青年們願意分擔道務，以道場

為了愿平台，配合參與各項活動，可

以讓大家感受到：道場是人生避風港，

也是成長舞台。

午餐後，學員們把握互相認識機

會，找不同單位十位學長簽名，並介

紹最喜歡的一部經典，解釋推薦理由。

後學觀察到：多數推薦《心經》，理

由是字數少且大家都讀過。顯見青年

學員在修辦理念上偏好簡短、普及、

有效的教材內容。下午的道歌帶動唱，

為分組體驗「老前人五心級」活動暖

身，體驗孝心、平常心、慈悲心、修

辦心、精進心五大主題。透過各關關

主的引導、闡述與影片輔助說明，讓

學員們感受到老前人光明、真誠的修

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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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討論法」讓學員們依課程

選擇題目：1.青年幹部理念與使命。

2.忠恕青年揮灑青春。3.老前人五心

級。4.青年志工了愿平台。5.青年大

會師任務。各自發表修道心得，並滾

動式換組發表討論。

後學選擇主題 2發表：「道二、

三代：應體認長輩鼓勵參與道場活動，

期待子孫能承接 堂代代修行，一生

平安修辦，不求大富大貴之期望。未

安設 堂的忠恕青年：應配合直屬點

傳師及引保師的栽培成全，以安設家

庭 堂為基本目標，接受道務分配，

成為法船的舵手。」

「素人崛起」的單元，由戴智偉、

曾亭瑋兩位講師以各自修辦成長歷程

中的轉捩點與體悟分享給學員們，期

能體會：得道、修行真的可以改變命

運，即使曾是廟街少年、問題學生，

在生命的貴人（得道三師）慈悲成全

下，仍能成為承擔道務助理的好人才；

由世俗的飲食男女，換成有能力扭轉

乾坤的修辦人生。

最後是劉興昌點傳師慈悲引導團

體立愿，以各單位小組共同討論，規

劃短期道務成長的具體目標；有初步

共識後，報告點傳師請命辦事，讓青

年人才凝聚起來，共事共辦，協助各

單位道務成長；因為道務運作不只是

點傳師、資深壇辦人員的責任，青年

人才應勇於提出意見，參與道務討論，

取得共識，以期道務更宏展！

最後，後學再次感謝　天恩師德

及無私奉獻的前賢們，用心規劃課程，

教授青年道務成全秘笈，讓活動能更

加順利圓滿！忠恕青年們，各個法喜

充滿、蓄勢待發，願意承擔道場接棒

使命；認同道場，開創新局，願意齊

心打造適合當今社會氛圍的現代化修

辦平台，達成新的里程碑。

※瑞周天曉單位  洪暄智

青年大會師活動雖然只有一天，

但後學過得很充實，學習到很多前人

輩的行誼；同時，也認識很多不同單

位的學長，因緣聚合讓我們可以齊聚

一堂共同學習，一同進步。

課程中讓後學明白「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不管自己多強，總有人

比我們更強，所以要以謙虛的態度來

面對，並向他們效法，成就自己和他

人。也體會點傳師為了提拔年輕學子

的一番苦心，點傳師經常慈悲提點我

們：「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走

出去，我們的視野才會廣闊，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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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井底之蛙，永遠困在裡面，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

其中令後學最有印象的是「拼圖

討論法」，藉由互相分享，讓每一個

人學習如何總結自己的筆記並輸出，

因為大家都是拼圖內重要的成員，缺

一不可；所以我們只要在自己的崗位

上，做好自己的本分，再綜合小組內

其他成員的意見，便可以完成一個完

整的拼圖。這個單元告訴我們：「在

修辦路上，人人都是重要的，要一起

進步，不能遺漏任何一位。」所以我

們要彼此互相關懷、合作，一起締造

更美好的世界。

※瑞周全真天健單位  胡琇雯

感謝　天恩師德，非常榮幸這次

能跟著高雄明德道院的七位忠恕青年

一同參與；後學是在耳聞了多屆的青

年大會師之後，今年下定決心主動報

名，因為後學從 20年前的兒童讀經

班，學習到如今的中級部，一路上看

到同輩的道二代不斷消失，直到現在

後學開始有能力學習承擔幹部和班務

要職時，只剩小貓兩三隻，而班程的

學員和人力更是不斷縮減。後學深知

許多問題已經逐漸固化，不改革不行

了，這也是後學主動參與青年大會師

的原因；後學想看看其他單位的年輕

力量，想一窺其他單位推動青年道務

的方式和型態，汲取成功的經驗。於

是展開了為期一天的資訊爆炸（簡稱

燒腦）之旅。

首先真的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用

心安排，包含課程、場地布置、講師

陣容，甚至餐點，都費盡心思，為了

讓我們這批忠恕青年心靈上有滿滿的

收穫，並且感受到回家的溫暖；後學

感受到了！真的很成功！

一開始三位點傳師的專題賜導就

非常精彩，後學挺直的腰桿沒有鬆懈

過，為避免錯過任何細節，課程中水

都不敢多喝，怕中途跑廁所。後學看

到陳平常點傳師遠自海外連線視訊賜

導，數次激動地對忠恕青年大聲疾呼，

▲  曾亭瑋講師述說自己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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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敲得電腦螢幕微晃。簡清華點傳師

則是開場一句話就震得後學心中轟隆

作響：「進未來世，入生死中，與師尊

永為師徒，生生世世都要下來修辦！」

這是何等的宏願！又是何等堅定的信

念！後學真的一瞬間就熱淚盈眶了！

在專題中，後學心內的雲霧不斷

被撥開。當中提到：因為道二代比一

般新道親的道齡還久，或許更熟悉禮

節和道務流程，但未必對道義和經典

有很深刻的理解和體悟，這也是為什

麼在活潑的帶動形式中，一定要有道

理作為核心，破除青年們的迷惘和認

清「道」的理念，才會有使命感的認

同和宏願的誓立，才能真的留住青年！

所有課程都緊扣著老前人的道範

行誼，更是深深地打動後學。猶記小

時候曾在某次老前人的壽誕大會上，

看見他老人家顫巍巍地向前切蛋糕，

那略帶腔調的嗓音依舊抖擻地鼓勵

著道親；但再下一次的見面，後學已

經跪在了忠恕道院通往山下的柏油路

旁，目送那一列黑色的靈車遠去，後學

放聲痛哭，就像失去至親那般的難受。

如今，老前人歸空十年了！後

學看到了點傳師和前賢輩們的心急如

焚，大力呼喚著一批批忠恕青年們回

來聚集和培訓，期許各單位要開始改

革、開始重視青年新血的加入和傳承。

因為這幾十年，我們都享受著前人輩

們種樹的成果，在乘涼的同時，忘記

了還要更加積極地種樹，才能有永續

的經營發展。聽到由老前人一手培養

的點傳師和前賢們講到，當初老前人

看到年輕道親時眼裡殷切的光芒，聽

者似歷歷在目。相信前賢輩們一定是

有更深的感受和刻不容緩的危機感，

因而有了大會師的召集和動員，後學

亦深受感召。

在一整日的課程中，後學不斷重

複著：激勵、筆記、吸收、放下。直

到最後的立愿卡環節，累積了體感上

的疲勞和心靈上滿滿的能量，卻在討

論時詫異地發現，各組並非如後學想

像般熱絡地規劃著未來道場上年輕力

量的願景，而是擔心著能力和人數的

不足，及各種各樣的阻力。為什麼會

有這樣濃濃的無力感？甚至因為立愿

目標和成全人數比不上其他單位，連

上台時都感到心虛。

在後學看來，其實本次與會的各

單位，在立基點上是有所差異的，在

青年道務的推展上，有尚在摸索、深

受斷層所困的初學班，也有已推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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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蓬勃發展的進階班。因為本次

大會師分享的多是以進階班的角度和

立基點出發，所以雖然理念和大方向

可以被認同，但初推展時所遇到的困

難，以及解決的方式較少被提及，導

致成功的經驗無法被依樣畫葫蘆地套

用在初學班的單位上，去解決眼下的

心慌和困境，也因此讓初學班的忠恕

青年們少了一份共鳴和自信。

但是，後學認為：所有與會的初

學班青年們應該站起來，接受所有人

最大力的鼓掌！因為，我們沒有礙於

眼下的困境，就選擇逃避、不解決！

或許人數的確不多，但我們都來參加

大會師了！雖然立的愿不多、期許成

全的人數還不龐大，但我們確實開口

討論了、思考了、上台了、立愿了！

初期的推行確實會是困難的、緩慢的，

但是沒關係，每個人做任何事的初學

過程都是這樣。值得讚許的是：我們

願意站出來，成為單位上承擔使命的

開拓者，成為最辛苦也收穫最多的開

路先鋒，成為數年後眾多青年道親的

引路人。我們絕對值得為在困境中仍

然勇敢的自己鼓掌！

此外，也不需要在進階班前感

到不自信，或羨慕有果敢的前賢輩們

引路及優秀龐大的團隊。因為，現在

的我們就是當初的他們！我們只是在

經歷數年前他們所經歷的，若初學班

的單位在尚未大破大立地改革前，即

便有再優秀的領航者，可能會因為過

於積極而密集的培訓和革新的想法，

造成彼此無法理解和衝突對立，反倒

未必是好的結果。所以，我們就是在

各階段單位中，上天最好的安排！謝

謝我們願意給自己一點一滴進步的機

會！只要持續在修辦的道路上，攜手

一起走著，我們的「以身示道」自然

會為後人引路。「愿」不要怕宏立，

因為不論怎麼樣的立基點，都有各階

段要各自完成的使命，終究都會是任

重而道遠的修行！也才能夠化一時的

感動，為堅持實踐的撼動！

期許未來的青年大會師能加入更

多開拓時困境的分享，及當時解決的

經驗，為初學班的青年們引路，而有

依循的方向，並可以帶回單位上試驗

與推展。更願各階段的忠恕青年們都

能永續傳承老前人的弘道意志，開創

屬於我們的青澀蜂巢！ 

※瑞周天罡單位  蕭素芬

參與這次青年大會師的活動，感

觸良多！整個活動都很棒，讓年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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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道了「道」是什麼，知道老前人

大德的行誼風範，身為小後學，碰到

一點困難又算得了什麼。後學希望我

們單位的道務助理、班長、壇主能共

同把道二代、道三代推出來，讓他們

知道道務中心為年輕人設計了平台，

需要年輕學子來發揮，道場不能沒有

年輕人，希望大家一起來護持！

※瑞周全真單位  吳筱琦

感謝　天恩師德，上天最好的安

排，讓後學既不是道二代，也不是出

生在道化家庭，卻能有這麼好的緣分，

可以遇到後學的引保師，以及她們的

家人、親友，還有許多在道場裡資深

的前賢們，跟慈悲為懷的點傳師，替

後學引路，讓後學一直學習、一直往

前走，也給後學有這個機會參加忠恕

青年大會師，經過一整天「腦袋 +身

心靈」的洗滌，讓後學內心深深地感

動著，尤其是在「老前人五心級」的

課程中──孝心：事親至孝、勤儉守

約。平常心：平實淡泊的生活態度。

慈悲心：悲智雙運、菩薩本質。修辦心：

守道精嚴的行者風範。精進心：捨身

辦道、為法忘軀。

後學在「孝心」這個關卡中情緒

湧上，一度無法控制地流淚，因為後

學的父親在後學五歲時就病逝離開，

而後學的母親身兼二職，扶養後學與

妹妹長大成人；聽到老前人的孝行，

更讓後學有感而發地想念父親與感恩

母親對子女無私付出的愛。修行可以

把功德迴向給至親摯愛，那後學願意

承擔去做更多的事，感恩父母親這輩

子的恩德！

這次有機會參加忠恕青年大會

師，在班程裡讓後學體悟到：「忠於

本性，恕己及人」，年輕人要對社會

有責任，讓社會趨於良善，就從我們

自己開始，還要號召更多忠恕青年，

願意隨道回來 堂參班學習。

2020/11/28北部場

※瑞周天惠單位  謝宗翰

簡清華點傳師說：「圓規畫圓，

因為腳在走，心不變。」試想為什麼

各位點傳師這麼用心、花這麼多時間

舉辦青年大會師培訓營？無非希望我

們這些道場第二代、第三代可以繼續

承接道的使命，了解自己不變的「圓

心」。這個圓心可以對應到老前人的

五心：「孝心、平常心、慈悲心、修

辦心、精進心」。其中讓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孝心」活動，學長要求我們

分別寫對自己最好朋友的了解與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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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了解，後學發現自己對朋友可以

知道他喜歡吃什麼、喜歡什麼明星、

生日幾月幾號；很慚愧的是當寫到父

母時，後學一問三不知，明明是每天

相處的親人，怎麼變成最熟悉的陌生

人？因為缺少一份關懷！

後學認為修道最基本的就是做好

孝道，但顯然後學沒有做得很好，讓

後學有很大的省思，去思考「習以為

常」如何將自己的良心蒙蔽？這似乎

也可以反應到現今「幸福」的世代，

修道變成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也因

為「習以為常」，反而不珍惜，不像

前人輩們經歷官考時代，將道視為唯

一，可以為道犧牲！想想我們真的是

太幸福，同時也是不知足的，不知道

「道」的寶貴，繼續在假的世界沉淪。

此次活動點燃自己心中快要熄滅的道

火，也提醒後學要把握時間好好修道。

※瑞周天達單位  柯懿庭

這次是後學第二次參加青年大會

師，後學很喜歡這次的活動規劃和課

程內容，明確地告訴我們年輕人在道

場上的重要地位，更提供了很多方法

讓我們可以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最

後點傳師也叮嚀我們不要忘記對道場

的初心。

雖然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

兩天一夜的安排，不過在這一天中聽

了點傳師和講師們的諄諄教誨後，後

學十分感動、法喜充滿，也期盼在未

來的修道路上，可以更加進步。

※瑞周天達單位  施瑾榕

雖只有一天的密集培訓，但卻可

以深刻打動心扉，每位點傳師、講師、

輔導學長都不辭辛勞，並用淺顯易懂

的方式讓後學更了解上天的安排與使

命，也藉著課程更深切認識從未謀面

的老前人之行誼，後學若能效法一二

也已很有收穫，唯有誠心抱守、永懷

勉勵，按老前人步伐前行。

每位年輕學長的發心發愿，讓後

學體會大家對道的熱誠，也學到學長

們的經驗分享。要跟上時代，或許需

要更多嘗試與真的發心執行，辦道現

代化需要更積極點，因為現代人在這

安逸的世代都有點鬆散、怠慢；修道

要古早化，主要是不忘自己最初的保

有。這次大會師讓大家真的就像一家

人，學習到很多單位的經驗分享。感

謝上天慈悲，也希望後學能在現在的

崗位上使得道務鴻展圓滿！當然更需

要所有學長一同努力才能完美、需要

每個前賢一起成長與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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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周天達單位  徐啟洋

此次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老前

人五心級」單元，後學自我省思與期

許──孝心：盡量不讓家人擔心；遇

到爭執時，要先處理情緒再處理問題。

平常心：不刻意追求無法負荷的人、

事、物，並用平等的態度來善待他人。

慈悲心：修道、行道能救人救己，要

學習無私奉獻的方式，並適時給予他

人幫助。修辦心：面對道務上還沒辦

法全心投入，但有時間都要來洗滌身

心。精進心：對於自己的工作抱持著

想進步的態度來面對任何挑戰。

後學認為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

會有不同的任務，總不能為了完成他

人的期望，捨棄自己對於世界上的事

物產生的好奇心。

瑞周天罡單位  朱定杭 陶家榆

 2020年基礎忠恕青年大會師「青

澀蜂巢」終於順利落幕了。火車雖然

到站，但是當它加滿油、充滿電，隨

後即將開始另一段嶄新的旅程。眾多

忠恕青年在經過一整天的課程洗禮，

讓後學們知道身為忠恕青年的理念與

使命：

一、真修與實辦：讓後學們能夠

尊敬仙佛及敬畏天命，經由研究經典、

課程，以及從仙佛、老前人和前人輩

慈語中，培養出尊師重道的美德，並

找回本自具足的光明心性。

二、實現活佛師尊的三大弘願（出

自光慧文化出版之《修辦津要》）：

1.在先天應積極地度化眾生，達本還

原。2.在後天要努力移風易俗，實現

大同世界的理想。3.要繼往開來，復

興儒家固有文化。以上三點為什麼這

麼重要？後學的體會是現今社會因為

時代進步（農→工→商）、科技創新

（網路），使得現代的青年朋友做人

追求隨意，做事追求快速，許多人的

心性已經在這大染缸裡不斷地蒙塵，

讓三毒不斷地侵蝕原有的光明本性！

殊不知傳統社會原尊崇的儒家固有文

化──仁、義、禮、智、信、忠、孝、

▲  討論未來具體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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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等能引導我們在思想上崇尚和平、

追求自強、實現自我和社會和諧。忠

恕青年應該要努力復興此固有文化，

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來精進自

身的心性，學習孔、孟等儒家學說來

匡正我們的道德與倫理思想，進而才

能在後天上移風易俗，朝實現大同世

界邁進，並幫助完成師尊、師母度化

眾生的使命，回復芸芸佛子們的本來

面目──即原有不昧的靈性，達到至

善的境地。

三、白陽弟子應肩負起繼往開來、

度眾佈德、淨化人心、創造幸褔、移

風易俗等使命。努力積極地去做以圓

滿人生！我們是忠恕青年，那就是要

做到明心見性、立身行道、力行不懈

怠、積極行功了愿，讓「道本一體、

理無二致」的忠恕精神傳承永續。

※瑞周天罡單位  劉于甄

此次透過點傳師的專題、穿插小

活動的設計，讓我們感受到忠恕青年

理念的凝聚；點傳師們殷殷地期許慧

命傳承，雖然仍是一堂又一堂的課程，

卻能讓我們感受到活潑的氣息，我們

常聽說「修道古老化，辦道現代化」，

這次的活動讓我們感受到這一點，也

讓我們這些青年幹部做規劃與推動

時，不只是思考要辦年輕人喜歡的活

動，更別忘了最可貴的就是道，有道

才是一切的核心。

如何有道中活潑，吸引年輕人，

讓青年人不只是無可奈何地活著，而

是要活出生命的價值，認理歸真，以

自性正知正覺地修行才不會偏，「吃

一點苦，苦一陣子；吃不了苦，苦一

輩子」，沒有人天生是釋迦牟尼佛，

一切都是自己努力而來的，但願大家

能用心修道，當自己的貴人；用心辦

道，當眾生的貴人。感謝　天恩師德，

這次青年幹部大會師，讓我們的青年

幹部更凝聚、更有共識。

※瑞周天定單位  張純慈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

時代！」2020年這句話特別好用，在

許多事情無法如願進行的時候，會說

「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我們沒辦法如

何如何」，不知道該喜還是該憂？疫

情之下，很多事情停擺，但我們自我

安慰說：「沒辦法，只能這樣。」然

而，在這樣最壞的時代下，也許是自

我進修的好時機，所以後學從國外回

台灣了。

在台灣，儘管受疫情影響，後學

還是看到在 LINE的道場群組，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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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發出鼓勵打氣、仙佛的話，以及其

他道場活動的照片等等，甚至道務中

心疫情應變小組影音團隊也拍攝了幾

部疫情法語，著實令人感動，大家都

還是在努力，沒有放棄任何可以辦道

務的機會。也慶幸自己在 2020年底搭

上順風車，能夠參與到第一屆基礎忠

恕青年大會師。

感謝　天恩師德，近幾年，陸陸

續續有來自各地的青年齊聚瑞周天定

單位的新竹天慈堂，並不是所有人都

來自道化家庭，也許是濟公老師的安

排撥轉，讓我們能夠共同在這小小單

位學習。難得的青年大會師，可以把

大家集結起來。真的特別感謝點傳師、

道務助理及講師的籌畫，第一次我們

道場有如此盛大集合年輕道親的活動。

以前總是覺得好像各單位各自努

力，互相沒有交集，但是畢竟時代在

變，道場也要轉型，我們得更加地團

結，儘管速度不是很快，這些年來我

們也是一點一滴在進步，希望道場可

以更年輕化及現代化。還記得前兩年

的瑞周青年大會師標語：「我年輕，

我修道！」本來修道就不是退休後的

專利，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袁前人也

示現「老實修行，以身示道」的德範，

如果不從現在開始，能保證以後還有

機會嗎？老王樂隊在〈我還年輕 我還

年輕〉這首歌中唱道：「我不想在未

來的日子裡，獨自哭著無法往前⋯⋯」

藉由這個活動，天慈堂的大家終

於有一個團隊的雛型，雖然我們不像

其他大單位，有良好的架構或組織運

作，我們也沒有許多人力、沒有許多

資源，但往另一方面想，同時這是上

天給我們的一大好處，有寬廣的發揮

空間，我們自己帶領自己，自己的時

代自己創造，行功了愿的機會都在等

著我們。秉持老前人及袁前人當年在

台灣開荒的大無畏精神，天慈堂在點

傳師及各位前賢引領下，後學相信我

們也會越來越進步。希望往後疫情不

再是藉口，2021年會是好的開始。

※瑞周天定單位  黃鼎強

感謝　天恩師德，讓我們在這世

界混亂的疫情期間，仍然能夠齊聚一

堂，共同學習、成長。幾年前的「天

定一家親」替我們種下這次活動的種

子。再次相聚，有了更多前賢的參與。

經過這次活動，後學認為來自各地的

忠恕青年，能夠把在這裡學到的經驗

運用在各地方，道務將會蓬勃發展。

期許再次相聚之時，大家都能帶著自

己的成功經驗，彼此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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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周天罡單位  高黛玉

「忠恕青年，時代青年；忠恕之

光，傳承永續」，這是我們「北 81」

的隊呼口號；後學在大會師中看到了

各單位歸巢的蜂，每一位都滿懷希望，

抱著空杯的心，期待這盛會可以將採

集到的「道香、道蜜」帶回到自己的

巢，感染給道伴們。

點傳師們慈悲提醒身為「忠恕人」

的承擔和使命感：「人生要有理想、

抱負、良心。做人要有價值地活著，

對人間要有承擔，在平凡中做不平凡的

事。白陽時代的我們要扶助彌勒成大

道。這也是身為一貫道弟子的責任。」

「老前人五心級」讓大家從不同

的面向，感受了老前人的道德風範。

最讓後學感動的一幕是「老前人為眾

生頂業力」，這種無我、捨我的精神，

讓後學們敬佩景仰。

現代的青年人外物的誘惑甚多。

洪青詩道務助理分享了：「如何提供

青年志工的平台，讓他們在地方找到

歸屬感。」這點很重要，要知行合一

才能達到最完整的學習。

「素人崛起」中的曾亭瑋講師談

到自己這個小屁孩如何成為道中的精

英，而曾是廟街少年的戴智偉講師，

為了不讓媽媽擔心受怕，分享如何讓

自己愿力啟航、夢想起飛，擺脫了徬徨

少年時代。以上都讓後學感動滿滿！

最後，林鴻輝點傳師慈悲叮嚀每

個忠恕青年：「大會師不是一場熱鬧

的嘉年華會。」期許每位參與大會師

的忠恕人，將這份使命感染給其他忠

恕人。思考如何成就青年參與、加入，

讓道傳承永續。

「傳承永續」不是口號，而要有

具體的行動作為。如何做？傳承永續

需要一群人！「有共同使命感的一群

忠恕人！」你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忠：用心修道做自己的主人；恕：

用心辦道做眾生的貴人。」這句話後

學將會銘記於心。後學會將這次所聽、

所聞、所感受到的帶回地方。期許自

己更加精進不懈，能在地方道務上貢

獻一份心力。

（續下期）

▲  化感動為愿力，齊心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