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ill do my best！ԧົБ˧ͽĊ
ήྖֽߏкᆃන͕ăၰຍĂҭԧࣇৌ۞Б˧ͽ˞ĉ
рጹࣹрጹĊѣкְ͌ଐĂд࿅̚Ăтڍৌ۞Б˧ͽ˞Ăυົ
ѣචĂҭߏࠎ˞̦ᆃĂԶຫ˞ֽࣧ۞ܐਾĉ
ᆃк۞ԩᏊăᆃк۞Ӟ಄Ăд͕̚Ă͔൴˞γд۞ᇝᑡᄃԩ˧ĂޥჰĂ
тܥχ܁ᏁĂႍႍඍඍăႲႲăဢဢ̷̷Ăၙၙ᎕ă൴ᅔăᎶණćˠม
ᐵᄬă͇˯тĂՏ˘͕هĂౌ͔൴ԛ۞ᛢજĂՏ˘۞هਕณĂಶтኄኅड़
ᑕ˘ਠĂ۞ഈϒࢬٕࢬ۞ड़ᑕଯᑟĂˠม۞ᇎᛵăๆၙăᇙㄽăऻݖă
ԧેČČČඈᇒ୕ĂБొϹᗔд˘Ăтᇲ፟ࠓăтͫ̋ᘕ൴Ă̂Զຫ˞ă
ˠ๋ࣶണ˞ă̼͛ᐞ˞ă̋૪˞ă઼छໝ˸˞Ăٙѣ۞˘̷ĂౌΪЯ̰д
֤࣎۞هдүĄ
ҰԘ̰͕ޥჰ۞಼گĉҰ˞ྋฉዎүใ۞ᐝдࣹĉ༊Ұᐌγ
ٕۏճಈٕዩޤĂҰΞځϨ֤тᏇᘿਠ͕ă២ۊăᛅજ۞ېၗĉ
ូࢲާܥဧՒճĂ႕͇เཧᇡࢬχĂፘ୬ᐖ҃ࢲ̙ͤબĊະ˭ֽĊᐖ˭ֽ
ӐĊឰιͤि˭ֽӐĊ࠻࠻̦ߏغזᆃڌҘдൎҰ۞͕ĂдሣҰ۞ຍ
ԠĄ
Ұົ̙ົຐ۞ăᄲ۞ăઇ۞ˬ࣎ᇹĉᓁߏЫฺॡຐჂᛇăჂᛇॡຐە
࡞ă࡞ەॡຐ̍үĂ͕̙ۢдࣹĂٙͽĂѣॡᄃˠрழᗓĂѣॡĂڌҘז
ঈგ̚ĂѣॡĂᔘกཙၢซӫ߽㝯ĄҰѣ՟ѣྏĶ˘ѨΪઇ˘Іְଐķ
ĂАଂ
ಅͪฟؕĂீ៍ă҅ăᆄăҎקă͘ଦăຍڦĂಶ֤ᇹ͕य़㓐ă˘͕˘
ຍĂԯ֤ͪړ͕ະຍ۞ซᆜ྆Ăֳצϟᜨଂ˾ටăಘᚎăࡤొ߹ၰ҃࿅۞
ԣຍĂಶ֤ᇹĂ˘ְ˘ְ۞ႊቚĂᕇᕇႍႍĂχрૄώΑغĂۡז৷ሢࠎͤĄ
ະ˭ֽĂಶਕᐖ˭ֽ˞Ă͕тΔ֚̚اਠĂЇϤγдཏߐᖼજĂྍઇ̦ᆃ
ְಶઇ̦ᆃְĂрҋă̙גຍĂಶည͟͡ߐொĂሗѱੜซĂࢲᅴᅴәĂѻ
ཧՒՒརгĂឰˠൃ֗ࡪౌྯᝫᝫă৯ᆘᆘĂ֤ᇹၰԣă֤ᇹщ͕Ă֤ᇹ۞
જᐖآăЪͼཌྷநĄ
֤ॡĂ̙ኢඕڍĂౌ՟ѣެጹ˞ĂЯࠎĂԧࣇۢĂԧࣇቁቁ၁၁̏གྷა
ႽБ˧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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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九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地點：鐳力阿道場大同堂
場合：丁亥年極院春節團拜講話

新春新歲時刻 配合師尊正位帝教總殿

發大願立大志
開啟救劫弘教新紀
╱維生先生 攝影╱楊靜則

同奮們：恭喜！恭喜！恭喜各位同
奮心想事成、萬事如意、幸福平安！

師尊晉封極初大帝 正位帝教總殿
今年是丁亥年，一般又稱之為金豬
年，走過了稱為金狗年的丙戌年，邁入
到金豬年，從丙戌年巡天節的聖訓，我
們了解到今年這一年還有待於全教同奮
好好奮鬥。
在丙戌年的巡天節， 上帝頒授師尊

於天爵，這是非常特殊的，等於合道統、

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果位， 上帝詔封師

法統與炁統於一體。同時在丙戌年巡天

尊為極初大帝，這是加重了師尊在現階

節聖訓中，我們可以讀到師尊正式受

段為天下蒼生奮鬥的力量與責任，在座

上帝授命正位帝教總殿，今天人間同奮

同奮有長期持誦《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

分享到師尊的榮耀，師尊提升了，同奮

誥》的功課，在天曹寶誥中受尊稱為大

也提升了，也感受到責任加重了。

帝的上聖高真，有三期主宰的無上尚清

上帝要師尊以極初大帝的天爵主持

大帝、崇仁大帝、北極紫微大帝、南極

帝教總殿，負責的任務非常廣泛，帝教

長生大帝、日光大帝、與玄武大帝、真

總殿設置了五宮、五府與一總院，五宮

武大帝，極初是師尊的道名，以道名冠

有參機道宮，三期主宰主持，副主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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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始古佛，主管先天帝教總殿與帝教總

鐳力阿道場內的參機正殿舉行拜命典禮，

殿的合議，主管宇宙弘教工作，也主管

下午二時在天極行宮舉行陞座典禮，拜

三期末劫的救劫與行劫工作。

命是向教主

有弘化道宮直接對應人間極院的道

上帝拜命，拜受教主上帝

的詔命，陞座是在天帝教同奮之前完成，

務、教務。由天人教主主持，副主持是

以公開的儀式向宗教人士、社會大眾宣

金闕禮部尚書，有福德道宮，福德道宮

告這一件大事，我現在非常誠懇的向全

主管無形的教財、福報，紫微大帝主持。

教同奮提出邀請，請大家一起來參與。

有文華道宮，由崇道真人與崇仁大帝主

我會在第三任首席使者陞座典禮上

持，負責天人實學的研究。以及鑑察道

向全教同奮告別，向全教同奮致上最誠

宮。另有五府、一總院，均由先天一炁

摯的感謝，感謝全教同奮在我十二年從

的大老主持。

代理首席使者到第二任首席使者期間一

天帝教從丁亥年開始，在天上、在

起的合力奮鬥，感謝同奮的督促與支持

人間都配合師尊主持的運化，師尊也以

，因為同奮給我的支持，讓我在十二年

自己的修為提升了同奮的天道靈格，同

的時間能夠平穩的走過來，使得天帝教

奮的靈格提升了，人格、人道也會跟著

的組織、制度能夠依據教綱的原則一一

提升，同奮在新的一年開始都需要重新

落實，同奮除了心與力的支持之外，今

發願，在人間配合師尊的運作。師尊一

天在場的同奮更多的是在教財上的支持，

貫告訴我同奮「發大願，立大志」
，當發

尤其感謝同奮對天帝教的硬體設備、軟

大願、立大志的那一時間開始，靈格提

體發展的支持。

升了，人格也提升了，視野開闊了，胸襟
也開闊了，天道提升了，人道也提升了，

持續支持繼任首席 完成四件大事
經過這十二年來，我感覺到還有沒

同奮分享師尊的榮耀，分享共同的喜悅，
一年之計在於春，希望各位同奮在新春

有完成的事情，希望同奮持續給予第三

的新歲時刻，以新的立志發願提昇自己

任首席使者鼓勵與支持，能夠完成四件

的熱準，配合師尊的天道。

事：
第一、興建鐳力道院。同奮可以看

感謝合力奮鬥 帝教12年平順走過

到在親和樓交誼廳有鐳力道院的藍圖，

丁亥年的元宵節在陽曆的九十六年

鐳力道院的光殿十四年前，師尊就命名

三月四日，人間天帝教要舉行第三任首席

為「極初殿」
，師尊現在的果位是極初大

使者的拜命、陞座典禮，這是人間天帝

帝，這是師尊在人間的道場，為什麼到

教新紀元的開始，三月四日上午九時在

現在還沒有完成？各位同奮都一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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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師尊證道後那一段黯淡的歲月，當時

是將清涼精舍內遷到鐳力阿道場，希望

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極院有三大道

與鐳力道院一起規劃、一起完成。

場─鐳力阿道場、天極行宮、天安太和

第三、建立專職制度。天帝教需要

道場，都有需要建設的地方，由於天安

有專職的同奮來負責常務性的工作，這

太和道場的建設剛起步，正進入到合法

些專職同奮將青春、心力與身、心、靈

建築的關鍵期，同奮對天安太和道場的

奉獻給天帝教，長期以教為家，追隨師

奉獻要專款專用，更重要的是天帝教對

尊、追隨坤元輔教為教奉獻，但是在復

同奮的承諾，所以決定先停止師尊極希

興的初期，物力、財力不足，沒有能為

望完成的鐳力道院的建設，集中全教的

專職同奮規劃有安身立命的制度，我希

力量先完成天安太和道場的建設。十二

望首先在鐳力阿道場的周邊能夠蓋一批

年了！天安太和道場的硬體建築完成了，

專職同奮宿舍，做為專職同奮安身立命

正在努力做好軟體的建設，相信在光鳴

的地方，可以由專職同奮自由支配，讓專

樞機的領導下，今年一定可以啟用，在

職同奮沒有後顧之憂。

天安太和場正式啟用之後，就可以開始
規劃極初殿與鐳力道院的建設。

深化天人實學體系 成當代思想主流
最後，在退任之後，我向

第二、興建清涼精舍。坤元輔教在
鐳力阿道場證道，坤元輔教有一個心願，

上帝發

願，要深化天人實學的理論體系，讓天

˚ϻѐିୁܓੑĂТጬࣇ͕ࡆᙸ͵ྻăି
ྻăछྻᎸษĄ

˚ϻѐିୁܓੑĂТጬࣇ͕ࡆᙸ͵ྻăିྻăछྻᎸษĄ

3
APRIL 2007

人實學成為當代世界思想的主流，一個

展目標要與中國大陸高等學府內的宗教、

時代的改變是來自主流思想的啟導，我

哲學科系、所合作，通過學術交流、教

們可以看到孔子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二

育合作，讓知識份子認識天帝教，認同

千八百多年的歷史，耶穌基督思想影響

天帝教，研究天帝教，然後才會真誠的

了全世界人類邁入廿一世紀，思想大多

傳播天帝教，天帝教化重回到中國大陸

是來自於宗教，天人實學是實在在每一

佈道，中華文化重新能在中國大陸生根，

個人都可以實踐的哲學與科學思想體系

希望這個工作一樣能夠得到同奮的支持，

， 師尊鼓勵宗教與哲學、 科學三結合，

我們一起來完成。

是希望以科學的驗證落實宗教、哲學在
每個人的身、心、靈的生活。起步的發

謝謝各位同奮！祝各位同奮健康！
平安！幸福！恭喜！恭喜！

̂ѐܐα̝ߋ༼႕Αᇇΐࡆົڱᘤᆇё̚ĂТጬӔࡆᙸܑ͛ĂჯϠАϠ֭˘˘ΐЍኲ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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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天宮與福德道宮依奮鬥熱準加光
丁亥年迎啟教財 同迎天帝教新紀元
九十六年二月廿二日
丁亥年一月五日辰時

紫微大帝：
丁亥年迎啟教財，先天帝教總殿「福德天宮」先天一炁金玄子為總主持，
吾率帝教總殿「福德道宮」各司職神媒共同參與，同迎天帝教新紀元。
首任首席使者修煉鐳炁真身，成就天人合一之至高境界，今能得證極初大
帝果位，是宇宙生命奮鬥不息之典範。迎啟教財之必要條件即是真修實煉的奉
獻奮鬥。
天帝教各教院、教堂、道場亦同時有迎啟教財儀禮活動，「福德天宮」與「
福德道宮」均是一一依奮鬥熱準加持福光、祥光、平安光、智慧光與財帛光，
期勉同奮恆以「勤以修身，儉以養德」為立身養命之基礎，善善不息，親天和
人，精誠感格，自然福至祿臨，吉神擁護。
天帝教同奮領有救劫天命，共為天下蒼生祈福奮鬥，以「犧牲小我、完成
大我」為濟世救人之準則，行「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饒富生命意義，
開創精神生命領域，晉入宇宙生命境界。

教訊九十五年十二月．九十六年一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入合計 .............................................$571,263
支出
教訊 273 期郵寄費、包裝費

140,881

教訊 273-274 期印刷費

256,935

教訊 272-274 期稿費

8,960

極院 9-11 月助印教訊回饋款

21,118

雜支

487

支出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8,381
本期結餘

$142,882

備註：每月助印奉獻款25%回饋當地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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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極院謝年祭報導

承繼師尊師母精神遺產

家為教本

每年歲末 謝天謝地謝尊親 讓和諧敦穆家風 善善不息
／陳敏屏

ʹіѐ໐ϐᔁѐ߿જĂචវຏाă֖ۢăଓ̝ৌຍĄᛷᇆƝᆒ̂૽Ą

民國九十六年元旦開始，天氣儘管

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份共有三

有點寒冷，尤其白天、夜晚溫差達到三

場學術研討會及二十七期正宗靜坐班結

倍之多，但是鐳力阿道場內卻是百花盛

業，熱熱鬧鬧活絡了整個天曹道場，一

開，梅花、桂花、桃花、杜鵑花、櫻花

直到巡天節才管制進出，等到二月十三日

……等，百花爭豔，處處鳥語花香，一

子時送駕儀式結束，隔天上午十點準時

片欣欣向榮。

舉辦謝年祭，這項活動在鐳力阿已經進

感念一年來天人合力奮鬥不懈

行到第三年，今年跟往年一樣，神案上
供品琳瑯滿目，各有其意義，不可馬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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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則是祖師爺立下的，因此，年年依

᜕Ąķ
維生先生殷切盼望能夠把耕樂堂精

循往例，歡歡喜喜謝年。
舉辦謝年之意涵為ĶຕώĂච

神，帶到每一位同奮的家庭，家是奮鬥

ϐĂຏ˘هѐֽ͇ˠЪ˧ጬ̙ጻĂਖ਼ᖞ

的重要關鍵，是一切的根本，也是修天

，儀式中真
ҶາĂဥඕᏘĂጬ౹າྻķ

道的基礎，要能做到家為教本，將「

誠的捫心，敬法天地、感恩惜福，感恩

˯۞ޓЍăā˯۞ޓຑĂ̈́रăरϓ۞

鐳力阿道場總護法先天一炁機禪子大老

ຑĂдՏ˘࣎छलĂឰՏ˘࣎ˠ۞छल

前輩，感恩福德天宮主持先天一炁金玄

ດֽດضĄķ
而迎啟教財為五個神位，謝年祭是

子，感恩三界十方諸大錫福與鑑道神媒，
感謝各級監護、護法童子等神祇，在一

六個神位，中間是「年」位，乃是今年

一行禮，默祝心願後、鳴炮，謝年祭儀

當令年神的年位（每年當令年神都不同）

式才告結束。

，年終時要謝年，感謝天、地、君、親、
師、家這一年的護持，維生先生並期勉

家庭幸福是修道行道基礎

同奮，首先要懂得知足，懂得知足的人，
今年是維生先生最後一次主持謝年

無形會給予更多福報，要反思平時是否

祭，與阿內專職、神職人員和參與活動

得到的太多，給別人的太少；更要感謝

的同奮、家屬親和，細說典故、期勉同

無形，才符合Ķ̙ࠎҋ̎నຐĂ̙Ր࣎ˠ

奮，他老人家娓娓述說道：ĶᔁѐߏՂ

ಡĂࠡଓߊѣ۞Ăࠡଓனд۞Ąķ如果

ͩछਆሄૅ۞็ĂϤरăरϓ็

不知足，應好好的檢討，才會慢慢成長，

ග͇۞ିޓТጬĂԓ୕זՏ˘ҜТጬ۞

每成長一分，就會珍惜一分，成長的關

छ̚ĄՏѐᘷ͡ˬȈ˯ᓝҖᔁѐĂϤ

鍵在惜福，有收穫要知足，知足才會常

ዅШܜዅቄᐝĂዅЊ˘Ш˘ҖᖃĂ

樂，知足、感恩、惜福是人生幸福的關

ણᄃ۰ົຏᛇזछलض۞ঈڤĄᔁѐ

鍵之所在，通過謝年祭這個儀式，希望

ߏरගՂͩ۞ჟৠயĂ݈ѐฟؕᖼ

同奮以本師三寶做為檢討自己重新再出

ொ̰ିזĂԓ୕ТጬࣇВТԯ࣎̚ර͛

發的目標。

̼۞็ᚶᜈ็ٚ˭ΝĄԧࣇຏᔁ࿅Ν˘
ѐπщ۞ޘ࿅ĂৡϏֽາ۞˘ѐĂ˵ࢋ

同奮家族行禮 上慈下孝

ຏᔁԛᝥ᜕ৠಫĂд࿅Ν˘ѐගԧ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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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是謝年祭的重頭戲，今年的

ჯϠАϠछАҖᖃϯቑĞνğĂЍپᇽ፟ᄃୂ˵۾̃ग
̄ણΐĂ͇̄ޅৌྱ۞ٲΣᇹ̄Ăឰ˘य़۞̂ˠ৯ሄฟᘃĊ
ĞΠğᛷᇆƝᐖĄ

謝年由維生先生的長子光光開導師、長
媳敏思同奮率先示範，先向護法諸神祇
行三跪九叩禮，再向父親行禮，並且相
互鞠躬感謝一年來的扶持鼓勵，行禮後
維生先生發紅包，說吉祥話語，祝福兒

令跪叩行禮，鞠躬時行九十度大禮，表
情豐富，模樣可愛極了，逗得大家鼓掌
大笑。

子、媳婦Ķઉăضăπщķ
。在這段
過程中，不需要司儀口令，他們自然的行

夫妻雙修 幸福平安

禮，在一片寧靜安詳中，顯出上慈下孝、
和諧敦穆的家風。

接著是夫妻檔，第一對為光超副主
教、敏迎夫妻檔，第二對為緒是、靜非

然後是從三代同堂開始行禮，有光

夫妻，靜非剛好前陣子出車禍，右手膀

昌樞機的家人與顯祥同奮的家人為代表

子摔斷了，打著石膏固定，患難見真情，

；光昌樞機、敏芳去年也參與了盛會，今

兩夫妻反而感情更好了，當天緒是仍然

年更帶著女兒及兩個可愛的孫子前來，

帶著他的最愛－錄影器材，留下寶貴的

接著是妹婿光挑、妹妹敏同夫妻以及兒

資料。維生先生祝福他們賢伉儷：Ķֽ

子兆田，兆田已經長大成人，首席祝福

ᏐĂֽ՟ߏܧĂֽضĂ

並叮嚀他Ķ˘ѐ˘ѐјܜĂࢋຏᔁییă

ֽઉĂضπщĄķ 緊接著為緒士、

۞ຑ᜕͚ķ；緊接著是顯祥、貞寬

月行夫婦，先生慈藹的笑說：Ķৡؙ͕ຐ

；緒勵、敏原一家，他們多年來均以教為

ְјĄķ並說，Ķԧ͕ۢ྆۞ؙдຐ̦ᆃ

家，為教奮鬥，小天翼長高了，不再需要

ĉķ我們也知道他們夫妻想要早生貴子，

被緒勵抱在懷裏，他有板有眼的隨著口

深深的祝福他們，大家都向他們夫妻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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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ᔁѐ̚Ăຏזצछल۞ضᄃৡĄ
Πāჰᐽ۞ࣧୂᚗෳ͇̄ᓍĂܑଐȈ֖ఽĂឰ
߿જՀĶϠķঈăĶ߿ķ˧ĄᛷᇆƝᐖĄ

喜，願他們美夢成真。
最後是光劫開導師、敏晨夫妻，維

謝年祭小典故

生先生祝福他們：Ķ႕႕Ăضπщă

ЍЍੰܜдᏐะົᄃ̂छᏐॡኘ

，並很用力的說了
͕ຐְјĂ͈؍ᗕ࣒ķ

Ķᔁѐķ̝߇Ĉ

三次「好好奮鬥」
。每一對夫妻檔行完禮
之後，一個個領受紅包，還有同奮向維
生先生行三叩首禮，感恩他多年來帶領
教政的辛勞。

ᔁѐࢋߏຏᔁ᜕ڱৠࡇ˘ѐֽ۞ܲ
ҦĂߏरछฏᛂэ۞௫ܸĄᔁѐ
ࢶ९˯۞ֻࠎݡĈ̣̂˘҇܅ă
ཆ˯ࡓ৽۞˟͚̂ኀĞय़ᙝཉ˘ԯ
˥Ă੨Ъ᜕ڱᕶ۞ԛ෪ğĂͪ

最後，維生先生祝福在場每一個人

࠴˘၆߿ᗰ౦Ğ෪ᇈྤྻܛүី

心想事成，每個人開開心心的領受了滿

߿ĂᆇёٸޢϠğĂᄦүјтຍă̮

滿的祝福，然後各自領取先生親書墨寶

ᚗԛ۞ېѐᎣĞ෪ᇈРேтຍăੑ

「善善不息、歲歲平安」的春聯帶回家裡

ᇃซğĂߡፗඈᑕഀͪڍĞ˯ཉф

張貼，在愉快氣氛中互相祝福圓圓滿滿，

ࡓҒગ৽ğẶ࣎̄ړᄃ˘࡚੧

恭喜新年好，歡歡喜喜結束了丙戌年的

Ğܑ၆͇ăгăӖăᏐăर۞ຏ

慶祝活動。

ाğĂັ႕੧ĂֶԔҖᖃ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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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年迎啟教財 滿堂歡樂喜氣

承先啟後第三紀

祈願豬事大吉
撰文／粘緒突 攝影／楊靜則

清虛妙境的五葉松，綁上了同奮祈願的紅絲帶，迎風搖曳，彷彿一一將那些祈願吹送
到無邊無際的遠方，無論是世界和平，還是諸事順利，凡是為著帝教真心奉獻者，即
能親和無形；凡是奉行五門功課者，便能即時運化顯應。

忙裏忙外 謝年迎新

樹也冒出新芽，讓人感受到春天的氣息

今年二○○七年‧丁亥年，又是金

已近了。

豬年，豬代表著財富、聰明、可愛、愛

過年前剛忙完第三任首席使者推

乾淨，不過也常被用來罵人，像是豬頭、

選大典，緊接著舉辦各項謝年迎春活動

豬腦、豬哥……等，成語則有泥豬瓦狗、

，只見總幹事光通主任開導師領著鐳力

一龍一豬，甚至是三隻小豬，而今年賀

阿管理委員會成員、義工不時忙進忙出

喜的話則都以諧音冠上「豬」
，如「豬」

。巡天節一結束，同奮紛紛休假回家過

事大吉、「豬」事順心如意，還有豬年行

春節前，舉行謝年祭，中午吃過豐盛的

大運、金豬寶寶等。在鐳力阿內，盛開

謝年餐會後，專職同奮們按照慣例，從

的櫻花為素淨的道場添上幾抹胭脂，桑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手中領取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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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整年度的年終獎金，為了
要做好傳承的任務，維生先生
過去這一年來真是更加忙碌而
辛勞。

供品迎春 福袋討喜
依據傳統，全教性的迎啟
教財儀式長期都在正月十四─
紫微大帝的聖誕於鐳力阿道場
大同堂進行，近七、八年來，因應民間習

ТጬᅳזఠĂ̚࠻ߤ࠹ۋᖃۏĂ҃ჯϠАϠᏐඊ۞३Ι
ౌਕᄃҋ̎О͕ĄĞ˯ă̚ğ

俗以及年假時間，改定在大年初四。所
以年初三之前就要佈置妥當，在大同堂
神案擺上松、蘭、竹、梅點綴新春，以
及各式瓜果，如象徵平安的蘋果、大吉
大利的橘子、好運旺旺來的鳳梨、瓜瓞
綿綿的哈蜜瓜，還有各式造型惟妙惟肖
的供品、糖果、步步高陞的年糕，而維
生先生親手書寫的條幅則掛滿兩旁。
丁亥年農曆正月初四早晨四點許，
彰化縣初院的同奮就到廚房幫忙了，九
時許，歷來同奮最踴躍參與的活動即開
始，預計往年的經驗，推估今年會增加
二到三百人，未免有同奮向隅，在主辦
單位極院弘教經費籌募與節用委員會的
準備下，一個個討喜的福袋於焉誕生了，
裏頭裝滿棗子、橘子、金元寶、糖果和
最受歡迎─維生先生寫的書卡，每個人
都爭相看，自己的福袋裏裝的書卡是什
麼詞句，很多人看後都窩心的認同，我
要的正是這個、我缺的就是這個……等
等不同的心聲。

௮ჯϠАϠ۞ৡᐿĂ৯ᅳఠሄ႕ᘃĄᛷᇆƝᐖĄ

11
APRIL 2007

ֻॸय़ଵЕჯϠАϠ˘˘ࠎᚯ๒ᄃ༼ϡ؎ࣶົົ؎ࣶᏐ३۞ግᚗᄃт̋ਠ۞РேۏĄᛷᇆƝᐖĄ

依序迎啟教財 發生奇妙感應
隨著司儀口令，迎啟教財儀式就此
展開， 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下依禮進行，
恭迎福德天宮主持先天一炁金玄子降臨
加持，全體捫心三分鐘，行迎啟禮之後
，由大家長維生先生頒教財，依序由工
作人員唱名各單位迎啟並謝恩：樞機團、
傳道使者團、極院內執本部、天人研究
總院下轄之天人研究學會、天人修道學
院、天人訓練處；極院各委員會下轄之
弘化委員會、大藏委員會、督理委員會、
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傳播出版委員會、
教史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資訊委
員會、中華民國紅心字會、中華宗教哲
學研究社、中華天帝教總會、極忠文教
基金會、坤院聯席委員會 ...... 等；極

൴ੑৠᙯཐઢ̟؇ᚥѣΑТጬĄᛷᇆƝᐖ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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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ᝌ৯ాాĂ႕ૅಈঈĄᛷᇆƝᐖĄ

院弘教經費籌募與節用委員會、極院三

活動中雖然摩肩接踵、 人頭攢動，

大道場－鐳力阿道場管理委員會、天極

比去年更加踴躍，但一切都顯示著平和

行宮管理委員會、天安太和道場興建管

喜悅，充滿期待和感恩。但有種奇妙的

理委員會；各教區代表－北部東部教區、

感覺彌漫在空氣中，在音控室的我，就

中部教區、南部教區、日本教區、美國教

見到了一個特別的情況：某位坤道站在

區等單位代表。

音控室門前玻璃窗下的一張圓凳子前，

領受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是滿心期

但她並沒有坐下，而是把它往前推，而

待， 手 中 拿 著、 眼 中 看 著、 心 裡 想 著，

圓凳前有位年輕的小女孩也許站久了，

就是要把最滿的福氣、最多的教財、今

突然之間雙手緊握、兩眼翻白，像軟泥

年度整年的順遂都給迎接回去，期望來

般的倒下了，但正好穩穩的坐到圓凳上，

年弘教救劫活動推廣得更順利。各單位

後面那位坤道同奮立即往前一小步扶住

代表領受後，便由等候許久，來自各地

她，那感覺就像是排練過那般熟練，真

的同奮領取福袋，根據往年的經驗，在

是巧妙啊！一會兒後，昏倒的小女孩便慢

工作人員的引導之下，由大同堂中間排

慢的甦醒過來，真是令人感謝無形的護

兩排依序領取，隊伍井然有序的綿延著，

持。

一直排到 105 教室前。隨著維生先生的
分送福袋，及從供桌上請下已加過金光

「二合一」錫福 共迎帝教新紀
緊接著全體上參機正殿參與「天帝

、福光、財帛光、祥光、智慧光的供品，
每個人都流露出幸福的微笑，期間更是

教極院丁亥年春節『圓滿功德』加持法

歡笑連連，滿堂喜氣。

會祈禱儀式」
，整個教壇上也是人潮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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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表文，表述一年來全教教財運作

氣者，便能即時運化顯應。就如同《天

情形後，接著是由維生先生代表無形頒

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說的：ĶᏜචπඈ

贈財神關聖匾予王光孕、鄭鏡絜兩位同

ጬ̂ڱĂ⪪ᆹ̂ซĂЩ̂ТĂᔵࠎវ

奮，並恭請無形派賜財務鑑護童子、診

˲ĂϺࠎ˲Ă௲ߏ̣ҖˬࠧĂࡎࡔؠ

療童子給奉獻有功同奮，在維生先生代

Ăҋ̷˘ᇇုĂܜംᇊඈĄķ
而今年迎啟教財的聖訓也很特別，

表無形依序為與會同奮加持下，人人一
手祈願表文，寫上個人一年之中最大心

先天帝教總殿「福德天宮」與帝教總殿

願，呈報無形應化有形，祈願丁亥年世

「二合一」共同迎接天帝教新紀元，以往

運、國運、道運、氣運、福運、家運日日

對同奮均是一一依奮鬥熱準加持福光、

增祥，化解春劫之地震、水劫、瘟疫等

祥光、智慧光與財帛光，今年更多了平

天然災害。

安光，這也意味著今年是帝教承先啟後

清虛妙境的五葉松，綁上了同奮祈

的一年，也是劃時代的一年。最後，迎

願的紅絲帶，染上了朱赤顏色，迎風搖

啟教財活動就在滿滿的期許與喜悅中劃

曳，彷彿一一將那些祈願吹送到無邊無

下句點。

際的遠方，無論是世界和平，還是諸事
順利，凡是為著帝教真心奉獻者，即能

註：光照首席為第三任首席使者，也是天
帝教復興第三紀。

親和無形；凡是奉行五門功課且培養正

͇ିޓЧΦᖚಏҜܑĂдભЩᓏ̚˘˘ಶҜĂᅳିצੑĄᛷᇆƝᐖ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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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啟教財感言

神氣人氣財氣
有捨必定有得

一團和氣
多捨多得
採訪／陳敏屏

從民國八十七年開始，鐳力阿道場

攝影／楊靜則

大年初四迎啟教財當天，人人喜氣

便年年辦理迎啟教財儀式，人氣一年比

洋洋，臉上掛滿笑容，互道恭喜新年好，

一年旺，這大概與近年來經濟不景氣有

金豬年行大運。人氣達到最高點，把鐳

關吧！因迎財神祈福是每一個傳統中國

力阿的大同堂擠得水泄不通，參機正殿

家庭的例行重要事項， 天帝教各教院、

更是擠滿了來自全省各地祈福祝禱的同

教堂、道場則舉辦迎啟教財的活動，有

奮。

別於民俗，乃是以「我為人人」的心境，
祈求教財，也是為人造福。

依願奉行不懈 順利購得新院

教訊訪問了台北縣初院林華覺同奮
，他們一行三十二人，浩浩蕩蕩在大年
初四凌晨四點包一台遊覽車，前往鐳力
阿迎財神，路況相當平順，
所以上午七點三十分左右，
便到緒哲開導師相關企業
─北山天仁渡假村吃早餐，
地點在台十四線中潭公路
旁，那裡環境清幽，是休
閒渡假的好地方。八點四
十分抵達鐳力阿後，已有
很多同奮報到，把大同堂
擠得水泄不通，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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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開心。活動結束後，他們又轉往頭

Ă߉ͧצѣĻ۞ࣰᄬĄԧдѩᘃຏा

份天仁茶園文物館參觀，並享用茶餐。

۞͕ĂЯࠎણΐ͇ିޓጬҖЕĂԼត˞

華覺感動的說：
ĶΪࢋିੰѣ߿જĂԧ
ࣇౌົ؇ᚥĂ؈ӻ۞ߏĂ˘ົؠѣќᘥ

ԧࣇ˘छˠĂ౹ౄԆБ̙˘ᇹ۞ˠϠĂ
ԧົֶᙸ˧ጬĂӅ˧̙ጻĄķ

ĄΪѣ൴͕؇ᚥ۞ˠĂ̖ਕৌϒវົ̚

由於我們敬愛的大家長維生先生即

۞ӻĂ˵ОᙋĺѣѣĂкк

將卸任，台北縣初院的同奮便由光啟樞
機領軍跟他老人家拜年， 並迎啟教財，
期望能順利購買新教院，完成此行最大
的共同心願。

承接無限祝福 處處天親人和
花蓮港掌院正範同奮說：Ķԧࣇ˘Җ
̣ˠϤЍᇊᙒିܜᅳฤĂΐ˯Ѝَೠିă
ୂăЍڍᄃԧĂଂೠੰ൴ĂЯࠎϒె
ߋ༼ഇมĂُ֘Ăܮՙ֕̚ؠፖĂВฟ
˞ˣ̈ॡ۞̖֘זᜟ˧ܠĂд̰ܠҝ˘
Ăֳ͇צಞ۞ှᐖĂ͇ણΐୁܓ
̂ᖟ؎ࣶົ؎Ѝୁᇽܑ፟˞ୁܓБିିੑĂ႕ॸ٢ੑซ
ᚗ۞РேۏĂഇ୕႕႕۞ঈĂਕֹֽѐ۞σି߿જՀΐึ
྾Ą

ିੑĄ̣ҜТጬ̚Ăੵ˞ೠି̝γĂ
ౌߏϠπௐ˘Ѩણΐୁܓ
ିੑĂ̂छ͕̚ౌຏᛇ˘
ဥঈĂᛇˠঈٻޝă
߿જঈޝڤрĂഇޞдڌ
ొਕ࿆ކጱĂ߿ඛ̋ޢ
۞ঈăˠঈĄķ
天極行宮李敏殊同奮
一家來了八口，每人都很
開心地參與活動，同時感

έݑξੰܐᏙྙ؎ࣶჰઃТጬᄮࠎĂྕ͕ጬĂЇңְଐ̝ࣚࣚ̚ҋѣីຏ̼ྋĄ
ᛷᇆƝᐖ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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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工作人員默默的付出，

ˠˠᝌಈିܓੑĂѐѐԧࣇౌрྻĄᛷᇆƝᐖĄ

其中他們最感念維生先生的辛勞，一個

аಡĂЯࠎԛ̚ҋົѣីຏĂྍ֕ި

一個地頒發福袋給參與的同奮，裡面還

ᆃᇹ۞ྮٕዎ࿃ӧဩĂҋ҃ԛ̚ಶ

裝了很多寶貝，真令人高興。

ົ̼ྋĄԧࣇ͕̚·႕ຏाᄃຏᔁĂ˵ৡ

敏殊的四女兒林素使代表一家人說

̂छึ͕тຍĄԧдछ̚щཉੑৠᙯཐ

出感言：Ķಞࢬܧ૱ሤጂĂ˘ͯே۞ঈ

ઢĂҌ̫̏ᔙˢௐ˝ѐĂҭ˘ۡߏͽπ૱

ڤĂޝזڭкৠঈăˠঈăੑঈĄᅳ˞

͕࠻ޞĄТጬπॡಶࢋкૈዳϒঈĂୁܓ

ఠĂܑ͇ିޓග̟ԧࣇࢨ۞ৡĂ˵

ିੑᔵߏ˘࣎ӄ˧Ă̙࿅࣎ˠְຽ̪ืᄮ

ຏᛇдಞ۞Տ˘࣎ˠౌޝѣঈĂ͇

ৌགྷᒉĂтѩ༊࿃זᐚॡĂಶົயϠី

ᏐˠĂஎצຏજĄķ

ຏĂࡎӧဩĂםӄҰְՀΐ႕Ăឰ
֗ă͕ăីՀΐᏘĄķ

平常心奮鬥 凡事不求自得

迎啟教財讓鐳力阿的同奮有機會在

台南市初院也是包一部遊覽車，於

等待的時間，開心的盡地主之誼，招呼

早上六點三十分出發，不到九點就抵達。

老朋友，寒暄話家常，把滿滿的祝福帶

經專職鏡璧的介紹，採訪了郭緒停諮詢

給同奮們：一福、二祿、三壽、四喜、五

委員，他說：ĶԧࣇѣВТ۞ᐵݵę˘

財、六路，神仙都來保佑您，人人歡喜

ѐڭڭಈঈăੑঈĂҭଂ̙ຐࢋՐ̦ᆃ

迎教財，讓我們年年都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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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尊曉諭真理

誦誥活動啟動，同奮需注意：

台灣行運多變 春季法會影響重大
同奮虔誠以赴 齊為保台護國奮鬥

以及教運交替時刻，同奮同心同德，匯聚正

一、丁亥年之氣運、世運、國運、人運
氣，面對各方反應元行劫勢力之伺機而動，

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丙戌年十二月一日午時

考驗同奮道心、信心、定力，舉辦春季法會
號召同奮端正身心，激勵道心士氣，團結奮

首任首席使者：
公佈「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

鬥，順迎天時，以合天心人願。
二、春劫行運詭譎變化，同奮自丁亥年

會」主持天榜：
總主持：先天斗姥大聖元君、一炁宗主

春節開始，收拾逸心，正視世局核武擴散之
勢，氣候溫室效應昇高，關心台灣復興基地

、無始古佛
副總主持：萬法教主、北極紫微大帝、

政經社會時事變局，抱持奮鬥到底之決心，
早早晚晚祝禱持誦，化解春劫行劫魔氛。

延平郡王
主持：南屏濟祖、清涼聖母、首席承天
智忠玄君、火德王、木德王、行劫主宰定危
子、天德主宰、開元羅日侯星君、瑤池金母
副主持：第三天懷遠天天王、第五天浩

三、同奮主動積極參與此一加強誦誥活
動，聚集正氣，救劫救人。

以感恩知足惜福 看待二二八歷史事件
秉大公有情之胸襟 自赦人赦同迎天赦
九十六年二月廿八日
丁亥年一月十一日午時

然天天王、第七天鸞鳴天天王、行劫副主宰
清期子、第十七天月朗天天王、第十九天怒
雷天天王、悅意夫人

極初大帝：
台灣復興基地於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二二

由於丁亥年台灣地區之行運多變化，「
天帝教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
有關鍵性之善導作用，救劫使者虔誠以赴，
齊為保台護國目標而奮鬥。

八事件，迄今已歷一甲子，綜合各方各界之
論述，共同以台灣社會族群和諧共存、共創
台灣前景，為今後努力方向。
天帝教同奮愛護斯土斯民，真誠關懷此

自丁亥年春節開始 收拾逸心關心世局
早晚祝禱奮鬥到底 化解春劫行劫魔氛
九十六年二月廿五日
丁亥年一月八日未時

一事件受難者之心靈，感同身受的予以精神
祝福，由於此一事件與天帝教在人間復興有
密切的時空關係，有必要關切此一歷史事件
的史實：

極初大帝：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加強

一、本地球之三期末劫起自民國二十年
，透過中日戰爭以及二次世界大戰，行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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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一再擴大，惟台灣地區在當時尚無嚴重之
兵劫。

持誦天曹寶誥 力行基本功課
齊家興仁 家為教本天心常佑
九十六年一月七日
丙戌年十一月十九日酉時

二、及至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土爆發國
共爭戰，行劫氣運逆轉，從大陸地區延伸至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台灣，無形之行劫勢力進入，乃有二二八事
件之乘勢而作，可視為台灣地區遭遇行劫之

核備九十五年度十二月份許可行持「天
曹寶誥」廿字真言匾統計。指示：

起始，由行、清、平三劫而至春劫啟運，劫
波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申請「天曹寶誥」行持廿字真言匾
，皆是遵行天人共議之規範，虔誠行禮持誦

三、吾誓為救劫前鋒，第一天命於華山

，口誦心惟，慎始慎終，進道修德。

祈禱八年，而第二天命來到台灣寶島，吾以

二、持誦《三期匯宗天曹應元寶誥》
，

華山救劫精神貫徹與台灣共存亡之決心，甘

力行同奮基本功課，善養正氣，齊家興仁，

受天譴發表時事預測，耿耿救劫之赤心忠誠

奮鬥帝教家庭，家為教本，天心常佑。

，方有復興天帝教之第三天命。
四、救劫精神適應時代環境需要轉化為
台灣社會之團結奮鬥力量，全民同心協力建

行持廿字匾開光收光皆有道規
以此日常功課自我規戒身心 修己善群
九十六年一月十八日
丙戌年十一月三十日酉時

設台灣，人間傷慟於二二八之歷史事件，當
存感恩、知足、惜福之心，以大公有情之視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六年度一月份行持廿字真言匾

野與胸襟，化悲痛為力量，走出陰霾，迎向
光明，這是天帝真道應有之積極樂觀奮鬥精

撤置案。指示：
一、行持廿字真言匾之開光、收光皆有

神。
五、春劫當令，惟行、清、平三劫仍是

道規，人間慎始慎終以為遵循。

併行不已，台灣人心如持續對立、衝突，仍

二、廿字真言為同奮人生守則，以此日

會引來無形行劫力量從中作祟，絕非台灣全

常功課自我規戒身心，自省自勵，可修己而

民之福。天帝教同奮領受救劫天命，奉行天

善群。

赦之教，力行省懺功課，以「寬恕、包容」
之德推己及人，喚醒人心，自赦人赦同迎天

九十五年收支平衡實全教發心奉獻成果
同奮齊心一志 挹注救劫弘教 眾志成城

赦，達致台灣社會共同祈求和平之人願。

二、人間教政指示

九 十 六 年 一月十九日
丙戌年十二月一日酉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五年十二月份極院各項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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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指示：
一、九十五年會計年度之歲入歲出維持

明乎生老病死自然律 盡人道修天道
長養正氣天人同奮 重返道源之根本
九十六年一月廿九日
丙戌年十二月十一日午時

平衡，實是全教同奮發心奉獻，出心、出力
、出錢之成果，同奮量力奉獻教財，挹注救
劫弘教，齊心一志，眾志可成城。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五年度回歸自然同奮名冊」
、

二、各司職同奮謹守分際，競業自持，
恪盡本職，以利教政之推展。持續奮鬥，謹
言慎行，善積德業，以進道程。

「九十五年度回歸自然記名同奮名冊」
。指示：
一、各「回歸自然同奮」
、「回歸自然記
名同奮」皆是引靈至清涼聖境，經淨靈、撫

各道場就一年之救劫弘教進行年終檢討
開誠佈公 廣納建言 以作來年參考
九 十 六 年 一月二 十日
丙戌年十二月二日申時

靈、安靈、養靈程序，再依生前之功德與修
持之熱準予以引薦至適當靈域靈修奮鬥。
二、同奮明乎生、老、病、死之自然律
，把握生命過程奮鬥，善盡人道本分，勤修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五年度十二月份各教院、教堂

天道，長養正氣，天人同奮，是重返道源之
根本。

、道場弘教資料統計。指示：
一、第十二月為一年之末，各教院、教
堂、道場就一年來之救劫弘教進行年終總檢

先之勞之無倦是神職身體力行法則
深切惕勵自新 領導同奮同心同德奮鬥
九十六年二月二日
丙戌年十二月十五日午時

討，開誠佈公，廣納各方建議，以為新年度
救劫弘教計劃之具體參考。
二、綜合評鑑九十五年度各教區之表現
，中部教區之基礎穩定，於救劫弘教之成果
亦穩定，日本國教區之宮崎縣初院靜心靜坐
班皈師率最高，確屬難能可貴，期能效教始
終，自強不息。

核備九十五年度十二月份開導師、預命
開導師、傳道師持誦兩誥暨填繳奮鬥卡統計
。指示：
一、「先之、勞之，無倦」是神職同奮
在教院、教堂、道場中身體力行之法則，領

三、丙戌年巡天節將臨，各教院、教堂
、道場同奮加強省懺功課，自我進行檢討，
反省過去，惕勵未來，參與教院內外環境潔
淨工作，以迎巡天大節。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導同奮同心同德，奮鬥不息。巡天節將臨，
開導師神職依此深切自我反省檢討，惕勵自
新，以進道業。
二、有云：「以能為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神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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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需涵養胸襟、氣度，帶動相親相和之道風
，而立救劫弘教、廣度原人之功。

天曹人曹兩大道場整體開發計畫專款
以公開透明原則 妥善管理運用以昭公信

一年之計在於春 開啟救劫弘教先聲
結合全教正氣 因應丁亥年台灣之變動
九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未時

首任首席使者：

九十六年二月二日
丙戌年十二月十五日午時

核備「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
會」加強誦誥活動。指示：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一、自九十六年二月廿五日（陰曆一月

核備九十五年十二月極院弘教經費籌募

八日）星期日卯刻起至三月十一日（陰曆一

與節用委員會各項報表。指示：
一、鐳力阿道場、天極行宮整體開發計

月廿二日）星期日亥刻止舉辦活動，結合全

劃專款是同奮為教奉獻之熱忱，以公開、透

教同奮救劫正氣，因應台灣地區進入丁亥年

明之原則，妥善管理運用，以昭公信。

之「變」與「動」
。
二、於九十六年三月十一日（陰曆一月

二、新年度伊始，以設立宗旨規劃年度

廿二日）舉行丁亥年春季法會，以一年之計

發展計劃，開源節流，再創新象。

在於春之精神開啟丁亥年救劫弘教先聲。

貫徹申設行持廿字匾初心 勤持基本功課
日久功深正氣充沛 吉神擁護 家庭和樂
九十六年二月十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三日午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三、丁亥年春季法會實施天人合力護國
祈安祈安迴向文。

詐騙之術頻出 管理教財要更加戒慎
善養正氣 臨事鎮定 自能福至心靈

核備九十五年度許可行持「天曹應元寶

九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七日午時

誥暨基本經典」
、「天曹應元寶誥」
、「基本經
典」廿字真言匾總名冊暨奮鬥成果。指示：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六年一月份極院各項教財報表

一、貫徹申設初心，勤奮持誦天曹應元
寶誥、基本經典，結合靜參、省懺等基本功

。指示：
一、新會計年度伊始，教財工作單位與

課，日久功深，變化氣質，正氣充沛，自然

司職同奮秉持「勤儉建教，清白教風」之傳

吉神擁護，家庭和樂。
二、同奮皆為救劫使者，皆有救劫救人

統，專注致用於教財管理，貴慎始終。
二、春劫行運，詭譎詐騙之術層出不窮

天命，以持誦經典入世行道、積極奮鬥，自
度而度人，自覺而覺人，持奮不渝，共創共
植人間樂土。

，管理教財更加戒慎小心，一念之私即易引
來財破之災，善養正氣，臨事鎮定，自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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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奮，正氣充沛，能化解春劫行劫魔氛，

至心靈之感應，杜絕外力可乘之機。

調整傳道使者團組織 因應時空變遷
活化傳道使者團功能 發揮共同天命
九十六年二月廿二日
丁亥年一月五日午時

極初大帝：

能釋化個人宿業，是返本還原之上天梯，百
折不撓，百磨自在，勇猛精進，奮登天京。

生生不息奮鬥觀是同奮自我造命之力量
丁亥年振己立願帶動悔過自新天赦教化
九十六年二月廿三日
丁亥年一月六日未時

核備天帝教傳道使者團組織規程修正案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指示：
一、傳道使者團組織因應時空環境與人

核備九十六年度一月份開導師、預命開

事變遷而調整，傳道使者等恪遵奉行，即公

導師、傳道師持誦兩誥暨填繳奮鬥卡統計。

佈實施之。

指示：

二、充分落實組織規程，活化傳道使者

一、春劫是三期末劫行運之分水嶺，能

團功能，發揮傳道使者共同天命，效教始終

扭轉人心之昏厲疲痺、心志相困，化戾徵祥

，同晉道程。

巡天節間 齋戒身心奉行功課
激發救劫天命意識 體天行道
九十六年二月廿二日
丁亥年一月五日未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丙戌年巡天節期間各教院、教堂、
道場接駕、送駕人數暨虔誦皇誥數統計。指
示：
一、巡天節期間，同奮以赤子之心，在
教壇光殿虔誠祈誦、執儀行禮，展現奮鬥精
神，是身為同奮之榮耀。
二、巡天節期間，同奮齋戒身心，奉行
省懺、祈誦、靜參功課，一誠有感，福至心
靈，天人親和，激發救劫天命意識，體天行
道，功不唐捐。
三、同奮至心奉行信、願、行三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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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順轉康同。際此關鍵時刻，神職同奮

人之宗教修養，亦是同奮間相互勸勉，時時

應堅守崗位，齊心協力，撥亂返和，以應天

自省、自覺之修行德操，一生一祥，同心同

心。

德，以心度心。
四、教財奉獻之一分一毫皆是同奮平日

二、生生不息之奮鬥觀是同奮自我開創
、自我造命之力量，由生而死，由死而生，

辛勤工作之所得，妥善運用，節儉管理，貫

由肉體生命而精神生命，皆需大無畏之奮鬥

徹清白教風。

與犧牲奉獻，乃得靈命之新境界。於丁亥年

五、確實做好道務舉凡光殿禮儀、集體

啟運，振己立願，貫徹天命，效教始終，帶

誦誥、個人誦誥之動作、規範，有團體整齊

動悔過自新天赦教化，以身作則，以誠容眾

合一、莊嚴肅穆之道務，乃有誠敬如一，感

，同開新象。

格天心，感動人心之號召原人參與力量。

天帝教化能否普照人間 扭轉世道人心
乃以同奮團結齊心 去私存誠養和為基
九十六年二月廿四日
丁亥年一月七日卯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核備九十六年度一月份各教院、教堂、

六、同奮於各自之崗位，嚴守教規，遵
守紀律，服膺天命，於侍天應人均是熱忱如
一，應對進退，展現道範。

弘教經費之籌募與節用 皆以人為本
誠中發外 敬業奮發 足以圓成使命
九十六年三月一日
丁亥年一月十二日酉時

道場弘教資料統計。指示：
一、面對春劫行運之萬教齊發，天帝教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能否綻放救劫救人之光芒，普照人間，扭轉
世道人心，順天應人，乃以同奮團結齊心，

核備九十六年一月份院弘教經費籌募與
節用委員會各項報表。指示：

摒除私欲，存誠養和，正己化人為基礎。

一、弘教經費之籌募與節用，皆是以人

二、「弘教度人」以「天人文化」
、「天

為本，與人親和，對事管理，要有誠中發外

人合一」
、「天人親和」
、「天人炁功」為本，

之親和力，以及敬業奮發、虛心學習之精神

推展「靜心靜坐」
、「正宗靜坐」及「天人炁

，足以圓成使命。

功」
，乃至天人實學研討，合流於「化延核

二、籌募與節用即是開源與節流，有力

戰毀滅浩劫」
、「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兩大時

支援救劫弘教工作，有守有為，配合無形運

代使命。同奮認清弘教工作之本質，發心立

化，善積救劫弘教道糧。

願，一門深入，發揮己長，成人成己，齊歸
真道。
三、「誠以和人，德以謙容」是弘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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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

多篇論文從修持入手 融合哲科領域

充實天人實學理論體系
擴大社會影響力
撰文／吳月行 系列攝影／劉大彬

Тጬăֽᄼᆅჸ˘ૅĂВଣ͇ˠ̝ጯĄ
Тጬֽᄼᆅჸ一ૅĂВଣ͇ˠ̝ጯĄ

公元二○○七年．民國九十六年的
第一個週末假期（元月五日至七日）
，在
鐳力阿道場舉行了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
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天人實學研討會

是學有專精，對所探討的主題別有見解，
令人回味無限。

了解大陸宗教政策 謀定後動
五日（週五）晚上八點於大同堂上

， 本屆已進入第十年，由天人親和院、
天人合一院、天人炁功院、天人研究中

演暖場戲－親和講座：大陸訪道見聞、

心聯合主辦。這次研討會，經執行秘書

日本那須道場閉關，由去年前往大陸社

靜換同奮從中穿針引線、精心籌畫導演

會科學研究院研究的光中樞機，分享「

，依據天人文化、天人合一、天人親和、

中共宗教政策之我見」
。一開場，他以司

天人炁功四個領域，設計專書論文與主

馬遷年方二十即講學齊魯之邦，遨遊名

題論文發表研討，內容豐富，發表人均

山大川，足跡天下，終能完成不朽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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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典故鼓勵同奮，尤其神職人員

Ѝᅫᇽ፟ฟ၌ё̚ĂপҾૻአିཌྷ۞ॡّᄃঅ౼ຍཌྷĄ

應該走出台灣島外，開闊視野，增長見
聞。
他指出，現在大陸存在著貧富懸殊
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容易造成社會問題
，對此大陸當局也相當重視，為了提升
民眾的文明素質，去年便提出「八榮八
恥」
，後又簡化成「公民二十字基本道德
規範」－ຑ઼чڱĂځᖃྕܫĂဥඕ̓ච
Ă๔ᆍҋૻĂະຽ؇ᚥ。大陸現在也流行
新儒家思維，並積極推廣國學，例如以
北京大學為中心的國學熱、人民大學成
立國學院，以及在外國設立兩千所孔子
學院的計畫等。
談到同奮最關心的弘教問題，他說
對岸採取「教育」的方式來推動公民道

，一方面享受日本道場閉關的靜謐氣氛；

德，政策上皆以「教育」一詞來啟動文

一方面又可放下人道，毫無顧忌，彼此

化教育、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倫理教

分享人道上、修持上與靜坐上的種種問

育，徹底取代「宗教」思維。光中樞機

題。

說，大陸宗教政策目前並非無法實質開

當敏堅樞機生動的描述那須道場九

放，但時機尚未成熟，未來有一天，當

尾狐狸與地藏王菩薩的美麗傳說、道場

中共當局宣布准許梵諦岡派遣「駐中華

附近的山光奇景，以及各種溫泉池泡湯

人民共和國教區樞機主教」時，我們即

的悠閒時，深深吸引在場的坤道、乾道

能肯定大陸的宗教可以自由傳播了。

同奮。敏堅樞機還補充說，九十六年針
對坤道辦理的「那須道場二十一天閉關」

悠遊日本那須廿一天閉關時光

依然會持續，並加辦十四天親子遊學團，

身兼天人合一院副院長的敏堅樞機

未來也將為乾道設計清一色的閉關活動。

表示，天人合一院正規劃各種層次的閉

在週五晚間輕鬆的親和時光後，大

關活動，而她這次主要分享的是坤院聯

夥兒夜宿阿中準備迎接接下來兩天的重

席委員會所舉辦的「那須道場二十一天

頭戲。

閉關」
，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成員全是坤道

追本溯源 探究總院成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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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 天人實學研討會正式開鑼，

宙最後真理探討，征服真正的敵人─自

開幕式由天人研究總院副總院長暨天人

我的肉體，克服大自然旋和力的束縛，走

親和院院長光際樞機致詞，他說天帝教

向三同的境界。在光際樞機簡扼的開場

最為特殊的地方即在設立了天人研究總

後，令人驚艷的學術饗宴隨即上場。

院，師尊冀望能以此專門組織會集天上
人間共以科學方法探研宇宙大道；到了

從修持入手 融合哲科領域

第二任首席維生先生任內，教內開始舉

連續兩天的研討會，除了六日下午

辦各種公開之學術研討會，讓同奮與社

的天人親和主題，與當天晚上陳建德院

會大眾一同探究天人實學之奧妙。

士「第五力場與高次元時空的實驗歷程」

光際樞機強調，本教教義不是一般

專題演講（編註）集中於大同堂論述外，

談道論德的善書，它清楚地介紹物質世

其餘場次皆同時分成兩個場地逐一進行

界與精神世界，而帝教法門天人炁功更

：大同堂的天人合一主題、天人親和專書

具有改變靈能的特殊調理效果，何謂神

與天人合一專書；101 教室的天人文化專

？何謂人？何謂生命的意義與究竟？靈

書、天人炁功主題一、天人炁功主題二。

魂與肉體是如何在對立中求調和？我們

本 次 研 討 會 吸 引 人 之 處， 除 了 發

必須透過現今科學的媒介，一起向著宇

表人的論文有多篇從宗教修持角度出發
，結合哲學意涵與科學實驗，充實了天
人實學的理論體系，更以此為平台，將
天人實學推擴到其他領域，令人驚嘆外，
而台上台下意見的廣泛交流討論，也顯
現出教內長期研修天人實學的風氣已蔚
見成效。另外，本次特別的規劃─每場
的研討均安排該領域學有特長的一至兩
位同奮，針對每篇論文作回應，這些互
動都使得這次的研討會增色不少。以下
我們就來欣賞討論時所激盪出的美麗水
花：

既傳承又轉化 建構帝教神學體系
天人文化專書論文發表中有以科學

̚δࡁտੰੰ̀ౘޙᇇᗟႊᓾĄ

方法探討無形境界的研究，江晃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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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宇）補充說，目前西方可以接受能量
醫學，卻不能認同靈體醫學，他認為教
內未來可嘗試著用能量醫學來解釋為什
麼天人炁功、靜坐能改善人的身體功能，
這樣對弘教大有助益，也能引領多數人
了解與認識帝教的法門。
李豐楙教授在天人合一主題與專書
場次中特別強調：研究者引用資料時，須
載明是誰說的，或出自哪本書籍、哪篇聖
訊資料等等，這樣引經據典，論文方具
ୂࢵăЍᙯТጬ̶Ҿᛚ͇ˠ
Ъ˘ᄃ͇ˠ炁Α̝ࡁտĄ

說服力，他也希望，如果要把天帝教法
門推廣出去，同奮必須要「既傳承又轉
化」
，也就是從個人實修的角度出發，並
集中在某一焦點上，闡揚帝教深厚內涵，
並加強呼應外面廣大的學術圈，與其他
法門相比較，以發展出屬於中華民族的
天人實學，並締造出天帝教的神學體系。

巧心規劃 引起諸多迴響
天人親和的主題論文，分別以科學
實驗探求本教靜坐默運祖炁過程中，對
右尺脈、 熱像研究與腦波變化之探討，
實驗設計的發表引起現場多人的建議迴
響： ČČ၁រᇹώᇴດкດѣࡊጯّ
ĂޢـΞֶፂӱΑůᐖӱ۞ѐᇴ̶ᙷ၁រ
ČČĄٙᏜঈࠎҕ̝ޔĂҕࠎঈ̝ϓĂঈ
ᦧ ̝ሤညࡁտ۞၁រ
זҕזĂѣᙯᐵྻয়灬

ĂޙᛉΞͽҕᑅЕˢЯ৵̝˘ČČĄሤ
ညᆇࡁտᄃଐჰͅᑕѣᙯĂ၁រॡࢋΐͽ
ොྋČČĄ၁រᑕࢦˠّ̼ᄃᔳռّČ
เಱᓐАϠᄲځሤညࡁտ̚Ăᐵྻয়炁ॡצീ۰ᓚొ۞ޘត̼ဦĄ

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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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主題研討中，發表人多為

天人親和專書進行綜合討論時，同

天人炁功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同

奮問道：《天人親和大同真經》經文說：

奮對天人炁功親和卡設計議題提出諸多

「͕ࡶᇊᆓĂঈࡶწĂ͕જწᕝĂ͕ͤ

疑問與建議：Ķԓ୕ᏐΙਕГనࢍᖎಏ

ᚶწĂજ̝ͤҖĂͽᛖ͕ঈ̝ᜈĄ」為何

ᦧ ᒚ͕۞ޢ
ֱĂᖎ҃ٽҖĄķĶྙયצ෧۰灬

「心」動會斬斷「氣」呢？普珍答道：
「͕

ଐຏצĂצ෧۰૱ົѣٙܲĂЯѩనࢍ

тТᇊᆓĂಶߏ͕ĂঈтწකĂҭˠ

˯ᅮࢋԼ։ĄķĶᏐΙనࢍޝр，ࢬࢬ࣌

Яᒖဩ҃टٽචតĂ͕જهĂಶϠ˲͕

זĂ͍ϡ̺Ᏼ۞͞ёܮޝӀĄķĶᑕ༊Ш

Ăѩॡјࠎ˲͕̝ᆓĂົܮୈᕝঈůწ

Тጬֹ็ކϡᏐΙ۞ໄهᄃϫ۞ĂឰТ

කĂѩ͕ംᇊ̙ГĂ߇͠Ĉ͕જწᕝĄķ

ᦧ
ጬሄྻٺϡĄķ
Ķࠎ̦ᆃᅮࢋࡔᐂ灬
ᒚॡٙ

天人合一專書的綜合討論中，有相

ྻϡ۞ڱԫĉķČČ，發表人也在回應時

當多的激盪反應，對炁統傳承、閉關活

說：Ķԧώ֗ߏ̚ᗁरĂ࠹၆ٺ෧ٙ۞ঽ

ᦧ ۞ᕇᑕࠎर
動提出不同的見解：Ķ灬

ּΙ҃֏ĂᏐΙᖎ̼ధкĂҭԧࣇଳ

ᐁЩĂЯࠎΞͽߤࣧីĄķĶᑕྍ̙ߏĂ

ৼᇃ̂Тጬ۞ຍ֍ĂГү࣒ϒČČĂצ෧

ЯࠎдኲЩ̝݈Ăѣᕇăฟ͇ܝĂ֤

ᦧ
۰ՏѨΞਕϤ̙Т۞Тጬᑒѓ灬
ᒚĂԧࣇ

ᦧ ็ٚ˞Ą
ķĶฟ͇ޢܝĂТጬΞ
ॡಶზ灬

ᦧ
ᒚࡔᐂăྻϡ۞ڱԫүࠎ
Ξᑭෛ݈Ѩ۞灬

ᦧĄ
ۡତᄃā˯ޓᏐĂତ͔ីวৌ灬
ķĶ

ણ҂ČČĂԓ୕Тጬк೩ֹֻϡᏐΙ۞

၁ֶТጬሤ̙֖֭ͽۡତତ͔ā˯۞ޓ

֏ޙČČĄķ

ᦧ
ីวৌ灬
Ăٙͽ̖дᐖӱԳཙॡ̈́ᐵྻॡ

రهरĂ࿅रᖼତĄķĶԓ୕ޢـ၆

論戰實修經驗 你來我往

ЍӃฟጱरົፋ̣Ịౕ͇̏ᙯ͛ᚥĂഇឰТጬՀ˞ྋౕᙯ۞࿅ᄃຍཌྷ
ĞΠğĄνࠎ͇ˠᏐ̈́ੰ炁ΑੰࡁտࣶЍលТጬĄ

ጬТጬдᗟаᑕॡĂ၆ޙϲᛳ͇۞ିޓৠጯ
ѣஎˢ۞ഇధă࠻ڱ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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ᓾТጬăֽᄼ͕ᅳିĂϡ͕ޥ҂Ă͕ᅳৠົ̝ॡĂ৯ͽ၆Ą

到他對天人實學研究領域的高度期許
，更期望有心同奮未來能繼續深入研
究、修持，與時代接軌，朝向世尊以
及教義的中心思想奮進。
所 謂「 十 年 樹 木， 百 年 樹 人 」
，
十年來天人實學研討會一屆一屆地舉
辦，已為帝教天人實學的研究奠下根
基，並培養許多研究人才。也期望廣
大同奮與學術界人士能夠繼續積極參

ౕᙯॡ۞͕֗ី̟ͽஎˢଣࡁտĂͽд
ዋ༊۞ॡ፟၆ᑕ֭ᅃጱጯࣶĂ֭Ξᑒӄᅃ
ˠࣶซҖ࣎९ᅃጱĄķ此場發表仍有諸
多未定案之見解，有待更多人分享實證
與研究經驗，以便繼續深入探索。

在此深厚根基下 持續不輟
與君相聚，終須一別。研討會閉幕
式由維生先生主持，他語重心長地針對
各類論文提出相關建言，內容雖有褒有
貶，但從先生愷切的言詞中，令人感受

與，提供更多實修實學的精義，讓我
們早日建立帝教專屬之神學理論，將
天帝教化傳播到各個角落。且讓我們
靜心期待兩年後的精采學術宴饗－第
六屆天人實學研討會。
編註：陳建德院士「第五力場與高
次元時空的實驗歷程」的專題演講，將與
本教天人交通機的研發近況，於下期作較
為詳細的報導。

ЍᙋТጬ͇ˠ̼͛३൴ܑ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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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於九十六年一月七日 地點：鐳力阿道場大同堂
場合：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閉幕式致詞

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 十年有成

融貫科學哲學宗教精義
激發人心 創造文明
╱維生先生

ჯϠАϠপҾ̬ჰరТጬ۞Įኑᇴ˧ጯį˘३ĂߏͽỊ̏ѐॡมд͇ˠ̼͛˯۞ࡁտјڍĄ

我讀完廿三篇論文，我也讀到了每一位參與同奮在不同領域投入的心血，以及長
期對天帝教教義的深度研究與奉獻，尤其是緒貫楊憲東同奮以十五年的努力奮
鬥，在先後天適切配合的熱準下，提出「複數力學」的基礎理論，並在三種符合
SCI標準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十一篇研究論文，將新境界帶入當今自然科學
研究領域的範例，更為天人實學做了一個大的明證─天人實學確為領先時代的思
想結晶。

30
天帝教教訊／N○.277

教與時代的脈動結合在一起，先要從宗

篳路藍縷 開啟豐富成果
這是一場非常豐富的天帝教學術饗
宴，回顧天人研究總院自民國八十七、八
十九年舉辦的第一、二屆研討會稱為天
人之學研討會，九十一年第三屆正式定
名為天人實學研討會，九十三年第四屆
，這次是第五屆。第一屆有十二篇論文，

教的哲學、思想、文化開始，第五屆天
人實學研討會正是展示出十年有成的成
果，我們依據師尊的基本精神發展，真
正的落實宗教與哲學、科學的結合，將
可成為指導人類文明發展的指標。

規劃以四十年歲月 闡揚天人實學

第二屆有十四篇論文，第三屆有廿一篇
論文，第四屆有十六篇論文，這一屆有
廿三篇論文，我們歷經篳路藍縷的階段，
開啟今天天人實學豐富的成果。

我讀完全部廿三篇論文，我也讀到
了每一位參與同奮的心血，以及長期對
天帝教教義的深度研究與奉獻，我願意
特別對緒貫同奮的論文提出個人的看法，

這一次的廿三篇論文，有十四篇是
教義與科學結合，是宗教與科學的結合，
有三篇是宗教比較研究，非常符合《天
帝教教綱》的精神，教綱第三條〈教義〉
中指出：

緒貫同奮以十五年的時間，將天人實學
運用在科學的領域，建構成他的「複數
力學」
，他用「天人文化」做為整體方向
，得到了先後天適切配合的熱準，提出
「複數力學」的基礎理論。緒貫同奮說：

Ꮙరࡊጯăࣰጯăି؟ჟཌྷĂϡࡊ
ጯ͞ڱүր̝ፋந̶ژĄ
「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就是融貫哲
學、科學與宗教思想的精義，以科學的
方法整理完成。在《新境界》緒論中有：
ࠎࣧି؟ϔ̚˘ࢦࢋࣧ৵Ă؟
ି̝ԼซΞਕᇆᜩϔ˜Ҍˠᙷ̝ซ̼
ĄᄏЯޥି؟ຐჟৠᅳጱቁѣ፬൴ˠ

ԧдିཌྷ۞ჟৠ̚Ăຏזצԛăѣԛѣ
࠹Т۞ڱд͚੨Ă˵ಶߏିཌྷٙᓾ۞ҋ
ޠĄ 他用數學的語言架構起貫通無形、
有形的理論，稱之為「複數力學」
。緒貫
同奮他在《複數力學》這本書的前邊加
了一個副標題：Ķາဩࠧˢ༊̫ҋ
ࡊጯࡁտᅳા۞ቑּķ
Ă同時在他書出版
時，寫了一篇「中文序」中說：

͕౹ౄ̝͛ځΑਕĂ߇̝ି؟யϠߏዋᑕ
ॡ̝ᅮࢋą
ą
ą
ą
ą
ąĄᖚߏ̝߇Ăି؟υื
ѣ૱ҝ̙ໝ۞ࢭາჟৠĂ͞ਕࠎˠᙷ̝
็ܫЈĂ҃ܲି؟ώ֗۞ܜхᆊࣃĄ!!
《新境界》第二頁

宗教與哲學、科學三結合，使得宗

дԧ͕̚˘ۡஎିିޓ͇ܫཌྷ̚ѣ
ৌந۞јЊĂ֭˘ۡޥ৶тңଧ
͇۞ିޓৌநĂ֭ᄃࡊጯඕЪĂГͽ
ࡊጯ۞ᄬ֏࿅ିֈ۞͞ё็ᇫࠧ͵ז
ЧгĄࠎ၁னѩ˘நهĂଂϔ઼ˣȈ˘
ѐฟؕĂԧᑢܜ࣎˘˞ؠ྿αȈѐ۞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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ఢထĂ౯˘Վ˘ཙОĂ˘ᕇ˘ႍг၁ன

，一篇是先天一炁玄靈子，他讀了之後，

ԧ۞நهĄϔ઼ˣȈ˘ѐॡĂԧˬȈ˘໐

自己感受到：

Ă˛זȈ໐ॡࣣр႕αȈѐĄԧࢋϡˠϠ

ԧ࣎ˠஎஎᛇĂ͇ˠ၁ጯࡁտ۞

̚ჟර۞αȈѐĂΝેҖԧ۞͇Ĉͽ

̂ӧᙱдٺтң͵ܸ̼Ăдٺтңᄃ

ࡊጯᛚ͇ˠЪ˘۞ৌநĂ֭ކٺБ͵

͵ࠧତć͇ˠ၁ጯ۞ࡁտјڍт่ڍ

ࠧĄаᜪֽॡྮĂΓΓ̝ม̏࿅˞Ị̏ѐ

ߏֻି̰Тጬણ҂Ăҋ՟ѣ఼̙։۞

ĂỊ̏ѐ۞͇ˠ၁ጯࡁտ࿅Ăԧ̂

યᗟĂ˵ื͵ܸ̼ć̝ͅĂтࢋߏڍ

̝ડ̶јˬ࣎ॡഇĄ

࿅ TDJ ٕߏ TTDJ ඈഇΏᇃ็ٺБ͵ࠧ

我們看到一個認真的科學家的傻勁，

Ăಶ̙̙ࣄӄ༊ҋࡊጯ̈́ۤົˠ͛

這一段文字正可以真正表達出緒貫同奮

ࡊጯ۞ณ̼̬ࢬ̍ĞӈٙᏜ۞͵ܸ̼ğ
Ą

自己的理念。

ϒтିཌྷٙ֏Ăࡊጯ۞ࡁտѣӄٺᒺൺ͇
ˠม۞ᗓćт͇ڍˠ၁ጯ่ਕ࿅ԛ҃

與文明接軌 拉近天人間距離

˯۞ି؟٩෪ᄬ֏็྿Ă̙҃ਕͽ͵ܸ̼
緒貫同奮曾經寫報告給師尊，用意

ăณ̼۞ࡊጯཱིăទᏭྻზֽΐͽႊᘯ

是想以「複數力學」來補充解釋「量子

Ă͇ˠ၁ጯ͇ߏ˞ܕĂᗓˠᅈջĊ

力學」不足之處，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八日

͇ˠ̝ม۞ᗓ֭՟ѣЯѩ҃ٛܕĄ

有兩篇聖訓給他，一篇是首任首席使者

非常正確，天帝教的天人實學要世
俗化，這個世俗化就是與全世界
的人類文明接軌，如果我們只是
關起門來研究，那麼我們會距離
人間愈來愈遠，天帝教同奮參與
對教義的研究都需要注意到這個
地方。

複數力學 驗證教義哲學體系
緒貫同奮特別解釋：Ķณ̄
˧ጯķ۞፟தྚᛖͱͽ̈́ຑ
Яܑࠎˠ۞ۏΟ˧ጯޥ
ຐѣ̙۞̂ޝТĄΟ˧ጯ۞ޥ
ຐ·̶ͅߍдຑЯ۞Ķā˯
ჰరТጬ൴ܑሕ͕ࡁտ۞јڍĂࠎ͇ˠ၁ጯү˘ځᙋ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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ە̙ޓᅼ̄ķήྖ˯Ą˫ᄲĈĶΟ˧

̼ķ̍үĂಶߏࢋͽ༊ҋ̈́ۤົࡊጯ

ጯķᄮࠎдගؕܐؠ୧І˭Ă̄۞

۞ؠณ̶ֽژΒ྅Įາဩࠧį
ĄٙᏜ೩چ

ྫߏቁ̷ՙ۞ؠĄؕܐ୧ІߏĶЯķ
Ă

༊ࡊጯ۞ҜลĂಶߏ͔ˢາ۞ᇴጯ̍

̄۞ྫߏĶڍķć̦ᆃᇹ۞ĶЯķ
ĂயϠ

ۏٕநޥຐז༊ࡊጯ̝̚Ăֹ༊

̦ᆃᇹ۞Ķڍķ
ĄٙͽĶΟ˧ጯķᚑॾ

ࡊጯ۞̰உјሢͽ֖זរᙋĮາဩࠧį۞

ᏲчЯڍᙯܼĂѩ۞ି؟͞ڌЯڍኢޥ

ࣰጯޥຐĄĶኑᇴ˧ጯķٙઇ۞̍үӈߏ

ຐߏ˘۞Ą҃ณ̄፟தኢᄮࠎ̄

ᛳޢٺ۰Ăӈߏ၁ొᄃొВх۞ᇴጯ

۞ྻજߏ୮Я֏҃ڍćՀѣࠤ۰Ăᄮ

៍͔هˢ༊ۏந̚ĂಶΞͽྋᛖĮາဩ

ࠎณ̄۞ྻજߏ՟ѣྫ۞ĄگႬܑٙ

ࠧį̚ѣԛᄃԛВх۞៍هćтѩ˘ֽ

۞፟தኢຑЯܑٙ۞Яڍՙؠኢ

Ăᛊтѣԛᄃԛ̝มਕณᖼೱඈඈ̝ય

ߏٺயϠ˞˟Ȉ͵ࡔ̚Ă̂ă˳۞

ᗟĂಶΞͽϡ၁ਕณᄃਕณม̝ᖼೱ̈́

ࡊጯࣰጯޥຐ۞ኢᄃ၆֏ć˵ಶߏᄲĂ

ኑᇴᓁਕณчޮ۞ۏநֽޠؠΐͽؠณ

ۏኳ͵ࠧ̚۞̄ྻજߏᏲчЯڍఢޠ

۞ೡ。
緒貫同奮以十五年的努力奮鬥，他

ĉᔘߏ፟தᐌ፟۞ĉ
這許多的科學理論歸納在對所謂「

十一篇的研究論文分別發表在三種符合

因果關係」的見解，天帝教的教義也有

SCI 標準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符合于科學

「因果律」的說法，但天帝教的教義要進

社群認同的嚴格要求。為天人實學做了

一步超越因果律，要進入第三神論的神

一個大的明證，天人實學真是領先時代

律。

的思想結晶。
最後緒貫同奮在「結語」說： ͇ޓ

ିିཌྷĮາဩࠧįٙ̚ᛚ۞ኜкцأৌ

多篇論文落實天人炁功研究發展

நĂ̂ొ̶ߏ༊ࡊጯٙঐ۞צć༊

我還要提出幾篇論文，一篇是緒照

ࡊጯ۞ͪᔘ̙֖ͽྋᛖٕរᙋĮາ

同奮的「天人炁功對憂鬱症之理療研究

ဩࠧįٙޙϲ۞ࣰጯវրĄ۰มᅲ̂۞

計劃」
，他將天人炁功的研究與現代病例

ҜลमĂֹ၆ିିޓ͇ٺཌྷ۞ᄮТ˵

結合，先從現代的醫學來看憂鬱症，再

ӄٺ೩چ༊ࡊጯ۞ͪĞߏк̂۞

從天人炁功發展出對憂鬱症的治療。一

؉બĊğ
Ąࠎ˞ᆧซ۰ม۞၆ྖĂԧ

篇是光蛻同奮的「《諸病源候論》的精神

ࣇ˘͞ࢬࢋٛҲĮາဩࠧį۞ҜลĂΩ˘

免疫觀」
，一篇是光關同奮的「從醫學角

͞ࢬࢋ೩چ༊ࡊጯ۞ҜลĄٙᏜٛҲ

度解析天人炁功」
，一篇是正炁同奮的「

Įາဩࠧį۞Ҝลಶߏ݈ࢬٙ֏۞Ķ͵ܸ

天人炁功鍼心過程之親和及炁氣交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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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都能夠讓我們更直接的感受到天人

基礎教材起步。
第二、「天帝教法華上乘直修昊天

實學在天人炁功這個領域的落實。
另外有緒潔同奮的「二大勝善十大

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這一部分是師

天人之宗教與科學內涵」
，屬於天人實學

尊告訴同奮從有為法轉入無為法的進階。

與科學的結合，他另一篇「氣與炁的場

師尊說：Ķڱ͕͇څᖎ҃ٽҖķ
。因為昊天

論初探」
，值得我們注意到從初步探討進

心法是跨過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而直修

入未來的發展性。

煉神還虛，煉神還虛是以一己真陽之氣

研究昊天心法 要留意五大單元
有關天人實學的天人合一部分，有
光證同奮的「《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整體

接受天地真陽之炁的運化，唯一的關鍵
就是打開天門、接引祖炁，才可以跨越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階段而來直修煉
神還虛。

分析」
、光照樞機的「封靈與炁統」
、光

第三、「帝教法華上乘昊天心法與急

劫副院長的「五十五天閉關研究」
、光髓

頓法門靜參修煉體系總說明」
，這是師尊

同奮的「五十五天閉關之調靈、調體的

的真傳一張紙。分為性功、命功與神功，

量子能量作用機轉」
，以及光中院長的「

師尊在性功下特別地標示出「煉心」兩

昊天心法的丹道淵源─從陳摶談起」
、正

字。

涵、鏡宇夫婦同奮的「頓超直入─文始

有關煉心的說法最早來自呂純陽祖

派與天帝教修道法門之比較研究」
、敏首

師，呂純陽祖師說：Ķ˼֏༱ᄬΪརז

同奮的「全真教第二代馬丹陽宗師的清

。二曲先生轉用為Ķ˼֏༱ᄬΪ
͕фķ

淨家風」
，後面三篇對天帝教的天人合一

，師尊接受這個傳統之後
རॄז࿅фķ

與道教的修行心法做了比較研究。

又有創新，師尊說：

根據我整理師尊有關天人合一心法

ϲԠԓཐԓኰĂઇрᇇҖࠎ˯̝

的經驗，我認為昊天心法有五個主要的

࣒ዳĂͽĶିķ
ăĶିࡗķఢԦ͕֗Ă

單元：

ѩ˘ᔺĶ˲͕ķ
ăĶˠ͕ķ̙જĂ

第一、《天帝教法華上乘正宗靜坐基

 ˘  ٙ ѣĄ

礎教材》
。這是師尊對教義中有關精神鍛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第廿三頁

煉的實修心得，傳統道家講精、氣、神，

師尊接著說「命功」是「生命外在

在這裡師尊就特別指出：精、氣、神就

形體上之鍛煉、生命內在精氣神之鍛煉

是力、熱與光。師尊用現代的科學語言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
、「神功」是「

做說明，奠定天帝教宇宙科學的理論基

煉神還虛，煉虛合道」
。

礎，我們同奮做天人合一的研究，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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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尊的煉心功夫是五門功課，五門

法華上乘的昊天心法是直修煉神還

功課中有守則、省懺、填卡，都是煉心
的功夫，再加「祈禱」的「不為自己打

虛， 來自接引

算，不求個人福報」
，形成天帝教同奮日

師尊講：ഴ͌˘̶֗˯۞ౚঈă፩ঈĂಶ

常要做的煉心功課，《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ᆧ̶˘ܜวঈ。當我們減少一分陰氣，

》中至少有十一次提到做好同奮的日常

接引到的祖炁就可以在我們身上自然運

功課，在四十一頁與四十二頁中，師尊

化，有些同奮還停留在煉精化氣、煉氣

非常清楚明白地兩度提出：Ķͅ࠷ᚚॄӈ

化神的化的觀念，忽略急頓的頓，因為

ߏ͕Ąķ
Ķͅ࠷ᚚॄΑኝӈߏдઇ͕Α

化是「漸」
，「頓」的關鍵在「合」
，從煉

͈Ąķ煉心的功夫就從五門功課著手，師

神還虛而煉虛合道，天人合一。

尊講「 ϲԠԓཐԓኰĂઇрᇇҖࠎ˯

詮釋經典 一是「經解」一是「解經」

，守則、省懺、填卡與祈禱的功
̝࣒ዳķ

還有三篇論文是有關經典的研究，

課都是能夠做好道德修養的基本功夫。
我也要指出在光中院長「昊天心法
的丹道淵源─從陳摶談起」以及正涵夫
婦同奮的「頓超直入─文始派與天帝教
修道法門之比較研究」
，要注意到道家的
文始派修的是虛無大道，天帝教則是「
法華上乘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
法」
，修的是昊天虛無大道，兩者是有其
脈絡的關連，自有其基本上的差異，師
尊通過昊天虛無大道帶領同奮走上了法
華上乘的境界。

上 帝 靈陽真炁的 祖炁。

經典是教義的延伸，民國三十三年傳下
大同、平等、奮鬥真經，民國三十四年
傳下北斗徵祥真經，民國三十五年傳下
天人親和真經，普珍同奮的論文是探討
大同真經的經義。普珍同奮說：
ˬഇङ͇ˠି༷ٚā˯۞ޓຍ
ўĂ˟ٺѨ͵ࠧ̂ጼҖඕՁ̝ᅫĂᛚႊ
Ķ̂ТৌགྷķགྷཌྷĂԓ୕߉ܥڱĂॎጬ
ጼॡˠ͕Ă͔ᅳ͵ˠ֕Ш̂Т̝ဩĄΩγ
Ăдѩᄲ̚ڱĂૣ̥ޓरᄃ͇ˠିѣ̙
͌ჟ૾၆ྖĂϺ֖ͽ൴ˠஎ࠷Ą

第四、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十二講。

我不清楚他根據大同真經那一段做

第五、師尊對《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出這樣的論斷，但我要特別指出：天帝教

外，在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對天人

的經典都有經根，每一本經典都有特殊

研究與修道兩院學生，與八十三年二月

的經根，大同真經的經根是清、寧，清

廿四日對教義英譯本研審會議中的兩篇

在氣，寧在心，涵蓋心、氣兩部分。

講稿中，所講的「氣機」
、「真息」以及

在大同真經的「開經偈」中提到「

提出「心息相配」的觀念來補充「心息

聖羅」
，這個聖羅的「羅」不能解為佛教

相依」
。

的「聖諦」
，「羅」是羅經或稱羅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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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針的功能。「聖羅」要解釋正確的或

的上下經義來思維，以經解經，前文後

正規的教化。

文一起看，以達到印心的結果。

「鴻慈宣雷霆」中的「雷霆」
，普珍
同奮以「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來比喻

心氣相志 跨越時空仍相印

成迅雷之聲，從「鴻慈」來宣迅雷之聲，

呂祖謙先生在《東萊博議》中說：

前後並不能一致，如果是「雨露雷霆莫

ᘈѺ͵࠹Ъ۰Ă͕˵Ą

非天恩」
，「天恩」才可以配合上前面的

ྭѺ֧࠹఼۰Ăঈ˵Ą
意思是：距離今天一百年前、一千

「鴻慈」
。
另外，普珍同奮討論到「金戈」時

年前的文章，讀了這一段文字紀錄，使

是用「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的金戈

我們能夠感動與相互契合是因為心的作

以比喻成戰事。但是這裡的「金戈」如

用，建立起印心與心印的關係。「跨百里

果用武王伐紂的金鉞來詮釋為運動的變

相通者，氣也」
，兩個人相隔百里仍然會

化， 是一種運動的過程應該更為恰當。

有感而遂通，是因為氣的作用，在宗教

普珍同奮解釋「太和」是太平，事實上，

上講是感應，天帝教是以親和的觀念來

太和的用語來自《易經》的乾卦，乾卦

解釋，了解「親力」與「和力」更能了

說：「ܲЪ͉」
，張載先生在「太和篇」

解心與氣的關係。呂祖謙先生又說：

中運用太和的觀念，是多麼廣大的境界，

ঈ͕˷۰Ăཐኰ˵Ą

不單純只是太平的現象而已。而在「無

͕ٺঈ۰Ăிˠ˵Ą

間其庸」這個詞句上解釋成「其庸無間」

把握住內心的人，以心御氣，這是

之倒語，對「無間」則認為是佛教的「

聖人，心受到氣的支配，不由自主，這是

無間地獄」
，事實上，奮鬥真經也有「奮

凡夫。師尊講不要在肉體上下功夫，肉

鬥無間」的經文，無間是不間斷的意思。

體上的氣感是「心聽命於氣」
，不在肉體

普珍同奮認為「庸」是平庸的庸，但是

上用功夫是「氣聽命于心」
，這才是大同

在此地的庸要解釋成「常」
，有常道的意

真經指出「心氣相志」的觀念。
我深深的感覺到這次的天人實學成

義。
關於經典的註釋，不能只是望文生
義，要通過兩種方法研究：一種是「經

果非常豐盛，真正是十年有成的表現，
我要向各位同奮致上最高的敬意！
現在我宣佈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

解」
。自己去讀，不斷的讀、不斷的想，
口誦心惟，通過不斷的讀、不斷的想，達

圓滿閉幕！

到心印的功能。一種是「解經」
，從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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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主題
時間：一月六日上午 地點：大同堂
主持人：童明勝 回應人：李豐楙、李顯光

發表人：陸朝武、劉見成、劉煥玲

比較研究天人合一多派丹法

探求昊天心法淵源與殊勝
輯文╱邱光劫

這是第一場以「天人合一」為主題

手功夫明確，特別是「點道」及「默運

的研討，主持人童明勝（光照輔教）介

祖炁」為文始派所無，同奮實應善加珍

紹三位發表人後，首先由天人合一院院

惜修煉。

長陸朝武（光中樞機）登場，發表論文

第三位發表人為南台科技大學講師

為〈昊天心法的丹道淵源－從陳摶談起

劉煥玲（敏首）同奮，其論文題目為

〉
，此為光中樞機於大陸將近一年的研

〈全真教第二代馬丹陽宗師的清淨家風〉

究成果。他先闡釋陳摶的「無極圖」
，說

。全真教大盛於元代，與南方正一派並

明其與大宇宙融合的自然無為道家內丹

列為兩大道派，清淨家風為全真教重要

修煉法，再談到天帝教的昊天心法：人

內涵，本文首述王重陽功行雙全性命雙

從虛無中來，仍回虛無中去，依自然法

修要旨，次論馬丹陽清淨修持內涵，凸

則修煉，不聚氣而氣自聚，不勞神而神

顯馬丹陽宗師修行風範，祈有助於後世

還虛，經過一靈常照，萬念皆空，而達

清淨修道之士。

超神入化、形神俱妙之境，兩者皆為清

三位論文發表後，由李豐楙教授（

靜自然的上品丹法，也藉此尋求天帝教

奮道）
、李顯光（光光院長）兩位同奮回

昊天心法的丹道淵源。

應，前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

接著由弘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劉見

員，鑽研道教甚深，人稱「道士博士」；

成（正涵）同奮發表〈頓超直入－文始

後者為天帝教天人修道學院院長，亦對

派與天帝教修道法門之比較研究〉
，兩

道教、民間宗教等多所研究，兩位於此

者皆主張直修煉神還虛及強調煉心功夫

主題皆有深入專研，引經據典對三位發

，只是文始派雖有完整道論，但下手功

表人有所指正、有所建議、有所肯定，

夫已散佚闕如；天帝教的昊天心法則是

內容精闢。

有其因應三期末劫而降之時代意義，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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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文化專書
時間：一月六日上午 地點：101教室
主持人、回應人：呂賢龍

發表人：江晃榮、林穎裕、楊憲東

宗教與科學研究合流

為新境界主張寫下有力註腳
輯文╱呂光證

在這個場次中發表的三位同奮，都
是在學術界領域卓然有成的學者專家。

量醫學」
，並在會議中當場作實驗，讓同
奮體驗水晶的奧秘，獲得滿堂喝采，但

江晃榮（緒宇）同奮長期從事生物

也有同奮抱持著謹慎懷疑的心態，要求

科技方面的研究，獲得多項專利，但提

再次檢驗，正呼應了天人實學之所以為

起他業餘研究的主題—UFO 與外星人，似

實學應有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乎更廣為人所知，他這次發表的論文是

林穎裕（緒緯）同奮目前仍在成大

有關「宇宙能量」的研究，題為「天帝

航太系任教，他的論文〈天地無形萬法

教教義《新境界》中和子觀念與近代能

寂靜〉
，不改科學家本色，先從最新科學
發現的宇宙知識介紹起
，再引證佛道兩家及本教
的宇宙觀，也旁及聖經觀
點，緒緯同奮發言要而不
繁，句句精簡，卻頗富哲
思，論文前半段談「天」
，
後半段談「人」
，從性命
雙修直指人生的目的與意
義，並對世俗的信仰流弊
提出毫不客氣的質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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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啟 發 人 們 探 索真 理
的 志 趣， 並 指 引 一 條
追 求 之 道， 才 是 宗 教
的真正價值所在。
楊 憲 東（ 緒 貫 ）
同奮窮十五年之力，汲
取「道家陰陽之觀點」
及「本教對無形、有形
之關係的認識」，將複

ჰцТጬኘຽዶࡁտ۞ᗟǕVGPᄃγߐˠĂឰέ˯έ˭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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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理論中的實部代表有形世界，虛部代
表無形世界，以此複變理論重新推導上
世紀初科學的兩大基石—量子力學、相
對論，獲得數學上一致協調的結果，並
合理的解釋了量子力學長久以來奇怪的
現象，為愛因斯坦當年堅持古典邏輯的
詮釋提供相當精采的說服力。
緒貫同奮充滿感性的說，他這十五
年來受到無形媒壓指導，心路歷程實難
以言喻，因此選在天人實學研討會議上
完整的公開發表，以表感謝之忱。其論
文相關的數學推導部份，已有十餘篇獲
得國際學術界三份專業期刊的刊載，並
成為成功大學正式的碩士、博士班教材，
可說是宗教與科學合流發展的最佳例證，
為本教教義之主張寫下有力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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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親和主題
時間：一月六日下午 地點：大同堂
主持人：劉通敏

回應人：劉新舉

發表人：吳季樺、黃富聰、廖修德

以科學儀器量測正宗靜坐現象

默運祖炁時 確能導致基本生理反應
輯文╱廖緒積

此次天人親和專題
由主持人清華大學動力機
械工程學系的劉通敏（正
炁）教授引言指出，關於
氣的量測，已有相當多的
文獻記載，如紅外線、壓
力波、高能輻射場、核磁
共振等，但卻鮮少針對正
宗靜坐默運祖炁時所產生
Ğνğჰ᎕ăเಱᓐăϒ炁ăჰռᄃӓ؞ፔିĄ

的生理變化實驗及公開文
獻報導，自天人親和院成立以來，除了

首先是開祥中醫診所的廖修德（緒

人類意識的研究外，此次共有三篇論文

積）醫師報告，由他及王貴芳、劉通敏、

：默運祖炁時的腦波、紅外線、尺脈研

吳季樺、張榮森（中央大學光電所）等

究，是過去一年來在中央大學實驗的初

人所提出的〈靜坐默運祖炁之腦波變化

步成果，除了感謝參與配合實驗的同奮

的探討〉論文。實驗研究，經由腦波儀

外，也希望引起更多人的興趣，以共同

量測，大致可以顯現無為法靜坐過程中

參與。

腦波型態呈現θ波和α波

「默運祖炁」及「聽其自然運化」所產生
的腦波型態， 主要是 θ 波和 α 波， 不
但符合「在靜坐時，經常保持將睡未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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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覺不覺，全身放鬆的心理狀態」
，並且

ӓ؞ፔି൴ܑޢĂ௮ТጬયᗟĄ

根據此一結果，能初步解釋靜坐所導致
之基本生理反應現象，同時也可能作為
深入探討人體潛能及特異現象的基礎。

熱像圖顯示溫度上升或下降
〈靜坐默運祖炁之熱像研究〉由中央
大學光電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的黃富聰
同學發表。是由劉通敏、張榮森、吳季
樺、林宜興（大存─天人親和院研究員）
及報告人所提出，同奮靜坐默運祖炁時

一系列的研究，成員有劉通敏、吳季樺、

的口訣：Ķজ̮炁Ăҋڱරӻ͇҃ࢫČĂ

張榮森、王貴芳、吳軒孝（中央大學光

ۡ྿͇ܝĂ҃ӦĂ҃ҌّᖈĂޢརҌ

電所）
。他特別用自行研發的光學式三角

झĂࡶѣࡶĂ̙ӈ̙ᗓĂҋྻ

測脈儀來量測默運祖炁後的右手尺脈的

̼Ąķ所以用紅外線攝影機測量囪頂、性

變化。右手尺脈在傳統醫學中代表先天

竅、命宮三點的熱像圖，再分析這三點

腎氣，實驗發現，大部份受測者在剛接

的溫度變化，發現有兩種溫度改變模式

完祖炁時，尺脈振動振幅最小，等自然

：溫度上升型與溫度下降型，並且其明

運化時，「氣」又歸回各經絡，使振幅又

顯溫度變化的期間，都是在默運祖炁時，

微升，因此默運祖炁後的尺脈變化是具

代表默運祖炁確實對生理產生影響。至

有生理意義的。

於為何其會上升或下降？仍有待進一步
研究。

接著，由回應人空軍官校航太系副
教授—劉新舉（緒私）同奮提供他的研
究心得：靜坐時的每一個步驟都有其特

尺脈變化具有生理意義

別的意義，即便是扳腳，只要作得確實，
〈靜坐默運祖炁自然運化引起之右尺
脈變化的探討〉
，是由現任銘傳大學生物
醫學工程系助理教授吳季樺博士所提出。
當初他在中央大學光電所時，因緣際會

α 波振幅馬上可以增加三到八倍。另外，
對實驗者來說，實驗數據不是用來跟別
人作比較，而是檢討、改善的工具，用
來精進自己的修行。

當了正炁同奮的博士後研究員，才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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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主題一
時間：一月七日上午 地點：101教室
主持人：高騏 發表人：王貴芳、賴文志、黎德安、林玉堂

從中西醫專業角度切入

探索天人炁功理療功效與運用
輯文╱王光髓

ĞνğЍលăჰăЍᅫᇽ፟ăЍེᄃЍᙯТጬĄ

天人炁功（主題一）之論文發表會
總共有四篇，四位發表者皆是醫師，且
都是天人炁功院研究員，其中兩篇為天
人炁功院之研究計畫（〈天人炁功親和卡

精采，引起台下同奮熱烈迴響。以下分
別介紹四篇論文：

結合理證行證 探尋新方向
賴文志（緒照）同奮，湖南中醫藥

〉與〈天人炁功對憂鬱症之理療研究計
劃〉）
，另兩篇分別從中西醫學角度探討天

大學醫學博士，現任景新中醫診所院長。

人炁功（〈諸病源候論的精神免疫觀〉與

提出天人炁功對憂鬱症之理療研究，首

〈從醫學角度解析天人炁功〉）
，本場論文

先由認識憂鬱症開始，提出中西醫及本

特色主要皆以醫學專業角度研討，篇篇

教對憂鬱症之看法，包括憂鬱症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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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病因，及自古中醫對於憂鬱症相

黎德安（光蛻）同奮，北京中國中

關的鬱證之認識，並進一步提出本教亦

醫研究院中醫博士。他提出諸病源候論

有相關精神變異的探討，在憂鬱症的病

的精神免疫觀之報告，首先介紹隋代中

情上，似乎離不開本教心靈學之變異範

醫文獻《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記

圍，而本教天人炁功是靈體醫學的一種

載疫癘防治方法與精神療理方法的相似

重要媒介，對現在社會的憂鬱症之照護

點；再從現代醫學的觀點，解釋維持人

具有優勢，故以天人炁功對憂鬱症之理

體生命運作的有形組成主要為︰神經系

療提出研究實施階段與項目之預定計畫。

統、內分泌系統、淋巴系統及肌肉系統。

王貴芳（光髓）同奮，中國醫藥大

傳統中醫文獻提供精神意識的鍛鍊可加

學醫學博士，現任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

強抵抗力，無形能量系統則有經絡、臟

中醫系助理教授。他提出天人炁功親和

腑。心氣的歸屬自古以來即是哲學爭論

卡之研究，首先介紹醫學之病歷精神與

的要點，從天帝教心物一元二用論可了

內容，擷取醫學病歷之特點，設計一份

解精神免疫的實用意義。天人炁功透過

親和卡使任何同奮皆能適用、填寫，又

心與氣不同程度的氣化運行，身體感知，

能兼顧資料完整性，是本文最大目的。他

通關過竅，進而強化靈與肉平衡，免除

所設計的天人炁功親和卡，結合醫學病

疾病。

歷的特點與傳統親和卡的優點，同時又

林玉堂（光關）
，中國醫藥大學醫

能加強親和效果，希望能建立一個嶄新、

學士。提出從醫學角度解析天人炁功之

實用的天人炁功親和卡。主要目的還是

報告，首先介紹生物能量的來源，大部

希望能踏出傳統天人炁功的作法，結合

分是來自葉綠素的光合作用與輔 酶 作用

現代科學方法，朝向先天一炁玄靈子期

，皆是扮演媒介者的角色。天人炁功中，

待之「理證」與「行證」相互配合的方

媒介者的地位極其重要，頗類似生物學

式，為天人炁功邁向新方向努力。最後

中的輔 酶 作用，因此如何加強輔 酶 作用

光髓還提出天人炁功親和卡實際運用半

，在天人炁功方面，便是五門功課，亦

年之經驗，並檢討其優缺點。

即平日要以五門功課作為修飾調節之用；

以上兩篇為天人炁功院的研究計畫
初稿， 現場同奮也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而求診者的誠心亦足以改變其本身的接
受體，因此也可以視為是一種修飾作用。

提供往後計畫的推行方向，是本場論文
發表會的最大收穫。

調和靈肉 加強炁療功效

上述兩篇以醫學專業角度研討天人
炁功，從中西醫學角度切入，深入淺出，
讓同奮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獲得現場同
奮不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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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親和專書
時間：一月七日上午 地點：大同堂
主持人、回應人：趙玲玲 發表人：劉文星、施美枝、劉劍輝

天人一體 息息相關

認清人類使命

讓宇宙生化不息

輯文╱廖緒積

大同真經註譯 著重字義考據

殺伐盈籌、氣順天地、收經」共十一章

〈《 天 人 日 誦 大 同 真 經 》 今 註 今 譯
〉是由劉文星（普珍）同奮所提出，他
目前是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也是天帝教天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大同
真經的宗旨主要是討論心氣關係，兼及
劫運之消弭與世界前景之創造，由於文
字精簡、意義幽微，不易理解，因此他
將全經分為「開經、原劫、心氣、相士、
繩準規方、克厥教化、心意、紀創神明、

；在體例上，則分為題解、本文、註解、
白話翻譯與演譯五部份。他特別著重字
詞之義的考據，希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
理解，以增加信仰的深度。

為自己造命 積貯誠心善念
〈天祥與安祥—《天人親和北斗徵祥
真經》義理初探〉
，由東海大學哲學研究
所博士生施美枝（靜嚼）同奮所提出。她
將全經分為「前經文、禮斗文、
紫微星祈、後經文和誥文」五
段結構，以解析法及綜合法來
詳細研究。她認為經文的本義，
一是為人間揭示了天人一體的
天象，星球的生滅和眾生的心
念「炁氣相通，息息相關」；二
是人類應認清本身在宇宙的定
位，積極參與救劫使命，為自
己造命。天地有情，安祥與否，

ĞνğჰሒăᐖᚒăୂጳੰܜᄃࠡТጬ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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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在一己內心是否積貯了對這個天地萬

也可以帶動電子體提升內能，在向上提

物「感恩、知足、惜福」的誠心善念。

升能階的過程中，堅定的依循「同質相
引」的規律指引，可能超脫「異氣是求」

升勝而為聖 墮勝而為業

的電子體特性，越過「中性律」
，而向「

〈二大勝善十大天人之宗教與科學內

同質相引」的實質內涵逐步提升。三、和

涵〉
，由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醫學工

子向上提升的精進修持，若是融合成更

程組博士候選人劉劍輝（緒潔）同奮所

大的結構與趨勢，將可能帶動局部時空

提出。他對《天人親和真經》所闡述的

的整體提升及進化，促使生命更加和諧、

宇宙構成基本法則、各階層天人的面貌

生動、活潑與繁衍。

與存在狀態，以及親和交流和提升的方

最後由趙玲玲（敏憲）院長總結，

法技巧，以科學的觀點作進一步的闡釋

她指出，經典的研究不論是從科學、哲

，並以三點作為結語：一、不作奮鬥與

學或文學的觀點切入，總有人為立場的

心性修持，和子內能及能階會逐漸退化

限制，所以她用莊子「知其不知者，乃

、墮落，在經歷輪迴後，和子可能墮落

知也」勉勵大家發揮智慧，以對經典有

為電子體，顯示奮鬥提升的重要與意義

更融通的體會。

。二、依據親和原理，和子的精進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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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炁功主題二
時間：一月七日下午 地點：101教室
主持人：高明

回應人：桑美玲

發表人：劉新舉、劉通敏、劉劍輝

匯通宗教修持心法

建構炁功之科學理論架構
輯文╱編輯部

天人炁功主題二由高明（敏膺開導

創造α波之相關驗證

師）主持，在她流暢的引導之下，三位發
表人皆能在充裕的時間內暢所欲言地表
達研究成果。回應人為當天接任榮譽傳
訊使者的敏接同奮，巧的是其中一位發
表人正炁同奮報告時所運用的圖像，恰
好是由她當年所傳侍的天人文化系列聖
訓之一，最後的回應報告可謂前呼後應，
相當精采。

第一位是由空軍官校航太系劉新舉
（緒私）副教授報告〈生物能（氣）對人
體腦波和生理現象之量測研究〉
。他在學
校內徵求學生參與實驗，分別在一、引
浩然元炁、收功。二、念咒、通靈時接
收訊息和轉譯訊息。三、扳腳。四、簡
易的放鬆姿態等四種情形下，使用 EEG
儀器測量腦波圖譜，另以電機能篩檢測
試儀測量生物能對人體生理現象，結果
是吾人可以正確姿勢與放鬆身心創造 α
波，和遍佈宇宙之氣（舒曼波）共振，而
扳腳還會產生神秘 δ 波的變異，並擴張
氣能量，調節身心靈之平衡，進而運用
在學習上，可讓學生增加專心度、降低
焦慮，使成績進步。

炁氣交流之宗教理論與科學推理
接著是由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
系熱流組「清華工程講座」教授劉通敏
（正炁）報告，題目為〈天人炁功『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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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ତТጬͽਕณ۞Вॎᄃᕖૺன෪ဦྋᄲ֗
͕ី۞၆ᑕᙯܼĄ

過程之『親和』及『炁氣交流』探討（I

環運轉；反之，當身

）〉
，他引述聖訓對天人炁功的定位「兩誠

心靈處在不協調的狀

相感的炁療技術（心法）」
，以及大陸氣功

態 時，「 整 體 電 力 引

研究著名學者林中鵬教授與本教接觸後，

合網路」即陷入失衡

對於天人炁功的評論：「ࣰି؟ጯߛၹ࠹

狀態—當然包括在其

ᦧ
，由此依序
༊ԆፋĂߏޝр۞灬
ᒚ͕」ڱ

中的「靈意網路」
。
接著敏接更進一

探討施治者如何透過「視覺」與「聽覺」
來影響求診者的「大腦皮層」
、「靈意網

步地深入詮釋，圖中

路」及「心性系統」
，並討論施治者與求

的圈圈僅為能量共振

診者兩者本身陽質能量（正氣）相對的

、擴張現象的示意圖

高低，所可能導致親和鍼心的有效程度，

，這示意圖雖是肉眼

期望初步建構起天人炁功的科學理論架

無法看得見，但卻是實際在運作的，其

構。

中所含藏的先、後天能量，以及這些能
現為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醫學

量是如何在其內的各個電力（電流）軌

工程博士候選人的劉劍輝（緒潔）同奮，

道、各電力（電流）
、反射區、作用區內

發表〈氣與炁的場論初探〉
。他以宗教與

反覆作用，敏接都一一做了詳細的說明。

修持上的體悟與實證出發，收集了相關

敏接指出，當和子與身體處在靈肉

的經典、聖訓，與物理學、數學上相關

不協調的現象；實施天人炁功時，先天

的資料，以便逐步掌握「炁（氣）粒子」

炁由上而下， 再經由人的「靈意網路」

的行為模式，並建立「炁（氣）場」的完

之運轉，協調生化、氣化系統的作用後，

整數學模式，期望未來能方便天人炁功、

得以產生調理現象。如果求診者為心理

靈體醫學及各項相關實驗的規劃與進行，

問題，先天炁的調和能量只要夠強、夠

而從探索宇宙真相的意義來看，更期望

純，也會經由「靈意網路」作用後產生

有助於建立對宇宙現象的完整認知。

正面性能量，再經由持續的運化，深化
至大腦皮層中，獲得緩和心理負面能量

靈意網路與身心靈的對應關係

的效果，只要此效果能夠持續調理，自

敏接同奮在回應時，介紹「靈魂意

有助於求診者打開心結、淡化心結。她

識交集引合網路」（簡稱「靈意網路」）
。

表示，天人炁功與天人親和的基本點同

她指出，靈意網路是每個人都有的，只

為「空」
，關鍵在於持敬、平常心、放空

要身心靈處於協調狀態，所形成的氣場

，如此就會產生效果了，Ķ༊۩ٸјࠎၚ

及其間的交互作用，均會朝正向性的循

ّĂ̙۩˵ᙱĄ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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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專書
時間：一月七日下午 地點：大同堂
主持人：李豐楙 回應人：陸朝武、蕭玫玲 發表人：呂賢龍、童明勝、邱文燦、王貴芳

從宗教哲學科學各面向

探究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之奧妙
輯文╱邱光劫

ĞνğЍӃăୂિăጬăЍ̚ăЍ̈́ЍᙋඈТጬĄ

天人合一專書論文發表，首先由帝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一書，分成五個部

教天人研究總院研究員呂賢龍（光證）同

份加以分析說明，其意乃在引導同奮真

奮提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整體分析

正體會天帝教昊天心法修煉體系，依循

〉論文，文中指出「宇宙應元妙法至寶

正確方向勤修苦煉。

」可看為兩重涵意：一、「宇宙至寶」即

第二位發表人為童明勝（光照輔教

「無形金丹」
，二、「應元妙法」即「直修

）
，論文題目為「封靈與炁統」
，他說明

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心法」
。光證並就

了天帝教是應時代需要的救劫宗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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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發表者為王貴芳醫師（光髓）

上降下救劫急頓法門，原人修煉封靈立
地 成 就 仙 佛， 原 人 證 道 後 本 靈 亦 可 得

同奮，其論文題目為〈五十五天閉關之

上帝賜封而修證聖胎；原人之原靈又可

調靈調體的量子能量作用機轉〉
，他根據

以靈煉靈再造法身， 如此原靈、 本靈、

聖訓說明：「ௐ˘ล͇߱ޢঈዳјഇࢋ

封靈於救劫中修煉，分化無數壯大「炁

ࠎአវĂϫ۞д఼ᙯ߾លĂТॡ߿̼̰

統」
，增強無形應化力量，實為千載難逢

̶کրĂˬޢล߱ࢋдአីĄķ而研

修持法門，同奮應好好珍惜並發揚光大。

究學員於閉關前後腦部位置、內分泌系

第三位發表人為邱文燦（光劫副院

統及七輪之量子能量變化，根據實際測

長）
，論文題目為〈五十五天閉關研究〉

試的分析結果，透過閉關鍛鍊可調整腦

，光劫開導師現任天人修道學院副院長

部能量使之趨於平衡，特別是腦下垂體

，為使同奮能對閉關有基本認識，特整

及松果體，應為調靈調體之效果。
四位發表後，由天人合一院院長陸

理歷年閉關聖訓，針對閉關目的、無形
訓育組織及職掌、四階段調靈調體修煉、

朝武（光中樞機）及副院長蕭玫玲（敏

黃榜考核等分別加以說明，讓同奮可以

堅樞機）回應，兩位皆是教內真修實煉

深入認識五十五天閉關，於參訓前做好

的資深同奮，他們針對論文的觀點提出

準備，且在訓練中知所調適，以達閉關

質詢，因而激發出不少火花，引起精采

修煉之成效。

的論辯。

௮۰۞ৠଐ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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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實學研討會十年回顧與展望

由博轉專轉精

持續活化天人實學研究

帶動新視野

╱梁靜換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天人研究總院
天人研究學會成立，八十七年十二月即

Ȉѐͽ݈дර̋ॡĂԆј˞Įາࣰି؟
ጯޥຐវրįͽޢಶхд۞Ą

開辦了第一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ॡԧࣇࢵАдҘΔԩጼॡഇ۞̂

今逢第五屆圓滿完成，回顧天人實學的

̳͞ޢฟĮາࣰି؟ጯޥຐវրį
Ăд̣

推展已歷十年，身為推動者的我們，該

Ȉѐͽ݈Ăధкछጯ۰ౌᄮࠎĂд༊

抱著怎樣的心情與滋味來看待這一段歲

ॡߏ˘࣎າ᎖ăዋᑕॡᒖဩᅮࢋ۞

月呢？

நኢĄٙͽԧ˵ČČᛇֽтਕԯ࣎
͇ˠ఼۞јڍᕖ̂ᇆᜩĂ࠹ܫ၆ˠᙷஎ

天人實學緣起華山

ˢଣц۞أտౣĂ˘ؠΞͽ೩ֻޝкѣ

民國三十一年冬天，華山白雲峰下，
涵靜老人、維道與維生（編註一）三人，

ᆊࣃăѣຍཌྷ۞ཌྷநĂдጯఙ͞ࢬΞͽѣ
ޝкາ۞൴னĄ

甫與無形天人合力完成《新宗教哲學思

ٙͽ༊ॡԧಶԓ୕ֽ˭̋ͽޢĂ

想體系》
，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心情！

ਕૉඕЪЧ͞ࢬ۞छጯ۰ĂВТࡁտ

一種探索宇宙人生的新研究模式實驗成

͇ˠϹ఼ĂಶߏனдٙᏜ۞ĺ͇ˠᏐĻ

功了！一種征服天、征服自然、征服自我

Ă༊ܐԧࣇᔘ՟ѣĺ͇ˠᏐĻᓑЪ

的三奮精神，化成了凌雲壯志傲視華山

ֽĂٙͽԧຐֽᕖ̂ࡁտĄķ（編註二）

！一種雙手抱胸、腰桿挺直、頂天立地、

─摘錄自本師世尊八十三年於天人研究學院

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的豪情氣魄充塞天

成立典禮暨開學典禮講話

地！涵靜老人實忍不住想將這樣的天人
關係傳告給全人類知曉，但是國難當頭，

什麼是天人實學

尚待有志之士力挽狂瀾，只好暫時按下
此份熱情。

民國八十年冬天，在「小華山」鐳
力阿，二、三十人齊聚大同堂內，涵靜老

ĶČČ̫͇ߏԧࣇ͇ˠࡁտጯੰјϲ

人正在台上講述他當年構想的天人研究

ᖃၱฟጯĂ˵Ξͽᄲ˘࣎ၹຐߏԧ̣

願景，心中浮現了那時捧著剛印刷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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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騰的《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
，往返蘭

ЍЍੰܜăჰТጬಶຽᅳાၰኘ͇ˠЪ˘ᄃ͇ˠ炁Α
̝ຍஉ!Ą

州街道熱切地介紹給具有「新宗教」思
想之知識份子的弘教模樣，不甚欣慰的
感慨在天人共同奮鬥之下，蘇聯極權徹
底瓦解、人類核戰危機暫時延緩，今天
大夥才能在這兒安心地窮究宇宙真理！
Ķ઼̚ˠѝд႔ഈӈѣАኰЅන
೩ ĺ ͇ ˠ ̝ ጯ Ļ ۞ ᄲ ځĂ ٙ Ꮬĺ ͇
Ļ ӈ  ܑ ̂ ц أă ̂ ۩ มă ̂ ҋĂĺ
ˠĻӈг˯ˠᙷ҃֏Ą̂ц̚أՏ
˘   ր Ӯ ѣ г Ă ౌ ߏ Ⴭ ࠎĺ г 
ˠĻ
Ă дѣംᇊϠߐ۞ۏ̚Ăͽг 
۞ˠᙷംᇊĂΞͽྻϡˠᙷ۞ംᇊ
ଣц۞أ৪Ăٙͽĺ͇ˠ̝ጯĻӈ
ߏд೬൴ц۞أ৪ĄϤٺц۞أৌந
ႽĂЯѩˠᙷଣцأ৪۞͇
ˠ̝ጯ˵ߏϖ˳՟ѣͤႽĂң۩ޘˬڶ
ม۞ˠᙷംᇊ̪ѣࢨĂຐࢋ˞ྋкޘ
۩มͽ˯۞цأৌநĂБጴ۞͇ޢጯᙊ
ᄃਕ˧ߏ̙Ξਕ۞ĂΪѣྻϡԧࣇˠᙷ
۞ីᛇĂֹԛ҃˯ăԛ҃˭Ϲ̢Ъ
Ă̖ѣΞਕࡎĂ̖ਕஎˢଣăࡁտĄ
ିޓĺ͇ˠ̝ጯĻ̶ࠎα̂ొЊĂ
҃ͽĺ͇ˠ̼͛ĻࠎࢵࢋĂͽࡊ͇ޢጯă
ࣰጯநኢࠎૄᖂĂซ҃ଣцأԛ҃˯̝

ۢăАᛇ݈ዅ̙ᕝӅ˧Ăޢ൴ன˘࣎

ጯĂޙϲцأˠϠ៍Ąĺ͇ˠᏐĻొ̶

நĂืଂĺᐖĻ̚זĂΪѣдĺᐖĻ̚

ߏࢋˠ۞ѣԛᖻវᄃ̂цأă̂۩มкޘ

Ă̖ਕ྿זˠᙷޥຐ˯ဩࠧůĺ͇ˠ

۩มͽ˯۞ˠăৌˠۡତᏐĄ઼̚ˠ

Ъ˘Ļ
ĄҌٺϤᐖ҃ؠĂٕϤ҃ؠᐖĂБ

ೀ˼ѐֽдޥຐ˯۞ဩࠧಶߏĺ͇ˠ

ያ࣎ˠΝវົĂٙͽ͇ˠЪ˘۞ࡁտĂߏ

Ъ˘Ļ
Ăҭߏˠᙷѣۏந˯۞ՁᎨĂтң

ˠᙷర఼͇ˠăୁ൴ംᇊ۞ॲĄҌٺĺ

ѩ˘ᅪᘣଵੵĂೀ˼ѐֽ̚රϔ۞А

ᦧ
͇ˠ灬
ΑĻ
Ăଂ͇ᇇିă͇ˠିͽҌ͇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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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ЩჍࠎ˞੨ЪˠมᅮࢋĂϤĺჟৠ

感受到「無形應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

ᦧ
ڼᒚĻ
ăĺჟৠᒚநĻ
ăͽ͇֞ˠ灬
ΑĂ

」的奧秘，更讓我們看到了天人實學研

ͽϒঈ≳ੵ়ঽࠎ߱͘Ă҃ͽ෧͕ࠎϫ

究的宗旨所在－創發本地球人類新文明，

۞̙ࣧؕតĄķ ─摘錄自本師世尊八

這真是充滿了生命的光輝與意義。

十三年於天人研究學院成立典禮暨開學典禮
講話

前瞻未來展望
天人實學是天帝教救劫弘教的精神

回顧五屆研討會成果

資糧，也是天帝教同奮的精神教育，它

統計五屆研討會，共發表了八十六

至少有三個發展方向：一、天人學術研

篇論文，涵蓋天人實學之天人文化、天

究之發展；二、對內教化之發展（含核

人親和、天人炁功、天人合一等四大領

心與基層之教育訓練）；三、對外弘揚之

域。從篇數來看，第一屆十二篇，第二

發展。這些都需要未來的均衡推動。

屆十四篇，第三屆廿一篇，第四屆十六

其中，在「天人學術研究發展」的

篇，第五屆廿三篇。這當中，與教外學

部分，它應具備五項條件：一、專才侍

術研究會通之趨勢越來越明顯，特別是

生的培養；二、 文獻資料庫「天人藏」

在科學實證方面，其中又以第五屆內容

的建立；三、研究團體的凝聚；四、組

的豐富性已得以用四大領域劃分發表場

織制度的運作；五、研究理論、研究思

次的現象最值得注意，顯示天人實學經

惟與方法操作的共識養成。
而研討會未來仍是朝建立對話平台、

長期推動、發展，今已潛藏有分領域各
自深入研究之實力，亦即將由早期的「

進行交流會通的方向繼續努力，並將於

博」轉「專」
、轉「精」
，又恰與總院各

研究議題與研討進行模式方面持續創發，

研究院的相繼成立相謀合，顯示出有專

以帶動新思潮、新視野，活化天人實學

責之研究院的推動運作，確是有助於研

的發展。
以上僅是個人的想法與觀點，不周

究的全面性發展。
這五屆中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第

延之處，尚祈有志之士不吝指教，是為

三屆研討會的公開徵稿文宣是以「文明

弘揚天人實學之幸！

領航」為主軸精神，而當年的巡天節中

በො˘Ĉჯࠎเዩ࿂̝ЩĂჯϠࠎௐ
āāāā˟Їࢵयֹ۰ĂனჍࠎჯϠА
āāāāϠĄ
በො˟Ĉࣧ͛˜ᐂࢰᖼᛌࠎ˾ᄬ̼ᓾෟĂ
āāāāགྷበᏭֶೈࣧຍൾΐማᄬήĂā
āāāā͞ܮ۰˞ྋĄ

竟開啟了爾後歷年「地球文明暨天人實
學推展總會報」行程的安排，此後，年
年巡天節均有針對四大領域之聖訓頒布
，這對人間致力於天人實學研究的同奮
來說，無異是一劑強心針，不但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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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而誠 萬法歸一 學術可化人心
廣召青年參與 撒播實學種子 道果自成
九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丙戌年十一月七日申時

太虛子：
維生首席使者陳報九十六年元月之教政活動，在新年度之初即舉辦有多項學術研討活動
，這是落實「資訊化，青年化，學術化」之教政方針，以學術研究廣開知識份子，帝教同奮
與青年學子之認知，產生向心力，共同致力於天人實學之發展。
時代進步，呈現出多元現象，然精神與物質乃為萬事萬物之本源，「天人實學」
、「宗教哲
學」
、「中山思想」各有其長，自明而誠，萬法歸一，學術可化人心。
天人研究總院廣召青年學子、同奮熱忱參與，以勤毅苦修、樸實進取之精神，撒播實學
種子，道果自成。

不能堅守門風 貫徹道志 宗教勢必衰微
舉辦宗教學術研討用意深遠 同奮宜深思
九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丙戌年十一月七日申時

玄玄上帝：
古往今來，宗教立基人間，開啟行道教化之初，皆有一番氣象，然如後繼者不能堅守門
風，貫徹道志，勢必日漸衰微。
天帝教同奮當以歷史上各宗教之興衰為殷鑑，首任首席使者不以神道設教，發揚教義中
心思想之智慧，是天帝教化普行人間之基石。
人間舉辦宗教學術研討會，以研究成果作為教化人心之道糧，用意深遠，同奮參與其事
，宜深思之。

天人實學貴在知行合一 行理並進
鼓盪全教開展勤習勤讀實學實修風氣
九十六年一月七日
丙戌年十一月十九日酉時

首任首席使者：
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在鐳力阿道場舉辦二天活動，於天人實學之天人文化、天人合一
、天人親和、天人炁功四大學域皆有論述，領導風氣，一道同風。
觀諸宗教歷史之發展，可知宗教要有因應時代環境需要之教義，天帝教傳承 上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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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心物一元二用哲學思想與救劫精神內涵，號召原人共為三紀三同之終極目標
而奮鬥，人間同奮潛心修習立地成就之昊天心法，佈化天帝真道，以應天心人願。
天人實學即為救劫弘教之先行，惟天人實學貴在知行合一，行理並進，學術研
究與真修實煉皆是以三要、三奮勇猛精進，與時俱進，日積月累，方有所成。從神
職、教職同奮以身作則開始，於各地教院、教堂、道場中領導同奮，開展勤習勤讀
之實學實修風氣，正己化人，普化人心，救劫時代使命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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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九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地點：東京都掌院 場合：日本國東京都掌院成立典禮講話

省思由玉忠至玉和 由終返始生生不息之道

從廿字真言起步
上順天心下應天命
╱維生先生 照片提供╱東京都掌院

東京都掌院籌備了十五年，終於依照師尊的期望，並依據「在同一地區有三所初院就
成立掌院的建院原則」正式成立了，從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到現在第廿五
次，我深深感覺到日本同奮已經能夠生根了，在光潔掌教以及日本神職、教職同奮一
步一腳印的埋頭苦幹下，日本已有七百位以上的同奮，辦理了廿五期正宗靜坐班，在
日本國教區的第二所掌院成立之前，日本的各初院都將由東京都掌院整合、督導、推
動救劫弘教工作，並對始院的日本國教區公署負責，切實做好道統、法統、炁統的傳
承任務，回想師尊播種的時期，回想賢德樞機等台灣同奮在過去十五年所做的努力，
希望從今天開始，日本的救劫弘教工作正式邁入第三階段，在光潔掌教的領導下，使
得上帝真道落實在每位同奮的心裡，生根在每位同奮的家庭，接引週遭的親朋好友，
廿字真言的種子播撒在日本國的大地，共同來搶救與大家息息相關的日本國運與世
運。

ٺझᎩੰܐЍ໒˯Ӕᐖӱܑ͛ĂϤჰѤฟጱरऽ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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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日本國東京都掌院成立，我

事實上，在此之前五年，師尊已到過日

正式佈達光潔開導師為東京都掌院掌教。

本一次，在京都的一所大學講學，在講
學的同時由師尊的中國學生將教義《新

早期救劫弘教歷程 篳路藍縷

境界》做出第一次日文翻譯，在第一期

師尊在二十四年前就開始規劃日

正宗靜坐特訓班中，師尊拿出日文初稿

本救劫弘教工作。第一階段，完成兩個

的教義與同奮討論，當時的藤崗光忠同

起步工作，第一是為日本國的天災在富

奮自告奮勇的說：ԧᙸຍࠎ͇ࢦିޓາፋ

士山祈禱，在霞山會館公開演講，第二

நିཌྷĮາဩࠧį۞͛͟ᛌᛖĄ這是現在

在日本舉辦第一期正宗靜坐特訓班。第

教義《新境界》日本版的由來。

一期有三位主要的同奮，第一位是藤崗

第二階段，師尊指定由賢德樞機負

光忠樞機，第二位是 樋 口光和同奮，第

責在日本國教區的救劫弘教工作，結合

三位是從台灣來日本讀書的劉光成樞機

台灣同奮的出心、出力、出錢，推動日本

，兩位日本同奮的道名，一是「忠」
，一

弘教工作，首先是將第一階段在京都危

是「和」
，就是廿字真言的第一個字與最

高山建立的玉和殿，選擇遷移在 木縣那

後一個字，廿字真言是教化人心的真言，

須高原的野武士道館中，又從野武士道

以忠開始，歸結到和，再加上「成」
，代

館遷到前面的房屋，五年前由賢德樞機、

表希望，希望上帝真道在日本傳道成功。

光行樞機興建完成現在的日本國主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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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象徵著上帝真道一葦渡海，在日本開

須道場。

從教壇殿名及同奮道名 師尊心法始終一貫
在師尊證道十二年以來，由賢德樞

啟道脈，希望同奮學習達摩祖師弘揚真
道的精神，發心發願為上帝真道在日本
地區深耕。

機領導， 包括有敏堅樞機、 光忠樞機、
光潔開導師、敏專預命開導師等同奮持

賢德樞機十五年來 一家奉獻 一心奮鬥

續不斷的為日本的救劫弘教播種。因為

賢德樞機領導的日本國教區公署為

在師尊證道之前，除了玉和殿之外，還

了落實在日本的救劫弘教工作，一直是

要依《天帝教教綱》的組織、制度建立

依據教綱的原則建立組織制度，我在六

教院的弘教據點，第一站就要成立東京

年前正式指出：在同一地區有三所初院

都掌院，師尊也親自寫下「東京都掌院」

就成立掌院的「由下而上」建院原則。

的墨寶，所以計算時間，東京都掌院已

大東京都地區已有三所初院：千葉縣初

經籌備了十五年，今天可以說是依照師

院、大宮市初院與葛飾區初院，這是正

尊的期望正式成立了，同奮從東京都掌

式成立東京都掌院的基礎。依據這個原

院的教壇光殿被命名為「玉忠殿」
，再回

則，希望在九州地區也要成立三所初院

想師尊在日本第一期正宗靜坐特訓班對

，現在有宮崎縣初院，未來還要建立兩

日本同奮所錫賜的道名，以及日本主院

所初院，就可以在九州地區建立日本國

的殿名為「玉和殿」
，從殿名的關係，從

教區的第二所掌院，然後在北海道地區、

日本同奮的道名，師尊對日本國的心法始

關西的大阪地區也是如此循序辦理，今

終是一貫的，都是希望將廿字真言的種

後二十年內，天帝教在日本國教區可以

子播撒在日本國的大地。

有四所掌院，這是天帝教在日本國地區

天帝教的光殿無形組織有殿主、副
殿主與總護法，玉忠殿的殿主是由三位

的發展方向，都要依據教綱的精神落實
日本的弘教組織、制度。

一體的本師首席正法文略導師擔任，文

從今天開始起，我們將遵循師尊的

略導師是師尊第四十位封靈，也是師尊

心願進入到第三階段，日本的救劫弘教

最後修證的封靈，從這個安排可以非常

天命任務將由日本國神職、教職同奮承

清楚體會到師尊對東京都掌院的關懷與

擔起來。第一階段是師尊的播種，第二

期待，尤其是總護法達摩祖師，達摩祖

階段是台灣同奮的耕耘，第三階段是日

師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從印度的斯里蘭卡

本同奮的收成。十二年來，我到日本廿

到中國大陸弘揚佛法，一葦渡江，在嵩

五次，今年已是第三次來日本，我要感謝

山建立少林寺，開啟了中華禪宗的法脈，

賢德樞機、光行樞機、緒回同奮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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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德樞機是坤道的楷模，她追隨師尊，

坐班，到前幾天舉辦的第廿五期正宗靜

一門深入，一家奉獻，做到了出心、出力

坐班為止，現在在日本有七百位以上的

、出錢，最可貴的是她對日本奉獻的心，

同奮，都是光潔開導師帶領著日本神職、

她是人在台灣，心在日本，是為了完成師

教職同奮一步一腳印埋頭苦幹引渡而來。

尊交付的天命，也是對日本有深厚的感

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從東

情，她今年九十歲了，還有一個心願正

京出發，到了大阪、廣島、鹿兒島等地，

在努力，就是要申請設立日本的宗教法

最後從琉球回到台灣，這一次我從宮崎

人天帝教。

出發，經過佐賀、大阪，再到千葉、東京

在現有基礎上 完成救劫救心救人

，我深深感覺到日本同奮已經能夠生根
了，在光潔掌教以及日本神職、教職同

我為光潔掌教感到驕傲，這十五年

奮的努力下，上帝真道已經播種在日本

來，他全心奉行天命，還有三位日本神職

的各地，過去所做的努力，有待從第三

同奮，敏專預命開導師是第二期正宗靜

階段開始，所有的日本同奮共同繼續做

坐班，緒朽預命開導師是第七期正宗靜

下去，使得上帝真道落實在每位同奮的

坐班，緒誠預命開導師是第八期正宗靜

心裡，生根在每位同奮的家庭，同奮先

݈ˠፘĂޢˠࢷ୲ĂంԞჯϠАϠ၆͟ώିડ̝ഇధĄᛷ៉ִڌٺঔᏈ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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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前，現在日本的各初院

͟ώТጬ̝͇ˠ炁ΑڇચĄ

都將由東京都掌院整合、督導、
推動救劫弘教工作。東京都掌
院對始院的日本國教區公署負
責，切實做好天帝教道統、法
統、炁統在日本國的救劫、弘
教工作：
一、 道統。 道統是對

上

帝的信仰，教義代表著道統。
二、法統。法統是建教憲
章，教綱代表著法統。天帝教
͟ώᐖӱጯࣶٺझੰܐЍ໒ࡆᘤᏐĄ

是有組織、有制度的宗教，日
本弘教的制度、組織都是依據
教綱的規定執行。
三、炁統。炁統是本師世
尊的精神，以中華文化的傳統
說法就是祖師爺的規矩，我們
在光殿誦唸的皇誥、聖誥，以
及平時所誦唸的廿字真言，都
是祖師爺的聲教規矩，不能改
變，「服從天命、尊重師命」是
從自己的心裡用功，在家庭中用心，接引

炁統的基本精神。

週遭的親朋好友，共同來搶救大家息息

第三、完成申請成立日本的宗教法

相關的日本國運與世運。師尊告訴天帝

人天帝教。師尊在台灣復興天帝教之後，

教同奮：Тጬд֤˘઼࣎छ۞˿г˯Ăಶ
ࢋࠎ઼࣎छ۞ˠϔ҃ጬ。參與天帝教

首先申請成立財團法人天帝教，師尊告

奮鬥的日本同奮們，先在心上開始，再
從家庭做起，弘揚上帝真道，以救劫、救
心、救人做為同奮共同的使命。

訴同奮：͇ߏିޓϒ̂Ѝି؟۞ځĂࢦ
ࢋಶߏ၆ϨϨĂՏ̶ౌߏТጬ۞
͕ҕĂౌߏТጬ۞؇ᚥĂ̙ਕૉ。天
帝教對同奮奉獻的管理要透明公開，透

正大光明 傳承道統法統炁統

明公開就是正大光明，任何一所教院都

第二、在日本國教區的第二所掌院

會公布每個月的教財收支，都要開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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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收據，在台灣如此，在美國如此，在日

奮，用之於同奮。取之於同奮是透明的，

本也是如此，師尊在台灣成立財團法人

用之於同奮也是透明的。
事在人為，只要是正大光明、一切

天帝教，在美國成立非營利事業天帝教
，也要求要在日本成立宗教法人天帝教，

透明，沒有私心，樣樣公開，天帝教的

同奮奉獻的財產屬於法人所有，通過法

同奮都會支持，道氣自然凝聚，道心一

人組織管理運用，受到政府機關的監督，

定堅定。

也接受同奮的監督，天帝教以東京都掌
院對應東京都政府，必需確確實實完成

以感恩的心 對 上帝盡忠
在今天東京都掌院成立的時候，有

宗教法人的登記。
第四、建立組織。以三教長、五中
心的組織帶起救劫弘教工作的發展。
第 五、 公 開 教 財。 從 教 財 的 收 入、

很多感慨，也有很多期望，回想師尊播
種的時期，回想賢德樞機在過去十五年
所做的努力，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

使用以及登帳都有完整的作業，東京都

們同奮是以感恩的心面對，希望從今天

掌院的教財作業要成為日本國教區各教

開始，有光潔掌教的領導，為日本的救

院的模範。

劫弘教工作做出榜樣與模式，對

天帝教同奮日常的奉獻稱為安悅奉

上帝

盡忠，對師尊盡忠，盡忠就是負責任，同

獻，「安悅」的意思就是奉獻時心裡很平

奮一起來負起責任，盡忠也是完成天命，

安喜悅，另外的語義就是「按月」
，每個

從廿字真言起步，上順天心，下應同奮

月奉獻，都是出自同奮的誠心，教院是同

的共同天命。
在十五天之後，就是十二月十七日，

奮心靈的家，這個心靈的家要有同奮的
奉獻來維持，安悅奉獻是同奮發自內心

天帝教將會依據教綱的精神完成第三任

的奉獻，要量力，盡了心就好，教院收

首席使者的推選，我會在明年二○○七

到同奮的奉獻都要開立奉獻收據，這就

年三月三日交卸第二任首席使者的工作

是正大光明。

，我代理首席兩年、就任第二任首席使

除了安悅奉獻之外，還有靜坐奉獻，
師尊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取之於同

者十年，十二年來，我問心無愧，只是
能力有限，感謝同奮的體諒，感謝同奮
的支持，為了回應同奮對我的支持與愛，
未來的歲月我還要與同奮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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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維生先生日本國教區弘道足跡

感受無限的誠與愛
文／小島敏專 翻譯／呂顯門

宮崎縣初院 11月23～26日
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六時，
光潔開導師與緒朽、敏專兩位預命開導
師以及靜核同奮分乘兩部車到日本宮崎
機場，不過維生先生、敏堅樞機、顯門
開導師、光證、緒我同奮所搭乘的飛機
遲了一個小時才到達。本來擔心維生先
生會不會太過勞累，但看到他慈祥的笑

因當天是維生先生的生日，大家特地在
宮崎縣初院準備了一場小小的歡迎兼生
日會，但事先並沒有告知他這件事，因
此當維生先生從光殿朝禮出來，看到同
奮們一起拍手唱生日歌時，還怔了一下，
不過他立即浮現欣喜的神情，讓我看了
心中大快。當吹熄燭火、接受獻花，以
及贈送來不及選購的「禮物」後（先以
禮物的目錄勾選表示）
，維生先生以充滿

顏時，心中充滿了無盡的喜悅。

慈愛的笑容感謝大家。經過一個多小時

驚喜的生日歡迎會

的生日會後，正射同奮以吉他自彈自唱

一行人於九點左右到達住宿的旅館，

，演唱了一首「一直想見你，一直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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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目，維生先生在最後退席前突然走
過去擁抱了正射同奮一下，讓他充滿了
驚喜，連我都感到有點羨慕。

特訓班第一階開訓 巧渡迷津
十一月廿三日，第廿五期正宗靜坐
特訓班第一階段開始上課，參加的同奮
有乾道十四名、坤道十二名，這些新進
同奮中，有些是因配偶、父母或子女為
前期同奮介紹而來參加，當中有老有少，
還有國中生、高中生，充滿了家族氣氛。
其中有一位是八十一歲的老人家了，但
他還與大家一起上光殿誦誥奮鬥，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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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此外，也有許多位是因到正之同
奮太太的娘家（開設服裝店）接受過天
人炁功義診後，感到興趣而自動前來報
名參訓的。
上課頭一天，學員們都有點緊張，
這種情況直到第三天才好轉一些，尤其
是當天下午三點開始賜道名時，他們更
被維生先生至誠的言辭深深打動，不僅
邊流淚邊反省過去，也從維生先生的指

臨別時，維生先生說卸任後還會再

點迷津中，得到今後應走的方向與目標。

來，他也勉勵大家繼續努力奮鬥，期望

第四天上課終了時，維生先生又鼓勵大

將來能在九州地區設立掌院。一一與同

家要勇於「笑施」
、「眼施」等，這些都

奮握別後，十一月二十七日，維生先生

不花錢，但卻能帶動週遭良性循環。謝

在八名同奮送別中乘坐高速公路公車前

師宴中，維生先生終於收到了生日禮物

往佐賀，前後約三個小時的車程，途中

─一件外套，他特別站起來謝謝大家，

在休息站吃了他最愛吃的霜淇淋，之後

讓所有人都感到很欣慰。

於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到達「久留米」
。

前往佐賀 11月27～28日

睽違六年 關切之情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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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維生先生竟然如此關
心他！

家人般的餐宴
下午一點三十分到達
新大阪， 在旅館 check
in 後外出午餐，在狹小到
幾乎人碰人的小餐廳簡單
佐賀地區的負責人緒鑽、緒親、奮

吃咖哩飯，讓我們對維生先生和講師等

路、華葆等同奮用三部車，花了一小時

人感到很抱歉，但大家卻不以為意的吃

到佐賀站前的旅館。經過休息後，於六

得津津有味，令我感到彼此之間有如一

點以步行走過佈置著聖誕飾物的商店街

家人般親切。

到餐館聚餐，一共有六名同奮參加。席

晚上六時到一家大飯店的頂樓（十

間維生先生不斷關心、問候大家的情形

四樓）中餐館與三名當地同奮用餐。隔

，並一直說已有六年之久沒有關心到佐

著大玻璃窗可一覽大阪地區的美麗風景

賀地區的同奮，他對此深深反省、致歉

，維生先生除了親自點菜外，也述說他

，令大家相當感動。對於緒鑽同奮，維

曾經在京都滯留過三個月以及他的童年

生先生以像父對子般的關心，對他在大

往事。有同奮邀請維生先生於紅葉盛開

陸上海的事業詳加分析、建議，這種由

時再來大阪，他一定會盛情招待。大阪

衷的關切之情，令在旁的我也深受感動

的三位同奮還希望大家能經常連繫，並

。席中華葆同奮獻唱「詩吟」－「祝賀

期待在努力弘教下引渡更多原人。

之舟」
，令人感到別有一番風味。回到

千葉縣初院 11月29～30日

旅館後，光潔開導師、敏堅樞機和我在
坐十點的新幹線離開大阪，在車上

一樓會客室繼續與同奮親和座談。
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早，緒鑽同奮拿
了要給維生先生加光的廿字真言捲軸到
旅館，維生先生要他帶去上海辦公室，
每天和 上帝親和。緒鑽同奮陪我們坐
十點到博多的快車，當我們換乘轉往大
阪的新幹線時，他滿臉笑容的在車窗外
對我們揮手送別。他曾私下對我說：想

維生先生與緒我同奮倆人不斷地親和，
看起來好像爺爺與孫子一樣，令我看了
不禁莞爾。途中經過富士山時，我特別
請維生先生觀賞，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
近他老人家談話，只覺得似乎是和父親
對話一樣，令我感到很幸福。經過二小
時四十分鐘的車程，我們到達東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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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換車經二十多分鐘到新小岩，維生

四名、坤道六名，其中有兩位來自正在下

先生一行五人直接到新小岩，光潔開導

雪的北海道。由於是進階的課程，大家

師與我則先回大宮去。

都能駕輕就熟，上課氣氛相當和諧融洽。

在海螢上 體悟向自然奮鬥

東京都掌院正式開光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點三十分，維

十二月二日，東京都掌院正式開光

生先生、敏堅樞機、顯門開導師、光潔

的一天，上午十點三十分，先由光潔掌

開導師、緒我和我乘六人座的車往千葉

教主持收光儀式，十一點十五分敏堅樞

，於十一點多到山武縣山武町，午餐後，

機主持開光儀式，最後由維生先生為光

抵達千葉縣初院，靜根、靜修同奮出迎，

幕加光，參與同奮中有人因有所感而不

維生先生先上光殿朝禮並加光。在茶 敍

禁流淚。

中，維生先生一再要靜根同奮注意健康。
回程時，光潔開導師帶大家去觀看
跨東京灣的「海螢」大橋—日本是個千
島嶼之國，因此以陸橋、海底隧道將分
離的土地相連，這個「海上的螢火蟲」
，
橫越東京灣，連接千葉縣的木更津市與
神奈川縣的川崎市，有一半是跨在海上
，另一半則為海底隧道，是著名的景點，
維生先生笑說這就是向自然奮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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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螢」的餐館中邊欣賞美景邊吃霜
淇淋，聊得很融洽，儘管語言不通，但
仍然感覺很快樂。六時左右在新小岩吃
了晚餐後， 便送維生先生等人回旅館，
光潔開導師和我則再回大宮。

東京都掌院‧葛飾區初院
12月1日～3日
一日到三日，在東京都掌院‧葛飾
區初院進行第二十四期正宗靜坐特訓班
第二階段課程，參加的新進同奮有乾道
ჯϠАϠࠎझੰܐপጯࣶᕇ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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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維生先生主持親和集會，他
敍 述師尊在日本弘教、設立玉和殿的經
過，以及賢德樞機對日本的貢獻，並表彰
已故的光忠樞機、光和同奮的功勞，也
稱讚光潔掌教的種種功績和貢獻。維生
先生同時正式佈達光潔開導師為東京都
掌院掌教，並負責「宗教法人」申請設
立之任務。在開光表文裡，維生先生祈
求宗教法人能夠早日被核定，以便根據
《天帝教教綱》建立體制，進而傳播上帝
大家又在前輩同奮的輔導下實際施行炁

真道，為大和民族的發展而奮鬥。

功，最後敏堅樞機、光潔掌教等講師與

特訓班二階課程 傳授炁功

新同奮親和時，一再告誡他們不可收禮、

祝賀典禮之後繼續上課，這時同奮
們最關心的就是「原靈合體」與「天人

自創招式等規定。

隨侍維生先生身側 感悟良多

炁功」的傳授，大家因對原靈合體不斷
我本人在撰寫這篇報導回顧整個過

提問，以致延遲了上光殿時間。最後在
緊張又期待的心情中完成儀式，有人興

程時，仍不斷地感受到從維生先生的講
課中，學到了師尊的「身教」
、「聲教」
、「

奮得漲紅了臉，並相互討論感想。
十二月三日午刻於光殿傳授「天人
炁功」後，維生先生與機要秘書緒我同

心教」
，這一定是維生先生對同奮們無限
的「誠」與「愛」
。
光潔掌教說，這次隨行在維生先生

奮因要搭下午的飛機往香港再轉大陸，
因此在贈送禮物給每位同奮後，就與大
家告別，搭乘緒清同奮的座車前往機場。
在機場吃過午餐後，緒清送維生先生進
出境室，他把手貼在玻璃上跟維生先生
說再見，此時維生先生也把手貼在玻璃

身側，在他心裡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也
給了他莫大的鼓勵，實在意義非凡。我
們日本同奮對於維生先生及隨行之敏堅
樞 機、 顯 門 開 導 師、 光 證、 緒 我 同 奮，
要致上最高的謝意，也感謝台灣及美國
給予我們溫情的同奮們，更謝謝《教訊

上與他道別，令緒清既感動又高興。
下午開始由顯門開導師講解「天人
炁功實務」
，在彼此互換位置練習手勢動
作中，不斷有同奮感到「炁」
，有點溫熱。

》雜誌給我這個一敍心聲的機會。最後，
祝維生先生身體健康， 上帝的親和光普
照所有同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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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忠殿開光成立 乃奮鬥成果之表現
以十年為期共立宏願 開創光明遠景
九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丙戌年十月十二日酉時

再創另一新救劫弘教成果。

積極救劫弘教 穩定國際秩序
促進人類和平 和融世界大同理想

首任首席使者：
日本國東京都掌院歷經十二年餘之籌備
，堅苦奮鬥，終於本日正式開光成立。同時
在此期間陸續成立葛飾區初院、大宮市初院
，完備建制基礎，本席欣願與同奮共同效忠
上帝，再接再厲，開創於日本國教區之救劫
弘教光明遠景。
地球文明快速發展，於人文、自然、醫
學、物理、化學、太空等尖端科技帶領人類
躍進廿一世紀之今日，人類享受聲光電化物
質文明之舒適與便利，三大洋、五大洲各種
族、文化也因交通發達、通信便利而往來頻
繁，形成了地球村，符合天帝教一貫主張大
同理想之途徑，天帝教是符合世界潮流應時
需而來之宗教。
人類天性中有善惡相爭、道欲並存之本
質，是人類邁向大同世界之最大阻力，因之
宇宙大主宰 上帝御派先知使者在人間傳播
真道，引導人心趨善避惡，啟迪人類宗教信
仰，當本地球氣運進入三期末劫，返本還原
，先天天帝教重來人間，號召帝門原人，共

九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丙戌年十月十二日酉時

天照大神：
天帝教於日本國之東京都掌院正式成立
開光，吾等玉和殿以次各殿殿主、副殿主、
總護法偕同無形應元諸天神媒仙佛，一同參
與開光之禮，天人同慶。
日本國自古以來之宗教信仰雖多，但以
天帝教直接主張救劫濟世，要求教徒不為自
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為國家、為人類化
減天災人禍，祈求人類世界和平而奮鬥，實
為少有。
當今人類飽受物質文明物化人心、侵蝕
人性，亟待人類自救自贖，以首任首席使者
為化延核戰毀滅浩劫之奮鬥為關鍵，吾等皆
是領命配合運化，以盡天責。
玉忠殿正式成立，人間同奮必須積極展
開救劫弘教行動，廣度原人，壯大救劫力量
，期使日本國成為穩定國際世界秩序之中堅
力量，促進人類世界和平，和融天帝教救劫
使命與世界大同理想。

同以天帝教救劫先鋒繼往開來，領導世人邁
向人類和平共存共榮之大同理想，天帝教同
奮皆有任重道遠之使命。
本席已將天帝教化東渡前來日本國，結
合日本同奮勤儉耐勞、純樸樂觀之天性，積
極奮鬥，今日玉忠殿開光成立正是奮鬥成果
之表現，期望大家共立宏願，以十年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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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出版委員會
教訊雜誌
誠徵專職人員：
條件：
※正宗靜坐班以上結業。
※文字與溝通能力順暢。
※熟悉電腦與文書軟體操作。
※能配合教訊雜誌作業時程及規範，並願意用心學習相關技術。
※具備文字報導、攝影作業、美術編輯、倉儲業務能力者佳。
※能遵從極院專職工作人員規範。
※須常住鐳力阿道場，並配合相關規定。
※薪資及相關福利依極院專職工作人員條件辦理。
意者請洽教訊雜誌
聯絡電話（049）2898446
E-mail：tdmagz@ultimate.tienti.org.tw，
來信請標明「應徵專職人員」
。

桃園縣初院
誠徵專職人員乙名
條件：
一、高中以上畢，通電腦處理。
二、享有勞保、健保、團保。
意者請電洽胡敏密同會
電話：（03）3355639.3341110
0911-9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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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掌院成立沿革

日本弘教十年滄桑
╱日本教區公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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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七 十 二 年‧一 九 八 三 年，
師尊第一次赴日本弘教，在富士山
標高二千四百公尺新五合目舉辦減
輕日本天然災害祈禱大會，隨後在
危高山引接寺正殿設立日本國主院
教壇玉和殿，回國前託付藤岡光忠
（後晉升為樞機使者）繼續維持玉和
殿，香火不斷，後因危高山住持中
山法原發生財務危機，引接寺遭到
查封，只好暫撤玉和殿由藤岡光忠
樞機負責保管，師尊因此常懷憂心，
時常表示對於玉和殿五大神媒無形
另責由賢德樞機在東京都內儘速購買教

中難以交代。
時隔九年後，也就是民國八十一年

院，並預先書妥東京都掌院匾額。

木縣

民國八十二年有日本西田邦彥同奮

那須道場重新設立玉和殿，並組成日本

發願無償提供千葉縣香取郡自有房舍為

主院籌備委員會，由渡邊緒堅擔任主任

本教使用三年，當時師尊指派中村光道

委員。

同奮為東京都掌院籌備處主任，磯部靜

九月，師尊再度赴日弘教在日本

那須道場地處日本東北高原地區

根同奮為副主任。後因為考慮地處偏遠，

，師尊考慮日本弘教引渡原人迫在眉睫，

不利弘教，師尊堅持東京都掌院必須設

便指示在大阪、東京、琦玉人口密集區

立在東京都區內，因此作罷。

域籌設據點，因此由國際弘教推展基金

八十三年賢德樞機透過藤卷緒回同

預備提撥五十萬美金，責成陸光鵬同奮

奮的協助於東京都新小岩葛飾區買下今

於東京地區尋覓可作為教育訓練之處所，

天東京都掌院現址，無形組織以玉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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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殿運作，遵從師尊指示由中村光道

出日本忠貞同奮已逾五百人，也陸續成

同奮擔任掌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古館光

立了 木縣初院、千葉初院、大宮初院、

潔擔任副主任，掌院籌備組織成立，光

宮崎初院。
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指示日本

道同奮後因人道困難無餘力參與經營，
八十四年由渡邊緒堅同奮擔任籌備處主

東京地區建立三個初院即可成立掌院，

任重組籌備。

民國九十年葛飾區初院在藤卷緒回、卓

但日本弘教由於文化語言的隔閡備

靜昶、高山奮福等同奮的努力奮鬥下親

極艱辛，初期在主院之下設弘教部由古

和凝聚東京地區同奮，在東京都掌院原

館光潔同奮擔任主任，持續負責與全國

址成立了葛飾區初院玉京殿開光。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維生先生

各支部、初院整合弘教渡人與教育訓練
，八十五年後在東京都掌院設聯絡中心，

指示，以千葉初院、大宮初院、葛飾區

由緒回同奮負責行政公文來往翻譯與聯

初院為基礎正式成立東京都掌院，並派

繫，期間賢德樞機獨力承擔台灣同奮赴

任古館光潔開導師為掌教，籌辦成立事

日的弘教經費，古館光潔負責日本國內

宜，同年十二月二日東京都掌院正式成

弘教渡人，學員從日本正宗靜坐特訓班

立，玉忠殿開光，光潔開導師兼責督導

第六期至二十五期分別在鐳力阿、日本

九州地區，並負責帶領完成日本宗教法

東京都掌院、九州宮崎初院舉辦，培訓

人申辦。

69
APRIL 2007

帝教復興26週年慶金囍嘉囍之禮暨第二屆成年禮報導

珍惜雙修道緣

不管榮衰奮鬥與共

撰文／張敏令 系列攝影／劉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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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慶祝天帝教復興二十
六週年，在九十五年十二月廿
三日當天特別興起了慶典活動
，除了一年一度的「嘉囍之禮
」外，還有每五年舉辦一次的
「全福金囍之禮」和「成年禮」
。這次是第二屆儀典，延續著
天赦年首度開辦的 既 有規模，
由坤院聯席委員會策劃、台灣
省掌院坤院主辦，原本該在帝
教復興二十五週年就舉辦的活

簇擁之下，攜同另外一半「華義」滿懷

動，由於當時各教院活動繁多，第二任

欣喜的出現在隊伍中，他們對於能參加

首席使者維生先生乃指示延後一年舉辦，

這次的活動，感到相當有福氣，除了期

所以才順延至今。

待著老天爺的祝福外，也感到這是一個
既難得又珍貴的人生經驗。其他參加金

十二對道侶 誓諾雙修同行

囍之禮的同奮，也都很珍惜這五年才辦

全福金囍之禮的報名對象為結婚滿

一次的活動，他們除了表現出對另外一

十週年以上之同奮，這次共有九對同奮

半的肯定之外，最重要的是珍惜這個在

參加，年齡最大的「平和」已高齡九十

上帝面前宣誓夫婦雙修、感情彌堅的機

二歲，身體仍然健朗，他在子孫同奮的

會，並帶著天上與人間的祝福，共同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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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未來的人生。

讓幸福的感覺回盪共鳴。

嘉囍之禮於每年帝教復興節時，皆

向天上人間註冊 完成神聖儀禮

在天極行宮舉辦，報名對象為當年度新
婚之同奮。這次共有三對新人參加，新

在司儀清脆悅耳的廣播中，這場神

郎西裝筆挺的展現帥氣，輕輕挽著美麗

聖的婚禮開始了。十二對佳偶們，先由

又端莊的新娘子，他們臉上洋溢著幸福

省掌院坤院整隊於師尊銅像前，然後在

的微笑，等待這場寓信仰於未來奮鬥之

小花童和兩位可愛的天使─月聞和月藝

路的宗教典禮，使得平日莊嚴肅穆的天

的引領下，隨著婚禮音樂，分成乾坤兩

極行宮也瀰漫著宛如教堂婚禮似的喜氣

列環繞著師尊的銅像後會合，再攜手緩

。經過省掌院坤院巧手的佈置，平等堂

緩的走向平等堂。典禮會場上有一支美

外的鮮花拱門和會場內的花藝，將氣氛

麗的隊伍—台中縣初院的坤院，她們協

點綴得溫馨和喜氣，微風輕輕吹動拱門

助儀式的進行，認真的態度，可說是最

上的彩帶，似乎也在一起迎接這個喜慶，

稱職的女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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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證儀式是由帝教的大家長維生先
生主持，維生先生代表佳偶向

̢͈؍Ϲړ੧Ă෪ᇈТ͕Ш˯Ą

上帝稟

報永結同心的誓諾，形同天上人間皆有
註冊，也等於同時得到天上與人間的祝
福。莊嚴的宗教婚禮，簡單而隆重，溫
馨而令人感動，其間維生先生一一走到
每一對受禮者面前賜上交杯酒，並且拉
起雙方的手，致上祝福的金言玉語。此
外，按照往例，維生先生賜予每對道侶
一只爵，以及親自書寫將新人名號嵌入
期許的囍軸一幅，嘉囍之禮的夫妻則另
有一條旋和系 K 金項鍊，儀式的溫馨感
染了所有觀禮的同奮和親友，也讓一旁
還是單身的同奮不禁興起了想婚的念頭，
更令大家感受到：能在天上人間共同的

天道並修，這也是每對佳偶締結雙修姻
緣的重要意義。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同
奮報名，一起接受天上人間的祝福，永
結同心，共創圓融的帝教家庭，這正是
師尊、師母的期望，也是落實「家為教
本」的最佳典範。

見證下締結連理，是一件多麼幸福、多
麼神聖的事，那種珍惜與感恩自不在話
下。

省掌院坤院完整的前置作業，還有
台中縣初院坤院的儀式、女儐相作業，讓
整個活動進行得很順暢。而天極行宮坤

締結雙修姻緣 共創圓融家庭

院大展身手烹調可口的素宴、彰化初院

這 是 一 場 向 上 天 註 冊 的 婚 禮， 在

協助餐廳外場的整理和報到處接待、南

上帝暨諸位無形仙佛的祝福下，不僅天

投初院坤院胸花製作等，大家都在工作

人同慶，亦代表著莊重和責任的自我期許

崗位上各司其職，展現出整個中部教區

，在雙方有著共同的信念和宗教觀之下，

的坤院團結奮鬥，她們辛苦的付出，實在

不管將來碰到貧病、苦難、榮興各種人

是整個活動成功圓滿的背後推手。

生的考驗，都願意攜手共行，迎向挑戰；
都允諾要相互扶持、相輔相成，人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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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父母心

欣見有子初長成

111位記名童子 邁向成長階段

完成了上午的集團結婚，所有工作

表著自己已長大成人了。若以現代人的

人員在休息片刻之後，又開始了成年禮

角度來詮釋，則是應該要逐漸脫離稚氣

的報到手續。今年的成年禮共有一百一

、邁向成長的階段，也就是要學習為自

十一位記名童子，在各教院同奮和父母

己的行為舉止負責，而且要感念父母親

親的帶領下前來，參與這個具有中華文

的養育之恩和對我們生活上的關照，進

化意義的儀式，其中可說是充滿了父母

而懂得學習付出、奠定正確的思想觀念，

親的期許和盼望。這些來自全省各教區

穩健的邁向成人的階段！

的記名童子，稚嫩的臉龐充滿著青春的

獲賜道名 升格為「同奮」

活力，不僅將平等堂擠得滿滿的，也讓
此次第二屆成年禮沒有限定參加的

人感受到帝教未來無限的希望。
古代女子十五歲許嫁， 稱「加笄」

記名童子要乾道滿廿歲、坤道滿十五歲，

；男子則在二十歲行「加冠」之禮（《禮

而是統一規定滿十五歲之乾、坤道均可

記‧冠儀》）
，Ķ߇͠Ĉ݄۰Ăᖃ̝ؕ˵Ċ

，為的就是讓所有的記名童子都能把握

」所謂冠禮，又稱「元服之禮」
，意思是

這個五年才辦一次的機會；參加成年禮

帶上帽子、第一次穿成人衣服，亦即代

，可讓他們在成長歲月中，比別人多了
一個具有意義的歷程。 成
年禮的儀式莊嚴隆重， 維
生先生親賜飲酒用的「爵」
與「一字巾」
，代表著這些
記名童子已邁向成人的階
段。 其實成年禮還有個特
別的意義， 即帝教的記名
童子經過五年的成長，已
屆成人階段， 透過隆重的

јѐᖃ༊͇ĂЩආ̄ࣇଂѩࢋٺٚፉĂᔙШјˠ̝ྮ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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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禮儀式，便可升格為「同奮」
，並可

禮活動順利圓滿的結束了，但由於賜道

獲得維生先生親賜道名的機會。現場的

名的部分須審慎作業程序，所以完成時，

配樂和感人的儀式，讓佇立於平等堂兩

會交由坤院聯席委員會分發到各個參與

旁觀禮的父母親感動得熱淚盈眶、頻頻

人手裡。而這些正式升格為同奮的記名

拭淚，這種情境只能說： ৌߏ͇˭ͭϓ

童子，將是帝教未來的生力軍、未來的

͕ӡ！

希望，因此我們期待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成年禮是禘祫委員會企劃的活動，
並交由坤院聯席委員會籌劃，由於地點
在天極行宮，所以還是由省掌院坤院主
辦並主控會場，天極行宮坤院負責報到

有了三界十方的「認證」
，能夠歷經一切
而有所體悟、平安順遂。

變妝舞會 別開生面

處的報到和分發道袍等作業，台中縣初

敏堅主任委員為了讓年青的同奮能

院負責全場的整隊任務，彰化及南投縣

在教院有屬於他們年青活力的天地，便

初院坤院則協助爵杯之斟酒等作業，中

提議舉辦舞會，在維生先生開明的核准

部坤院再次展現合作無間的精神。成年

下， 坤院聯席委員會決定發行贊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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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委員們帶回各自教區尋求同奮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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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挹注，以解決活動舞台和樂團Ｄ．Ｊ
等必需的開銷，而舞會的策劃則交由青
年團體指導委員會負責。
在光武開導師的協助下，舞會場地
選定剛毅、柔和館之間的廣場，讓這些
參加成年禮的同奮在典禮之後，能和青
年團一起參加這個為他們舉辦的舞會活
動。當晚樂團旋律聲一響起，即展開青
春洋溢、熱力四射的夜晚，而維生先生

ಛྯ̄ᄅă̂ჿᄅĂĶ࣒ˠķ۞ᄅົѣтТሄົĊ

的開舞是當晚舞會的最高潮，也拉近了
和年青人的距離，老中青三代在現場演
唱及樂團Ｄ．Ｊ的鼓動下，從靦腆羞澀到
開懷暢舞，盡興極了！
坤院聯席委員會的委員們也協同各
教區坤院，在舞會旁的空地上架設起六
個攤位，並穿上自備的耶誕節帽子、服
裝及佈置耶誕樹，應景一下當晚的氣氛，
將攤位擺設得很熱鬧。攤位設有咖啡區
和飲茶區，各式各樣的點心小吃半賣半
送，為的就是讓所有同奮玩得開心、盡
興，當天坤院夥伴們的表現真是令人可

此順暢完成的！但整個活動過程難免有
些缺失之處，我們謹以最謙虛的心態接

敬、可愛。

受指教，如此方能有成長的空間，以便

坤院同奮盡心盡力 成就重要慶典

日後呈現更優質的績效。

這是坤院聯席委員會第一次主辦這

最後，要特別感謝天極行宮光享處

樣的活動，前置作業的規劃和活動當天

長所領導的團隊給予的項協助，在此要

從早到晚一連串的活動，忙碌得直叫人

誠摯的跟您們說聲：辛苦了！

忘了腳酸。一整天的活動，若不是各位

（作者為坤院聯席員會執行秘書）

坤院夥伴的力挺和支持，活動是無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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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 地點：天極行宮平等堂 場合：丙戌成年禮講話

欲昂首

先埋頭

╱維生先生 攝影╱劉大彬

孩子們！恭喜你們從今天開始是一個成人，願你們以「誠」與「愛」，發自內心去
承擔責任，充滿著愛來看世界，當你們生命中有了困難的時候，唸三遍廿字真言，
與師爺爺、師奶奶連心， 上帝將賜與你們信心、智慧、力量，在 上帝的親和光
的照耀下，天帝教的青年同奮們先埋頭再昂首奮鬥，面對挑戰，只有不斷的向自己
奮鬥才能成長，才能成功。恭喜完成成禮的青年同奮！珍惜當下，把握人生，面對
未來。

青年同奮們！青年同奮的家長們！
午安！

孩子們！今天你們完成成禮了，師
爺爺、師奶奶跟大家在一起，一定很高

孩子們！從現在開始，你們是大人

興看到帝教家庭一代一代的成長，一代

了，大人就是成人，有樂趣，也有痛苦。

一代的成熟，一代一代的接棒，一代一

樂趣是過去嚮往、想要做的事，受到年

代的成功。

齡限制，有長輩干涉，不能做想要做的

孩子們！在成禮中你們自己選擇人

事，當你是成人的時候，你感覺到自己可

生守則中的兩個字，終生要實行的兩個

以做主了。痛苦是成人要承擔許多責任，
因此不希望成長，拒絕長大，拒絕承擔。
孩 子 們！成 長 是自 然 的 規 律， 生、
老、病、死是自然的規律，一個階段一
個階段的進行，相等於春夏秋冬，春天
來了，萬物在生長；夏天來了，萬物在成
長；秋天到了，萬物成熟；冬天來到，萬
物收藏，人的生命也是自然規律，你必
須面對自然的規律，成長了，成熟了，收
成了，這是人生。今天開始，你們要面
對生命重要的改變，要面對幸福的未來，
要面對承擔的未來。

ણᄃјᖃ۞ܦѐТጬͽΟጡĶᒑķ˭ϟᜨͪ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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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這是對

上帝的承諾，二十個字─

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
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
禮、和，是中外古今、東西方文化以及
宗教的真理與做人準則，二十個字中都
有兩個主要的精神，第一是「誠」
、第二
是「愛」
。愛是 上帝賦予每個人心裡的
原種，每個人與生都帶著愛而來，只要
在你心中透發出愛，就與

上帝在一起

。誠是承諾的行為，實實在在的做，正
大光明的做，就是誠的行為。談到「忠」
，我們常說「忠誠」
，忠的本質是負責任，

對挑戰，克服困難。當你們生命中有了困

當你是成人的時候，就要對你自己的行

難的時候，唸三遍廿字真言，與師爺爺、

為負責，當你開始進入社會工作的時候，

師奶奶連心，會得到智慧，會得到力量。

要對你的工作負起責任，當你成家之後，

在

要對家庭負起責任，就是忠誠。又有「

年同奮們先埋頭再昂首奮鬥，面對挑戰，

忠愛」
，忠是發自內心的行為，愛我們的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୬ࢵڀĂАःᐝ

國家、父母、家庭，愛我所愛的人，就

Ą」凡能埋頭苦幹、埋頭苦讀、埋頭工作

是忠愛。

的人，當他抬起頭來時一定充滿著光明

「誠」與「愛」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的，凡能發自內心去做，能負起責任去做

上帝親和光的照耀下，天帝教的青

與希望。以信心、智慧、力量面對挑戰，
迎接光明的未來。

，相信不會感覺到成長是一種痛苦，會

孩子們！祈求 上帝加持你們平安、

感覺到成長是那麼的歡樂，充滿著愛來

健康，要向自己奮鬥，要記得最大的敵

看世界，看週遭的人，充滿著愛來愛父

人就是自己，這是來自於對自己沒有信心

母、姊妹、兄弟以及所愛的人，更要愛

、對人沒有信任，只有不斷的向自己奮

自己，只要有充滿著愛的心，你就有滿

鬥才能成長，才能成功，先能埋頭努力，

足成人擁有的歡樂。

美好的明天都在自己的手上。

孩子們！恭喜你們從今天開始是一

恭喜家長們！你們好幸福，你們好

個成人， 上帝賜與你們信心、智慧、力

喜悅，你們的孩子成人了，都是未來的

量。每一位青年同奮要對自己有信心，對

時代菁英。恭喜完成成禮的青年同奮！珍

父母有信心，對未來有信心，以智慧面

惜當下，把握人生，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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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夫婦開始 體行修齊治平之道
生活中圓融人道以晉天道 了緣了願
九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丙戌年十一月五日酉時

首任首席使者：
丙戌年嘉囍、金囍之禮於天極行宮舉行，維生首席使者親予福證，佳偶天成，神仙眷侶，
雙修圓滿。
天帝教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
，在向自己奮鬥過程中，體行修齊治平之道，由夫婦
開始，一家興仁，自植自奮人道，以為通達天道之進階，夫婦雙修，是奮鬥之表率，今日緣
訂，相知相惜，相諒相容，開啟人生新階段。
天帝教同奮皆是原人，珍惜道緣，珍惜夫妻情緣，貞定盟約，齊步人生之旅，生活中圓
融人道，以晉天道，了願了緣。

期許青年同奮由入孝出悌做起 成人成德樂
見帝教代代相承 成為生生不息之活力
九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丙戌年十一月五日酉時

首任首席使者：
丙戌年成禮於天極行宮圓成，青年同奮個個天真活潑，以赤子童心學習建全人格，發展
抱負，人生守則正是引導青年同奮成長、奮鬥之指南，遵守自己認定的二字，切實做到，成
人成德，開創光明前程。
應維生首席使者祈願，青年同奮一體皈師，
註名天冊，並有鑑護童子乙員護佑，天人均是
關切愛護。青年同奮本身由入孝出悌做起，在
家庭中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姊妹，在學校、社
會與同儕相處融洽，充實學業，養成良好品德，
承擔對國家社會以及家庭的責任。
樂見天帝教同奮代代相承，青年同奮成為
天帝教生生不息之活力。勉之。
ୂ΄ТጬᏱလᒩܛᒩ̝ᖃĂ༊͇˵ࠡଓ፟ቡĂᄃАϠЍݱତ͇צ
˯ˠมৡĄᛷᇆƝᆒ̂૽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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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成禮元服祝文
維天運丙戌年十一月四日‧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天帝教第二任
首席使者李維生率參與成禮全體青年同奮頂表跪呈
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

法座下

本師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法座下

本師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法座下

曰：人生之初，赤子天真，進德修業，成器成人。今以成禮以傳統冠禮精神
，為本教青年同奮加爾元服及笄，祝福開始人生莊嚴生命。
首先懇求：
本師世尊大放慈悲光，允許全體青年同奮通過成禮完成皈依，視同皈師。全
體青年同奮一定會時時惕勵信守自己所認定之廿字真言的兩個字，終生奉行，切
實地實行。並且做好天帝教同奮日常的基本功課。
再次懇求：
本師世尊大放親和光，准許全體青年同奮註名天冊，賜派監護童子乙員隨同
護持，並曉諭十方三界，一體護佑。
再三懇求：
本師世尊大放智慧光，加持給全體青年同奮信心、智慧、力量，使得大家變
化氣質，成人成德。有信心，可以使青年人能突破挑戰；有智慧，可以使青年人
能超越環境；有力量，可以使年青人能擔當大任。
相信全體青年同奮一定效法本師世尊「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的精
神，向自己奮鬥，培養正氣，做正大光明的事，成正大光明的人。

謹表以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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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教首場舞會 笑迎青春活力

熱歌勁舞

high 翻青雲嶺

撰文／陳敏屏 攝影／劉大彬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精神外，還將師尊新婚之夜送給師母

這次帝教復興二十六週年的系列慶

的禮物轉送給他們，也就是：ĶѪϠݵᔮ

祝活動，首先是上午十點準時在平等堂

Ăᄃ̄࠹ॆĂે̝̄͘Ăᄃ̄ઌҁķ之誓

登場的嘉禧及全福金禧典禮，共有十二

諾，以此祝福所有道侶天道、人道圓滿，

對神仙眷侶參與，年紀從青春花樣年華

從幸福的家庭起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

到九十幾歲的長者都有，現場充滿喜氣

夠有圓滿的人生。

、溫馨、感恩的氣氛。維生先生除在致
詞時勉勵各對佳偶要學習師尊所強調的

成禮場內外 百般滋味在心

「先修人道、 再返天道」的「家為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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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點開始舉行第二屆成年禮儀

式， 共有一百一十一位記名童子參與，
有中華文化倫理薪火相傳之意。平等堂
內可用人山人海來形容，場內是年輕的
學子，四周則擠滿殷殷盼望孩子成龍成
鳳的家長及親朋好友；而樓上兩邊窗口
也是觀禮的好地方，擠滿了人潮，由此
向下觀看，真是熱鬧非凡。簡單又隆重
的上香儀式後，維生先生一一為每一位
記名童子戴上一字巾，許多觀禮的同奮
馬上興奮的笑指著自己的小孩說：ĶҰ࠻

͇˭ͭϓ͕Ă˘य़۞छࣇܜѓॏ॓̄ޅĶјѐķ۞֗ᇆĄ

ĊҰ࠻Ċԧ۞̄Ğ̃ğည̙ညࣧҝϔ
ĉķ 我仔細用老花眼瞧，有幾位皮膚黝
黑的孩子，搭配瀏海髮型和一字巾，果
然真的很像原住民，而一旁聽到我們對
話的同奮，也頗有同感的哈哈大笑起來。
成年禮報到時，幾乎是全家一起來，
只要符合資格的無不把握機會，因為一
生只有一次！有的一家四個兄弟姊妹一
起參加，還邀約親朋好友共襄盛舉；也
有些來不及報名的同奮子女嘆息說：Ķ፟
ົεΝ˞Ċķ不過也有年輕孩子很有信心

ણᄃјѐᖃ۞БវТጬᄃჯϠАϠд͇ໂҖझ݈Ъᇆه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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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我安慰說：Ķ՟ᙯܼĂЩԧΞͽҋ
̎ጬפۋબĊķ不錯，不錯，真是有志
氣！儀式進行時，場外的家長感動得熱淚
奪眶，頻頻拭淚，但平等堂內卻有幾個
孩子一臉茫然，等典禮結束後，還埋怨

͌ܦѐТጬ۞߿ሐăሤ˧дᄅົ̚˘ᜓĄ

地說腳丫子站得好酸！唉，天下父母心，
有幾個小孩真正能懂呢？不過換個角度
想，每個孩子都有自我的人格意志，也
許，這也該透過親子間的加強溝通來傳
達父母的良善美意吧！

舞會乃合乎人性 因應潮流
晚上七點起，由帝教青年團體指導
委員會與坤院聯席委員會合辦的第一次

等人率先快舞，帶動氣氛，等第二首曲

舞會聯誼活動揭開序幕，來自全省各地

目演奏時，慢慢的才有一些人進入舞池。

的年青同奮邀請友人一起勁歌熱舞，舞

接下來主持人光武開導師說明籌辦經過，

會外場的 Lounge Bar 攤位也是人潮穿

並當場邀約哪位幸運坤道願意擔任維生

梭不停。此次樂團與歌星演唱曲目，以及

先生的開舞舞伴，場面就在這樣的鼓動

燈光、音效、舞台……等規劃設計，是

下，慢慢的熱絡起來了。

請光娛、敏矜領軍協調排定。

維生先生開舞 舞池沸騰

天帝教復興二十六年來首次配合成
緊接著，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大家

年禮舉行的「變妝舞會」
，在第二任首席
使者維生先生執掌教政「有例不廢、無
例不開」的原則下，真是別開生面的場

引頸翹望許久的維生先生終於出現了。
維生先生穿著長袍馬褂，風度翩翩地入

面。帝教始終是「萬變不離其宗」
，以人

場，台下年輕學子大聲的喊叫：Ķࢵयԧ

性角度因應潮流做適當的調整，走在時

ຑҰĊࢵयԧຑҰĊķ維生先生接過麥克
風說明舉辦舞會的意義，他說，中國自

代前端。
首先登場的是由黃老師所主持的熱
門快節奏，先引領年輕朋友暖場。剛開
始大部分人都很害羞， 不敢走入舞池，
於是青年團的靜存傳道師、緒渠、敏微

古極為重視加冠禮，認為加冠禮是所有
禮儀的開始，也是孩子長成向學的象徵，
西方人則是以舉辦舞會來向親朋好友宣
告「吾家有子初長成」
，維生先生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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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對以外，另有光藹、敏
彬；光光、敏思；光武、敏書；光
劫、敏晨；緒罡、靜恰；正綱、鏡
適；緒是、靜非；光職、敏耕；光
傅、敏研等十幾對，還可看到全家
出動的呢！不過畢竟是「修道人」
，
不習慣在「道場」裡攜手共舞，整
晚舞會同奮們大多是面對舞台排排
過程中，還是華山時的明師益友黃震遐

站或圍成小圈圈，而說是變妝，事

引領他習舞的呢！先生並特別當場傳授

實上，大家幾乎還是以「本來面目」上

跳舞的幾個要訣，鼓勵大家說Ķྯᄅ

場，依舊很樸素。
節目進行中，看得出有好幾位資深

၁̙֭ᙱಊĊķ維生先生開明的作風，讓

同奮是舞林高手，他們平時只是忙於人

大家放下靦腆，「勇敢」嘗試。
接著主持人光武開導師請維生先生

道天道，沒機會表現，如今難得逮到機

開舞，第一個舞伴由現場站在前面的青

會，就盡情的跳，還說：ĶڌҘҰᑒԧᜪ

年學生依舉手快慢決定人選，幸運兒是

ĂԧΝྯᄅಊĊķ真是可愛極了。像光

光霸、敏僖的千金薛月俐同奮，她因舉

光開導師不愧是是維生先生的長子，舞

得最高最快而雀屏中選，在主持人的活

技精湛，他不惜破相四處「教舞」
，帶動

力帶動下，幾位同奮有幸一一與維生先

氣氛，連兒子令道、令德都下場了；最

生共舞，而光照、敏堅樞機；緒禧掌教、

年長的光羲不讓年輕人專美於前，可是

靜懂；光麟開導師、敏賈等伉儷也在一

身手矯捷；而緒氣傳道師則抱起光惑開

旁攜手陪舞，在震天價響的樂聲及五光

導師、敏秤伉儷的二女，舞上舞下轉圈，

十色的燈光投射下，真是前所未有的局

讓小天心笑得格格作響；我的寶貝兒子

面啊。

嘉岑長得人高馬大，但跳舞也是「大姑
娘上花轎」─第一遭，我只好犧牲色相，

修道人起舞 依然本來面目

帶著他慢慢跳，後來他跟青年同伴漸漸

舞會由翟曼芳小姐的「老歌心唱」

熟了起來，也就放他單飛啦。青年團的

演唱揭開序幕，其中穿插聖誕鈴聲、西

素叩、素玠、靜白、月聞、月必、月見、

洋老歌、七彩霓虹燈、我相信、朋友、感

大緣、大年、大存使出渾身解數，帶動

恩的心、心手相連以及魔術表演……等

著年青學子跟著節奏盡情歡樂、盡情舞

精彩節目。略數當晚下場共舞的夫妻檔

動，最後大家索性圍成一個又一個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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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跳起兔子舞、大腿舞，一直到將近

ᄅົ۞ីᅿˠۏǕЍڠฟጱर͈ˠୂ३࠹ઌВᄅĄ

十點才依依不捨地結束天帝教第一次舉
辦的舞會。

代代相承 女大十八變
節目結束後，問月俐同奮陪伴維生
先生開舞的心情，她說：ĶᑂѪ˞Ăຏᛇ
ޝღૺ˫ޝᎸጬĊķ 她心想這是非常難
得的機會，可遇不可求，但不會跳慢舞，
所以嚇得直冒冷汗，又對維生先生感到
非常不好意思，後來幸好靜存解救了她，
接手擔任首席的舞伴。
用餐時，同奮問月俐（諧音「月曆
」）的姊姊叫什麼名字，姊姊搶著回答說
：Ķԧߏ͟ፌĊ」真是可愛又調皮的小妞。

ᛇҋ̎˞̂ܜĂޥຐՀΐјሢăՀᑖ

有道是女大十八變，這對姐妹花如今已

ޥ҂Ă˵ຏͭهϓᏐԯԧࣇዳ̂ࡴ֙ޝĄ

變得美麗又大方。

ԧԣ˟Ȉ໐˞Ăࠎࢋ่̙ޢـҋ̎۞Җࠎ

目前就讀幼保科二年級的月俐說：「
˯̾ᄃԙԙߋ͢˘ણΐјѐᖃĂछˠౌ

యĂТॡ˵ࢋຐрϏֽ۞ྮྍтң൴ण
Ą࣎ˠ͕ᙸߏֽਕፉЇρିҁरĄķ!
欣 見 天 帝 教 的 第 二 代、 第 三 代 漸

ౖТ˘ણᄃົĄົຐણΐјѐᖃĂߏ

漸長大成人，我們這一群當初跟著師尊
、師母一起弘教、救劫的中生代，年資
較長的最少有十五年以上，有些甚至已
經在教院、堂默默犧牲奉獻二十幾年了，
成了銀絲閃閃、不折不扣的資深老道長。
因此，我心中常想，在歷史傳承中，我們
需要注入新生代生力軍，畢竟歲月是無
情的，我們需要年輕人來接棒。年輕的
同奮們，加油！加油！天帝教需要你的活
力，讓我們一起奮鬥好嗎？
ሄဥ۞ܑႊᄃႇ͘۞ႇᓏĂᄅົঈזڤᕇ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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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背後，總是有一大群默默付出的人，他們就是無私的志工同奮。
來自志工的支持，是青年團在青年學子領域得以繼續堅持下去，一路相隨的最大力量。

一、宗旨：

專題活動、親和探訪、安親服務。

善善不息的深情關愛，最感人。致力於年
輕族群的青年團，從日常生活中關愛校
園的青年學子，宗教情操與生活的結合，
自然地散發出「青年團」特有的活潑魅力
。對於青年團，您除了掌聲也可以成為青
年團志工部落一員，一同為天帝教的播
種盡份心力。

四、志工之工作時間：
※依志工個人實際狀況，決定來團服務
次數，及實際狀況參與，決定服務時間
及崗位。

五、志工之福利：
※志工護照╱服務時數、訓練課程（基
礎╱特殊╱進階╱領導力養成營）為

二、招募對象：

您開立服務證明；讓您人生履歷亮晶

※年齡性別不拘

晶。

※具服務熱忱及責任感
※能參與本團所舉辦的各項教育訓練課
程

※志願服務人員為無給職，凡參與服務
滿一年以上之志工表現優良，由本團
頒發獎品及獎狀以資鼓勵，並造冊呈

三、志工之工作內容：

光殿予以加持護佑。

※行政志工：平日協助行政事務、資料蒐
集、檔案建立、美術製作等。
※活動志工：協助帶領團康活動、機構
活動支援、團內活動訊息宣傳、營隊
活動期間活動輪流嚮導、管理。
※文宣志工：簡章、海報、查訪諮詢、媒
體廣播作業、網頁製作維護。
※社區志工：社區資源蒐集、交流促進、

六、報名時間及辦法：
※即日起接受報名。
※請填妥報名表傳真或E-mail至
gogoyouth@yahoo.com.tw
※報名表請上青年團網站公佈欄下載
http://59.127.39.213，或來電索取：
04-26526195，傳真：04-26527802。
主辦單位：天帝教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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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走過
－台北縣初院年度系列活動專題報導
撰文╱洪靜雯 攝影╱陳正筆

ჰࣰฟጱरࠎ౼Т͕ઢΐЍĄ

「揭匾──！」
當紅布揭去，「道勝同心」四個大字，清楚鮮明地，高
掛在台北縣初院的大同堂。
抬頭凝望「道勝同心」匾，多少人事的悲歡就縮影在匾
額的背後。靜靜諦聽，那是同奮聲聲願願的誦誥聲；駐足
觀想，你會看到同奮跪叩俯伏的身影；驀然回首，你會讀
到很多同奮默默付出的心路歷程……，台北縣初院的奮鬥
故事，從此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在緒哲開導師、緒諍傳道師、光冊參教長、光渴督教長
的帶領及光啟樞機的指導下，二 ○○六年，台北縣初院秉
持積極、和諧、快樂、希望的宗旨，在傳承中創造成長，
在創新中虛心檢討，弘教的腳步始終未停，用心的痕跡處
處可見。因為，一群辛苦耕耘的同奮們，數十年如一日地
攜手走過，在台北縣初院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中。
由衷祈願，明年此時，我們已站在「另一個家」，一個
屬於台北縣初院真正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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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坐、親和，同享斗姥、師尊、師母、

回首從前 值得紀念
台北縣初院，一個暫時向同奮借用
住屋的教院，只有三十幾坪的大小，兩
層樓的空間。一層做為光殿，另一層便
權充為大同堂。很難想像，所有大大小

諸天神媒仙佛對人間的護念與深情，交
流每一位同奮的關懷與扶持，為普天下
的生命祈福，亦為我們週遭的親友祈福。

●孝親徵祥日

小的活動：靜心靜坐班、親和集會、各
項會議、讀書會、經典研習班、書法班、
天人炁功、誦唸經典、廚房炊事、吃飯
用餐、關心親和、院務辦公……，全部
都在同一個空間裡進行。

開導師、傳道師特謹祈求無形特別
運化，擇一日斗期集體恭誦北斗徵祥真
經，為至親增祿添壽、解厄消災，祈願
人道日臻和諧，天道益加圓滿，天人合
力，天人相親，讓同奮在奮鬥行列上，更

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但是，台北縣

勇往直前，更精進不懈。

初院的同奮們真的做到了。
匆匆十五年的光景，在這狹小的空

●實修專案－天人雙修廿天

間裡，留下多少值得報導的故事。那是

以 廿 天 廿 項 修 持， 配 合 春 劫 行 運

台北縣初院的成長院史，也是同奮們一

，真修實煉，培功立德；配合寬恕悔過，

步一腳印的蓽路藍縷。

化戾徵祥，消災解厄；更配合對外弘教，

而九十五年這一年，確是值得紀念

自度度人，天人雙修。在廿天當中，每天

的。在緒哲開導師、緒諍傳道師帶領下，

除了固定時間誦誥、打坐、省懺、填奮

活動變多了，人氣興旺了，原人引渡增

鬥卡、 煅 煉法技之外，尚須恭誦本師世

加了，全體參與的同奮有時雖忙碌、有

尊首任首席使者尊贊、大同真經、親和

時雖疲憊，但是救劫弘教的腳步卻無比

真經、平等真經、寶誥、奮鬥真經、廿

踏實。

字真經各一本。

因為同心－我們攜手走過。

為考量同奮人道時間有限，採自由
報名方式，參與同奮每天按活動規劃時

●福報日

間實修實持，每實做一項修持即累積五
五次的「福報日」
，在每月斗期的其
中一天，誠懇地邀請同奮在這天人共聚

點，再按累積點數多寡，以頒獎表揚方
式鼓勵。

的日子裡，回到教院誦皇誥、寶誥、恭
誦北斗徵祥真經、奮鬥真經、廿字真經

●閉關奮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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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期七天的時間，除了固定的午、

五月廿日起至五月二十六日止，在

晚課之外，其餘時間自早上六點開始至

緒哲開導師、 緒諍傳道師的指導建議、

晚上十一點止，皆按一小時靜坐、半小

教務中心的配合規劃下，台北縣初院推

時誦誥五十聲的方式作息。這個活動是

動了第一次舉辦的活動－「道勝同心週」

為了讓一整年下來為教院活動忙碌到無

。這個活動進行方式是連續七天誦持皇

暇好好誦誥、打坐的同奮們，暫時放下

誥及寶誥，每天誦持皇誥三千聲：午課

院務，放慢腳步，沉靜身心，休養生息

一場， 晚課二場。 寶誥則在下午 3：00

，待好好充完電，再重新出發為教院打

～ 5：00 及晚上 9：10 ～ 11：00 各一本，

拼。在經過許多同奮建言及虛心檢討後，

其餘早晨時間可自行集體持誦。

未來可能考慮將活動名稱改為「奮鬥週」

為凝聚教院更大的救劫力量，我們

或「昊天心法實證體驗週」
，並且預留更

在為期一週的「道勝同心週」期間，採

多的規劃時間，一切以和為貴，避免減

取一個較特別的方式：「分組進行競賽

損活動舉辦的初衷美意。

」
。 將教院的同奮分成八組， 每組九人

●道勝同心週

，以各小組共同累積完成的皇誥、寶誥

Тጬд౼Т͕ઢ݈ЪᇆĂྶ˭።Ϋّ۞˘גĂ˵ࠎϏֽ˭ାӃσି۞ቑ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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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考核標準。優勝組別分為初勝組、

是多餘的。每天誦完誥之後，我們便馬

亞勝組、三勝組及優勝組，但各勝組最

上統計皇誥、寶誥數，看看哪一組較多、

低皇、寶誥總合標準至少要廿萬聲以上，

哪一組較少？沒想到，同奮共同累積的

同奮若有不便，晚間 23：00 過後有公務

誦誥數是驚人的，不但沒有比常態下的

車送達返家。優勝組別，特訂於十四週

誦誥數少，反而還快速升高。七天下來，

年院慶擴大親和集會上表揚，並製匾留

一共誦了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八十聲

影教院紀念。

的皇、寶誥數，證實這樣的活動的確帶
動了教院的道氣及人氣。

驚人的道氣

根據統計結果，誦誥數最多的組別

「道勝」－就是和諧的秩序。從家庭

是由光渴督教長所領軍的第一組，奮鬥

到社會、國家、世界，以至於個人的身、

的精神令人感佩。但是其它的組別也不

心、靈，都希望得到和諧的秩序，我們

遑多讓，彼此間都相距不遠。照活動原

不斷去實現和諧的圓滿境界，就是「道

來的設計，我們在院慶時將獎勵優勝隊

勝」的奮鬥實踐。

伍，並且製匾表彰。

「同心」－就是「道之所在，天下歸
之」
。在一波波行劫勢力的威脅下，同奮

揭匾紀事

們若能同聲、同氣、同修、同心、同求

說到這塊匾額，它的產生過程亦是

，由點而線而面，無形應化，有形配合，

意義重大。為讓這塊匾額充份展現「道

形成一個天人合力的正氣網絡，何堅不

勝同心」的精神，緒諍傳道師真的是用

可摧、何劫不能挽！

心良苦。首先，他和目前在台北縣初院

秉持這樣的理念，我們發動同奮共

教授「同心書法班」的周濤山老師親和

同參與「道勝同心週」的實持實修，藉

交流，讓周老師了解我們這個活動的宗

由修持的提昇，對內－寬恕悔過、刮垢

旨，幫我們寫下「道勝同心」四個大字，

磨光，對外－誦持兩誥、發出真誠願力

再製成匾額，懸於大同堂。接著，他親

，必能感動人心、天心，消弭暴戾之氣，

自為這塊「道勝同心匾」寫下表文，將

完成道勝化劫祈禱奮鬥之目標！

「道勝同心週」宗旨緣由、奮鬥精神，忠

規劃活動初期，原本站在教務中心

實完整地紀錄下來，和氣勢磅礡的書法

的立場，我有些擔心會不會遭到同奮的

字體相互輝映，益加透發了天人共奮的

反對，或是讓同奮太疲累，反而造成反

道心與誠心。

效果？結果七天下來，我發現這些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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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一 日（ 三 ） 晚 上 八 點， 同

奮們誦完晚課皇誥，在大同堂乾坤排班

的同奮們，在「道勝同心週」－自發性的

站定，為「道勝同心匾」舉行揭匾儀式

七天加強誦誥，特此製匾，為這一年同

。緒哲開導師莊嚴肅穆地站在前方主儀，

心走過的足跡，留下薪火傳承的願景。

由靜雯宣讀表文。表文宣讀完，司儀高
喊：
「揭匾 ---- ！」在全體同奮恭誦廿字
真言聲中，由光渴督教長、光軀道長代

●紀念天帝教復興26週年暨本師世尊
證道12週年‧平安夜擴大親和集會
每年年底，台北縣初院始終維持一

表，將匾額上的紅布揭去。當紅布揭去
的一剎那，鮮明的「道勝同心」四個大

貫的傳統，特別規劃一個擴大親和集會，

字清楚「黑底金字」地映在大家的眼前，

讓新、舊同奮莫忘天帝教復興的意義以

讓台北縣初院同奮齊誦皇誥的興盛道氣，

及本師世尊的精神。也在那天，由坤道

從此烙下一個永恆不朽的印記。

同奮親手準備精緻菜餚，讓大家齊聚大
同堂親和用餐，增添尾牙團圓的人情味。

薪火相傳

活動當天因適逢十二月廿四日，遂

「道勝同心匾」
，將永遠掛在台北縣

定名為「平安夜擴大親和集會」
。而今年

初院的大同堂，也將永遠掛在每一個同

的活動更具深意，在緒諍傳道師的建議

奮的心中。它象徵的，不僅是一個活動

下，以「天命、 信心、 奮鬥、 知足、 感

的紀錄，不僅是皇誥的總數，更重要的，

恩、惜福、功德、福報」八大主軸，頒

它象徵著空間狹小、設備有限的教院裡，

發八大獎項，表揚奮鬥楷模，每一個獎

減損不了救劫弘教的使命感。

項有兩位得獎同奮， 每頒完一個獎項，

我們祈願，未來有一群無數接續的

再搭配一個表演節目，期能表達天帝教

新血輪， 在抬頭凝望這塊匾額的時候，

的精神內涵，亦讓同奮在歲末年終之際，

會遙想起，曾經，一群默默守護著教院

共沐上帝親和光，聆賞平安夜最深摯的
祝福。

真誠用心可感
活動前夕，全體參與同奮便開始緊
鑼密鼓地分頭進行各項工作。最最辛苦
的，首推所有在廚房忙碌的坤道同奮：
敏篤、敏圃、靜珊、鏡中、靜淳、靜僕、
靜誦、淑滿、鏡囍、鏡恬、華均、靜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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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前一天晚上，就已經弄到晚上

本次活動八大獎項的頒發，每一個

十點多，當天更是從一早開始就忙得不

獎項又分為兩種方式， 一種頒發獎牌，

可開交，一直到晚上六點多鐘，終於將

一種頒發紀念品，這兩種型態的準備過

一道道豐盛的晚餐擺滿好幾張長桌，不

程亦是值得報導的。獎牌上優美遒勁的

輸五星級飯店的菜色，早已成為台北縣

書法筆墨，出自書法班的周濤山老師親

初院傳統的口碑；而全部出自坤道同奮的

自題字；而獎牌上涵意深遠的辭句，如：

手工製作，更讓所有同奮讚不絕口。大

ĶܜሄӖ̄ĂࠎචѺேะĄଊྼཐ̚Ă

家一邊聚餐，一邊寒暄，就像回家團聚

உෝ႟ഈ́ĄķĶখখߵĂͪޥĄຑ

一般的溫馨，這些得歸功於坤道同奮們

ିຑछĂଓଓቡĄķ則出自緒諍傳道師

的辛苦與勞累，令人既心疼又敬佩。

的睿智構思。

最辛苦的，還有正筆同奮。自一個

得獎人（註）是由緒哲開導師和緒

多月前，我和緒諍傳道師討論好晚會的

諍傳道師審核決定，而且列為最高機密

大致雛型架構後，確定有關影片的編製

，所有名單都是現場揭曉才得知，為晚

、會場的佈置、海報的設計、節目的起

會徒增幾許高潮與驚嘆。多數得獎人都

承轉合，就先和正筆同奮交換意見，向

覺得受之有愧，像我自己亦是感到汗顏，

他說明活動想要展現的重點概念，正筆

但細細體會獎牌上的詞句，背後賦予的

同奮總是一口答應下來，接著一連串勞

期許與肯定，令人覺得更該盡好教職本

心勞力的作業，便一次次讓他忙到連吃

份，讓有限的生命完成更多有意義的事。

飯的時間都沒有。正筆同奮的功力果然

緒哲開導師細心地為八個獎項又另

不同凡響，當影片隨著「天命頌」的聖

增兩個獎項：「傳道獎」－緒諍傳道師、

樂播放，師尊的身影、華山的巍峨一一

「褓姆獎」－光啓樞機。緒哲開導師特別

呈現眼前，緊緊抓住每一個同奮的目光

感謝緒諍傳道師自來到台北縣初院後的

，孺慕追思的心情頓時湧現心頭。正筆
同奮說，他在剪輯這部作品的時候，自
己都被教史影片的內容感動得掉下眼淚。
聽聞此，更加對正筆同奮為教院付出的
道心益發佩服。也藉此文，向正筆同奮
致上由衷謝意。

何等十全十美
ჰኣ็रᒔĶ็ረķĂΞᏜ၁ҌЩᕩ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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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付出：老子道德經經典講授、關心
親和、策劃活動、靜心靜坐班弘教渡人

ܜഇдੰܐ؇ᚥ͕˧۞ĞϤ˯҃˭ğЍୁᇽ፟ăᐖՄᄃᐖ
าăჰӻඈТጬ̶Ҿၷᒔናϓረăछޢረă͇ረᄃ֖ۢ
ረĄ

……，親力親為，無怪乎開導師問了台
下同奮：Ķჰኣ็रѣ՟ѣᄮৌઇְĉķ
時贏得大家一致認同的掌聲。而光 啓 樞
機對台北縣初院弘教事務的指導、建院
籌備的關懷、修道心得的傳承……，從
教院「褓姆樞機」的暱稱，便可見大家
的感恩點滴在心頭。十大獎項，象徵「
十全十美」
，讓晚會的內容更加圓滿。

天人相親 感人肺腑
在緒諍傳道師靈活的主持功力下，
節目就在頒獎、表演互相穿插的過程中
順利進行。身為教務中心執事的我，當
然不容置身事外，因為節目的部份交由
我負責，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幾乎隨
時都在想著如何讓節目不八股老套、又
不會太過輕浮戲謔，只求呈現追思晚會
的宗旨又能老少咸宜。 幾經協調排演，
終於讓所有節目內容敲定：「那一夜我們
說相聲」－緒恩同奮、正宏同奮；「短劇
表演－天人禮儀戰鬥營」－亦雯、佩琪
、宇薇、怡秀、怡婷、緒妙；「團康時間
」－正企同奮；「家後齊唱」－光啟樞機
；「小提琴與中提琴的對話」－台北縣立
交響樂團、世紀交響樂團、普羅藝術家
樂團的許靖敏老師、廖悌玟老師。衷心
感謝所有答應演出表演的同奮，他們才
是節目的靈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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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坐在台下，欣賞著自己將「紙

ܑ྿ᔁຍĄ」觸動大家紛紛離座，完全敞

上作業」變成台上演出的一幕幕畫面，內

開心房地握手擁抱、互道感謝，我真的

心對於「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

既感動又覺得不可思議，這些完全是事

這兩句話，的的確確是深信不疑的。那

先沒有排演的脫稿演出。因為自然流露，

兩位提琴老師，其實我和她們素未謀面，

反而最令人銘感於心。那當下，應是天

只是偶然從網路音樂教室的電話試打一

人相親吧！

通碰碰運氣，沒想到她們毫不猶疑地就
答應了，表演當天不僅主動加演曲目，而

願能早日擁有自己的家

且其中一位老師的爺爺竟然就是我們的

節目壓軸，是緒哲開導師。感謝緒

同奮，之前完全不知情。而最感人的是

哲開導師，隨時關心著每一個細節，只

台北縣初院的「家庭親和歌」－「友情」

要發現哪個環節有瑕疵，他會馬上遞紙

，懷舊的原版卡帶在活動前一天才驚險

條提醒修正或即興增加節目內容。例如：

找到，當歌曲一播放，緒諍傳道師臨場

當正筆同奮播放「家後」的影片回顧時，

應變的一句話：「ኛШҰ̰͕ຐຏᔁ۞ˠ

馬上頒了一個「家後獎」給開導師夫人

πщ؆ᕖ̂Ꮠะົ̚Ă̂छܜჰࣰฟጱरᄃჰӻТጬăֹ͇̈ࣇЪᇆĄဦ̚ঔಡϒߏϒඊჟ͕ᄦү҃ј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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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材同奮，感念太太背後的辛勞；還

註：͇ረĈ敏龍同奮、靜雯同奮

有頒獎時，先把名單放在信封袋內，再

͕ܫረĈ敏虛同奮、華覺同奮

請頒獎人宣佈道名，以增加期待的驚喜

ጬረĈ光軀同奮、光渴督教長

……，這種種一切，全出自開導師的巧思

֖ۢረĈ靜告同奮、緒妙同奮

一動。最後，緒哲開導師帶領全體同奮

ຏाረĈ敏定同奮、敏圃同奮

呼喊「精神口號」
：
Ķԧࣇ۞ିಶߏā˯

ଓረĈ敏莞同奮、緒泉同奮

」……！ޓ將晚會氣氛帶到最高潮，並將

ΑᇇረĈ光誦同奮、光冊參教長

這次節目帶進了別具創意的尾聲－「點

ಡረĈ正筆同奮、月享同奮。

燈儀式」
。
經過正筆同奮精心的巧手佈置，化
腐朽為神奇，在大同堂的黑板上架上八
支燭燈，當緒哲開導師按下開關，剎時
光芒四射， 映照出燈管上的八大主題，
更照亮著下面一段全體同奮多年來的共
同心願－

教訊第二七五期不收稿費芳名：
ች ̂ Ҁă ౘ ୂ ލă ⇿ ჰ ࡎă ӓ ͡ Җ
ăዑᙡԢăเ̮̂ăᐖӻăૺЍσ
ăᆒ̂ೇăჰࠎă̮͡ܘăڒЍᘈă
Φवޙᅛă߸ᐖาăॹୂତăᛂЍᕩ
Ğොğ
ă͕ߐଐăλЍᓕă߸ᐖาă

「ᙸέΔᎩੰܐѝ͟ጾѣҋ̎۞छ」
燈火照耀中，謹以教務中心的立場
，由衷感謝所有尚未提到的幕後英雄：
大全、鏡養、月享、鏡恬幫忙佈置，正
悅幫忙到捷運站接提琴老師及清洗旗竿
、佈置會場，靜誦、光誦幫忙清洗碗盤，

ᐖăధϒధăเჰԧăౘ͡ӽăቂ
୕ăౘϒඊăၐЍࡪĄ
ĞොğᛂЍᕩ̝Ꮠ̓ͽЩཌྷ؇ᚥ。

教訊二七六期不收稿費芳名：
ᐖăႩୂăᆒ̂૽ăѯЍ༼ă
ͳዑኰᇇăఄჯޠăᆒЍјăңЍپ

緒泉幫忙架設音響、麥克風……，因為

ăڒЍăၐЍ۩ăเЍୁăᆒЍ

他們義務主動的協助，才成全了這次感

ăోЍݱăችჯڠăЍཐăᆒЍጆ

人肺腑的平安夜親和集會。

ăችЍޥăᏂୂિăЍ߿ăᆒЍᚤ

更由衷祈願，願

上帝聆聽到同奮

ăϒࠦăୂڒ३ăӕЍᙋăܘЍӃ

們的心願，明年此時，我們已站在「另

ăᏥჰᒩăเୂޥăӓ͡Җăౘୂލ

一個家」
，一個屬於台北縣初院真正的歸

ăӓЍᅃăችЍళăषϒޜăᔨჰෟă

屬。

ᆒ ᐖ 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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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致謝

天極行宮元旦升旗典禮暨涵靜杯全國學童寫生比賽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撰文／楊靜聲 照片提供／蔡光舒

͇ໂҖझৠᖚăିᖚТጬણΐҖ̝ѣѐ۞̮ό̿ၮᖃĂܓତາ۞˘ѐ۞ֽזĄ

童眼童顏畫道場

統的精神與意義，也有責任、義務將這

今年九十六年是天極行宮第九次舉
行元旦升旗典禮暨「涵靜杯」全國學童寫

浩然正氣以和諧、熱誠、創新的豐厚精
神傳承下去。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升起，

生比賽，本地教職、神職同奮及與會的學
童、家長，一起迎接新年第一個早晨，並

帝教歌曲「恩典」
、「心窗」與冷冽的空

互祝新的一年平安、快樂。大家在國歌、

氣交織在一起，在本師世尊銅像左右側

教歌聲中向國旗、教旗禮敬，祈願天清地

功德榜、玉靈泉紀念亭旁（尤其是龍王

寧、國泰民安，也意味著我們珍惜這個傳

前）
，擠滿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英雄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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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父母、師長的陪伴下準備一展

一大利多 擴展層面

長才，將天極行宮的人、事、物，以「
童眼童顏」的超時空主觀意識在畫紙上
展現出來，可謂是最自然純真的平面美
學藝術。

今年天極行宮的寫生比賽與往年不
同之處， 是與台中縣政府文化局合辦，
這不僅大大提升了文化層次，對教內教
外來說也都是一個全新的里程碑。許許
多多參賽學童可是衝著這張獎狀而來的，

藝術養生之道
我們都知道人需要吃飯喝水才能存
活，這是生理與心理的基本需求。但除
了大家熟知的安全需要、自我實現的需
要等之外，你可知道還有創造的需求嗎
？創造的需求就是美與養生中一個重要
的內涵，這樣的需求在我們一生下來就
已經存在了。我們從幼兒自然流露的創
作需求， 就可以了解兒童隨手的塗鴉、
敲打物品發聲等，都是恣意地享受繪畫、
音樂所給予的樂趣，同時也是他們用自

因為將來升學時，若有了這張縣長級獎
狀的「加持」
，在「甄選入學」中便可享
有加分的待遇，這個「贏在起跑點」的
誘因可真是一大利多，難怪今年參加比
賽的人數打破了往年的紀錄。這次「涵
靜杯」的規模得以擴大，也是光滔主委
和光舒副主委二人四方奔走爭取的結果，
而他們只求嘉惠蒼生的大公精神，也使得
更多人接近本道場，再創新機運。

新的一年 教職交替

己的意思所表現出來的創作活動，這對

人曹道場天極行宮的使命，是在培

人類一生的心理人格發展，可說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美學藝術常讓人產生距離，事實上
它是人人可以「玩」
、人人「玩」得起的，
只要以輕鬆的態度接受，也就是讓藝術
活動本身具有的「遊戲性、陶冶性、表
達性」充分發揮，就能藉藝術創作的力
與美來調養身心，進而從中找到生命的
熱情與活力。藝術源於心靈的活動，凡
是生命中的喜怒哀樂與酸甜苦辣，都能
化成圖像躍然於紙上，並輕鬆且愉悅的
以藝術養生，讓我們的心靈富足、喜悅。
ᆷϠͧᔈ۞ણᔈጯආ̚Ăᄿன˞̈ՒᑓĂ˭಼ᙱᇆည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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ಡזҜٺдࣣላᐡăߘᐡ݈ᇃಞĂણᄃ۰ֶԔಡЩ֭ᅳפᘱ൪৽ૺĄ

訓正宗靜坐班、教職人員及舉辦各種大

ΐĄ」此言一出，掌聲隨即響起，個個

型活動。為了因應弘教的需要，在民國

拍手叫好，因為這是榮譽也是責任。在

七十九年成立「台中港區家庭親和小組」

光武駐宮開導師監交下，童緒穫同奮接

，經過十六年來的演變，成為今日的「弘

下歷史的第十六棒，繼續引領大家奔向

教推展組」
，於每年一月一日舉行新舊任

光明燦爛的明天，讓

召集人交接。「弘教推展組」擁有眾多的

在每個角落。

上帝的祥光普化

組員，他們出錢、出心、出力，一代又一

光武開導師語重心長地表示：「ԧЯ

代的傳承起靜心靜坐、炁功服務、家庭

ᖚચ̝ܮĂ֕࿅ି̰γЧಞĂ˵Яѩຏ

親和之使命，誠如此次卸任的第十五屆

ᛇ͇זໂҖझቁ၁ߏ˘࣎ܧ૱Ξຑ۞ಞ

召集人李光容同奮所言：「Νѐԧጼጼဏ

Ă˵ຏזಞϏֽయЇՀ̂Ăԓ୕ͽ͇ޢ

ဏ۞ତ˭࣎ЇચĂ̫͇Ѝၷ۞˭עĂ

ໂҖझਕΐૻᄃТጬᏐĂᚶᜈפۋϒ؟

֭Ϲ;ගჰᘥĂឰՀΐĺᘥĻܛЍ۞

ᐖӱ۞ᓝᏱĂར၁ˠಞ۞ֹĄ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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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光滔主委佈達。外號「鐵姑」的

為師為友 道在其中
而坤院歷經敏全、敏賈、敏耀、敏
妍與靜亨等任執行長的領導，如今則是
由敏羨同奮肩負起第六棒的大任。誠如
列席的敏堅樞機以坤院聯席委員會主委
身分所說的：「̂छౌۢࡶ՟ѣ̮ᅃ
ିĞरϓğ۞ᅃҥĂ̫͇ಶ՟ѣ͇ିޓĂ
Тጬ၆छलăۤົăିੰ۞ણᄃם
ӄĂΞᄲߏ·̶൴೭˞ͽߘҹࣣăЫࡴ
౻۞ჟৠĂ̖ਕឰԧࣇˠ႕ă͇
႕。」敏堅樞機也承諾會極力爭取落實人
曹道場的功能與使命，她並以十分疼惜
的口吻，讚美兩年來任勞任怨的靜亨執

敏鐵傳道師出自彰化縣初院，道歷資深
且完整，曾與光爐樞機飄洋過海到美國
洛杉磯掌院協助教務發展，功成之後轉
而接任人曹道場傳道師。相信己擁有才
女─敏還傳道師的天極行宮，如今又增
添敏鐵傳道師這員大將，未來必能發光
發熱，帶動旺盛道氣，進而深耕人曹法
輪，貫徹三大特定任務。
天帝教同奮跟隨本師世尊的步伐
，如今已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一片天，這
種凝聚的奮鬥力量讓我們站起來，並開
拓了視野。如今再加上人文藝術的修養
，可說是增添了ＥＱ的修行，正如同朱熹

行長。
靜亨則以宗教人的謙卑，娓娓道出
任職以來的心得：
「ޝຏᔁ! ˯ޓăर
ăरϓ೩ֻԧѐֽ۞ጯ௫፟ົĂឰԧ
д࣒̚ĺึਗ਼࠰ჟซĻ
ăឰԧјܜĄԧ
ޝຏाĂ͍߱ഇมឰԧᅳुᐖӱ˾

的詩句所言：ĶΗস͞˘ᝥฟĂ͇Ѝำ
૾ВଃޟĂયറ֤тధĂࠎѣᐝ߿
ֽͪĄķ開拓了心靈的真善美，就如大地
的一面水塘清明如鏡，既突破千年孤寂，
也活出百年人生的生命原動力。

థĲ̼֗ቷ⁝܅ĳ྆Ķࠎरࠎ̓Ăд
̚ķ۞ৌநĂ͇ିޓৌ۞ߏ

͇ໂҖझາᖞЇσିଯᇃΡะˠၱੰેҖܜϹତᖃĄ
ဦࠎЍනઘ؎Ą

ϒି؟۞ܫĄѩγĂ˵ޝຏ
ाഅགྷିጱԧăূଓԧăᑒ
ӄԧă͚ԧͽ̈́ВТጬ
۞ТጬĂԧৌ۞ޝຏाĂ
ࣇםӄԧјܜĂԓ୕ѩ̂ޢ
छਕૉᚶᜈ˘ጬĊķ

走出一片天
新任傳道師的佈達，亦
是當天天極行宮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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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ᚑඥ᎗۞̂̚ĂЍΑᇽ፟дிˠਖ਼˭Ăၷᚹ֕Ԇ˘ϠĄᛷᇆƝᆒ̂૽Ą

平凡的奇人
─追念光功樞機一生不居功、不居名
／詹敏悅

只要奮鬥不渝，誰都可以掙出一片天，光功樞機不是帝教所謂的 「大原
人」，經過二十三年的努力奮鬥，終能「引登清虛下院修練」，只因為他
一門深入，不疑不離，終於有成。他的平淡、平實、平常，使我時常想起
他，懷念他。

：忠肝義膽、真性無偽、老實修行、犧牲

忠肝義膽 真性無偽
光功樞機證道後，我一直想寫一篇
文章追念這一位令人懷念的長者，所以

奉獻，始終在我腦際縈繞不去，我終於
明白了，在我腦海中鮮明的是平實無華

一直想收集他一生顯赫的事蹟來歌頌他，

令我感動的他，歌功頌德、錦上添花反

但事隔一個多月後，我仍沒有足夠的資

而會掩蓋了一個腳踏實地、真修實煉的

料下筆，只是他生命中非常特殊的質性

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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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功樞機青少年時正值國家烽火連

院九年，再熬一年就有退休金，遽然辭

天， 他像他們那一代的熱血青年一樣，

職太可惜了，但光功樞機認為修道茲事

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慨然投筆

體大，明師難求，他有軍職退休金夠用

從戎，從此遠離山東即墨的家園，孑然

了，於是他辦離職，專心參加第十期正

一身，隨國軍輾轉來台。某日，一位同袍

宗靜坐，他這一個決定，整個改寫他的

問他，我認識一位軍官名叫「周遵義」
，

後半生。
師尊曾經對光功樞機說：「Ұ̙ߏ͇

不知你認不認識？光功樞機本名周遵勳，
由於這位弟兄的聯想力，光功樞機找到

ࣧ۞ିޓˠĂ̫͇ЯࠎЍཐ۞͔֍Ăྫྷ

在台唯一的親人─一位遠房的堂兄，從

͇ିޓѣቡĂҰࢋԯ೪፟ቡĂрр࣒。

此以敬兄長之禮事之，時往探視。堂兄

」師尊之言，他終身遵行，七十三年皈

膝下無子，臨終時惟掛心老妻無謀生能

宗天帝教之日起，勤作五門功課，培養

力，恐日後生活無著，光功樞機握著堂

正氣，從不間斷，不管在台灣、出掌美

兄的手，說：ĶҰ͕ٸр˞ĂΪࢋԧѣ˘

國洛杉磯掌院或告老回台後，都始終如

˾ฺЫĂ̂ಶົѣ˘˾ฺЫĂԧ՟ฺЫ

一，把生活融入修行，也把修行融入生

Ăԧಶߏࢋฺ˵ࢋឰ̂Ы。」大哥安

活。自從正宗靜坐班結業後，他就在始

然闔逝，光功樞機買了房子，把大嫂從

院專職，他可以每天上光殿誦誥、打坐

台中接到台北照應，直到他在世的最後

，後來奉派到美國洛杉磯教院，成立初

一天。光功樞機重然諾，講義氣，這段

期訪道者不多，他的工作性質其實跟廟

過去若不是大嫂帶著感恩的心娓娓訴說，

公差不多，只是守著教院，所以午晚課，

我們是無從得知的。

一課也不少，是環境造成，也是毅力使然
，從誦誥打坐中，他有實際的體悟。

師尊之言 終身遵行
光功樞機軍職退伍，隨即到中科院

以身許道 矢志真誠

當雇員，認識時任監察官的光聖樞機，由

光功樞機不是富有的人，但是他肯

於他的引渡而認識天帝教，他第一次見

施肯捨，淡泊財貨。在正宗靜坐班結業

到師尊，聽到師尊大聲疾呼要「拯救天

後，他即在始院專職，天帝教復興初期

下蒼生，化延核子毀滅浩劫」
，他深受感

，財力艱難，當時專職的薪資大約每月

動，當天回家就跟大嫂說：「ԧ࠹ܫҁ

六千元，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他上了一紙

ˠछĞरğᄲ۞ྖĂѐࡔᆃ̂˞Ă

簽呈給師尊，呈請准予停止核發每月之

̙ົᙾˠĄ」於是商量著要辭掉工作，專

津貼及交通費，以償他以身許道之志願

心跟著師尊修道，大嫂認為已經在中科

，他簽呈上說明道：Ķԙ̄ҋᖚੜԝޢ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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߆عՏ͡൴ගˣјᓟࢿĂᔵᓠĂݍΞ

ѝഇσିྮᖡᒽĂЍΑᇽ̙፟ࠦᓞᙱĂႽ͕ႽمĄဦࠎᇽ
፟ࠎˠ炁ΑᒚநĄͯ೩ֻƝࠃՉᒧೠੰĄ

，他更進一
ַ؇ૅ̝̈́࣎ˠϡ」
步明志：「ԙ̄೩݈ੜЃԠдࠎ̼ྋˠᙷ
໑ໝজӃႽ˘Њ˧ณĂࠎିޓॡֹ҃
，
ጬĂᖣͽՐĂᔪᔤ͕֗」
我想這應該是師尊所接到的簽呈中
，非常不同的要求，後來師尊批示「˘ă
ϭԠৌྕĂΞလΞᇐĄ˟ăΞ੩ଐᖼࠎॕ
，師尊透悉他的廉潔與忠貞，可以託
ᚥ」
付重任，或許就因為如此，當七十六年
洛杉磯初院成立，師尊派他前往，唯一
的指示就是「守」
，因為洛杉磯教院的重
要性是整個天帝教國際弘教的「橋頭堡
」
，但當時時機尚未成熟，只能先守，師
尊的一句話，他隻身前往，暮鼓晨鐘地
守了十二年，這十二年當中，不但不支
領開導師薪水，連來回台灣美國的機票

腫大而動手術後，因為長期貧血，一直

都是自己掏腰包。回台後，他擔任始院

以來都靠輸血維持體力，人漸漸瘦下來

辦公室副導師，除了每月定期繳交安悅

，他還是勉強上到始院四樓導師辦公室，

奉獻，每年一月及七月支領退休俸，他

來看看大家，填填奮鬥卡，在他收拾得

領到後就到教院來，分成兩份，一份給

很整齊的辦公桌前坐坐，跟我們聊聊天，

台北市掌院，一份給帝教總會。

問問最近在忙些什麼活動，他總會帶著

他是因為自行洗腸，不慎戳破直腸，
大量出血，在美國送醫治療，但因當地

一點點的山東腔說：「Ұࣇ֙ࡴ˞」
，雖然
簡單的問候，卻讓人感覺到真正的關心。

醫療費太貴，等到病情稍緩時便回台灣
，然而紅血球數量不足的病灶就一直糾

老實修行 終能登真

纏著他，身子骨還硬朗時每週會到教院

繳交奮鬥卡本是一件平常事，我特

誦誥一、兩次，後來因為造血功能不好

別要提光功樞機的奮鬥卡，是因為他對

，體力漸衰，但至少初一、十五仍會到

奮鬥卡的慎重與認真，比小學生寫聯絡

光殿參加午課祈禱。直到去年因為脾臟

簿還仔細，他的奮鬥卡仔細的紀錄誦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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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為了私人的理由而對師
命有所不從的同奮，他會質
疑「使命感、責任感」何在
？
光功樞機的一生奮鬥事
蹟可以證實師尊所言「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
，只要奮鬥
不渝，誰都可以掙出一片天
，他不是天帝教所謂的「大
原人」
，經過二十三年的努力
奮鬥，終能「引登清虛下院

打坐、念基本經典、參加親和、繳交按

修煉」
，天帝教二十多年中，

月奉獻等等，每個月固定月初就郵寄到

大原人進得門來，出了門去的不知凡幾，

鐳力阿給傳道使者團，其實同奮中能按

都是以為天帝教沒有驚奇的神通，沒有

月交奮鬥卡已經是不錯的了，但他是認

炫目的靈異，不知要修到哪一天才能成

真地把它做到最好，不是只有一兩個月，

就，光功樞機一門深入，不疑不離，終

而是二十多年如此，有時我會覺得他實

於有成。

在過份做好五門功課了，可是不知不覺中卻

要真修行 就要當開導師

感佩他腳踏實地的精神。
光功樞機認真做五門功課，依照師

有一天光功樞機對我說：「 д͇ޓ

尊教導的方式如實的修行，不浮誇、不

，我從年輕
ିࢋৌ࣒ҖĂಶࢋ༊ฟጱर」

炫 耀， 不 講 神 通， 對 於 喜 歡 追 求 靈 異
，或到處訪求高人想要快速成仙的同奮，
他會感慨地說：「रିԧࣇ۞̏གྷߏ
р۞ܝڱĂңυᔘࢋـγΝԱ？」真是「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一個不是天帝教
的原人，因為天帝教的修持法門而登仙，
對照天帝教的大原人，尚覺天帝教不足，
向外求速成，寧非極大諷刺？當他以身
許道，就以天命、師命為終身奮鬥目標，
對於師尊的交代義無反顧地執行，有時

就對當老師有不可承受之重的恐懼心理，
因為為人師表的言行舉止可以影響多少
人的一輩子，自認為疏懶之輩，不應誤
導學生，進了天帝教多年還是不敢輕易
有當開導師之念頭。可是光功樞機的一
句話讓我琢磨、玩味很久。師尊無法分
身到每一個教院，所以派開導師駐在教
院中，代行教化之責，又因為開導師是
師尊的代表，所以要以師尊高標準自況
，一言一行必須戒慎恐懼成為同奮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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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不願鞭策自己或因恐懼而不擔
任神職人員，誰來承傳師尊的使命？

光功樞機經過切除脾臟手術後，領
悟「生命無常，性靈永存」之理，便著

沒想到光功樞機的一句話改變了我

手書寫遺囑，將身外之物做一妥善安排

一輩子的固執念，我參加了神職人員培

，除將現金分贈在大陸的唯一骨肉女兒

訓班第五期，準備袪除恐懼心理，迎接

及堂嫂養老之用外， 悉數奉獻天帝教，

該承受的使命，如果不是光功樞機，我

並徵得堂嫂同意，將兩人共有之房屋一

永遠不可能轉念。他在樞機使者的奮鬥

棟也立據捐給帝教。大家都認為他逃過

心聲中寫道：「ፉЇৠᖚ۞ТጬߏҌ

了一個大劫，應該可以長命百歲，沒想

ᗕ۞ၷĂࢋٚፉആ͇Җ۞ώ̶Ă˲

到十個月後的一場感冒轉成肺炎，卻沒

ְ̳̂ռĂ͕гЍځĂགྷѣԛ

能過關，他兩袖清風，毫無牽掛地走了，

ԛ۞҂រĂُ̙χᑝĂ̙ࠦक़ԶĂԡ

走得非常安詳。

ࢦĂ˲ߏкΒटĂྕྕᑗᑗ۞၆ˠĂ၁၁

「㑫۲ϟ֙ܧৌקĂৌקΪߏ୶ćৠ

，
дд۞ઇְĂਕᒔѣԛԛ۞」ؠۺ

，光功樞機
؈מளܧҌˠĂҌˠΪߏ૱」

這段話是對「在天帝教要真修行，就要

平淡、平實、平常，在我心中有一個非

當開導師」這句話最佳的詮釋。

常真實的型塑，他雖已登天修煉，但我

兩袖清風的走了

時常想起他，懷念他。

Ᏺч၆र۞ٚᏚĂЍΑᇽ፟ಶĶчķ˞˘ᕇࢶͫȈ˟ѐĂީॄĄဦࠎᇽ፟ᄃࠃՉᒧೠੰТጬࣇٺЍ໒˯ົᘤĄ
ͯ೩ֻƝିΫ؎ࣶົ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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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功樞機簡歷
光功樞機使者，本名周遵勳，山東
省即墨市人，生於民國十六年，歿
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享年八
十歲。

ϔ઼ȊˣѐĂᐌ઼ֽέĄ
ϔ઼̱Ȉ˘ѐĂͽౙ͌७ੜԝĄ
ϔ઼˛Ȉˬѐ˝͡Ȉ˟͟Ă࠲ିޓ͇؟Ą
ϔ઼˛ȈαѐĂણΐϒ؟ᐖӱௐȈഇĂ
ЍΑᇽ፟रϓЪᇆ۞ࠡෳͯĄͯ೩ֻƝିΫ؎ࣶົĄ

֭ፉЇᓁܜĄ
ϔ઼˛Ị̏ѐĂણᄃरྤၱ৺ିᖚొ

ϔ઼˝Ȉ˟ѐ˟͒͟͡ĂАགྷώर͵д

ቚௐ˘ഇĄ

ԛ೩ЩĂޢϤˠมᏳᏴࠎᇽֹ፟۰Ą

ϔ઼˛Ȉ̱ѐ˝͡Ȉ˟͟Ăې͇צĂᑕ

ϔ઼˝Ị̏ѐȈ͡Ȉ˝͟ĂЍΑᇽ፟Αڍ

ώर͵ࢋՐĶϖᅈࠎᇾฟጱरķĄ

႕ĂаܔҋĄ

ϔ઼˛Ȉ̱ѐĂࠃՉᒧೠੰనϲĶؕੰۡ
ᔑࠃՉᒧੰܐϜዧ໒ķޢĂ؇ᚥିੰ྿Ȉ

歷任

˟ѐĄ

ࠃՉᒧೠੰฟጱरࣘԈି

ϔ઼ˣȈ˝ѐȈ˘͡ĂЍΑฟጱरአࣘؕ

ࠃՉᒧೠੰೠି

ੰઘጱरĄ

ؕੰઘጱर

ϔ઼˝Ȉ˟ѐ˘͡ĂΩ઼࡚ࣘିડ̳ཌ

઼࡚ିડ̳ཌЇฟጱर

Їฟጱर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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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功樞機回歸自然
諸多同奮依依送別
（本刊訊）民國七十六年受本師世尊任命開
展美國弘教版圖的光功樞機，在民國九十五年十
月十九日回歸自然，享年八十歲，並於十一月十
八日上午八點，假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懷恩廳辦理
追思告別儀式。
追思告別式由台北市掌院道務中心承辦，並由敏鄰開導師負責安排相關事宜。告
別式由光照樞機使者主持，光聖、光理、光啟、光猛四位樞機負責為靈柩披覆天帝教
教旗，教內諸多樞機使者、單位代表，以及過往與光功樞機有過深厚交誼，或與他一
同在美國教區奮鬥的同奮都相偕出席，場面溫馨隆重。追思告別式後隨即進行火化，
並由家屬與隨行同奮代表前往天安太和道場，完成光功樞機使者永居天安太和道場的
心願。

謹遵天命服從師命 奮鬥不懈功成而退
早立遺囑捐獻自產 犧牲奉獻奮鬥到底 可為道範
九十五年十月廿九日
丙戌年九月八日巳時

玄玄上帝：
周光功樞機使者證道，養靈清涼，經首任首席使者保薦：光功樞機使者於人間奮
鬥，謹遵天命，服從師命，始終奮鬥不懈，於洛杉磯掌院堅守崗位，功成而退，早立遺
囑，捐獻自產，彰顯犧牲奉獻、奮鬥到底之真義，可為道範。今於清涼聖境養靈，百日
功成，即引登清虛下院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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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授教旗表揚狀
銘文

ώିᇽֹ፟۰ЍΑᏲጙТጬĂ࠲ˬ͒ܝޓ؟ѐĂАޢᐌώर͵ࢵЇࢵयֹ۰ၱௐ

˟Їࢵयֹ۰ĂᏱσҖĂિч૯ҜĂႽ͕Ⴝ˧Ă౿ΑࠤઈĂ֖ݭёĂਬᙋјĂ
ഢЈ̙̏Ăᖰܑېăିၮăᖬৌ֗Ă֭ކᅛ͛ͽᙒ̝͠Ĉ
āā مĂણᙒି߆Ă˟ȈˬѐĂᑓિ͕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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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ā ԈିೠିĂฟ౹։எĂੰܐೠੰĂਔࢉᎸĄ
āā ၷᓕᇽ፟Ăିم๔ĂᔸႽ༎ĂጬݭĄ
āā ᙑੑચĂᎸӄཐĂሤຑିޓĂਊਊৌଐĄ
āā ᘃᒻĂΑڍᖳ࠳ĂΐඈĂߌၓم㇂Ą
āā ᖬᄏିၮĂၷᚹৌ֗ĂૣΑಡᇇĂ̯ࢶ̯ᛟĄ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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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示現

頻創弘教佳績

洛杉磯掌院／沈緒教

成果超乎師尊期望

઼࡚ТጬᄃЍΑᇽ፟ЪᇆĞޢଵ̱ࠎჰିТጬğĄͯ೩ֻƝିΫ؎ࣶົĄ

我皈師之日，即是光功樞
機送給我的最佳見面禮。猶記
得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我
在緒正同奮的推薦下，來到了
Del Mar 老教院施行天人炁功（那時尚

底，不斷的用身教來教育我們，培養出

未成立洛杉磯掌院）
。做完後，敏源同奮

現在的一批弘教人才。那期培養出三位

（後升為樞機）與我親和，問我是否有興

神職人員－靜意樞機、靜律預命開導師

趣學炁功助人。在那瞬間，我就因感動

、禪克傳道師，以及目前洛杉磯掌院之

於天人炁功之慈悲心，而毅然皈師了，同

教職等。那幾年下來，就因光功樞機的

時也因那次的親和，奠定了敏源樞機與

身教，使得洛杉磯掌院在誦誥數上總是

我之間的奮鬥情感。

名列前茅，再配合敏土開導師的親和力，

那時的光功樞機一聽到有人要皈師，

成就了現在洛杉磯掌院親和集會「四合

就露出有如小孩得到糖果般的滿足笑容

一」的模式（即誦經─誦誥─親和會餐

，馬上親自幫我辦理皈師儀式，可見他

─親和集會）
。這亦證明他能接受新的弘

對師尊的期許有多麼的重視！就在簡單

教模式，因而頻創佳績。
光功樞機駐美期間，更勘查了目前

卻隆重的儀式下，我成了天帝教的一員，

西雅圖初院的位址，再經光思樞機幾次

也改變了往後的宗教路程。
光功樞機駐美期間，確實是完成了

往返， 最後在光爐樞機手上完成開光，

許多功績，雖然當初師尊只囑咐他「看

成立美國第二個教院，當時我亦很榮幸

管好」教院，也許是因為擔心他的口音

地得以在開光典禮上作了歷史見證。

與不苟言笑的軍人特質，無法以講經說

光功樞機一直提醒我們師尊所說的：

法來弘教渡人；但數據會說話，所展現

「 ̫͇к߹ѭĂ߹͇͌ځҕĊ」的培功立
德觀念，將來才能回到

的成果跌破了師尊的眼鏡！

上帝身邊，相

信今後美國教區的所有同奮將會謹遵您

培育人才 奠定運作規模

的教誨，奮鬥再奮鬥，我們相約天上見！

光功樞機以第二期正宗靜坐班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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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洛杉磯掌院首任掌教光功樞機

命由自造

功歸太空

洛杉磯掌院╱黃緒產 照片提供／洛杉磯掌院

र˘ޢѨࠎݱࠃזᐖӱጯࣶᕇă็ᐖӱޢĂЯី҇Ҷ߉ࠤĂܔέ˳̙ޢӈᕩᙋܛᗒĄͯ೩ֻƝିΫ؎ࣶົĄ

師尊前來佈道 盛況空前

餘名同奮報名參加。每當授課之際，講

元月十六日於洛杉磯掌院參與親和
集會時，承同奮告知前掌教光功樞機已
於兩個月前證道回歸自然，不禁黯然神
傷，感念一代哲人已遠，就此成為永恆
的回憶。

堂與光殿往往人頭攢動，真可謂盛況空
前！師尊也就是在這次前來美國靈肉佈
施之後，回台即生病住院，最後終至油
盡燈枯而歸證金闕。

師尊精神感召 樞機終身許道

一九九四年六月間，適逢洛杉磯掌
院舉辦第二期正宗靜坐特訓班，當時的
掌教即為光功樞機，我便是在這時候皈
宗帝教參訓。開訓前師尊親率講師們由
台北趕至洛城主持授課，共有一百二十

光功樞機於一九八七年奉師尊之命
來美開闢道場，單槍匹馬，篳路藍縷，可
說辛勞備至。樞機曾提及他是因師尊的
吩咐，而離鄉背景來到異國達十二年之
久，他也確實做到了師尊對他「命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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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教訊／N○.277

立洛杉磯新教院，歷時年餘，日夜辛勤

造，功歸太空」的期許。
樞機也談到師尊當初亦是因為雲龍

，任勞任怨，克盡厥職，終於達成使命，

至聖的一席話，便舉家遷至華山赴命，他

方有現今掌院之基礎。深究光功掌教之

本人受到師尊此種以身作則的精神感召，

所以深受師尊器重，主要係其在任內達

所以就毅然下定決心來到美國，以洛杉

成以下成果：

磯掌院為家，並以引渡原人、弘揚真道、

一、辨理靜心靜坐班共十七期。

化延核戰毀滅浩劫的神聖使命為己任。

二、辨理正宗靜坐班共五期。
三、主持原人皈師共二百七十二人。

確為洛城掌院典教功臣

洛杉磯掌院能有今日之規模與成就，

光功樞機抵美後，承同奮熱心奉獻，

都是光功樞機無私無我、盡心盡力，帶

免費提供場地，再加上有台灣來美的同

領同奮弘道渡人的結果，說他是洛杉磯

奮，每月定期至教院以天人炁功引渡有

掌院的「典教功臣」實不為過，亦誠如

緣眾生，因而陸陸續續吸引不少原人入

師尊贈給他的墨寶：「дЩ̙҃اЩĂд

教，光功樞機皆很積極的接引新同奮皈

，而終至成道證道。光功樞
Α̙҃اΑ」

師並開辨靜坐班等事宜，因而奠定美國

機真可謂「АϠ̝ΑĂΑᕩ͉۩ćАϠ̝

掌院的教基。

ᇇĂ༱Ο۾Ą」實在值得所有同奮永誌

一九九三年光功掌教承師命規劃建

景仰。

ТጬᄃჯϠАϠдࠃՉᒧೠੰ݈Ъᇆه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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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如一安守洛杉磯掌院

令人又敬又愛的老爺子
洛杉磯掌院／馬靜律 照片提供／教史委員會

特訓班與複訓班結束後，十月初我

巡天節即將來臨，牽起一絲一縷對

動了左邊輸卵管手術，在家休息了二到

前掌教光功樞機的懷念，一幕一幕浮現

四個月。有同奮來電話告訴我和緒陽，師

……。

尊所批示的皇誥要盡量抽時間在期限內
誦完，當我們再到教院時，又見這位老
人家（已知他是光功掌教）
，每一場皇誥

侍天應人一絲不茍

（不論是午課或晚課）都是他當主儀人，
十二年前（一九九四年六月底）
，我
來到天帝教洛杉磯掌院，報名第二期正
宗靜坐特訓班。在預計皈師當天，我生
病了，只好由外子緒陽獨自往掌院皈師；
兩天後欲前往皈師時，我又生病了，只
得再多延一天。 當我終於來到掌院時，
看到一位老人家很嚴肅的說：「͉˞Ċ
ࢋ࠲रࠎ̦ᆃ̙ѝೀֽ͇ĉ」我說生病啦

聲音宏亮、跪叩不急不徐，表現出誠敬、
嚴謹的樣子，令我對他又敬又怕，加上
我無法完全聽懂他講的話，所以每次見
他從前面走過來，我就低下頭轉身走開
。每當他要我幫忙做事時，我大多是用
「猜」的，但有次卻突然很清楚的聽到他
說：「 ᐖޠଋࢋ༊ିᖚ。」讓我覺得這老
人家開始對我有所要求了，因此更怕見

！又問他說：「ԧ̏ಡЩ˞Ă̙Ᏹ
࠲रᔘਕ˯ኝĉ」他又說：「ި
ᆃਕֽ˯ኝĉࢋ࠲रĂགྷरࢬ
ኘ̖Ξ˯ኝĄ」我反問：「 ԧА
Ϡ˘ಡЩĂ̏࠲रĂԧިᆃ
Ᏹ」？他說：「ᔘѣ၆͈ࢋ؍
д˯͇ځᄃरࢬኘĂҰਕֽ
ĉΞͽ۞ྖĂனдಶኛЍฟ
ጱरᑒҰᏱ࠲रĄ」就這樣的，我
皈依了帝教，但當時我心想，這
位老人家好嚴格，講話口音又重，
很納悶他是什麼人、什麼職位？

ୂॅᐌЍΑᇽ፟ܜഇдࠃՉᒧିੰጬ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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ᐖޠฟጱरĞΠˬğҌᇀٗᚥᘹ۞࡚ᚊТጬЪᇆĄ

到他，每回誦完誥後就馬上離開教院。
當時，光功掌教時常會打電話到我
家問：「 ᐖޠଋ̦ᆃॡ࣏ົֽିੰĉ」
他常是要我協助他餐點的事情，也非常
關心我有沒有來教院作晚課（當時我住
的地方離教院開車要兩到三小時）
，教院
那麼多同奮，為什麼時常找我呢？
後來才知道，光功掌教雖然有美國
上光殿誦誥， 光功樞機從不間斷。

駕照，自己會開車，但他在還未發病之
前，他已對自己開車出外感到不安全，才

在回台灣養病前，有一段日子他老人家

要我幫他買東西或帶他出外吃飯；後來

咳嗽咳得很厲害，但仍然站到教壇上與

生病了，更需要帶他去買藥等等。

我們一起誦誥奮鬥。
二○○五年我入鐳力阿參加開導師

向天奮鬥不斷 待人嚴中有溫

養靈營的前兩日，在台北始院光聖樞機

九四年底，我第一次參加巡天節前

的辦公室與光功樞機見面，他告訴我剛

清理光殿的大掃除工作， 在穿道袍時，

從醫院檢查出來，白血球沒法降下來，反

掌教告知大家：「̫͇̙ϡࡍటЍ໒

反覆覆的。當時他很高興、也很訝異我

ĂજүͧྵනၰĂ͞ܮχବĄ」三小時後，

為什麼會在台灣，但那也是我與他的最

掌教到光殿來看，問說：「ᔘ՟Ԙрĉ

後一次親和。
想起很多很多與光功樞機相處的點

ķĶԧࣇனдઇ۞ߏଋྍઇ۞֤˘Њ̍үĂ
̙۞ྖĂனдౌ̏གྷдಅשપધĊ」掌

點滴滴，真的是感觸良多，我發覺自己對

教回說：「שપԧ̙ົԘĂԧڽਮගଋࣇ

這位「老爺子」有種莫名的敬重。光功

ಅр˞。」大家都笑了，掌教果真給我們

樞機面對同奮時雖然很嚴肅，不過亦對

泡了極品香茗。

同奮愛護有加，感覺中自己好像與他老

光功樞機每次由台灣返美時，必帶

人家有種特殊的因緣。
光功樞機安守洛杉磯掌院，十年如

兩件行李箱，外加手提袋。有一次，我
幫他拉行李箱往宿舍走，他堅持一定要

一日，勤儉建教，撙節開支，忠於

從光殿樓梯上二樓。為什麼呢？原來兩

帝，謹遵師命，服從天命，真正是我們

件行李箱內全是光殿用的各類香，他自

同奮的好模範。（本文完成於丙戌年巡天

己的衣物只放在手提袋內，真是身教重

節前）

於言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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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振人心啟智能的一位絕者
洛杉磯掌院╱王正傑

ᇽ፟۞િላăፓ၁ĂឰТጬܜޥஊ႕ᙅĄ
ᛷᇆƝᆒ̂૽Ą

言單簡行 有圓方
光功樞機，是引導我皈依天帝教的有緣人，
是帶領我進入光殿的使者，也是伴著我渡過百日
築基的「絕者」－絕對的覺者。
他，言單、簡行、寡笑顏，恬淡無拘、有圓
方，長久駐教洛杉磯，深獲同奮一致愛戴。
他，也是因此讓我在教院不斷洗禮下，從靜
坐冥思中，自然體會到一直圍繞在教院裡外的「忠
誠」
、「毅力」
、「堅持」與「定念」
，這更啟示了我
對「功不唐捐」
、「隱顯圓融」所代表的深厚內涵，

體認到那是一種祖炁的傳承，實在是生化清明，可珍、可貴。

人生之淬煉 激勵我成長
他，有個簡肅的身型，很酷的臉，比公安還安！和著上述的特質作風，卻反而引
發了良性、有益人心的智能，消弭了一切負面的影響。
他，震盪了我對童謠的回想─「我是那小小鳥」
，在人間生存半個世紀後，才更
明白「我要長大」；而真正的成長是落實在他人生經歷的分享。那生命自立自持的特
質，那懇切的關懷，以及那種自然的灑脫，因為對人生聚合的淬煉而顯得郁馨永生。
掌教；這麼稱您慣了，希望別介意，我要再說一聲：您傻了勁的幹練是如此合我
之脾性，能夠共同成為這一大家子的成員，不禁感到有幸同緣。
ᔵీтĂώֶдć
ҁһа૰Ăࡺ˫Ϡć
˼ࡌᘃ৵Ă̙ࠦΟć
ГბॡĂሹሹ࠰̚۞Ą
ШଋະĂၙ֕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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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各教院、教堂、道場、單位通訊處
一、【北部教區】
◆始院、台北市掌院

23143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2 段 153~159 號
電話：(02)2913-5079．80
傳真：(02)2913-0557

◆天心堂
11458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4 段 216 號 5 樓
電話：(02)8792-5049
傳真：(02)8792-5160

◆天人堂
11288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 179 號 4 樓
電話：(02)2828-6960
傳真：(02)2828-6936

◆基隆市初院
20150 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 190 號 5 樓
電話：(02)2465-0593
傳真：(02)2466-4593

◆台北縣初院
22050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 1 段 150 巷 7 號

◆苗栗縣初院

◆南投縣初院

36061 苗栗市文發路 458 巷 196 號

54068 南投市彰南路 3 段 537 號

電話：(037)372-051

電話：(049)225-4462

傳真：(037)372-052

傳真：(049)225-4463

◆天祿堂

◆天南堂

35860 苗栗縣苑梩鎮客庄里 15 鄰 77之 1 3

54550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183 之 20 號

號

電話：(049)290-0431

電話：(037)851-152

傳真：(049)242-1140

◆台中縣初院

◆雲林縣初院

42078 豐原市水源路中坑巷 12 號

64065 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林頭 11 之 12 號

電話：(04)2528-5636．2524-1891

電話：(05)526-2716

傳真：(04)2526-4203

傳真：(05)526-4225

◆天甲堂

◆天立堂

43762 台中縣大甲鎮甲后路 35 巷 123 號

64741 雲林縣莿桐鄉和平路 41 巷 8 號

電話：(04)2687-0033

電話：(05）584-7810

傳真：(04)2687-0033

三、【南部教區】

◆天行堂
42353 台中縣東勢鎮新盛街 132 號
電話：(04)2588-5339

◆高雄市掌院
81365 高雄市左營區重治路 82 號

4樓

◆天安堂

電話：(07)345-6956( 代表號 )

電話：(02)2259-5862．67

41274 台中縣大里市塗城路 304 巷 69 號

傳真：(07)345-8804

傳真：(02)2259-5862

電話：(04)2492-2396

◆天風堂

◆桃園縣初院

傳真：(04)2493-9243

88045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 151 號

33047 桃園市中央街 47 號 7 樓之 1

◆天蘭堂

電話：(06)926-2399

電話：(03)335-5639．334-1110

36941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 7 之 7 號

傳真：(06)926-4371

傳真：(03)336-4276

電話：(04)2589-4761

◆嘉義縣初院

◆天鎮堂

◆彰化縣初院．天真堂

6215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 段 145 號

32444 桃園縣平鎮市崇德街 15 號

50090 彰化市中央路 93 號

電話：(05)226-7066

電話：(03)494-5388

電話：(04)763-0314~5

傳真：(05)226-2105

傳真：(03)494-6945

傳真：(04)762-5789

◆台南縣初院

◆新竹市初院

◆天祥堂

73049 台南縣新營市民生路 163 巷 29 號

30056 新竹市經國路 3 段 67 號

51046 彰化縣員林鎮惠明街 53 巷 8 弄 7 號

電話：(06)656-4069．656-5765

電話：(03)539-8379

電話：(04)833-4110

傳真：(06)656-4059

傳真：(03)539-8380

傳真：(04)838-3069

◆台南市初院

◆天湖堂

◆天鄉堂

70156 台南市崇學路 46 號

30344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新湖路 198 巷

52545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 679 號

電話：(06)269-3600、290-4903

22 號

電話：(04)897-6055

傳真：(06)335-7737

◆天根堂

◆天門堂

51452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十街 16 號

70953 台南市安吉路一段 290 巷 38 弄 7 號

電話：(04)881-7369

電話：(06)247-4243

傳真：(04)882-2949

傳真：(06)247-3437

電話：(03)599-5768

二、【中部教區】
◆中華民國主院、台灣省掌院
40651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 2 段 22 號
電話：(04)2244-2506( 代表號 )
傳真：(04)2243-7295

◆天錫堂
50547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安寧街 13 號
電話：(04)775-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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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66 高雄縣鳳山市中樂街 73 號

9200 GLENDON
91770 U.S.A.

電話：(07)790-5629

電話：0021(626)571-5983

傳真：(07)790-5628

傳真：0021(626)573-8609

◆屏東縣初院

◆日本國主院

◆高雄縣初院

WAY, ROSEMEAD

木縣那須町大字湯本

90093 屏東市武順街 23 號

CA

◆青年團北區新境界
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136 號四樓
電話：(02)3365-2137

◆青年團中區新境界
43449 台中縣龍井鄉東海街 41 巷 35 號
平 212

180

電話：(04)2652-6195 ‧ 2652-7802

電話：(08)753-9758

電話：0028(128)776-7108

傳真：(08)753-9759

傳真：0028(128)776-7118

◆天然堂

◆東京都掌院．葛飾區初院

70175 台南市東區裕農一街 160 巷 19 號

92053 屏東縣潮洲鎮田單路 65 號

東京都葛飾區新小岩二丁目 23 番 5 號

電話：(06)260-1129

電話：(08)789-4568．789-0947

電話：0028(135)607-9586

傳真：(06)260-1130

傳真：(08)788-1463

傳真：0028(133)674-7727

傳真：(04)2652-7802

◆青年團南區新境界

◆弘教經費籌募與節用委員會

◆千葉縣初院

四、【東部特區】

40651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 2 段 22 號

千葉縣山武郡山武町埴谷 1622-11

電話：(04)2242-4986

◆花蓮港掌院

電話：0028(147)589-2965

傳真：(04)2244-8862

97049 花蓮市軒轅路 11 號

傳真：0028(147)589-2965

電話：(038)353-579

◆大宮市初院

傳真：(038)339-225

琦玉縣大宮市宮原町 3-226-3

◆天福堂

電話：0028(148)665-7906

98144 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 1 段 152 號

傳真：0028(148)667-6457

七、【輔翼組織】
◆中華天帝教總會、極忠文教基金會
23143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2 段 155 號
電話：(02)2913-5079~80

電話：(038)880-212

◆宮崎縣初院

傳真：(02)2915-4290

◆宜蘭縣初院

宮崎縣都城市吉尾町 20-4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26050 宜蘭市民權新路 277 號

電話：0028(198)638-3178

傳真：(039)352-408

六、【極院單位】

◆天溪堂

◆鐳力阿道場

22744 台北縣雙溪鄉光復街 30 號

55543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電話：(02)2493-1132

電話：(049)2898-446( 代表號 )

傳真：(02)2493-3765

傳真：(049)2898-448．2897-752

◆天森堂籌備處

◆天人研究總院、天人修道學院

26561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 1 段 383 號

55543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台東縣初院

電話：(049)2898-446( 代表號 )
傳真：(049)2895-986

95042 台東市南海路 36 號
電話：(089)345-330

◆天極行宮

傳真：(089)345-330

43641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 38 之 1

◆天震堂
95642 台東縣關山鎮三民路 1 之 6 號

號

3105 240th ST.S.E.,BOTHEL
WA 98021 U.S.A.
電話：0021(425)485-6659
傳真：0021(425)485-6659

◆台北市信義老人服務中心
（台北市政府委託中華民國紅心字會辦理）

11070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36 號 4 樓
電話：（02）8787-0300
傳真：（02）8787-0307

◆台北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台北市政府委託中華民國紅心字會辦理）

10343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 8 樓
電話：（02）2558-0170
傳真：（02）2558-0147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55543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天安太和道場
電話：(037)881-363
傳真：(037)881-502

◆美國主院籌備處．西雅圖初院

傳真：（02）2578-4825

傳真：(04)2620-0540

36743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口 1 之 10 號

五、【國際教區】

電話：（02）2579-0305

電話：(04)2620-0019( 代表號 )

電話：(089)814-373
傳真：(089)814-373

1055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47 號 5
樓

電話：(039)360-712

◆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團本部
43641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 38 之 1
號
電話：(04)2620-3821
傳真：(04)2620-0540

◆美國洛杉磯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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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9)289-8975
傳真：(049)289-8448

九十五年十二月、九十六年一月份助印教訊雜誌徵信錄
教訊雜誌社
郭大遲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張鐘賢

范敏陽
二、○○○
高緒駿
二、○○○
高明健、高明暉
四、○○○
徐淑服
六○○
方敏風
四○○
徐緒滿
四○○
王鏡笑
四○○
徐大晶
四○○
徐心茲
四○○
張葉近
三○○
杜鏡栽
一、○○○
高蘭
二、○○○
趙順福
四○○
陳彩綢
四○○
趙燕惠
四○○
趙呈祥
四○○
黃惠珠
四○○
黃楷評、黃婉婷 四○○
范素玲、趙呈瑞 四○○
趙奎羽、趙婕羽 四○○
趙呈森、洪鳳玉 四○○
趙文翊、趙少偉 四○○
陳敏屏、洪嘉岑
一、○○○
柳光赦
一、○○○
熊敏晨
二、○○○
劉月藍、劉月黛
一、○○○
葉秀鑾
一、○○○
楊平元
八○○
楊梓增
六○○
楊豐瑜
六○○
姚躍、姚芝 一、○○○
楊敏鮮、姚正啟
一、○○○
陳敏敖
二、○○○
邱靜諧
一○○
陳怡樺
一○○
陳怡惠
一○○
江函豫
一○○
江培瑜
一○○
緒本、靜務 一、○○○
鏡工、正散 一、○○○
奮博、鏡施 一、○○○
郭光索
五○○
施俐君
五○○
吳月行、吳幸信
一、○○○
李家榛
五○○
正期班學員 一、○○○
趙旬、趙容 二、○○○
林季珊
四○○
林季甫
三○○
林季芳
三○○

任正福
陳文宏
許光勳
黃靜竹
盧鏡盛
蕭敏繫
吳承翰
饒敏予
許鈞婷
柯學甫
張聖昌
陳俐如
孫登齋
林敏彈

二、四○○
二、○○○
五、○○○
一、○○○
四、○○○
一、○○○
五、○○○
一、○○○
一、○○○
一、○○○
四○○
五○○
五○○
五○○
五○○
一、○○○

張阿菊
柯靜珊
黃光冊
陳珮珊
陳福寶
陳光瑕
賴敏圃
黃光啟
黃賴敏篤
林敏虛
李月實
林敏龍
鍾穗筠
黃敏鑄

桃園縣初院及天鎮堂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天心堂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林怡均

劉光禮
范姜敏鳴
黃子芸
黃光晴
黃海天

六、○○○
一、○○○
一、○○○
一、○○○
一、○○○

天人堂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呂柯貞填
林子睿
潘鏡味
林鏡昂
傅敏救
黃賢慰
林俊呈
林勁志
黃鏡玨

一、○○○
五○○
四○○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吳邱敏清

基隆市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郭敏珍
蔡麗君
郭鴻星
官鏡先
李月承
林靜淑

三五○
三五○
三五○
一、○○○
一、○○○
一、○○○

台北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蔡光思
陳敏莞
蔡靜瑤
蔡緒透
蔡靜新
蔡嗣高
陳月雅
陳光求
蘇華求
鍾朝龍
許哲銘
許進德
許家豪
台北市掌院
許家寧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何緒成
黃緒廉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五○○
一○○
二五○

林佳頤
林煒峻
林詩蓓
方江靜茜
方奮方
劉貞翼
吳鏡子
李光瞄
徐靜祈
溫彥博
簡光金
蕭敏準
張大章
鄭鏡培
張月美
黃鎮堂
葉靜念
彭黃貞祥
彭靜渾
賴炯琿
游智傑
游詠嵐
曾正熟
江靜俐
徐鏡義
侯志毅
侯宏毅
施落客
黎敏訓
蕭成耀
王鏡茂
蔡允漢
謝素樸
謝坤霖
謝振凱
張筠淇
黃鎮堂
徐鏡義
李鏡素
許嚴文
許大緯
張簡鏡昊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四○○
四、○○○
五○○
五○○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五○○
五○○
三○○
五○○
五○○
一、○○○
一、○○○
二○○
五○○
五○○
二○○
五○○
五○○
一、○○○
五○○
二○○
一五○
一五○
一○○
一○○
二○○
三○○
二五○
二五○
二五○

115
APRIL 2007

許秋麟
楊和順
楊張桂香
楊青富
楊青融
張權富

二五○
二○○
二○○
二○○
二○○
二○○

曹光反
曹辰宇
曹辰睿
楊正熱
謝鏡美
林鏡祈
蕭光藹
蕭黃敏彬
徐鏡清
滕緒陳
林鏡祈
林聖祐
魏菁萍
林煒承
林峻宏
施月樂
施緒源
鍾緒詞

八○○
三○○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二、○○○
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五○○
五○○
五○○

整理／陳敏屏

賀培豪、賀馨慧
柯羽謙、柯岳廷
柯易均
李義庚

二○○
二○○
二○○
二○○

天極行宮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新竹市初院
李冠緯、李冠儀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一、○○○

台灣省掌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王隱名
七、○○○
吳光甘
五○○
陳光貿
二、○○○
林紀麗雲
一、二○○
吳敏懃
二、○○○
楊玉華、楊貽孝
三、○○○
林良穎
二○○
陳火煌
二○○
陳正哲
二○○
陳正秩
二○○
陳榮偉
二○○
吳蓉蓉
一、○○○
陳國瑞
一、○○○
陳國瑄
一、○○○
陳國瑀
一、○○○
許光羲
一、○○○
賴靜格
五○○
蘇之林
二○○
鮑普療
二、○○○
李張梅花
二○○
陳敏宣
二、○○○
鍾靜雍
一、○○○
陳嗣強、陳嗣袪、陳素回
三、○○○
吳淑琳、吳普滌 四○○
賴緒旅
五○○
吳敏宅
一、○○○
王正派、翁鏡鼎 四○○
洪淑英
一、○○○
楊慈容
一、○○○
賀孟翎、賀姿萍 二○○

蔡宜儒、蔡岳妤
一、六○○
陳武揚、陳博揚
一、○○○
薛光霸、陳敏僖 六五○
薛月芳
四五○
薛月俐
四五○
薛春木
四五○
林莉綺
五○○
林辰宇
五○○
楊書瑜 、楊書哲、楊雯茹
二、○○○
張奮有
一、○○○
台中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陳品全
陳怡家
熊阿柑
黃澤瑋
黃昱誠
黃思閔
呂幸珊
洪正邦
陳坤鴻
廖月尊
陳明賢
林明池
莊國誌
莊玄筠
唐維聲
唐偉寧
卓敬涵
卓雨親
李緒徑
張鏡婷
蘇虹瑜
蘇家和
蘇筠婷
周楷弦
天甲堂
助印芳名

許振銘
許容熒
許塋屏
吳靜秩
劉佳稜
劉維軒
劉欣龍
王家達
王靜愉
王靜慧
王詠麒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三○○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一、○○○
助印金額

四○○
二○○
四○○
四○○
四○○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王雪美
張陽成
陳奕飛
郭美津
楊朝翔
楊采真
莊琦
莊永
高正言
天安堂
助印芳名

王鏡炁
林緒善
林廉晰
黃文輝
黃貴郎
黃敦祥
呂月亨
洪華菓
李蘇粉
李靜仰
林聖義
吳華莪
李春蘭
黃敦郁
蘇靜供
曾大泉
陳巧玲
曾鏡擇
陳立富
陳湘芸
林嗣鋒

五○○
二○○
二○○
二○○
二五○
二五○
二○○
二○○
二○○
助印金額

六○○
二○○
二○○
一○○
一○○
一○○
四○○
二○○
二○○
二○○
二○○
四○○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三○○
一○○

黃啟慧

五○○ 天立堂

天根堂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墜文書、林秋娟

洪鏡恆
楊正則
楊緒志
周靜膛
楊大牧
施銘浩
胡鍾懿
黃漢鵬
施妤汝
洪裕勝
洪裕棠
施桂瑩
李正水
陳信宏
陳信甫

五○○
五○○
五○○
一、○○○
一、○○○
一、○○○
四○○
六○○
三○○
四○○
四○○
四○○
二○○
一、○○○
二五○
二五○

天祥堂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張晶晶

助印芳名

四○○

南投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林朱卿
施連宗
張惠英
許麗敏
施荃耀
施筌淯
施筌友
陳怡文
ၓ̼Ꭹੰܐ
陳人杰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魏可法
謝光曲
一、○○○ 陳月惠
謝淑蓉
一、○○○ 天南堂
許敏諒
一、○○○ 助印芳名
吳敏朗
一、○○○ 美佳美髮
孫素康
一、○○○ 張靜蒼
康正墾
四○○ 范奮謹
梁月娟
一、○○○ 雲林縣初院
梁大宏
一、○○○ 助印芳名
楊月姮
一、○○○ 邱榮豪
謝宗育
五○○ 邱莉文
謝雅如
五○○ 吳宗瑋
江宛祐
四○○ 吳育成
江俞祐
四○○ 廖繼鍊
邱上玉
二五○ 王緒陀
王金菊
二五○ 王俊才
許廷妤
五○○ 王大鑫
許經綸
五○○ 侯月舒
曾大持
一、○○○ 陳俐菁
曾英叡
一、○○○ 陳致翰
施沛毅
一、○○○ 陳哲瑋
馬美君
一、○○○ 陳怡樺
吳普圖
一、○八○ 陳怡惠
吳淑牡
一、○八○ 邱鏡諧
賴敏盼
五○○ 江函豫
蘇素種
一、○○○ 江培瑜
賴月良
一、○○○ 柯俊銘
謝月記
五○○ 韓志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六○○
一、○○○
二五○
助印金額

六○○
四○○
五○○
助印金額

四○○
四○○
四○○
四○○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助印金額

一、○○○
墜筱珊、墜晏筑
一、○○○
余雅婷、余孟蓁、余銘偉
一、○○○
李志豪、李益杰
一、○○○
顏凱宸
一、○○○
王宜文、王嬿婷
二、○○○
廖月芝、廖月淑、廖耀東
三、○○○
台南市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二、○○○
黃貞覺、陳尚志、陳怡
縉、陳昱翔、陳昱誠、劉
玉喬
二、○○○
郭緒育、張靜養、郭月教
五○○

顏緒培
二、○○○
鄭靜心
一、○○○
蕭世平
一、○○○
王國安
三○○
蕭添隆
五○○
黃大聲
一○○
王國丞
六○○
李孟翰
五○○
林宗翰
五○○
林裕欽
五○○
洪宗賢
六○○
洪慧真
六○○
洪瑩倫
六○○
張皓珽
五○○
陳永康
三○○
陳孝慈
三○○
黃顯惠、黃顯淨 二○○
鄭方翔
一、○○○
蕭世昶
一、○○○
蕭世岱
一、○○○
譚振卉
六○○
譚振丞
六○○
洪月久
三○○
陳俊安
五○○
吳敏柄
二○○
劉緒輪
二、○○○
許月蟾
五○○
許月鶴
五○○
王大心
三○○
蕭大伸
五○○
李宜燁
三五○
李信宏
三五○
武晏如
三○○
武晏朱
三○○
張育誠
五○○
張皓珽
五○○
黃予辰
五、○○○
鍾依潔
五○○
顏子祥
五○○
顏志穎
五○○
李淑媛
一○○
許銘銓
一○○
許瀠方
一○○

五○○
三○○
二、○○○

屏東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賴光崧

高雄市掌院
陳黃涼
助 印 芳 名 助 印 金 額 賴李錦雀

童靜緣
四○○
葉緒訓
一、○○○
李敏茵
五○○
高來蘇
一、○○○
高義修
一、○○○
林千芷
四○○
許鏡苞
五○○
黃大駿
一○○
黃月菊
二○○
黃大茗
四○○
黃子凌
四○○
郭大化
二○○
郭家呈
六○○
謝承哲
二○○
蔡軒誠
二○○
朱鏡陀
五○○
蔡清德
二、○○○
吳秉修
四○○
吳政霖
三○○
吳東霖
三○○
鐘鏡術
五○○
張雅茹、張雅欣、張裕珉
二、○○○
羅介澤
一○○
羅孟瑢
一○○
侯胤德
二○○
侯宏德
二○○
侯冠煜
二○○
郭駿諺
二五○
郭翰綸
二五○
黃富堅
一○○
朱繼明
二○○
黃怡仁
二○○
黃郁珺
二○○
許心怡
二○○ 高雄縣初院
黃宥展
二○○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林緒在
一、○○○ 唐鏡盼
二○○
台南縣初院
鄭靜惇
一、○○○
五○○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黃敬元
陳柏穎
四○○ 侯正益、侯雅馨、侯智耀
二、○○○
馬敏助、陳柏村、陳人
一、○○○
豪、林莉婷 一、○○○ 李月璇
二○○
張緒黑、張黃銀花、張凱 李昱麒
葉華忱
四○○
傑、張莞庭、張佑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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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恩博
謝奮澈
張宜民

吳奕宏
曾鏡富

五○○
一、○○○
五○○
五○○
二○○

宜蘭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陳緒淼

二、○○○

臺東縣初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陳宥穎

二○○

花蓮港掌院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黃光掌
顏靜握
黃湘婷
陳大止
張光穗
許敏稻
劉光陣
王奕翔
王姿涵
林靜証
陳泰羽
黃華謹
李淑歡
李淑慰
李普熙

八○○
八○○
八○○
一、○○○
一、○○○
一、○○○
一、○○○
二五○
二五○
三○○
二五○
三○○
三○○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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