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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創造世界的和諧，一個對話暢通的世界。
一個和諧的世界之所以然，卻又恰恰是在于承認『差異』。古希臘哲人有『對立產生和諧
』之說；中國文化的精髓之一，則是『和而不同』，即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濟』。透過『
差異』而『致中和』，世界的豐富多樣才如其所是。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最終達至修、齊、治、平。沒有克己修身，就沒有世界的和諧
；沒有正心誠意，也就無所謂衣冠文物的對話，這是古人的遺訓，是中國的智慧。
按照古人的理念，人就是『小宇宙』。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的對話就是世界的對話，我們的
對話就是創造世界的和諧。」－摘錄自２００７紀寶成校長世界漢學大會邀請函

「儒家強調以天為則，就是要效法自然，順從自然，對於自然，對於天地萬物，我們必須
按照其自身的規律去理解它，輔助萬物順本性去發展，而不應該根據自己主觀願望去改變它，
這也是道家的思想。
儒家更強調，『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並存、相互包容的意思，這個世界只有多元並存，才
能相互吸取，才有共同發展。如果都是單一的話，沒有矛盾的同一思想，絕對的無差別的同一
意見，就沒有生命力，沒有前進的動力。
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的交流，互相衝突是交流、互相融通是交流，但是主體意識不能沒有
，否則的話就會出主為奴，淪為其他文化的附庸。」－摘錄自樓宇烈先生《中國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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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典禮及陞座典禮系列報導

天命有承 世代交替

／楊靜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本教謹敬舉行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於鐳力阿道場參機正殿、天極行宮天人大同堂。
建立天帝教首席使者任期制度，樹立儀軌道範，完備典章，為天帝教千秋萬世
建立宏規。
感謝維生首席揆領教政十二載，繼志述事、維護教綱、建構實學、培育人才、
厚實教本，效教始終，圓滿傳承。
祝賀光照首席拜命陞座，傳承道統法統炁統，帶領同奮厚植深耕，行穩致遠，
為兩大時代使命持奮不渝，共創新紀元。
時值丁亥年元月十五，先天無生聖母聖誕日。
世代交替，道脈傳承。天人同慶，齊聲禮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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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務小組統籌辦理傳承大典
參與同奮為建制度殫誠畢慮
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童光照
首席使者於人曹道場天極行宮陞座為
天帝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同時
宣告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圓成。
傳承大典分為拜命典禮及陞座典
禮，由「首席使者傳承工作組」之傳
務小組負責。整個傳承大典統由光光
執行長督領籌辦，總計一百五十五位
同奮投入前置作業及大典當日的各項
服務工作。拜命典禮及教政交替典禮
在鐳力阿道場舉行，由光劫副執行長
總其責；陞座典禮在天極行宮舉行，
由光武、光滔、敏令三位副執行長總

承大典揭開序幕，第二任與第三任首

責規劃執行、典禮事務及慶祝大會。

席使者分別指派代表人清點、簽章，

為了圓成儀式，陞座典禮在二月

移交教財、教產等教政清冊。晚間八

廿八日晚上進行排練、三月三日下午

時，光光執行長於鐳力阿親和樓四樓

，維生首席（編註）、光照樞機親赴

主持「宗教傳承座談會」，對兩岸宗

現場走位演練；拜命典禮的預演也在

教學人解析傳承大典立意，並請光證

三月二日上、下午、晚間密集展開；

同奮以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首席

三月二日晚間近十時，拜命典禮第三

使者推選大典為例，為學人們說明天

次預演後，數十位工作人員圍著維生

帝教的傳承制度；隨後，學者針對宗

首席一再仔細研議流程，天人研究總

教傳承的意義紛紛表述；學者認為：

院總院長室裡的討論聲此起彼落，充

太多宗教因為傳承鬧得分崩離析，天

分反應出同奮參與的熱忱。

帝教這個新興宗教能做到教政和平的

教政交替儀式為「傳」「承」揭序幕
拜命典禮莊嚴隆重天人禮讚

移轉，真的不容易！
三月四日上午的拜命典禮暨教政
交替典禮，邀請天帝教神職人員（樞

三月三日上午十時，天人研究總

機使者、主教、副主教、掌教、副掌

院總院長室的「教政交替儀式」為傳

教、開導師、預命開導師、傳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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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院各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
輔翼組織理事長、秘書長參禮。當日
下午，於天極行宮舉辦陞座典禮暨慶
祝大會，則擴大邀請全教同奮及各宗
教團體、社會人士參與盛會，列席觀

「恭請光照樞機使者入壇」

禮。

「主儀人恭請第二任首席使者入
壇」

清晨八時四十分，旭日萬丈灑滿
鐳力阿道場，四十九響鐘鼓齊鳴在靜

「 ČČ 恭迎道鼎、法印、 炁 寶入

穆的道場餘音迴盪，維生首席、光照

壇」，全體同奮捫心肅立恭迎道信。

樞機分由光通開導師、緒我同奮，普

三位道信典守人緒窺、光證、緒勵依

昇開導師、光赦同奮四人護導，穿過

序恭奉「道鼎」、「法印」及炁寶「

迎風開展的教旗，自天人大道步入參

大經、大法、大寶」，由參機正殿左

機正殿。觀禮人士經工作人員引導，

邊入口處入壇，恭置「道信」於几案

排班就位。排班形式打破傳統的男左

。全體恭向道信行四跪八叩禮。

女右的乾坤分列，以ㄩ字型為設計，

拜命儀式主要分為舉薦、宣詔、

第二任首席使者位居聖幕前正首位，

頒詔、奉詔、拜命、道信傳承六大序

拜命的第三任首席使者次之，樞機使

次進行：

者繼之，右側為開導師等神職人員，

「舉薦」：「 ČČჯϠͽௐ˟Ї

左側為傳訊使者、各委員會、輔翼組

ࢵयֹ۰ର̖ᓝኰ̝ڱᝋĂᖰະܲᖧ

織代表。來賓的觀禮區設於教壇外廊

ٺā˯݈̝ޓĂኛāཐຎ̟ආ̄

，主辦單位特別貼心的安置座椅供來

ЍௐˬЇࢵयֹ۰͇Ăͽॡ͟

賓觀禮歇息。

ĂυਕពჰᒪĂЍ͇̂ޓৌČČ
」維生首席恭讀感恩舉薦表文，向教

拜命典禮是首席使者向道統始祖
宇宙主宰

主

玄穹高上帝立誓－尊奉道

上帝保薦推舉童光照樞機為天帝

統，矢志忠誠，奉詔拜命，效教始終

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舉薦表文

的典禮。

列敘十二年教政的深刻轉折。維生首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

席回述過往，隨著翻騰的思緒而哽咽

典禮典禮開始」─儀式在司儀光幸預

地說：「 ČČаࢵֽॡྮĂѣᇎଈă

命開導師、贊禮緒期同奮的宣禮佈達

ѣ֙ᅕăѣഇޞĂՀѣຏປĄᖰШā

下依序展開：

˯ޓౘѩ͕߱ྮᄃ֗ྮ۞ຏצĄ …

「執事者各執其事」

…」十二年來，維生首席帶領全教同

「全體同奮請就位」

奮一起走過師尊證道後的十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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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雙飽含淚水的眼中，透露出這一

，「第三任首席使者跪承」。
維生首席恭捧法印傳授光照首席

路風雨中相互扶持的奮鬥情感。
「宣詔」：「؇ц̂أङ

，囑咐：「ϒ̂Ѝ。」ځ

ϛ۪˯ିିޓ͇ޓĈආ̄

「恭請第二任首席使者傳 炁 寶」

Ѝ͇ିޓ͇ࠎዸˠมௐˬЇࢵय

，「第三任首席使者跪承」道信傳承

ֹ۰Ą͠Ĉආ̄ЍāႬ͇ā

儀式依序進行。

လႬፓྕāధႬᓽऽāдໂܐॡā

維生先生傳授炁寶─大經、大法、

ฟ٤āдჯϠॡāᅃିᒊአČČ 」

大寶並相語光照首席：「炁ঈ࠹็」。

參機正殿內外悄然無聲，全體專注

兩代首席使者交替時刻，與會者

傾聽維生首席鏗鏘有力的宣讀教主

頻頻拭淚者有之，感佩者有之，觀禮

上帝詔命。

區的來賓也莫不神情敬肅。

「頒詔」：維生首席代表教主
上帝頒授光照樞機新膺天帝教駐人間
第三任首席使者詔命。

兩位首席簽署「天帝教教政典冊」
教史委員會 內執本部各典存一份
拜命典禮在向本師世尊首任首席

「奉詔」：光照樞機俯伏跪承謝

使者行四跪八叩禮後圓成。隨後，「

恩。
「拜命」：奉詔後，光照首席以

天帝教首席使者教政交替典禮」在大

本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身分晉居

同堂舉行。全體同奮著道袍與會見證

首位，使用首席使者專用之金黃色拜

，維生首席、光照首席交換簽署一式

墊，向

無生聖母、道統始祖宇宙主

兩份的「天帝教教政典冊」，並蓋上

玄穹高上帝行拜命禮，並跪呈拜

兩位首席使者的代表章「生生不息」

命表文。此時，維生首席退居光照首

、「維光普照」，完成交替，儀式隆

席側後方，以示尊禮。

簡。交接事項由「首席使者交替工作

宰

「道信傳承」：

組」籌劃，分為人事、教財、教產、

「恭請第二任首席使者傳道鼎」

教政暨歷年奮鬥實績，相關文件經極
院內執本部匯編成冊，先於三月三日

司儀高昂的宣禮，全場肅穆。
「第三任首席使者跪承」贊禮低

上午舉行的「教政交替儀式」清點移

穩聲方歇，維生首席恭捧道鼎傳授光

交；由第二任首席使者指定代表人－

照首席，口諭心傳：「֍ကт֍र」。

翊教光傑樞機宣讀、移交全部文件，

「恭請第二任首席使者傳法印」

第三任首席使者指定代表人－光昌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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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ࢵିޓयֹ۰ି߆Ϲആᖃķд̂Тૅ
ซҖĄᛷᇆƝᆒ̂૽Ą

機清點、收受，極院內執本部全員列
席備詢。傳承大典結束後，教政交替
文件一式二份，一份送教史委員會典
藏，一份交內執本部保管。
十時五十分，教政交替典禮圓成
。同時，天極行宮的陞座典禮也早已
佈署周備。參禮來賓扺達時，接待人
員已在報到處、天人大同堂、二樓會
議室候迎來賓入席，各分組也各司其
職投入工作。
樸素、儀式簡單莊嚴，在在顯示中華

行經平等堂左側有攢動的身影流

文化豐富的涵蘊。

連不去，佇足觀覽去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三任首席使者推選大典的實錄影像

激昂的頌樂再起，「 ऽܓ」 ܫ

及「生生不息」－維生先生教政十二

。九位護導人員自三位典守人手中恭

年回顧展。穿過迴廊，斗大的「天帝

接傳承的道信，一手傳一手地恭捧「

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陞座典禮」顯赫

道信」齊眉，相互作揖行禮恭遞；由

的標列在天人大同堂，正上方懸掛本

禮壇左首往禮壇中央傳遞，恭列在正

師世尊法像，二幅象徵炁氣相承的巨

中間的几案上。所有來賓恭向道信行

幅海報掛立兩側，整個禮壇呈長弧形

八鞠躬禮後，維生首席親授道信，仍

階梯狀，以褚紅色地毯舖設成三層位

是諄諄叮囑：「 ֍ကт֍रăϒ̂Ѝ

階，最上階敷設几案以供置道信典冊。

ځăԆј炁ঈ࠹็Ąķ光照首席敬承。
緊接著是「教政交替」，由維生

維生先生瀟灑從容轉移奮鬥跑道
光照首席立願深根厚植貫徹使命

首席授印（財團法人天帝教圖記）、
授冊（天帝教教政典冊），囑咐光照

午后二時，樂聲起，陞座大典開

首席：「 ჯ᜕͇ିޓੑဥڱˠ۞ᚑ

始。護導人員恭迎一身禮袍的光照首

ᄃӀৈ 」及建教三鐵律：「 ϒ̂Ѝځ

席及穿著道袍的維生首席先後步入會

ă๔ᆍିޙăϨିࢲĄ 」之後，維

場、一步一階徐徐步上禮壇，維生首

生首席致詞期勉、祝福新任首席。

席、光照首席分別在上階、下階就位

自本師世尊歸證，維生首席帶領

。護迎人員佇立禮壇兩側。禮壇陳設

全教依據教綱穩健組織，突破艱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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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交替時刻，同奮難掩既欣慰後繼

的四大使命繼續奮鬥下去。

有賢又離情依依的神情，澎湃的情緒

「 ळ 」，光照首席居正位就座

在維生首席陳述十年歷程之際，愈顯

，接受來賓行祝賀禮。磅礡的樂聲再

激越。對於經由無形有形共同遴選出

次奏響，敬穆的儀式、無私的創制挑

來的光照首席，維生首席十足肯定，

動著上百人欽讚、難捨、期待的矛盾

他說：「 ආЍࢵयߏώर͵дέ

情懷，在「 ऽਖ਼ჯϠАϠ 」時，引爆

៉ೇᎸ݈۞ିޓഇයࡻĂ̱͒ѐֽم

起全場高漲的情緒，掌聲四方響起，

ַϒ؟ĂЍ݈ޢĂߏିޓฟ౹ล߱

欲罷不能。此一同時，柔和的音韻緩

ώर۞۵۴ĄֶჯϠܜഇ၆۞៍

響，似早已洞悉百感情緒的起伏，適

၅ĈࠎˠĂш͕ච։Ăેְऽ

時慰撫。

ະĂϠ߿ᆍፓĂّݡᓽឰĂஎጏछ

放下的身影，一如先生從容、灑

็۞ă։ăऽăᆍăឰ̝Ӗ̣̄

脫的風骨，激起隨處可見熱淚盈眶、

ᇇČČĂ၁ࠎώି̚Ꮈ۞̖ĂϺߏ

神情不捨、黯然形傷的老少乾坤。天

ώर͵็۞ྕمˠĄ 」並立願「 ͽ

人大同堂座無虛席，親睹這一時代宗

͇ˠҁһ̙Ѫ۞ჟৠĂ̫ޢᐌЍ

教的傳承大典。

ࢵयͽ̈́БវТጬĂᚶᜈࠎ˯ޓৌ

陞座典禮圓成，慶祝本教傳承的

҃ጬĄ 」誓語一出，掌聲如雷貫耳

慶典即刻開鑼。慶祝大會由敏令副執

，全場來賓不約而同起身鼓掌致敬，

行長規劃，北、中、南三教區坤院協

久久不竭，反映出維生首席十二年來

同當地同奮擔綱演出，老、中、青三

的身心奉獻深獲教內外人士的肯定。

代同奮虔心歌讚，一片歡愉景象，卻

「 Ϲആјůע۷ăٚ۷ 」，此
時，維生首席仍位列上階，褪卸下他
身上穿著的道袍為光照首席穿上，並
仔細地繫妥三條道袍布帶，手扶光照
首席登階；撼動了參禮人士，難抑的

見危機小組片刻不懈的關注現場安全
秩序。

無形適有新命安排
天人同心力挽狂瀾

淚水伴隨著如潮的掌聲熱切相應。隨

自九十五年十月成立「首席使者

後，維生先生自降一階，面向光照首

傳承工作組」規劃相關程序，相應首

席鞠躬施禮，意喻完成首席使者天命

任首席使者總責無形組織「人間天帝

的交替，也彰顯中華文化尊賢的風範

教第三任首席者選舉專案會議」，費

，從此以「維生先生」自稱，向未竟

時半載，建禮制、定儀軌、立道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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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的建制，創
制不易。對於本次的大典的執行，在
檢討會議上，維生先生表示，集體力
量的貢獻就是盡善；也誠如先生所言
：「 ˵ధ̙ૉ႕ĂҭుѨГֽ࣒ϒ
」，無疑是決意為百代人奠基。繼往

͇ໂҖझπඈૅΠĂĶϠϠ̙िķůჯϠАϠି߆Ȉ˟
ѐаᜪणĂТጬăֽᄼҞ֖៍ካĂវົჯϠАϠ۞֗ିă͕
ିĄᛷᇆƝᔨჰෟĄ

開來的光照首席在拜命表文中深願：
「 ͽĺஎਆஎॲĻ͇ࠎ̼ିޓϫᇾĂ
аᕩିჩĂޙϲវטĂݓങିૄĂ೩
̿ĺାӃσିĻҖજ˧Ą 」體現了師

先天極院提昇為帝教總殿，因應此一

尊「不為自己設想」的無私精神，誓

方案，人間成立「本師世尊晉位大典

願將救劫的心法一棒一棒接續下去，

工作組」研擬各項救劫行動方案，天

宏開百代。

上人間同一心志力挽末劫狂瀾。

古代帝王的登基大典以至近代民

一如本師世尊的精神：「 ାӃ՟

主總統的就職大典向有議論，認為是

ѣഇĊ 」教政的運作一日不得方歇

江山易主、實權在握的宣示。天帝教

，傳承大典落幕，繼之而起的是光照

的傳承則是彰顯著時代使命的完成，

首席教政理念的實施，揆領教政，他

最終是落在每位同奮與繼任首席使者

以穩定人事、教財為要，在前兩任首

共同奮鬥的肩膀上，也唯有如此，天

席使者打下的基礎上深耕，誓讓救劫

帝教傳承的建制才有了神聖意義。

的修持觀深耕在每位同奮心上，深根
天帝教化，繼而根深葉茂茁壯不已，

「首席使者傳承工作組」緊密籌

天人合力，為全球局勢開化新象。

擘推選大典、傳承大典的同時，社會
亂象、天災人禍仍是百起不斷，對應

編註：維生首席於「首席使者傳

當代變局，無形適時安排新命─巡天

承工作組」一月份會議時指示：傳承

節聖訓頒佈清涼聖境與蓮花聖境定位

大典以「承」為主，教訊276期傳承大

在第九天天界，由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典特刊及生生不息回顧展以「維生先

與一炁宗主共同主持，設有五府。而

生」尊稱之。然，教訊報導應記實，

首任首席使者在丙戌年巡天節晉證「

今得先生首肯，以先生陞座典禮卸下

極初大帝」、晉位帝教總殿總主持，

道袍時為分野，在此之前仍以「維生

原帝教總殿提昇為先天帝教總殿，原

首席」稱呼我們的第二任首席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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ᛷᇆƝᆒ̂૽

感恩舉薦表文

十年以還 完成拜命誓言
滿懷感恩 謹向上帝復命
童子光照 深具君子五德
守道卓堅 必能顯緒嗣禪
歲際丁亥，時值元夜，天帝

正殿，虔敬八拜，拜表跪呈於

教駐人間第二任首席使者李維生

道統始祖宇宙大主宰

以感恩舉薦表文，偕同全體樞機

帝教教主

使者在天帝教鐳力阿天曹道場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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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穹高上帝天

御陛下

曰：維生於丁丑年元月十五日拜

命繼任天帝教駐人間第二任首席使者，

大原則，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慎

十年以還，完成了拜命時的誓言：

思佈建，行穩致遠」。

「 ϲఢĂޘטޙĂჸයࡻĂᕕ˧

第二、維生告訴自己，不論別人

ԆјώरϏౣ̝ᇇຽĂᅳБିᔙซ

怎麼謗我、譽我、毀我、成我，我祇

˟ŒŒŒѐĂσฟିޓາྻĄ」

選擇本師所留下以宗教、哲學、科學

並在人間陞座時曾向同奮承諾：

三結合的天人實學的身教、言教、心

「 ൴Ѝ͇̂ˠ၁ጯĂᜈၻϲޘט

教的原則，以及建教憲章的教綱精神，

ĂૈዳৠᖚĂݓ၁ିૄĂۧϒ̂Ѝ

堅持地做下去、走下去，再苦、再難、

ځჟৠޙϲϨିࢲĄ 」「 ͽТጬ۞

再屈辱，也堅持不變。
第三、維生告訴全教同奮三個堅

͕ࠎ͕ĂͽТጬ۞ᅮࢋࠎᅮࢋĂͽБ
έ៉ăБ઼̚ăБˠᙷ۞ӀৈࠎӀৈĂ

持：堅持

˘Վ˘ཙОĂ˘ᗛ˘ҕஶгĂឰ͇ޓ

立教憲章的教綱精神不可變。堅持本

ିдԧࣇ˘۞Тጬ͘˯ޙϲΞ

師世尊所立的規矩不可變。
第四、維生認為：「不要怕錯，

˳Ξᅈ۞ૄᖂ。」

祇怕不做。」錯了可以修正，錯了可

十年，回首來時路，有憂患、有
辛酸、有期待，更有感愧。謹向

上帝的信仰不可變。堅持

以虛心地改過，如果「不做」，就會

上

永遠停滯不動，沒有進步。何況成功

帝陳述此段心路與身路的感受。
第一、本師世尊證道後，維生冷

是在不斷的失敗中檢討、修正、調整

靜地檢視當時所面對的十大危機與問

得到的，成功不是坐在那裡等來的。

題，必須一一突破。一、信仰危機。

祇有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去，才會到

二、信心危機。三、信任危機。四、

達目標。

教義危機。五、教財危機。六、 炁 統

第五、維生堅持「正大光明、清

傳承的危機。七、美日國際弘教的危

白教風、勤儉建教」是天帝教建教三

機。八、弘教幹部中斷的危機。九、

鐵律。「先之、勞之、無倦」是首席

三大道場持續的危機。十、天人關係

使者的行動三準則。

的危機。這十大危機就是十座大山，

維生更以「愛心關懷、寬恕容忍、

十二年來，維生堅持以「腳步要跨得

負責承擔」為座右銘，時時勉勵自己

小，腳跟要踩得牢，行動要走得穩」三

，時時警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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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滿懷感恩、無限感激的誠心

儉樸，品性謙讓，深具儒家傳統的溫、
良、恭、儉、讓之君子五德。

向我
上帝復命，敢請

光照樞機在後天學精土木工程，

聖慈垂察Ą

爾今，任期十年屆滿退任，維生

因此，他木樸土實，履正踐篤。他剛
中有柔，柔中有剛。在人道歷練中，

立願：
一、完成天人實學體系，落實本

他精氣內斂，腳踏實地。在天道修持
上，守道卓堅，行道圓滿，實為本教

師世尊理論研究與實踐方法。
二、繼續促成兩岸和平統一，落
實本師世尊保台護國之未竟命。

中興的幹才，亦是本師世尊忠誠的傳
人。
維生以第二任首席使者掄才舉賢

三、建立宗教大同對話平台，落
實本師世尊「敬其所異、愛其所同」

之法權，謹敬保薦於

的宗教會通精神。

請

上帝之前，敢

四、以有限生命奉獻於無限之天

聖慈授予童子光照第三任首席使者天

赦之教，落實寬恕悔過、除殘止暴的

命，假以時日，必能顯緒嗣禪，光大

救劫行動。

天帝真道。
維生以一個天人老兵的不死、不

維生再拜再陳：
感謝

上帝俯察人間帝教教政實

退心情，在

際體制之運作，欽定推選首席使者辦

上帝陛前，以滿懷感恩、無限感銘誠

法，人間極院已於九十五年十二月十

述心聲，並懇請

七日依循教綱程序，完成推選童光照

聖慈頒授童子光照第三任首席使者天

樞機為天帝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

命，以期完成道統、法統、炁統之傳

使得維生完成承前傳後，開天繼人，

承。拜表以

立道規、建制度的心願與任務。
童子光照為本師世尊在台灣復興

聞

帝教的前期菁英，廿六年來忠侍正宗，
光前照後，是帝教開創階段本師的股
肱。依照維生長期對他的觀察：他為
人溫和，宅心善良，執事恭敬，生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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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首席使者拜命表文

凝聚英才 廣納賢言
深耕深根 穩定發展
維天運丁亥年元月十五日．中華
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受命弟子童
光照在天帝教天曹鐳力阿道場之參機
正殿，敬謹以惟精惟一、至誠至真之
身、心、靈，俯伏於
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

御陛下
虔敬奉受天運丙戌年十月廿七日．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旨詔：
嗣緒垂禪，傳承道統、法統、炁統，
善繼奠人間教基，做救劫弘教先鋒之

深刻體會「創業」之道，必要做到好
的守業之道，伏懇
教主

上帝直降親和之光，時錫信心

、智慧、力量，引領弟子能腳踏實地

使命，弘開教運！
弟子矢志奉獻全心全力執行天命
任務，值此拜命之時，坦誠此心此願：
而今而後，一德一心，慎始慎終，
恪遵天命，服膺真道。依據本師世尊
首任首席使者傳承的大經、大法、大
寶與天帝教獨有的宇宙法寶，凝聚英
才，廣納賢言，帶領全教同奮共同為
救劫弘教兩大時代使命任務持續不斷

，循序漸進，從新以首任首席使者及
第二任首席使者奠立之教基為起點，
不行倖，不躁進，以「深耕深根」天帝
教化為目標，回歸教綱，建立體制，
厚植教基，提升「救劫弘教」行動力
，以「穩定中求發展」為原則，秉持
「正大光明」、「積極樂觀」之三奮
精神傳統，勤儉建教，崇實弘教，開化
人心，回天轉運，化延浩劫。

奮鬥。

耿耿精誠，伏乞垂鑒。謹表以

弟子秉性木訥樸實，有幸親身追
隨首任首席使者、第二任首席使者，

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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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九十六年三月四日

地點：天極行宮天人大同堂

場合：首席使者傳承大典中講話

從穩定中求發展邁向「深耕深根」
與「救劫弘教」的康莊大道
「大經、大法、大寶」就是天帝教的「根」，也是道統、法統、炁統的傳承。
儘管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但我們的道心不變，救劫的心不變，
本人以至誠至真的心向教主 上帝立願：
一、我願發奮鬥心。
二、我願行奮鬥道。
三、我願為帝教厚植教基。
四、我願為帝教做救劫弘教先鋒。
五、我願常奮常鬥，無始無終。

維生先生、各位宗教先進、各位
貴賓、各位同奮：大家好！

師世尊與維生先生奠立的基礎上，學
習首席使者的奮鬥精神，一步一腳印，

承蒙各位蒞臨指教，本人銘感萬

走得穩、踩得牢，在「穩定中求發展」。

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天

針對內環境需要 我的做法是「深耕」
「深根」 也就是厚植教基

分！
帝教完成第三任首席使者之推選，本
人承膺天帝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

首席使者是天帝教駐人間最高負

天命，這是一個救劫天命，是責任，

責人，為本教作先鋒，奠定人間教基。

也是承擔。

在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天命聖訓

本人深深感到任重道遠，願在本

中指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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রආЍᇽֹ፟۰ᓕ͇ٚିޓ

天命」，是要傳承道統、法統、炁統，

ዸˠมௐˬЇࢵयֹ۰͇Ăჰݬ

善繼首任首席使者、第二任首席使者

ᒪĂ็ٚăڱă炁Ăචᚶ

一貫之使命：奠人間教基，做救劫弘

Ķ ಧˠมିૄĂઇାӃσିАዡķ̝

教先鋒。
「深耕深根」的直接意義就是

ֹĂσฟିྻĊ
天命聖訓很清楚的指出「本人的

「 厚植教基」。「根」是天帝教化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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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根，也可說是天帝教的教基；

࣎ॲę̣ܝΑኝϖᅈ̙តĂॡд

「耕」是弘法佈道、救劫弘教的活動

តĂሗ߹дតĂ͇ܝ̣ିޓΑኝ̙តĄ」

；「深」是由淺變深、由薄變厚，就

可知天帝教的根又可擴充為教義、教

是將天帝教的「根」透過「耕」，使

綱、昊天心法、教史、聖訓，屬於另

「根」更深、更厚，達到「厚植教基」

外一種法門的「五門功課」，也是維

的目的。

生先生積極建構的天人實學體系，以

本師世尊復興天帝教，十四年來
從無到有，維生先生從代理首席使者
到第二任首席使者則有十二年，建立
了天帝教在人間的穩固教基。所謂「
創業維艱，守業難」，本人將要盡心

五門功課的「根」落實天帝教的「根」，
形成了「深根」。

深根從家為教本 廣渡原人 設置硬
體教產三方面著手

上帝交付

天帝教在人間台灣寶島復興以來，

的天命，以及本師世尊的恩典與維生

已有廿六年的基礎，也就是打下了廿

先生的期勉。

六年的「根」基，如何讓「根」紮的

盡力來完成使命，以報教主

天帝教的「根」是什麼？如何來
做「深耕」的工作？「大經、大法、

深？本人以為要有「深根」的指標。
可以從三方面來談：

大寶」就是天帝教的「根」，「大經」

第一、家為教本。本師世尊告訴

教義—新境界，是弘法佈道的依據，

我們： АႽˠĂГ࣒͇ 。有幸福

精神在於闡示宇宙真理及天人實學。

的人道，才有圓滿的天道，「幸福的

「大法」教綱，是建教的憲章，主旨

人道」就落實在家庭，這是修天道的

在於鞏固法統體制與宗教倫理。「大

基礎，也是奠定「深根」的首要工作。

寶」宇宙應元妙法至寶，為本師世尊

我們要將上帝真道「深根」在家

修持的心血結晶，是法華上乘一脈相

庭，除了從自己做起，將上帝教化帶

傳的修持與救劫的寶典。代表天帝教道

入家庭之外，還要讓家人都能皈依天

統、法統、炁統的傳承，是同奮皈奉帝

帝教，成為「帝教家庭」，全家一起

寶、道寶、師寶的法寶，也是同奮在救

奮鬥，真正落實「家為教本」的真諦。
第二、廣渡原人。就是將

劫、弘教、教育、訓練、修持的主要依

上帝

的真道深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引渡

據。
本師世尊告訴我們：「 ିཌྷăି

一位原人來參與奮鬥行列，參與救劫

ჩăڱ͕͇څăିΫăཐ̣ॲߏܝĂ

弘教，接受完備的教育訓練，自然能
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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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真道深植於原人的內心，

上帝

第一、發揮研究團隊之組織力量。

的真道傳遍世界每個角落，達到「深

本教教綱有專章在談研究教育，第

根」的實質意義。

六章「精神教育」第廿三條「教本」強

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自然能將

如何做好引渡原人是弘教的重大

調：

課題，尤其是引渡青年同奮，天帝教

ώିЧ৺σିొ̝ჟৠିֈĂ

有闡揚宇宙大道的教義—新宗教哲學

ᑕͽ็ᇫ͇ޓৌĂࡁ࣒ώିିཌྷࠎ

思想體系，但面對眾生，要引渡原人

ା͵̝ώĂࠎഇ೬цأ৪Ăஎˢ

來歸，還需要有應乎人心需求的方便

͉۩ଣՐцأޢտౣĂ఼͇ˠ͛

法門，天帝教引渡原人的方便法門是

̼Ă็ᇫ͇ޓৌĂώିপనĶ͇ˠ

天人炁功及靜心靜坐，如何靈活運用

ࡁտᓁੰķĄ
第三章「天人親和」第十三條

此二方便法門來擴大引渡原人，就與

「教魂」強調：

「深耕」的課題有密切的關連了。
第三、設置硬體教產。設置教院

ࠎՐ྿јቁܲώି൴ேгέ៉Ă

的目的，是讓一地區的同奮在奮鬥一

ซ҃߀ା͇˭ᄔϠĂ̼ؼ໑ໝг̝

段時間後，為提升奮鬥之力量，集合

পঅЇચĂҋᑕΐૻ͇ˠᏐ็ͽҶ

全體同奮力量集資購置，成為天帝教

͇ޓৌăፍᏞ͇ޓຍўĂͽ̈́ଣՐ

的救劫弘教據點，這是展現「深根」

цأޢৌநĂ·၁ώିିཌྷࠎࢋ

的具體成果。

ϫᇾĄ

天帝教復興廿六年來，在台灣及

現已成立了「天人研究總院」，

美、日均有數十座教院做為天帝教的

「深耕」就是要讓天人研究總院的四

救劫弘教基地。「深根」的工作就要

院完整的發揮功能，尤其「天人親和

多開拓新教院的設立，除在既有的台

院」要多培養天人交通人才，充實教

灣與美、日地區建立新教院外，在大

義內容，厚實「深耕」的力量。

陸、東南亞、歐洲、非洲、澳洲等地

第二、充實教育訓練之體系內涵。

區，待機緣成熟時，也要建立新的救

教育訓練分長期訓練與短期訓練，統

劫弘教據點，期以天帝教「深根」地

由天人研究學院、天人修道學院負責。

球五大洲為目標。

神職培訓班、道學研究所、先修班、

深耕從研究團隊、教育訓練、引

正期班等屬於長期訓練，短期訓練有

渡原人的方便法門三方面加強「深耕」

靜心靜坐班、正宗靜坐班、傳教班與

的意義可以從三個項目來說明：

傳道班等。靜心靜坐班以健康長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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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靜坐班的基礎，正宗靜坐班、

也就是核子毀滅戰爭的威脅—第三次

傳教班、傳道班是一系列以親身體悟

世界毀滅大戰，它是一種兩敗俱傷、

昊天心法救劫急頓法門為目標的修行

玉石俱焚的暴力鬥爭，將破壞整個地

訓練班，透過訓練提升修持的熱準，

球人類的生存環境。因此，天帝教在

培養救劫弘教種子。

西元一九八 Œ 年．民國六十九年十二

「深耕」是將各訓練班之定位釐

月二十一日在台灣寶島為了搶救這個

清，並完成授課內容及教材，強化講

浩劫而復興，本師世尊囑咐全教同奮

師陣容。

說：

第三、擴大應用引渡原人的方便

ώयᔵᕩᙋа͇ĂҭБିТጬ̪

法門。天帝教有天人炁功及靜心靜坐

ᑕҹႽώᖚĂචវӍຍĂᜈԆј

二種引渡原人的方便法門，因應時代

̂ॡֹᄃϜី໒ˬ̂পؠЇચĂ

的變遷、環境的變化、人心的陷溺，

̙ਕѣٙጻަĄ

對此兩種引渡原人的方便法門應有全

本師世尊說得很清楚，我也願意

面性的檢討改進，有效的運用，才能

和同奮一起持續奮鬥來完成天帝教的

達到「深耕」之目的。

時代使命，絕不能有所懈怠。

針對外環境的挑戰 我的做法是提升
「救劫弘教」的警覺心與行動力 鼓勵全
教同奮們內修五門功課 外渡天下蒼生

關於第一時代使命，本師世尊說：
؉ңௐ˘ॡֹĶ̼ؼ८ጼ໑
ໝজӃķᔵ྿јܐՎϫᇾĂБЧ
г͇խˠ̪ᐛĂᐌॡΞਕ឵ј̂Ă

先要從天帝教重來地球台灣寶島

ˠᙷ݈̙Ξሄ៍Ċ

復興的緣由談起，也是復興天帝教的
天命源頭。

第一時代使命在本師世尊駐世十
四年帶領同奮的努力下，達成初步目

天帝教是應元的宗教、是救劫的

標，三期末劫的劫運由清劫走入平劫，

宗教、是應這時代的需要的宗教，然

再有維生先生帶領同奮奮鬥十二年，

而今天人類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

劫運由平劫進入春劫，但就長遠目標

代？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物質科技發

來看，「化延」仍不等於「化解」，

達、人心陷溺，精神文明墮落的時代

縱觀目前國際情勢，擁有核武的國家

，是天上人間所知的三期末劫總清的

如美國、俄羅斯聯邦、中國大陸，新

時代。依人間現實世界的說法，即是

的擁核國家如伊朗、北韓等仍然擁核

面臨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興起，

自重，加以最近中國大陸以導彈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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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衛星，都有升高核武為太空戰爭

即產生不可思議的無形化劫力量。

的徵兆，核武對抗之危機確實「隨時

第二、有修持救劫的法門—昊天

可能釀成大禍，人類前途不可樂觀！

心法救劫急頓法門。它不但可以搶救

」大家應有這種警覺，透過救劫弘教

原人，更能搶救應劫的眾生，只要能

的行動，期能繼續化延，最後化出一

依昊天心法之要領及步驟不斷修持，

個救劫的奇蹟。

必能及身成就，立地成就封靈，直接

有關第二時代使命，本師世尊說：

參與無形救劫行列，產生無形應化有

͍ͽௐ˟ॡֹĶቁܲέ៉ೇ

形的救劫力量。

ᎸૄгķĂԾᙯାӃσି݈Ҍ̂Ă

第三、有日常修證的基本功課。

ೇᎸૄг̙ܲĂ࿇ኢσ͇̼ିޓĂຬ

奉行「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

ାˬഇϐӃĄ

為拯救天下蒼生、化延核戰毀滅浩劫

本師世尊又說：

而奮鬥，勤修基本功課以培養正氣。

Հާ̷۞ߏࢋέঔ˧ڠࡎĂ

這是修心煉心的法門，透過修持發揮

࿅σڱҶĂಓέ៉Тࡪ۞ᇎଈ

無形正氣，產生潛移默化的感應力，

ຍᙊĂഇਕഭ࿅П፟Ċ

正己化人，這就是「救劫在救心」。

首先我們要知道，第二時代使命

能多渡一個原人，即能產生一分

攸關救劫弘教前途至大，復興基地不

救劫力量，減少一分造劫，所以要

保，遑論弘揚天帝教化，兩岸的關係

「一面救劫，一面弘教」。

一定要透過各種弘法佈道的活動，喚
起兩岸民眾之覺醒，促使兩岸和平早
日降臨。
「劫由人造，劫由人化」、「救
劫在救心」，要搶救三期末劫，要完

針對實施計劃的進度 我的做法是依
循「穩定中求發展」的腳步 分近期
中期遠期計畫而前進
理念仍要實施計畫配合，我有近

成兩大時代使命，天帝教有很殊勝的

期計畫、中期計畫與遠期計畫，基本

救劫法寶：
第一、有特定經典—「皇誥」、

精神為「穩定中求發展」。

「寶誥」。它是緊急的救劫法寶，透

一、近期先求「穩定」，也就是

過同奮持續不斷的持誦，句句「慈心

「學著走」、「跟著講」、「接著做」，

哀求」

上帝化延浩劫，「聲聲願願

沿續本師世尊、維生先生的腳步，一

達金闕」、「吸吸呼呼通帝心」，立

步一腳印的走。延續治教精神–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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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期，就是建立一有利的

光明、勤儉建教與清白教風，在穩定
中求發展。先求人事穩定、教財穩定，

環境，使小樹能長成為大樹。
從內環境之發展需要到外環境救

以達教政穩定。
人事穩定：依原人事組織制度運

劫弘教之挑戰，我們要「深耕深根」，

作，有所異動仍依既有的人事規範辦

以「穩定中求發展」一步步實施，一

理。

切的一切，尚需要全體同奮共同發心、
教財穩定：秉持「勤儉建教」的

精神管理教財，原訂之工作計劃依原
案執行。
天帝教在人間台灣寶島復興廿六

共同參與、共同支持，大家同心同德，
團結合作，犧牲奉獻，完成使命。

傳承道統法統炁統 常奮常鬥無始無終

年，就像是一棵小樹，近期計畫即是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

如何維持小樹原有的生存條件，維持

變，但我們的道心不變，救劫的心不

原有的生命。

變，我們承繼道統、法統、炁統持續

二、中期在穩定中踏出一小步，

走下去，天帝教化普化全球！
本人以至誠至真的心向教主

穩定中求小發展。復興廿六年來，由
無到有，有許多制度規章亟待研議與

上帝立願：

訂定，期能落實教綱，建立救劫弘教

一、我願發奮鬥心。

的組織制度。

二、我願行奮鬥道。
三、我願為帝教厚植教基。

這一段時期也就是如何加強改善

四、我願為帝教做救劫弘教先鋒。

小樹的生長環境，以達到需要的成長。

五、我願常奮常鬥，無始無終。

三、遠期擴大推動「廣渡原人」、

最後，祝福大家永沐

「弘教」及「救劫」之工作。從
「學著走」、「小步走」到「大步走

和光與恩澤。

」，除 加 強 各 種 教 育 訓 練 外 ， 要 加
強 「廣渡原人」來參與奮鬥行列，多
引進一位原人就多一分救劫的力量，
多設立救劫弘教據點就更能凝聚同奮
奮鬥的力量，也增加接引「廣渡原人
」的力量，這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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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上帝的親

ᛷᇆƝӓЍᅃĄ

傳承建制幕後記實

同心協力 承先啟後 迎接新時代
／編輯部

維生先生以他的學養與人生閱歷及堅持，引領弟子們為傳承制度建立典章與儀
軌。兩位首席的一傳與一承間為天帝教立下典範。開創、見證歷史新局，是我
輩同奮的福氣，亦是發願同心協力、承先啟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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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的首席使者
要有一個超然的工作團隊

ӘۢĂТጬ˘វᏲҖࠎࢋĊ 」九月
三日，第一一八次樞機院會議修訂通

三年多來，維生首席一再公開表
示：「 Їഇب႕Ă̙ГᜈЇĄ 」任內
最後一次環島親和訪問時，愷切的對
同奮談到： रᙋࢬޢ၆Ȉ̂П፟
ॡĂՙඉ۰؝ӧဩ۞ຏᛇĂ̙ᑕྍ
ࠎ˭˘Їࢵयֹ۰۞ፉ ；並以「
ᛋᛇזᝋ˧୬୕ດֽດ̂ 」極為「自
污」的理由向

上帝認錯－「 ٙͽĂ

ԧШā˯ޓኛՐ̙ГాЇĂֶ̳ฟ۞
ᏱڱଯᏴ˭˘Їࢵयֹ۰Ăޙϲ
ޘטĄČԧଂर֤྆ତ˭ࢵयֹ۰
۞ЇચĂᔘߏࢋଂԧ۞͘̚็˭ΝĂ
јࠎ˘࣎ેҖ͇็۞ٚ۰Ą」
樞機院面對維生首席的決心，九
十四年起即討論、爭議，主要環繞在
尊重制度、不破壞體制。九十五年二
月．丙戌巡天節，維生首席向

過「天帝教極院組織規程」、「天帝
教樞機院組織章程」、「天帝教樞機
院會議議事規程」，經首席使者核定
，九月二十日公佈實施，「首席使者
任期十年，不得連選連任」遂行拍板
定案。
超然的首席使者，要有一個超然
的工作團隊，負責選務及傳承相關事
宜的建制與執行，樞機使者是首席使
者的選舉人也是候選人，不宜介入。
十月二日「首席使者傳承工作組」正
式成立，維生首席親任召集人，主要
成員為中華民國主院三位副主教、極
院代表（天人研究總院、傳道使者團
、內執本部）、三大道場主任開導師
。組織如下：
閟務小組（執行長－邱光劫副主

上帝

請命：「不適用連選連任」後，樞機
院提出法案研擬「首席使者任期十年

教）：負責規劃、執行九十五年十二
月十七日推選大典選舉事務。
傳務小組（執行長－李光光副主

，不得連任」。這中間最重要的轉折
來自於一個觀點：「 ࢵयֹ۰Ȉѐ˘
ЇᏴᓝטቁϲޢĂ࿃זᏴᓝۋᛉॡĂ
ϤኡֽઇЅĉ 」最適合的是現任首
席使者，但是，若現任首席使者可以

教）：負責規劃、執行九十六年三月
四日傳承大典事務。
承務小組（執行長－蘇光昊副主
教）：負責兩組的總務工作及預算執
行等事務。

連任，則又不超然。

秘書小組（天人研究總院呂光證

九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首任首
席使者傳示聖訓：「 ώିௐˬЇࢵय
ֹ۰̝ᏴᓝĂᑕٺؠௐ˘˘ˣѨᇽ፟

同奮）：負責交接事宜及傳承工作會
議、時程管理、文書整理、協調聯繫。

ੰົᛉԆј࠹ᙯᏴᓝఢౢ̝࣒ࢎĂ̳
20
天帝教教訊／N○.278

其中交接事宜因關係到前後任首

ЍࢵयٚତܫĂϺٚତௐˬЇࢵयֹ۰͇Ą
Ğ˯҃˭ĈကăڱОă炁ᚗĄğᛷᇆƝᆒ̂૽Ą

席法權轉移、首席經驗之「交」與「
教」、內執本部核心業務等等，性質
與推選大典、傳承大典迥異，維生首
席又特別組成「首席使者交替工作組
」，光證同奮負責召集，成員有內執
本部的黃緒我同奮、大藏室的謝敏榜
預命開導師、傳道使者團與樞機院的
謝普昇開導師、代表教育訓練單位的
邱光劫開導師，十二月十八日起開始
運作，並請光照樞機列席。

負責同奮集思廣益相互配合
嚴謹規劃各項作業
首席使者選舉，樞機院代表人間
依民主制度凝聚的共識，天人親和院
負責傳遞天上之訊息，統籌選務工作
的是閟務小組。
天人親和院依樞機院決定研議：
「如何確定真天命的首席使者？」教
綱附件規定三位侍生以侍光、侍筆、
侍準，分別在三個光殿接傳聖訓，而
樞機使者在光殿投票，天上人間四方
面須一致，乃是真命；以數學機率計
算，四方面碰巧猜對，機率是十萬分
之七，科學說服力頗高。然而，此方
式無形的權力非常大，千百年後，當
天帝教弘揚全球，同奮們國籍種族及
文化日益複雜時，易衍生黑箱作業的
問題。
為此，天人親和院召開多次傳訊
使者會議，經過漫長的討論、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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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結論為：「建立為二階段制，

限制人員、畫定專區，推選大典影片

首先是樞機院選出三位候選人，由天

上網，另外還針對選務若陷入膠著、

上傳下同意或不同意，第二階段直接

時程延宕時之應變方案。

傳示頒天命或不頒天命」，此法既尊

維生首席認為情境醞釀很重要。

重了人本理念，也維持了無形的天命

於是，閟務說明後，司儀唱名，維生

，同時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科學理性，

首席為樞機使者一一配戴識別證，進

與其他宗教比較，彰顯了本教對「天

入閟場。大典開始時，樞機使者在司

人關係」的嶄新詮釋，因此在宗教座

儀唱名聲中，由道務人員手捧樞機使

談會時，與會學者咸認為「兼顧人間

者的道信「簋」，引導入壇定位。大

、天上，又合乎理性」。

典圓成謝恩時，祈禱親和歌的雄渾樂

天人親和院處理選務事宜極為嚴
謹：現階段合格侍生只有一位，親和
院召集曾任合格侍生、培訓侍生，閉
關廿一天，經無形考試、傳訊使者會

聲揚起，鐳力阿道場益顯莊嚴神聖。

傳承大典以「承」為主
有傳與承之秩序位置

議核定，吳光呼、桑敏接同奮榮任推

傳承大典依維生首席構想，分為

選大典侍生；傳訊使者呂光證、王光

「侍天」的拜命典禮，因為首席使者

髓同奮被徵召為護導人員，確保當天

由教主

侍生彼此不交談，以及由被隔離的清

應對

虛妙境至侍傳光殿中不受干擾；此外

舉行。「應人」的陞座典禮，因為首

，光殿行進走位禮儀、信封密封、木

席使者法權來自同奮，應在人曹天極

質呈盤等等細節，均極講究。

行宮天人大同堂舉行。前者邀請傳道

上帝授命為駐人間的代表，
上帝拜命，在天曹鐳力阿道場

閟務小組從成立起，每半個月開

師以上神職人員、委員會正副主委、

一次會，在光劫副主教認真帶領下，

輔翼組織理事長、秘書長及學者觀禮

選務、侍傳、道務、閟護、史錄、總

。後者則廣泛邀請執事以上教職及各

務、機動各分組及相關人員，身為天

界人士參與。光光執行長統籌，拜命

帝教建立制度的歷史見證者，無不戰

典禮設有行政、史錄、道務分組。陞

戰兢兢，展現高度熱忱及自我調整的

座典禮設有危機處理組、動員組，另

耐力。一切從無生有，依各分組前置

設接待、行政、史錄、典禮、總務、

作業資料彙編草稿，三次演練、三次

醫務、音控、交通、報到、資訊等分

討論、三次修正，方有推選大典的手

組。依例由維生首席每半個月召開會

冊。凡事考慮周密，比如：光殿攝影

議，光照樞機列席。各組於巡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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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假日期間，緊鑼密鼓的開會籌備

時，適逢無生聖母聖誕，維生首席最

、演練動員。

後一次以首席使者身分帶領同奮在參

維生首席強調天帝教的首席使者

機正殿誦誥，下光殿時靈光乍現，臨

只有一位，因此在傳承儀式中前後兩

時告知緒我同奮準備一件師尊的道袍

任首席使者之傳與承的秩序、位置，

。這幕賺人熱淚的神來一筆，連工作

都非常講究，比如光殿上首席使者金

小組主要成員都意外、震撼，素樸的

黃色拜墊只能有一個，象徵首位，先

師尊道袍對同奮而言，是那麼親切又

由維生首席居首位，而在光照樞機在

與

拜命後退居側位。拜命典禮由維生首

事實證明，維生先生對天帝教的情感

席向教主

及豐富的文化素養，一直是整個傳承

上帝感恩舉薦光照樞機後

，經宣詔、奉詔而至拜命，光照首席
升表發願後，典禮圓成。光殿排班因
應觀禮，面對聖幕呈ㄩ字形，拜命在
ㄩ字形中央，觀禮人員依序排班，看

上帝同在，深具傳承意義。這些

制度能夠粲然完備的主要因素。

首席使者工作交替有「教與學」
「教與交」的過程

似乾、坤不分，實有脈絡。侍香人員

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九十六

、道信典守人員由左邊入口進、右邊

年三月三日交替工作組與傳務小組同

出口退，動線似圓，象徵圓滿。

時運作。光照樞機同時接受「教與學

陞座典禮時，維生首席將身上道
袍脫下，親自為光照首席穿上的一幕

」、「教與交」，透過一次又一次開
會，交換意見，逐步形成交替過程。

，全場動容。這背後有一段故事，最

十二月卅一日模擬交替，列出清

早維生首席就一直要大家考慮如何設

冊：全教動產、不動產（含美、日國

計一個截止點，讓全場同奮來賓能清

際教區），全教神職、教職人事清冊

楚感受到首席使者已經交替，團隊成

、教政（歷期靜坐班總人數、各地教

員絞盡腦汁，包括身為名導演的維光

院、堂及皇誥數）、印信（財團法人

樞機也加入意見，各種方案出籠，有

天帝教圖記及象徵維生首席法權的「

設計「歷代首席簽名的靜字匾」、有

生生不息」印章）。九十六年三月三

考慮外加披肩式的道袍，有參考古代

日「教政交替儀式」由第二任與第三

儀典的韠袍……等等，最後決定採用

任首席使者指派代表，完成清點移交

韠袍。三月三日，維生首席與光照樞

後簽章，內執本部全體工作同奮列席

機親赴天極行宮，身穿設計的韠袍演

備詢。三月四日「首席使者教政交替

練，維生首席就覺得不適宜。當晚子

典禮」時，由兩位首席使者正式簽署
圓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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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大典後，光照首席權領教政

兩位首席的一傳與一承為天帝教

，然而，「教與學」、「教與交」仍

立下典範。兩位首席相知甚深，我們

持續進行，比如天人會談，二月底維

深信一個有智慧的老人跟一個有智慧

生首席主持，光照樞機列席；三月底

的長者，必會以倆人智慧互動的經驗

就由光照首席主持，維生先生列席；

、默契而漸形成制度，為未來第三任

月行超薦法會亦然；又如財團法人天

到第四任，乃至天帝教弘揚全球，擁

帝教董事長任期依照法定程序，四月

有不同語言文化的同奮時，建立起一

份改選，七月份完成註冊登記等。

個可依循的傳承模式。

光照首席深具溫良恭儉讓君子之

開創、見證歷史新局，是我輩同

德，又是天帝教復興初期同奮，守道

奮的福氣，亦是發願同心協力、承先

卓堅。

啟後的時候了。

維生先生以他的學養與人生閱歷
及堅持，引領弟子們為傳承制度建立
典章與儀軌。先生功成身退，續傳承
、奠教基的風範更受景仰。
ৠᖚăିᖚˠࣶВТણᄃણ፟ϒ໒็ٚ̂ᖃĂᄰᙸТ͕ड़֭مᏲч͇ିޓᖐᄃޘטĄᛷᇆƝᆒ̂૽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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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使者傳承大典系列聖訓
奉頒天帝教教主

上帝詔命

見證世代交替邁入新紀元 天人同慶

授童子光照為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

光照首席誠敬拜命 為時代使命奮鬥

九十六年二月廿六日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丁亥年一月九日午時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極初大帝：

極初大帝：

奉頒宇宙大主宰

天帝教於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

先天無生聖母聖誕日，敬謹

舉行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禮，無形

主詔命：
授童子光照天命為天帝教駐人間第三任

諸天上聖高真、仙佛神媒應邀雲集觀禮，人

首席使者。

間神職教職與同奮嘉賓一同參與，見證天帝

詔曰：

教世代交替，邁入新紀元，宏開新氣象，天
人同慶同賀。

童子光照

授爾天命

嘉爾樸誠

許爾謙恭

先天無生聖母於未有天地之先， 炁凝陰

在極初時

弼道開拓

陽，孕育萬靈，乃無始無源源而返始，超乎

在維生時

輔教燮調

宇宙至高無上之道源，天帝教於同日圓成傳

期爾：

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意義深遠。

奮庸勤勉

揆領教政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交替，天人關係隨

重道尊師

履踐篤實

之因應燮調，彰顯應元救劫天命之昭昭，日

顯緒垂禪

傳承道統、法統、炁統

月同輝，光照首席使者誠敬拜命，天人同鑑

雍穆致和

弘化大經、大法、大寶

，期勉篤實履行，繼往開來，權領教政，匯

化延核戰毀滅之浩劫

聚菁英，廣納賢言，為教舉才，培育後進，

確保台灣復興之基地

和諧共融，宏開天帝真道，普化人心，為兩

踵武前烈

奠定教基

作救劫弘教先鋒

宏開百代

厚植深耕

啟黃冑一統新運

和融萬靈

至德牧民

首任首席堅苦卓絕篳路藍縷 奠立教基

慎始慎終

天人和同

維生首席繼志述事持續建制 貫徹教風

懋勉哉

欽熙哉

用此

大時代使命奮鬥再奮鬥。

光照首席誠樸謙讓 化延毀滅圓融天命

詔命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天運丁亥年元月九日午刻

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玄玄上帝：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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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同欣，由茲建立天帝教首席使者任期

典禮，吾代表天人親和院向維生首席使者退

制度，樹立儀軌道範，完備典章，天與人願

而不休之奮鬥精神表達慰勉之意，同時向光

，同開新運。

照首席使者拜表受命表達祝賀之意。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以萬事莫如救劫急之

光照首席使者道行圓融，確立「深根」

悲願，堅苦卓絕，篳路藍縷，從無至有奠立人

、「深耕」之發展方針，因此天人研究總院

間教基，維生首席使者繼志述事，持續建立

整體功能有待充分發揮將益形重要，無形天

制度，培育中堅幹部，秉持正大光明，貫徹

人親和院當持續配合運化，天人協同期開新

清白教風，雖功成身退仍壯志彌堅，矢志發

象。

揚天人實學，為落實天赦教化而奮鬥不已，
天人同欽。

天人交通人才養成仍須人間就既有之經
驗持續努力，尤應重視德術兼修與真誠奉獻

光照首席使者夙志鴻鵠，誠樸謙讓，拜命
立願，上聞金闕，御勉斯嘉，勱履大進，親天

之潛移默化，培養正信正念、正心誠意，這
是培育後繼人才之重要基礎。

和人，化延毀滅，圓融天命，丕顯丕光。

天人交通人才 重視德術兼修與奉獻心
正信正念 是培育後繼人之重要基礎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先天一炁流意子：
適逢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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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長久垂衍 教義經典不可或缺

肉體上下功夫，從而勤參法華，力行四門基

大經大法大寶 同奮弘法渡眾道糧

本功課，尤其反省懺悔最為要緊，必須清心

九十六年三月六日

寡慾，才能變化氣質，循序漸進，而登天人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合一之妙境。

先天一炁玄靈子：

光照首席使者靜坐功夫已見深厚基礎，

吾代表天人文化院祝賀天帝教首席使者圓
滿傳承，世代交替，薪火相傳，迎啟新紀元。
宗教之可長可久垂衍萬世，必須諸緣俱足

今後領導同奮研修昊天心法，齊步「打掃心
上地，坐出性中天」，齊登雲程，開創自植
自奮之精神生命。

，而教義經典為不可或缺之精神道糧，指導教
徒確立人生之奮鬥方向與終極目標。天帝教大
經大法大寶粲然完備，是同奮正己化人、弘法渡
眾之指導，知行合一、行理並進之道糧。

炁功鍼心治病 是救劫弘教之方便法門
篤實奉行基本功課 為同奮之修煉心法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光照首席使者榮膺大任，規劃教政，充實
研究機構之組織力量，提昇教育訓練之內涵與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先天一炁流道子：

師資水準，進而推廣教化，普及天帝真道，默

吾代表天人炁功院恭賀首席使者傳承圓

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同造人間淨土，無形

滿，完成世代交替、道脈延續之功，為天帝

天人文化院仍一以貫之，樂予配合運化，天人

教千秋萬世樹立典範。

合力，同建道風。

春劫行運，群魔亂舞，蠱惑人心，紊亂
倫常，光怪陸離之穢秧層出不窮，精神官能

昊天心法修煉 力行功課尤重反省懺悔

之疾患日增，於舉世亂象頻仍之中，天帝教

清心寡慾變化氣質 登天人合一之妙境

能持續發揮獨具之宇宙法寶天人炁功，鍼心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治病，以抒倒懸，祥和人心，是救劫弘教引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渡原人不可或缺之方便法門。

先天一炁玄福子：

天人炁功亦為同奮之修煉心法，必須篤

欣逢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
禮之喜，吾代表天人合一院表達祝賀之意。

實奉行基本功課，生活規律，作息正常，培
養正氣，提昇熱準，使得親力透發以應和力

系星地球遭逢三期末劫，首由中土發難，

，自然得心應手，圓滿鍼心治病之功。

蒼黎荼炭，性靈遭殃，乃有三期主宰請命下凡
救劫濟世，是為凡軀李氏極初之上靈，而昊天
心法救劫急頓法門亦由隱而顯，降示人間，是
為天帝教直修封靈，立地成就人間仙佛之殊勝
心法。
天帝教同奮明乎昊天心法之修煉，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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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劫行運 天災人禍詭譎嚴苛試煉人心

丁亥年天帝教喜慶頻傳。

重整道德 重返樸實民風 為自救之道

首任首席使者晉證極初大帝救劫冢宰忠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孝玄德大天尊，晉位帝教總殿總主持。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三期主宰：

維生首席使者承先啟後，圓滿傳承，薪
火相續，生生不息。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光照首席使者拜命陞座，開啟新紀元。

為天人間盛事，慶賀維生首席使者歷十二年
揆領教政，犧牲奮鬥，慎始慎終，天人肯定
。亦祝賀光照首席使者榮膺天命，承擔重責
大任，領導同奮共同為保台護國時代使命而
奮鬥，達到聖凡平等天人大同之終極目標，

吾等咸信光照首席使者仰體天心，承生
生之大德，當仁不讓，捨我其誰，堅定救劫
弘教、犧牲奉獻、奮鬥不懈之精神領導，必
能踵武首任首席使者與維生首席使者之腳步
，開創天帝教新紀元。

吾如祝如盼。
三期末劫分行清平春康同六階段，時空流
轉，劫運迭變，人間刻正進入春劫行運，天
災人禍，詭譎易變，倏忽來去，一波未平一

宗教領導以愛與寬恕包容負責承擔行之
結合道心 激發奮鬥意志 鼓勵犧牲奉獻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波復起，嚴苛試煉人心，唯有重整道德，由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根自救，重返善良樸實之民風，親和互信， 一炁宗主：
共生共存，方為自救自贖之道，希望人人要
能自我警覺。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無形應元諸天上聖高真、仙佛神媒一同前

光照首席使者拜命頂表，立願至誠奮鬥 來，天人同聚，瑞氣萬千，炁氣和融，同欣
，此種承擔之勇氣與決心已啟善端，至盼遵 同慶，吾代表應元地曹諸仙佛，恭賀維生首
天命、行天道，領導同奮齊心一志，貫徹始 席使者十二年奮鬥有成，天人肯定，亦祝賀
終，搶救三期浩劫，化延毀滅，順轉康同，共 光照首席使者踵武前烈，貫徹天帝教「三要
登聖境。

」、「三奮」，領導同奮齊開大同，萬象景
春，圓融天命。

傳承拜命陞座典禮 無形有形同欣同慶

宗教是良心事業，宗教領導是以愛心關

光照首席必踵武兩任首席 開創新紀元

懷、寬恕包容、負責承擔而行之，以結合同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奮道心，激發奮鬥意志，鼓勵犧牲奉獻為標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的，領導者應有順逆皆精進，毀譽不動心之

無始古佛：

修養，矢志果敢，惕勵自勉，終建道功，成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無形有形同欣同慶，吾代表天帝教駐節人

就道果，福澤蒼生，維生首席使者已樹立道
範。

間諸仙佛、仙吏前來表達恭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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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首席使者道緣深厚，忠誠謙恭，有
守有為，假以時日必能持續光大上帝真道，

苦，奮鬥與共，慎始慎終，以期有所建樹而
天命永終譽。
維生首席使者舉薦光照首席使者秉性樸

吾亦有榮焉。

實、執事恭敬，吾甚表同意，深慶得人，未

繼續確立正大光明清白教風之領導風格

來十年必能領導同奮為二大時代使命持奮不

本親親仁民之精神 帶領同奮持續奮鬥

渝，同啟新象，共創道果。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化延核戰毀滅浩劫」暨「確保台灣復

父慈子孝盡己盡忠 圓滿家庭責任
家和而興仁 更為國家安定之力量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興基地」二大時代使命是天帝教同奮之共同
天命，二十六年來全教同奮犧牲奉獻，朝乾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夕惕，祈誦禱祝奮鬥不已之辛勞努力，縱有

對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

驚濤駭浪之衝擊考驗，皆能化險為夷，轉危

禮，吾亦致祝賀申慶之意，期望維生首席使

為安，此乃全教同奮為教奮鬥、向道信心之

者持續為教珍重，以竟拜表立願之退任後使

表現，吾感欣慰。

命，同時亦祝光照首席使者充分發揮長才，

向光照首席使者祝賀之餘，期許在既有

領導同奮，再創天帝教光輝十年。

之奮鬥基礎上，確立正大光明、清白教風之

天帝教主張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家

領導風格，本諸親親仁民、仁民愛物之教義

為教本」即為同奮落實先盡人道之依據，父

精神，體天行道，帶領同奮持續奮鬥，開創

慈子孝，仰事俯蓄，盡己盡忠，圓滿個人在

新氣象。

家庭中的責任，則家和而興仁，不僅為「教
本」，更為國家社會安定之中堅力量，意義
深遠。

慎思任期短暫而興戒慎之心 奮勉勤政

光照首席使者道心卓堅，效教始終，夫

與同奮奮鬥與共 有所建樹天命永終譽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

婦雙修，家庭和樂，是盡人道修天道之奮鬥

丁亥年一月十七日午時

楷模，今蒙教主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上帝聖恩，頒授天帝教駐

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天命，為天意人願之所

維生首席使者圓滿傳承暨光照首席使者
拜命陞座之慶，吾同表祝賀申慶之意。

歸，權領教政，奉獻承擔，領導同奮，卓堅
奮鬥，十年樹功，齊登雲程，吾亦有榮焉。

天帝教首席使者既已確立十年任期制，
每任繼位之首席使者自拜命陞座之刻起，即
應慎思十年任期之短暫而興「時不我予」之
戒慎，兢兢業業，奮勉勤政，與同奮同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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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慶祝節目的幕前幕後

我心我形齊禮敬 歌揚舞躍慶傳承
／張敏令

坤聯會承辦慶祝節目
以中華文化為主架構

教同奮都為這個天命繼往開來、生生
不息的傳承吉慶而歡騰。所有的前置

這是個深具中華傳統倫理，世代
傳承的教史見證，也是全教歡騰的日
子。維生先生的謙辭與光照首席的承
接，奠定了天帝教首席使者十年一任
的傳承體制，讓後世晚輩同奮有典範

作業、籌劃、研究討論與分工，在極
院定期的會議中逐漸完成雛型，被分
配執行工作的教院和同奮，莫不以謹
慎和與有榮焉的歡喜心投入，期盼能
夠為這次傳承慶典貢獻心力。
坤院聯席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傳

可循。對天帝教而言，這是第一次為
首席使者傳承大典舉辦的慶祝活動，全

承大典的慶祝節目和接待事宜，敏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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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將此重任託付我來統籌規劃

了思考表演主題要符合中華文化精神

。在決定慶祝節目以具中華文化精神

外，還得招兵買馬豐富表演陣容，又

與民俗表演為主架構後，立即連絡北

要利用下班或休息時間彩排，並且集

中南各地的坤院，邀請她們為這個深

思廣益，希望在表演節目中融入天帝

具意義的慶典，提供節目。

教的教義和精神。
有了這些可愛同奮的參與和配合

合唱團美聲和諧如天籟
老中青攜手表演弘教化

，〈師恩頌〉成為具有感恩意境的創
意舞蹈，結合朗誦、擊鼓及舞蹈的表

在這麼重要的慶典活動中，節目

現，將同奮對師尊他老人家的感恩和

安排當然不會錯過天帝教四大合唱團：

懷念表達得淋漓盡致，真是棒極了。

台北市掌院天音合唱團、台灣省掌院

台灣省掌院「愛的傳承」節目，是藉

天聲合唱團、天極行宮天心合唱團、

由古箏描述天上仙樂飄飄，配合舞蹈

高雄市掌院天韻合唱團，讓所有同奮

呈現人間士農工商的歡慶，譜出這場

和來賓一饗他們訓練有素的歌聲和風

盛會天人齊聚、同聲慶賀，是個很用

采。四大合唱團的演出事宜全權請資

心的節目。彰化縣初院的武術表演結

深的合唱團團員敏悅居中協調聯繫，

合力與美，年青又富朝氣，表現出中

由於她的熱忱，成功的整合四大合唱

華兒女「氣如虹」的架勢。高雄市掌

團於慶典中依序演出及大合唱〈天帝

院的民俗舞蹈「桃花紅」，展現中華

教教歌〉、〈送你這對翅膀〉真是功

民族女性溫柔、婉約、賢淑的一面，

不可沒！當天，四大合唱團的歌聲穿

似乎提醒現代的坤道：莫因時代的變

透了天人大會堂的屋瓦，繚繞於天極

遷，而忘記中華傳統的美德，頗令人

行宮的上空，令人回味無窮，不僅是

省思！台北市掌院的大雋，今年十八

當天活動的焦點，也是這場盛會中最

歲，長得俊秀有禮，從小學二年級開

美麗的隊伍！

始接觸扯鈴，曾榮獲多次扯鈴比賽的

節目籌備期間，台北市掌院靜還

第一名，一九九一年還曾參加青少年

、台灣省掌院靜懂、彰化縣初院敏谷

民俗文化訪問團赴中美洲表演，扯鈴

、高雄市掌院敏術、青年團靜存等，

在他手中隨著樂曲而擺動，無論旋轉

都是我聯絡的窗口。雖然聯絡的過程

或拋擲，就像探囊取物般駕輕就熟，

很繁瑣、也很費時，但是，可以感受

博得全場來賓頻頻叫好，熱烈的掌聲

到各地坤院對活動的重視，大夥兒除

響個不停。

31
May 2007

高雄市掌院「阮若打開心內的門

持經驗的同奮？這個意見固然很好，

窗」和青年團「快樂天堂」的手語帶

但我的想法是：如果不給新人機會，

動唱，闡述人生要積極樂觀奮鬥，當

那麼就會失去發掘人才的機會；世代

敞開心胸，在人道、天道上精進，培

的交替要深根在帝教的每一個環節，

養容天容地的大我精神，即能洞悉生

經驗的傳承才是天帝教最大的資產。

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們的演出帶給與

活動當天，靜軒和緒愛表現得莊重大

會來賓和同奮正面的影響，使得溫馨

方、裝扮得體，節目進行中，他們臨

與快樂的氣氛洋溢整個會場，十分感

場應變的機智，從容不迫的處理各種

人！全教老中青三代參與表演活動，

突發狀況，展現專業的水準，這和他

代表帝教的融合性和傳承的意境，大

們事前充份準備及深具使命感有關！

家積極熱心的參與，讓我感受到坤院

看了他們優秀的表現，令我有深慶得

夥伴的熱情，這股團隊的力量也令人

人，像是挖到寶似的開心。
當天節目活動的機動組，由我和

感到溫馨與可貴！

主持新秀展現專業水準
接待新舊並用傳承經驗

坤聯會秘書敏需擔任，負責節目彩排
和活動進行時，表演單位上台之順序
掌控。敏需原本忙著研究所的功課，

莊重的傳承大典，慶祝節目主持

但在知悉活動需要她幫忙時，毫不猶

人的挑選是很慎重其事的，除了口齒

豫的鼎力相助，陪我奔波於會場之間

清晰、字正腔圓之外，還得大方穩重

，處理現場各種突發狀況，從早上八

，臨場反應能力也極其重要。帝教是

點半一直忙碌到傍晚活動結束，根本

個大家庭，培植新的主持人選正好具

無暇進食的我們才開始覺得肚子餓了

有傳承的意義，所以就大膽邀請靜軒

、腿也酸了，雖然這樣，我們內心卻

和緒愛兩位台中縣初院的同奮擔任主

是踏實的、開心的，並深深感到與有

持人。我在取得各表演單位傳來的演

榮焉，珍惜這個能為大典活動盡些棉

出內容後，加以彙整，然後轉交給靜

薄之力的機緣。

軒和緒愛，好讓他們事先瞭解表演內

慶典的接待組成員大多是新同奮，

容，寫好腳本，以便在舞台上能充分

約三十六位左右，乾坤各半，由台灣

發揮，提高節目的可看性。經過多次

省掌院和彰化縣初院同奮擔任。考量

溝通後，我對他們的信心更加篤定，

到兩個坤院的制服不一，於是區分負

期間，曾有同奮問我：為何不用有主

責區域，將接待人員分為兩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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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接待的禮儀訓練、分發禮儀須
知，讓與會的同奮參考。會中推選資
深的同奮敏芝和鏡凡為小組長，分別
管轄報到處和天人大同堂。資深同奮
的幹練引導、新同奮戰戰兢兢的學習
態度，在活動當天展現出整齊優質的
服務，可愛的接待組同奮即使在崗位
間行走了一個下午，臉上總是笑容滿
面，他們所展現的熱誠和付出，是對
帝教向心力的表現，也令人感受到一
份使命感正在他們心中滋長，在整個
活動過程中，我深深感到帝教大家庭
中新生代的成長茁壯，希望新生一代
能吸取資深同奮的經驗，代代相承、
不斷精進，為帝教千秋大業奠下良好
傳統，綿延不斷的流傳下去。
這次坤院空前的大攜手合作，參
ჟܑ۞ܚႊ༼ϫĂឰ็ٚ̂ՀಈঈĄᛷᇆƝᆒ̂૽Ą

與演出或工作的同奮，無論乾坤，都
堅守著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是促使節

在報到處和天人大同堂負責接待及引
導來賓入席，二樓會議室兩位首席的
訪客接待，則由靜懂、靜練和鏡適擔
當，這對她們來說是駕輕就熟的事，
她們的接待讓來訪的貴賓對帝教留下
良好的印象。

目順利圓滿的幕後尖兵。工作團隊的
盡責、認真的態度令人稱許。我覺得
帝教真的是人才濟濟！師尊、師母一
手所創立的坤院，將持續為教院奉獻
心力、和教院同奮共同學習成長，深
耕深根家庭社會，為弘揚天帝教化厚
實生命力。
藉此感謝所有參加活動的幕前幕

幕前幕後乾坤團結合作
家為教本坤院願伴推手

後的尖兵們，您們的努力，成就了這

活動前，召集所有接待組成員於

次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慶祝活動的圓滿！

省掌院開會，編制分組和工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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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傳承座談會

為歷史留見證 為傳承留借鏡
整理／劉普珍、吳月行

攝影／蔡光貧

第三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天帝

三月三日晚間於鐳力阿道場親和

教邀請海峽兩岸學者與會觀禮，誠如

樓四樓，本教特別為應邀觀禮的學者

李光光院長所言，天帝教在新興宗教

舉辦「宗教傳承座談會」。與會的台

中，有健全的制度，雖然由第一任到

灣學者有：宋光宇教授、李豐楙教授

第二任首席使者給人有種家族傳承的

、林本炫教授、黃運喜教授，遠從大

印象，但第三任首席使者的推選就打

陸來的學者有：中國社科院世界宗研

破大家的刻板觀感，學者對於我們有

所副所長張新鷹先生、道教研究室主

高度研究的興趣。另一方面，這些學

任研究員王卡先生與科研處處長霍群

者與本教十多年來保持良好的互動關

英先生，以及本教的年輕學者：劉文

係，在友誼層面言，也表達對將卸任

星（普珍）同奮與梁淑芳（靜佈）同

的維生首席的尊敬，並向新任的光照

奮。座談會中，首先安排「天帝教首

首席致賀意。

席使者傳承制度簡報」，由呂光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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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以其天人研究總院研究員、首席使
者傳承工作組秘書小組的雙重角色，
將本教傳承工作實務及天人關係做深
入淺出的精要報告（編註）。部分學
็ି؟ٚळኘົ˯Ăጯ۰ࣇ̶ֳ።Ϋ˯็ି؟ٚ۞߇ĂТጬќᘥᅲкĄ

者也提出各宗教傳承的比較分析。

天帝教教綱有完善的傳承規定
務小組與秘書小組專責各項工作，使
李光光院長－天帝教天人修道學院

得傳承工作順利運作。

天主教教宗經由樞機選舉而產生。
藏傳佛教為活佛轉世，活佛在轉世前

天帝教傳承過程祥和 令人耳目一新

會指示投胎的方位，門人依據指示尋

宋光宇教授－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

找小活佛。漢傳佛教則有叢林制與子

學研究所

孫廟，叢林制就是從十方推選德高望

傳統宗教的傳承，其在過程中所

重者；子孫廟在徒子、徒孫中產生。

面臨的分裂慘境，簡直可用腥風血雨

中國民間宗教往往在家族中傳襲，教

來形容。天帝教這次如此祥和的選出

內優秀人才另立門戶，因此不斷地有

繼任首席使者，令人耳目一新。

新的教派產生。而多數的宗教領袖都

回應光證所說的天人關係，有許

是鞠躬盡瘁，直到生命終止後才轉移

多科學發現，是在天人合一、天人溝

教權。

通狀態下得來的，但沒有人敢直說。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天帝教由樞

如：牛頓的發現萬有引力，並非因蘋

機院推選出第三任首席使者，第二天

果擊中其頭所致，而是看見蘋果掉落

，鄰近的魚池鄉即流傳著：「 ͇ିޓ

地面而了悟；化學家門德列夫作夢見

யϠາ۞ࢵय˞Ă҃ͷ̙ؖՂĊ 」由

到一項表格，醒後即發明了「化學元

此可見社會大眾關注天帝教的傳承。

素表」；以及路易斯‧阿圖研究神經

《天帝教教綱》中有完善的宗教傳承

傳導，一日睡醒後，突有靈感，即以

規定，而且在推選第三任首席使者的

青蛙做實驗，發現臟器間的信息傳導

兩月前就成立「首席使者傳承工作組

，可以不必透過神經的可能性，後來

」，以下分閟務小組、傳務小組、承

，他更發現了癲癇症的發生，乃是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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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某個固定閥門被關上所致。現在，
我們的大學教育卻將中華文化的「天
人合一」摒棄，令人惋惜！

第二代由菁英建立制度是傳承的關鍵
李豐楙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
天帝教傳承大典在教內是一件大

宗教領導權轉移的難度
在如何兼顧神聖面與世俗面

事，在學術界也是一件大事。我個人

林本炫教授─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

希望透過參與帝教傳承大典的經驗，
將其紀錄以提供為宗教教育的題材，

會研究所
宗教團體與其他世俗團體一樣，
皆屬社會組織。既是一種組織，在永
續發展的前提下，自然就有領導權的
承接問題。宗教之領導權，本身兼具
神聖面與世俗面。因此，在領導權的
轉移方面，要兩者兼顧，難度很高。

更要為當代宗教留下歷史的見證。宗
教之創教者在交棒給第二代時，若能
由菁英建立起制度的話，第三代以後
便可望有較好的發展，如全真道就是
個很好的例子，否則的話，該教便會
泡沫化。
為圓成天帝教第三任首席使者的

所以，宗教團體若想設計出一套兩方
面兼顧的傳承制度，就不得不顧慮世
俗化潮流所帶來的影響，像天主教與
活佛轉世就比較偏重宗教的神聖面。
宗教領袖之傳承，有其關卡必須
度過，如果無法度過，就會傷害宗教
本體，造成分裂局面。大凡宗教的創
教者，亦即第一代之宗教領導人，往
往具有獨特魅力，通常第二代領導人
若不願面對，將造成宗教分裂，無法
確保傳承過程能安穩過渡，這是每個
宗教皆須面臨的挑戰。

推選及傳承大典，所有傳承工作組的
成員在維生首席領導下殫誠畢慮，期
能由茲樹立儀軌道範，完備典章，立
天人之典範。廣邀學者觀禮，是希望
藉由學術界為天帝教歷史性的傳承做
見證。宗教傳承座談會上學者的見解，
都具高度參考價值，讓同奮打開視界，
了解其他宗教因傳承衍生的問題，引
以為鑑；讓本教在不久的未來，不論
是內涵或形象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
編註：請參考教訊276期，呂光證〈天
非純粹的天，人非純粹的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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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觀禮感想

宗教傳承與
宗教的社會使命
文／李豐楙（奮道） 攝影／劉大彬

宗，經歷千百年而傳宗不絕，建立中

宗教領導的社會形象
經由傳承儀式的象徵發揮示範意義

國史上的宗教世家。若是以宗教傳布
作為一種志業，則龍虎山張家作為天

這一次有幸前來參加、見證天帝

下正一道的總本山，正一道士以能親

教首席使者的傳承大典，主要是有感

至龍虎山受籙為榮。就可證滴血傳宗

於宗教領導的社會形象，經由傳承典

，象徵符籙授受，就是張家的家傳制

禮的儀式象徵，為當前的宗教界、社

所奠定的基業，足可與儒門的曲阜孔

會各界發揮其示範意義。

家媲美，都是代表文化傳承的不朽成

從中國宗教史的傳承制言，既有

就。

道教正一派的符劍傳宗，在龍虎山建

全真道則是開出另一傳賢制，緣

立的家傳制：歷代天師在張家內部相

於重陽祖師所立的規制，以出家住觀

傳，以血脈相傳印證正一道法的真傳

為修行的根本，不管立會傳法、或是

。所以天師世家奠基於江西龍虎山後

建觀布化，都是採行叢林制。這是性

，在江南的三山符籙，即以正一派為

命雙修，度己度人，只有出家修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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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卻塵緣，故全真道觀或是十方廟

經驗為鑑，一個在歷史上能長且久的

、或是子孫廟，都是以師為宗，形如

教派，其關鍵都在創教之後的三到五

宗教之家。子孫廟的廟產、廟務相傳

代，能否廣開心門、凝聚眾志，從而

，只是拜師如父而無血緣關係；至於

建立一套完善的傳承制度。正一與全

十方廟則規模較大，出家者眾，都是

真道都各有傳承，卻也都能成功建立

在師、弟之間擇其才德出眾者「當家

一教的基業，然則帝教龍象的經驗、

」掌領。故在立教清規中既已規制，

智慧，就體現在第二、三任的交接中

選其能者為「掌教」；後來諸真各開

如何上應「天」命而完成使命感。

宗派，也同樣遵從推舉掌領者。所以

「天帝」教乃以天帝為名諱，以

各派各觀都一遵規制，出家即為了道

天命為依歸，以天人交通為傳訊，在

，當家亦僅掌領教務，裨使道脈傳續

「首席使者」的使者名目下，正是自

，道氣長存。

許為秉承天帝之命的使者，而「首席

在雖傳統卻以境界自新的立教精神下
建立帝教風範
天帝教在中國宗教的傳統下，雖

使者」又是使者中的使者。若用宗教
語言表述，則天啟、神啟式宗教需有
使者秉承天命，在諸多中介者、媒介
者中將有一位承接天之命，才能永續

被學界目為「新興宗教」，卻又秉承

傳接

中華規制而別出文化的慧命，雖新亦

是西方也是東方，西方有聖人焉，東

舊，雖傳統（傳續正統）卻又以境界

方有聖人焉，既是聖人，聖者就有智

自新（教義《新境界》）。在這種立

慧貫通其心同理同處，成為普世性的

教精神下到底如何才能建立帝教的風

知識與智慧。從首任首席使者在時局

範？以正一道的傳承制言，則李家亦

混亂中，勇於承命，毀家辦道，初奠

可如張家，以鐳力阿天曹為基業，世

一教之基業。第二任則接續於倉卒之

代相傳，滴血為證；若以全真道的傳

際，凡百教務有待落實，因此維生首

賢制言，則教門龍象，賢才倍出；樞

席接任之後，既頻頻來往於臺海兩岸

機之制既為新制，自可在閟場推選。

，也需遍視全臺各級教院。十數年於

在規撫中華的宗教傳承下，天帝教所

茲，面對當前臺灣社會劇變之局，如

決定的制度剛好介於正一與全真之間，

何秉承天帝新命保臺護國？實為第二

如何取擇正是建立新教之機。以宗教

任所承擔之大任。

傳說言，天帝教則前有所承，卻又能
因應時代使命而迭有新創。根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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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的啟示。這種宗教論述既

這一拜命 陛座之「道」
顯示其命維新而可儀式型的天帝之德
在拜命典禮中自是行禮如儀，而
恭迎道信的儀式中，以道鼎、法印、
炁寶的交接象徵使命的傳續；在舉薦
宣讀儀式中，第二任首席使者在承續
舉薦表文與宣頒詔命中，既是仰對「
道統始祖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

教教主」，也面對準備拜命的第三任

˘టдע۷ăٚ۷̝ᅫĂ෪ᇈ็۞ֹି؟ᜈĂдፓ၁
π̚ٽৈព͇ࢲି۞ିޓᄃჟৠĄ

首席使者（光照樞機）。在這一薦一
宣的儀式中，維生首席乃是在天帝御

光明正大」的自陳與告白。其情之真

前敷袵自陳，這段陳詞歷述承命以來

，其言之切，正是天、人之前的見證。

的諸般感受，為掌教之後在實際教務

在陞座典禮中，面對滿座的同奮、

上的真實體驗。這種責任的承擔，既

友教及貴賓，在道信傳承、教政交替

是天命之重，也是父命之繼，如何而

儀式之後，第二任與第三任的交替圓

能兩全，就是為何栖栖惶惶於兩岸、

成，首席使者的一襲道服就此象徵性

全臺，甚而擴及於全球的主因。這種

地兩任交替。當第二任卸下仔肩，也

神聖的使命，既需折衝於兩岸的詭譎

就是第三任披服大任，一個宗教使命

政局，務必不卑不亢、不急不緩，才

的傳續就在見證與祝賀中，表達天命

能不辱於天命；又要持衡於臺灣各區

的交卸與拜受，都是光明正大而可鑒

與全球各地，亟需護持首任所立的根

天人。在當前宗教開放的趨勢下，新

基，並穩定發展於競爭愈烈的宗教時

舊宗教領導的卸任與接任都是教內、

局中。雖則帝教之內龍象亦眾，但作

外大事；私之與公正是宗教情懷的彰

為首席使者的宗教形象，動見觀瞻，

顯，也是考驗一個宗教能否永續的關

各方矚目。只有身在其位，肩負其任

鍵。一日之內，從鐳力阿到清水、從

，才能體會這種志業承傳之重。所以

天曹到人曹，這一空間距離不近不遠，

在恭肅自陳而卸肩在即之際，所有光

但這一拜命、陛座之「道」卻是天地

殿內外的同奮、貴賓都能感同身受：

共鑒、內外同證。在同奮與友教之前

一種大任的承擔、踐履與完成，就是

鄭重莊嚴的行禮如儀，顯示一個新興

在

宗教其命維新而可儀式型的天帝之德。

天帝御前勇於承擔，而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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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人才培育 厚實宗教哲學
隨華人而隨處布化
第三任首席使者披上道服之際，
若相較於世界大宗教的大禮之服，這
件略顯褪色的藍衣白領之服，並不華
麗盛飾，卻顯得特別樸素與真誠。因
為從首任首席使者以「宗教哲學」自
名其社，以「正宗靜坐」自彰其宗，
就訂製這麼一襲樸素之服，上光殿、

國家，既可對話、交流，也可衝突、
交惡。二十一世紀並非科學就可解決
一切，「核戰」就是核子科學可能的
不當運用，故如何預防於先，就是對
話之必要、交流之必要。帝教需要參
與或舉辦宗教間的對話談座，隨著同
奮之走天下，帝教人也需主動預於談
座，如此才可厚實帝教的宗教哲學或
神學。
「走天下」、走出去就需要人材、

帶會坐，終能成就帝教的宗風，就在
這件卸肩與承肩的袍服之上。光照首
席使者的致詞，在平實、平穩的語調
中，聲如其人，正是以其誠摯、篤實
的表現，而能使樞機使者團相互讓賢
、推選，也讓第二任首席使者舉薦於
天帝御前，推介於所有同奮之前。在
這一任期內帝教內外的局勢之艱，從
整體言絕不亞於第二任，這是怎麼樣
的世局？所有的宗教人都在問天，作
為一位首席使者，正可就此展現順天

人才，在當前宗教研修學院已開放，
宗教學院的宗教系所也召收各類進修。
帝教需正視這一宗教人才的培育機制，
目前佛教（如法鼓宗教研修學院）、
一貫道等都已成立或積極籌設。而教
育是一種百年樹人的大業，從財力到
人力都要長期規劃，在第二任所札下
的根基上，新任就可在卸任的維生先
生的輔翼下，集眾樞機與同奮之力，
朝此一目標大力邁進。這是不能逃避
的宗教任務，當友教紛紛以開辦學院

之智、應人之能。
帝教之創以救劫自任，而當今之
劫為何？由近及遠，近則臺島之內，

自任，也就標示了一個宗教人才競賽
的時代已經來臨。
帝教布化的天下觀、世界觀，乃

次則兩岸之間，遠則世界文明間的衝
突。在全球化時代以世界為鄰，世界
之人所關懷的重要課題，帝教亦需思
索因應：從生態環保到性別知識，凡
宗教人所需順應時代需求的亦需因應
。由於世界大文明體系間，宗教作為
文化之核心，其教義也就支持民族、

是隨華人而隨處遍布，所謂「宗教無
國界」者，正是諸種世界宗教形成的
原因。從首任到第二任所奠立的基礎，
將是支持第三任持續「走出去」的世
界性視野。「華人」在未來世界所扮
演的，東南亞這片是值得關心的，海
外華人以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較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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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界習稱為「海外中國」！當地

都重體驗而非抽象分析，當前隨天人

人則自稱「華人」、「華裔」。晚近

修道、天人研究學院之成立，如何進

如佛光山、慈濟等都已在東南亞華人

而奠定「帝教神學」將是一個「道學

世界立足，由於語言、文化一脈相承，

」之道。

當地雖則已經入籍各國，但是感情上

從比較宗教盼望帝教的未來，都

「文化中華」仍在。一貫道就是隨臺

永遠會有「新境界」的願景，光照首

商而到處開荒，故也期待有華人處就

席使者陞座之後，放眼天下就是二十

有帝教同奮。

一世紀的新世紀。當哈佛大學將「宗

世界和諧寄望於「宗教對話與交流」
亦是帝教成立的初衷

教」列為哈佛人所必修，就是覺悟現
代文明間的衝突與和諧均在宗教：衝
突既於此結，也需由此解，這是有識

天帝教信徒可以滿天下的優勢，

之士已有共識的新世界觀。華人世界

在《新境界》的觀念中已指出，正宗

一向存在「宗教情結」，兩岸俱是如

靜坐的現代化、科學化，這是通行全

此，甚而華人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在

球共通的語言。帝教世界觀是科學的

世界性的宗教對話中，儒家經常缺席

世界觀，是從玄穹之高觀照宇宙的大

，佛、道等教業不熱衷，華人精英為

視野，這樣的宇宙訊息傳遞，在科學

何不重視及此？但是想要追求中國內

界仍大有開拓的空間。歷次舉辦的實

部的和諧，需要宗教之入於人心；而

學會議，這一部分都可獨立分組報告

要期待世界的和諧，需要各大文明國

，期許其匯聚眾智以成科學「新境界

的宗教代表圓桌會議，才有圓成之日

」。這些前瞻的科學新探，若能經由

。這樣的世界觀是帝教成立的初衷，

全臺各地的講堂，分區成立巡迴講座

卻是至今仍在華人世界亟需「奮鬥」

，應是啟發新世代的不二法門。

的目標，此乃緣於國人不能通知如何

「宗教哲學」是首任首席使者因

而能各「宗」其「教」？當宗教未曾

應時勢而揭舉的，既可對內也可應外

在二十世紀消失，且在進入新世紀之

，而作為帝教的思想核心；所有的誦

後，全世界的宗教代表都要定期聚會

誥、功課又都指向一個神學架構，就

以「促進和平」，這豈不是再次鄭重

如世界宗教所成就的神學、佛學，帝

提醒世人：我們都亟需建立一種普世

教也需不斷充實天人實學，從而建立

性共同奮鬥的核心價值嗎！

諸如系統神學或體系性佛學、道學。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神學之與宗教哲學可以匯通處，就在

資深研究員）

41
May 2007

學者觀禮感想

空有一如 任運自在
文／宋光宇

攝影／劉大彬

見證一次最光明磊落的傳承大典

國的宗教史上，這是最光明磊落的一
次傳承大典。

這次應邀參加天帝教首席使者傳

個人調查民間各個教派已有四十

承大典，感動不已。在鐳力阿道場參

年之久。各個教派在新舊交替時，都

機正殿外聆聽維生首席唸表文的時候

會發生爭奪大位的事情。嚴重者，造

，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後來更是涕

成教團的分裂，兩派人馬互不相讓，

泗縱橫。在天極行宮觀禮，當維生先

仇恨之深，難以用筆墨形容。這種事

生把身上的道袍脫下來，替光照首席

情在中國宗教史上層出不窮，《六祖

穿上，再向光照首席深深一鞠躬時，

壇經》第一品，就記錄當六祖得到五

全場起立鼓掌致敬，長達五分鐘之久。

祖的衣缽傳法之後，各路人馬追趕六

這是何等的氣度，何等的瀟灑！在中

祖，要奪取代表權威的衣缽。清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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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大道，也在嘉慶、同治年間相繼

定的程度，就不會有各種妄念，才慢

分裂成先天道、皈根道、圓明聖道、

慢的回復純然的本來面目。就像錄音

同善社、西乾堂等支派。其中的先天

帶的消磁動作，把所有錄進去的磁訊

道又分成西華堂、一是堂等派；西乾

消除乾淨，方才可以有最大的空間去

堂蛻變成東震堂，到了光緒年間又演

接收各種有用的信息，這就是修行的

化為一貫道，是為今日一貫道的起源。

第一境界。所有宗教上所講的修持方
法都在這個境界，做得到的人往往就

中國民間宗教史是一部領導權的爭奪史

會被認為是大師、是聖者。

這些分裂的事蹟讓研究宗教史的
學者認為：教團也不過就是另外一個

維生先生展現修行者真正需要的風範

爭名奪利的地盤。他們對其中的曲折

可是，到這種境界是不夠的，因

過程極感興趣，於是，在宗教研究者

為不知道是真知？抑或是假知？還需

的筆下，一部宗教史不過就是一部教

要有更深一層的考驗，於是，還要到

派領導權的爭奪史。就像一部廿五史，

現實社會來接受考驗。既然已經到了

不過就是帝王將相興亡史，何干平民

離相泯識的境界，那麼再用具體的名

百姓的生活？

相、利益來引誘之，看看是不是還能

從宗教修行的觀點來看這些傳承

不動心，如果真能不動心，那才是真

上的紛爭，不難看出，那才是修行上

正的修行成功。如果又動了凡念，落

的重大考驗。有一首偈語，不知出自

入錢、權、名、利的牢籠中，那就不

何處，卻很清楚的點明宗教上的修行，

及格，得打入紅塵，繼續修行，直到

在不同的境界，有不同的要求。這首

真正的了悟，方才可以成就無上智慧。

偈語是這樣的：

中國宗教史上所有的爭名奪利，都是

ᗓ࠹ہᙊĂिهᕩّć

第二境界的考驗，那些教派的領導人

ӈ࠹னّĂّ࠹ᘣć

通通都不及格，都沒有通過考驗。
維生先生在傳承大典上的表現，

۩ѣ˘тĂЇྻҋдĄ
頭兩句是第一境界的修行方式和

證明他已經通過了第二層的考驗，從

基本要求。從各式各樣紛雜的實相認

此可以「 ۩ѣ˘тĂЇྻҋд 」，成

知中解脫出來，把各式各樣的認知、

為修行者真正需要的模範。

意識、成見、我執等都消泯破除，這

（作者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學研

樣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功力累積到一

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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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觀禮感想

天帝教是傳承中華道統的宗教
文／席瑜

攝影／劉大彬

中國人重視道統，因為中華道統

教基十四年後歸證回天，可謂功德圓

中華文化之精華，是以人道配合天道，

滿。維生先生接任第二任首席使者，

以人道結合天理。孔子曰「ଘ͇ࠎ̂ă

承襲道統、法統、炁統，十二年來引

ಜ《、」̝詩經》云「ჯ͇̝Ă

領同奮共創教務、厚實教基，並發揮

ٺ᎗̙̏ 」，就是指堯與周文王仁德

天帝教獨有特質，完備天人實學之教

配天；陰陽消長、四時不忒、晝夜無

育系統，同時以天帝教總會與世界各

窮永恆不易，就是信義；群星旋轉、

宗教接軌，共同致力邁向宗教大同、

各循軌道、動力引力均衡適中，就是

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的境界，今日建

中正；眾星互相放射、吸引而不相犯

立天帝教首席傳承制度，光榮卸任，

，就是和諧。中國古代聖人效法天道

功在社會，令人感念！

而有仁、義、中、和、禮、智、信、勇

天帝教第三任首席使者童光照先

、廉、忠、公、誠等道德，作為人類

生，皈宗帝教廿六年。為人忠厚、不

社會進化的原則，也是天帝教信徒們

爭名位、不道人是非、樂於助人，負

所共同信守的人生守則，故曰天帝教

責盡職、忠貞不二，早為全教同奮所

是中華道統的實踐者，也是中華道統

敬仰，因之，在天人共議的首席使者

的傳承者。

推選大典中榮膺天命。
就法規而言，天帝教以教綱為法

天帝教是於民國六十九年復興蓬
天帝詔命在

統之依據，依法統鞏固道統，因之，

人間擔任首任首席使者，帶領教徒同

我深信天帝教自今而後不僅可承先啟

奮日夜為天下蒼生祈禱，並手訂《天

後，更可以永垂寰宇。

帝教教綱》以為建教憲章，在有形與

（作者為中華倫理教育學會副理事長）

萊寶島，李玉階先生奉

無形組織對應下，在寶島及美日奠定

44
天帝教教訊／N○.278

同奮觀禮感想

我在光照首席身上
見到師尊的影像
日本國宮崎縣初院／小島敏專 翻譯／呂顯門
攝影／劉大彬

能參加在鐳力阿道場、天極行宮
舉行的歷史性的首席使者傳承大典，

ୂฟጱरᅈଂ͟ώֽέણᄃ็ٚ̂Ăஎຏຍཌྷ˲ܧĂ൴ᙸӅ˧ጬĄ

對本人來說是件意義重大的事情，本
人深感光榮。
維生先生傳承「道鼎」、「法印」、

維生先生，他對我說：「 ͽޢᔘົ

「大經、大法、大寶」道信的儀式莊

ᜈણΐ͟ώିડ۞σି߿જ 。」令本

嚴隆重、意義深遠。維生先生恭讀呈

人心動、欣慰。維生先生在光光院長

上帝表文時，雖然聽不懂意思，但回

、敏思夫妻以及兩位孫子的陪同下，

憶起十二年來先生種種言語與教誨，

搭車回台北，如同一般家庭要回家團

本人無法控制的興起滿腔感慨。

圓的情景，本人謹以感謝並祝其身體

下午，在天極行宮的第三任首席

健康的心情，目送他們離開。

使者陞座典禮中，維生先生將身上的

遇到敏堅樞機時，她對我說：「

道袍脫下再親自替光照首席穿上，繫上

ࢋͽĺਖ਼АϠछȈѐĻ۞͕ଐĂֽ

衣帶，然後走下一階，向光照首席行

ࢬ၆ֽᇴ۞߄ጼᄃࢨ۞ֹ。 

一鞠躬禮表達尊重；當維生先生以感

」這些話，令我覺悟：回日本後非得

慨無量、卸下重任的心情走下禮壇時

加強努力奮鬥。

，台下滿堂響起對其讚賞、感謝的掌

傳承大典時見到同奮護送的道鼎，

聲。此時，本人心中一陣落寞，但是，

感覺如同見到師尊般，眼光中光照首

同時間看到禮壇上光照首席充滿慈愛

席使者與師尊影像重疊，我在他身上

的笑容，他的就任演講令我很心動，

看到師尊的模樣，在這天人運化的歷

不禁增添奮鬥之心，又感到對未來充

史大典，這個視覺的感應將永遠刻在

滿無限希望。

我心深處，崇高偉大的傳承意涵充滿

典禮結束後，在平等堂門口遇到

敏專的心中，真的是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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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感想

從此人氣引道氣
早日了卻玉靈願
天極行宮／蔡光舒

攝影／徐正彥

一、同奮對傳承大典的重視與期

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是本教首
席使者傳承大典的良辰吉日。當天，

許。
二、同奮對維生先生的尊重與感

風和日麗、晴空萬里，真是普天同慶
！正午之後，參加傳承大典陞座典禮

恩。
三、同奮對光照首席的祝福與擁

的各界貴賓、宗教團體代表及海內外
同奮即湧進天極行宮，瞬間，可容納

護。
四、天極行宮交通便利、停車方

千人的天人大同堂一、二樓全都坐滿
了，大家滿懷喜悅迎接這個歷史的一

便，天人大同堂和餐廳都很寬闊。

刻。下午二點至三點半的第三任首席

天帝教是人本的宗教，天極行宮

使者陞座典禮，儀式莊嚴隆重、天人

是人曹道場，職司訓練，又是無形的

同慶，三點半到五點的慶祝節目表演

精神堡壘，玉靈殿負有確保台灣復興

生動活潑、精彩有趣，足見同奮之水

基地、策動大陸人心歸向、以自由和

準與素養。

平再造中國的三大特定任務！光照首

傳承大典陞座典禮的安全維護組

席在天極行宮曾說過：「 ˬᅮؠҜ

由我擔任聯絡人，本組共有八位同奮

Ă͇ໂҖझߏˠಞĂˠٻঈٻ

，負責會場之秩序、安全與緊急聯絡

ĂੑঈٻĊ 」祈祝全教同奮在光照首

處理等事項，感恩無形有形之協助配

席領導之下，團結奮鬥，早日完成玉

合，大典順利圓滿成功。

靈殿的三大特定任務！

綜觀本次傳承大典參加人員踴躍
的原因：

（作者為天極行宮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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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奮觀禮感想

我們會讓天帝教成為
一個「時走」的宗教
天安堂／陳敏脉 攝影／徐正彥

在天極行宮舉行的傳承大典陞座
典禮，看到許多宗教團體代表與眾多
同奮齊聚一堂，心裡感動不已。教院
同奮的才藝表演，增添不少喜慶氣氛

頂，感受到天上人間、無形有形同步

，除了感恩外，欣喜幾年來同奮能秉

進行神聖的傳承使命，《詩經》．〈

持世尊慈悲渡人的志業，面孔雖有新

大雅．文王之什〉：「 ͛ͳд˯Ăٺ

舊，心念卻是相印的。

ߌ˷͇Ăᔵᖞ֣ĂჯາĄ 」天

典禮進行時，許多同奮熱淚盈眶

帝教是宇宙最古老的宗教，因應時代

，我亦深有所感。維生先生十二年來

的劫運而重來人間，期望同奮能持續

「先之、勞之、無倦」的引領與教化

奮鬥，將廿字精神、昊天心法普傳於

，為弘揚天帝教奠下豐厚基礎；對待

世，將上帝的真道遠揚到無盡時空，

同奮義重情深地如同一家人，致詞中

讓世人永遠免於苦難。台灣話「時走

娓娓道出幾許風霜與艱辛，又堅定的

」，意為普遍流行，相信在光照首席

期勉大家繼續為弘揚帝教而奮鬥。

帶領下，我們會讓天帝教成為一個「

當儀式開始時，頭上一股熱力灌

時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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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先生把道袍卸下，替光照首席穿上的剎那

承擔與放下
無言的教化深印同奮腦海
र۞టдЇࢵयֹ۰˭עăࡍ˯̝ᅫĂБજТጬࣇ၆۞ିޓ͇ٺଐຏĄ

採訪／陳敏屏

在天曹鐳力阿道場參機正殿舉行

攝影／徐正彥

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本教舉

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典禮時，維生

行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及陞座典禮

先生向

上帝呈表，陳述心聲：「 Ȉ

。當天，兩岸的學者、宗教及政經、

ѐĂаࢵֽॡྮĂѣᇎଈăѣ֙ᅕă

社會各界貴賓，來自美國、日本、全

ѣഇޞĂՀѣຏປČČĄ 」此段心路

省各地的同奮，將近兩千人參與這難

與身路回顧，有感慨與感傷、更有非

得的盛會。

常多的感恩與感謝，令許多在場的神
職、教職同奮與在外觀禮的國內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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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淚流滿面，感動不已。

ڱଠטăஊ߹̙̏ĄԧຐĂಶߏ

午間在人曹道場天極行宮舉行陞

р۞җ௦็ٚĊ」

座典禮，環視全場老、中、青、少、

有同奮說：「 ༊ჯϠАϠע۷۞

幼各年齡層都有，更有的同奮攜家帶

ॡ࣏Ăԧຏ࠹ז༊۞ዩፁĂ͕̚ѣ۵

眷參加，當天的工作人員也有不少是

ૻধ۞ຏજĄֹ͇͉۞ିޓઈ̂˞Ă

全家出動，分別服務於不同的工作崗

υืࢋѣࠦ۞ٚፉᄃঈĂ࣎

位。面對即將到來的歷史性一幕，為

ᖃගԧ۞ຏᛇಶߏĈ˘࣎ઈ̂۞ˠĂ

伴同我們奮鬥十二年的維生首席即將

ԯ˘Іઈ̂۞̍ઇԆ˘࣎ล߱ޢĂ

卸任，童光照樞機使者在天意人願下

ྕޝᇞ۞ћගΩ˘࣎ઈ̂۞ˠĄ」

承擔天命，陞座為天帝教駐人間第三

有開導師說：「 ༊ჯϠАϠШ̂

任首席使者；不少人心中五味雜陳，

छᔸॡĂԧϲג৭˞ֽĂͽϤਾ

但是，個個滿心誠摯的參與這深具歷

۞ຏाШະᖃĂԧрຐଫீஊĂΪ

史意義的傳承大典。

ߏԧԯீஊӌזև̄྆Ă̼ࠎጬ˧

典禮進行時，維生先生言談舉止

ณĄ」

是牽動同奮情感的關鍵，誓言天人老

負責播音的鏡芬說：「 रăर

兵奮鬥不懈；維生先生把身上的道袍

ϓ༊ѐᓞ֙ฟ౹͇ିޓĂޙϲିૄĂ

脫下，為光照首席穿上，隨後，將光

Ҝᙋԛ̪ᅳጱԧࣇᚶᜈӅ˧ጬ

照首席扶上一階，雍容步下一階，向

ĄࢋຏᔁჯЍᇽ፟Ă༊ѐरࠎ˞ᚯ

光照首席行禮；典禮圓成前，先生向

ᏱགྷĂԸྤεӀĂߏњ˭र

全體同奮來賓行三鞠躬禮致謝告別。

۞ๅચĂឰरਕޢᜪ̝ᇎ౹Ᏹ͇

一再感動在場人士，全體起立致敬，

ିޓĄ౹ିჯᓞĂчј̙ٽĂჯϠА

鼓掌不斷，空氣中洋溢著感傷、不捨

ϠĂᔘѣБ࠷Чгିੰăିૅ۞Тጬ

之情。

Ăᐵᐵࠎିᜁࠗ؇ᚥĂ̖ѣ̫͇۞ј

台中縣初院呂緒堅行政副弘教感

ಶĄჯϠАϠȈ˟ѐֽ̙ᙜ֙౻۞;

動的說：「 ԧஎஎຏזצАϠ֤Α

ĂТጬ၆АϠ۞ະĂଂ༊͇۞ܑ

ј֗ੜ۞ҋдĂАϠࠎЍࢵयࡍ

ன˘ᜓĂࠎ˞็ٚĂАϠ୮̙

టॡĂৌߏ።Ϋّ۞˘גĂ֤݅มĂ

۞˭ٸЩҜĂৌߏ̙टٽબĊχଂ͕

ѣ۵˧ณᑝԧ۞͕ីஎĂॡ

ׂ྆۞ڇᘏᝍĂࠎޝ˭ିޓ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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ቑĄԧࣇरٚरାӃσିჟৠᄃ

接待組的同奮，穿著整齊美觀的

ჯϠАϠռ؇ᚥĂϏֽдЍࢵय

制服，男士們風度翩翩，女士們端莊

ᅳ˭Ă͇ିޓӈซˢາࡔ̮Ăឰ

大方。青年團的年輕朋友，充滿活潑

ԧࣇ˘ࠎ͇˭ᄔϠࡆᘤĄΐڵĊ」

朝氣，主動參與各項工作。他們異口

台灣省掌院許光晶參教長分享心

同聲一致認為：「 ჯϠАϠԯ֗˯۞

得說：「 ็ٚ̂Ᏹ̙Ăࣃឰ

ట௲˭ĂആЍࢵयࡍ˯ĂГШЍ

ˠᘃهĂٙᏜᘃهĂಶߏ̙ĂჯϠ

ࢵयஎஎ˘ᔸĄ͇બĊ൪ࢬ၁

АϠȈ˟ѐֽĂࠎ˞ԧࣇઇ۞၁д͉

д΄ˠຏજબĊ」
青年團的大究說：「 Яࠎߏ̍ү

к͉к˞Ă̂ࣃޝछະ。」
有同奮建議：「 ჯϠАϠᑕྍੜ

ˠࣶĂޝѝಶזĂҭߏĂۡזळ

̙҃Ѓăၙၙ୶Ăགྷរ็̟ٚЍ

ᖃ۞ࢰሄᓏᜩ۞˘֤݅ĂࣧАᝌሄ

ࢵयĂԯ͇ିޓዮрĂԯ͇ିޓ

۞ঈ˘ڤᒠมᖼࠎఄᚑඥ᎗Ăԧ̖ຏ

۞˘̷ৌϒ็ٚ˭ֽ。」

ᛇ็זٚ̂ৌ۞ฟؕ˞Ă֤ຏᛇ

也有同奮建議：「 ჯϠࢵय˘௲

ܧ૱۞পҾĄᇹ۞็ٚĂ၆ԧࣇѐ

˭టĂΦᆇಶۡତჍײĺჯϠАϠ

ᅅˠ۞ᇆᜩܧ૱۞̂Ăԧޝຏᔁਕૉ

ĻĂ࠻זপΏ˵ۡତჍײĺჯϠАϠ

ણΐ˘Ѩ็ٚ̂Ă҃ͷߏд֤ᆃ

ĻĂ˘˭͕̄நڱአዋĂ̙͉௫ၚ

ѐᅅ۞ѐ᛬Ăಶѣ፟ົણᄃᆃ̂

ᇹ۞ჍײĂĺАϠĻĂගˠຏᛇр

۞ᖃĂᔁᔁ。」
傳承大典能夠讓不同宗教的代表

ညͧྵπ˲Ą」（編註）
正洗、鏡洗全家一起來，兩人分

及各界外賓認同，又能在同奮心中留

別在不同區域擔任招待，兩個小朋友

下深刻的感動，是維生先生十二年來

與青年團的同奮一起表演手語帶動唱

與同奮攜手併行累積的情感，留下很

，對於能參與傳承大典，感覺很殊勝

好典範。光照首席一直在帝教核心階

，同時很感動：「 ഇధՏ࣎ˠᜈ̙

層默默奉獻，道歷足夠，形象良好，

ᕝ۞િጬĂछࠎିώĂАႽˠ

相信他一定會領導天帝教走向更寬更

ůᜪछĂଂҋ̎ઇĂГԼត֗ᙝ۞

廣的新境界。

ˠĂ࣐ࡶБछˠౌᙸຍВТጬĂ֤

編註：有關維生首席退任後之尊稱「

ᆃ͇ିޓಶਕσࠧ͵ٺՏ࣎֎རĄ」

維生先生」，謹引教訊276期傳承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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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維生首席〈給樞機院全體樞機

傳中有：「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

使者的一封公開信與私心話〉的一段

我不敢為「先知」，但我自認應是天

文字，期能讓敬愛先生的同奮弟子了

帝教在本師世尊之後，能「先知道」、

解尊稱之所出，並學習尊重與接納。

肯用心研究，願終生奉獻於天人實學

一、我希望：以民國九十四年十

的老人教學者，稱我為「先生」，我

二月九日本師世尊的聖訓中所昭示無

當之無愧，非常適格。非常平凡、平

形核定之「先生」稱謂，為我在未來

淡、平易、平民。

在天帝教內名分與定位。稱我為「維
生先生」。
禮記中稱師為先生，並解釋為「
老人教學者，稱為先生」。在韓詩外

็ٚ̂ळᖃд͇ໂҖझ͇ˠ̂ТૅᓝҖĂጯ۰ăି؟ăᛨ߆གྷЧࠧෳᄼ̈́ТጬВᄃົĄ

51
May 2007

Ὦʽଢटː૪ણᶇ⤽ሳ૾㆛រ⧾ၪ⣬
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專題演講摘要

ὮʽԻࢍ⎞㋧ᓝҀ
第五力場與高次元
ᆹἇ᱿૪㊹ᔕỄ
時空的實驗歷程

ᛷᇆƝᆒ̂૽Ą
ჶഛōञഗȯ

ʙ⧾ːōʑतᶇἄずづോずंȭᄮō⽷̪Ȯؖሶ⠗ȭ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陳建德院士 整理／張鏡体、吳月行

づずंဏӷȵ㋧ᓝҀᆹἇⳇ⤻૪㊹ȶŊ˟Β⊌ゝ⬢ὮʽԻࢍۓ˫ר㋧ᓝ
Ҁᆹἇⳇⳬ᱿ϐ⦦Ŋʏ⦦ᆙ㋧ᓝҀⳇ⤻᱿᧚ඖŘ⤻⚦ʃߌ⭡サ≟⠭ᛧȮ⤻⚦˫ᐉ
Ⳑ↙હ߽Ȯ⤻⚦ЗⲶᤀᆹ⿵ೖⴀȯづずंሷ〦㋧ᓝҀᆹἇⳇ⤻᱿บᘍ⎞ᄞᲿԊ
陳院士提到「高次元時空通訊物理實驗」，他相信聚集超強第五力場可以開啟高次
⎐Իᶇἄ᱿टː˅ⳇᑨ᱿ᐉบ֓Ӡチȯ
元時空通道的假說，並說明高次元通訊的特性：訊號不因距離而衰減、訊號以結構
連繫物定址、訊號傳送無時間延遲。陳院士有關高次元時空通訊的想法與本教目前
致力研究的天人交通機的構想十分雷同。
づോずं⋍ᇓ

Ҁᆹἇ᱿૪㊹ᔕỄȶȯづずंᆯ⇾ߡ

Ὦʽଢटː૪ણᶇ⤽ሳŊ߱Ҁ

⫖औӓଛˁञણ֢ंȮߡἼשᢕ

ሶҞᅺᇄ⿵ʠ૾㆛រ⧾᧚ⴎʑतᶇἄ

ञણᷟȮણंŊᶇἄㅽࡍᣅӐ๗

ずずंづോʙ⧾ȵὮʽԻࢍ⎞㋧ᓝ

Ȯヅઈ⋱⨲ȮᔎⱜૼяݽŊ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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౺˟᪀വ֢ंણ̤രⳖҘ⇾ߡ⪫ᦲ૪
陳建德院士背景

ᤀഐ᱿ᇜ˫נדɺȵʃᆙԻࢍȶ᱿
空之存在，而後有機緣於1999年與李

㊹ાడ̳Ŋᵬᵬɺ౺घŊଔ॑Қʊ
第五屆天人實學研討會，元月
᮹Ὦɺಚ㋧Ӡⲅ᪓Ȯ㋧ታᙟȮلᣅ
六日晚間之專題演講特邀中央研究院
ȵ㕻ȶ᱿ᔎⱜૼⰖŶ҆҆ታℬřぽ
院士陳建德主講「第五力場與高次元
౺ŊづずंϝᖗӠઈҙଶヅઈⰖŶ҆
時空的實驗歷程」。陳院士是美國賓
ؚᄇ⋱⨲૪㊹Ŋ༌ᶝʊ᮹₊⻞Ŋໞᣅ
夕凡尼亞大學物理博士、國立台灣大
ҚὮɺΤ᳖ӷߗ๗ᖗӠઈྚՒ⋱べ
學物理碩、學士，研究領域為凝態物
᱿Ấણȯ˟֟⬤᱿ᶇἄṘ⎞Ấણ
理、電子能譜、同步輻射儀器，獲得
ໞଔŊˉሷᯍघ᱿ણ⠛Ᏻ⩇⊾હŊ
博士學位後，他進入美國貝爾實驗室
ሷ1988౺⇾ߡR&D100ᶇᱹᩦȮ1987Ɯ
工作，短短一年多，就建好全世界第
1995౺⇾ߡ⪫ᦲ૪㊹ા᧚ᔢ⪯᪇ᩦघ
一座高分辨率、高束流的同步輻射軟
ᓝȮ1996౺⇾ߡણሳElectedȭ
Ｘ光光束線，因光束線長達二十幾公
FellowȮ1995Ɯ2003שᢕЂӛː༇ᱹ
尺，義大利籍同事法蘭西斯科．希提
ଭࡣ⸉ሳ⧾ಚȮ2000౺ʑतᶇἄずず
將之命名為「龍」；隔年，陳院士做
ंᾀᔢᏳȯづずंᅠ1995౺ⲙߡരɺ
氮分子內層電子軟Ｘ光吸收能譜實驗
᳅ሺՖᅠߡᔎⱜૼᶇἄʑൔŊぜ
，打破世界紀錄，成為全球第一個看
ʴଃᔎⱜૼדӐ๗ㅽࡍ↧↲ϝ
到固態氮分子振動能階的科學家。他
ӛ⸅⣬⪯᪇कŊⲖ౺͗Ŋʬ⎐Իᅠᶇ
卓越的研究精神與成就，享有相當高
ἄὮʽԻࢍ⎞㋧ᓝҀⳇ⤻ȯ
的學術榮譽，擁有2001年中華民國物

એ߱ŊߌᣅⳆɺʃᆙԻࢍଭḻ᱿
嗣涔教授進行手指識字特異功能實驗，

理學會會士、1996年美國物理學會
Elected

Fellow、1995～2003年傑出

ˑ㓯ᆯȵὮʽԻࢍȶ
人才發展基金會講座、1987～1995年
美國貝爾實驗室特殊貢獻獎等多項殊
づずं߱1988౺⤃ദᮝԊര᱿
榮。近年來，致力於研究第五力場與
Ṙम⤃⯿ᔕŊ㋤ሳӷᷨሷ㋧ᓝҀᆹ
高次元通訊。
ἇʠએ߱Ŋ≟രሷᑨℳᅠ1999౺⎞ቦ
ܭᚔᄞ࿙Ⳗ⠗༆྆⨯᧚ᯌԼ⋱૪㊹Ŋ
什麼是「第五力場」？
૾㆛រ⧾͵ഺ㋧ᑙ⎮ଅঋ⎞Ң˟ણὄ
陳院士在1988年父親往生前後的
༆྆⨯૪㊹আ˛₺ȯ˟ΩዾჇ૪
神奇親身經歷，體會到確有高次元時
㊹⤐ૣӷ᱿⩽ᛖΒબસ⿵ሷሩ㋧

⩽⃑ᤋʃᅠᲿԊẤણ᮹ᷨᵧ᱿⸅
專題演講便從高橋舞小姐與其他學童
ԻȮヅᷬԻȮ̳ᮢԻד̳ᮢԻᾀ
手指識字實驗開始介紹。他們根據實
߈ञԻࢍŊᄑᇺờᣅȵὮʽԻࢍȶȯ
驗所觀察到的現象深信宇宙間有更高
᮫ᅠẤણ⧾ᖣ᱿ᆯ઼⤐ᷨ૪᱿⨢ჇŊ
無形的智慧以及另一「不明力場」的
€᱿ᆯᇒ⳦⸅ר⢒᱿ᘍԅ≟ଇᄲ
存在，因為這一不明力場所展示的現
᱿ጊ͛Ŋ˫づずंⲖ౺᱿ᶇἄ⸅㔄
象絕然不同於目前科學界已確知的重
ʠɺᣅ⥑⤺ȮᶇᱹὮʽԻࢍ〦ʠ
力、電磁力、強作用力及弱作用力等
૪㊹яݽŊ˫͵㊹⨢〪דᆙⳆɺᏎ
四大力場，故暫稱為「第五力場」。
ᣅी।᱿ʃᆙԻࢍŊᲿԊἌᶝബघ
由於科學家講求的是客觀確實的證據，
ߔザŊᶇᱹӛघㅮὮʽԻࢍ૪㊹яݽȯ
探索的是普遍可重複的法則而非少數
˟ʬ⤟⸃ӷὮʽԻࢍᆯɺỚ̙ʢ
的案例，所以陳院士近年的研究重點
એ߱בᛵ⸇ʃӷҢ⫨᱿ቺ⣫Ŋሷ
之一為設計、研發第五力場相關之物
ʃ᱿ờŊ⧠ॖᖎࢍ(Chi,Qi)Ȯ♕
理實驗儀器，以便驗證及闡明這一極
為奧妙的不明力場，目前已突破很多
ࢍȮᓿԑ(Orgone)Ȯᇒˁₗ(Prana)Ȯ
困難，研發出多項第五力場實驗儀器。
ᮝ⋱ࢍȮՒᷬࢍȮ൳ԻȮὮʽԻ
他也解釋到第五力場是一種似乎
ࢍȮᘘՒ⋱⸇......ᾀᾀŊːㆩಂ֔
存在又測量不到其本質的東西，它有
౺͗ሷະŊሱⲖ᱿Ấણʬ߱€
不同的名稱，諸如氣場(Chi,Qi)、歐
Ŋ˫᮫ᔍӡҘ⦦ʃહ˫ר༪ӷὮʽ
剛(Orgone)、普亞納(Prana)、生物能
Իࢍᶇἄ᱿ᅞȯሷɺ̤⇾ߡːሯ⍮
場、動物磁場、念力、第五力場、波
บᯍ⊌ゝബ᱿ᓿԑᆹଔ⋱༌ໟΩ
動能量......等等，人類幾千年來有
߈ᓝҀᆹἇӷሩ㋧ᓝҀᆹἇ᱿ⳇⳬŊ
感應，最近的科學也在探索它，所以
ʏ˫☼רϝӛᤀ೨ଢ᱿ᵁ⿵ⳇ⤻Ŋ
由此切入說不定可以找到第五力場研
ʬߌᔍআᶇᱹ㋧ᓝҀⳇ⤻˫ݽቅӴ
究的方向。有一位美國人曾臆想當聚
ᮢ૪㊹᱿ᅞᘍ͗⨢ᆙ㋧ᓝҀᆹἇ
集很強的歐剛時就能打開我們四次元
᱿એ߱ȯᶇἄ᱿ᏎᲿᐻଔᆯ⣬ᱹ
時空到更高次元時空的通道，並可藉
Ȯ⨢૪ὮʽԻࢍ〦᱿ᄓະᆯᤀᘍᮢ
以做出無遠弗屆的瞬間通訊，也因此
ᵧ᱿߈ञԻࢍُࡣ⁋ઈ͗⤟⸃᱿
Ŋ≟⨢ᆙ㋧ᓝҀᆹἇ᱿એ߱ඖʬൕ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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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߈דᓝҀᆹἇ᱿ᯗŊ⤐
開始研發高次元通訊器以期利用物理

⊌ૼוゝⳇ⳧ȯআᛵ⥶ᆹᱹ᳠᱿
很不方便用來做科學實驗。為了克服

ૣӷ⬢⳧҆Ⳍʜ⎏ᅠᵁ⿵ⳇ⤻᱿Ấ
實驗的方法來證明高次元時空的存在

ሷɺ⊵ञ᱿ᖎࢍૼℬᮟᮝŊⳆỚᖎ
這一困難，陳院士因為知道水晶能聚

ણ⩽ȯଃᅠᖎࢍŊໟΩʏʃかᮝŊ
。研究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發掘、證實

ࢍૼℬബम।Ŋಂʢ˫רἊⲿሷ
氣，於是研究了各式各樣的水晶，找

ॖʑⷪ⡹᱿ᖎ⋸⃘Ŋᖎࢍ᱿Ấણᶇ
第五力場相關的效應是無法用已知的

⫨Ŋ͛ॖ⾪ኈȮׂᦷȮ࢘Ȯ⺁ኈȮ
出最理想的水晶柱，切割成十二面的

ἄಂ֔౺ԊଔሷŊמᆹαːΩ᳅ᮢ
四大力場和基本粒子來解釋的，而證

⺭ᦸȮ࢞⍑ᾀᾀŊִ̟ᤀᘍἊⲿХᣅ
角錐型，再切割十二個溝槽以產生眾

ː㋤͗ະŊⲖ˩ᖎԼోʬӴᮢकᖎ
明高次元時空的存在性也必須超越相

ɺ₣ׂಙ᱿ᖛଶȯנकŊỻહ᱿ᖎ
多的內表面讓氣場可以在水晶內部反

̔ᮝ᱿ᥖ⸇ȮकℬȮㅠᘘᾀ͗
對論及四次元時空的範疇，觀察到遠

ࢍૼℬⳇ⳧⾪ኈരŊሳңሷᆹ⿵⋸ᗢ
射聚集通過。開始測試時發現真的有

⿵ᶇἄᖎࢍȯ
超過光速乃至於瞬間通訊的科學現象

᱿᧚ඖřңሷઋᙀ᱿࢘≟וሳぁႼ
一股強大的氣場射線產生，這種氣場

。對於氣場，我們並不陌生，如中醫

射線很奇妙，幾乎可以穿透所有物質
ᖎࢍૼℬഺઋᙀⳇ⳧ȯ

裡的氣脈經絡，氣場的科學研究幾千

，例如鐵板、厚牆、鉛塊、銅板、鋁
߱ὮʽԻࢍ⎞⫨˅ʻ̳ᮢ૪㊹

߱づずंᶇᱹὮʽԻࢍ૪㊹
年前就有，古時候人們直接用人體來

片、塑膠等等，但卻無法穿透僅為一
ʑŊɺ⎷᱿߈ञԻࢍᆯᯍҢᮟᮝᚉ

ൕЈ᱿яݽŘὮʽԻࢍᮟᮝȮ⊌ᤄ
感應，近代氣功師也利用外氣所伴生

張紙厚度的水層。另外，穩定的氣場
दᆹŊ˅ʻ̳ᮢら֯ᚉदŊ͛ॖŘᷬ

ݽȮӼݽȮᄍञݽȮؚ೧ݽȮᄍ
的熱量、紅外線、或音波等來間接研

射線通過鐵板後，會具有時間脈沖的
⾪⎞྆֡⸒̳ᮢŊᯍᷬ⾪ᚉदര྆֡

דݽᛵݽŊ˟㈪҅ⴆહʴᖎࢍᮟᮝ
究氣場。

特性；具有孔洞的鉛塊反而會阻擋氣
⸒Ἴ֯ു̤׆Ŋ≟ὮʽԻࢍִᆯᖎ

דᶇᱹӛ⊌ᤄݽŊᮟᮝᆯᮢ࿌҇

場射線從孔洞通過。
ࢍᮟᮝサരŊᖎࢍͩᤋએ߱ᯍ

૪㊹ᔕỄ

物理實驗歷程
まᵲ(Moldavite)ϝ᱿ŊⳆỚໞ˷ㆩ̙

在第五力場與物質交互作用實驗
᱿ᆹ⿵ŊഺಂӠ⾝ӷಂଅᆹŊㆴ

᪴ᬶ᱿まᵲ⿵ᮟŊዾჇ߸⫨ણ
在陳院士研發第五力場物理實驗

中，一般的四大力場是當其產生物消
ӛ߈ञԻࢍᗞሷ᱿ᔬᮽᄓະŊ˫ד

ᛵᆯɺ֔ʽᱻ┋౺Ԋሷɺతञまᵲ
必備的儀器：第五力場產生物、聚焦

失時，交互作用隨即消失，例如：磁
ᱹː㋤Ӯ⤯ᖎࢍᆹະ˫רബᄖ

࣏┛߱ോߡࣀҙŊ᮫ᅠ㋧ᥖջ߸⠧
器、控制器、放大器、吸引器、排放

鐵與指南針作用，當磁鐵消失後指南
⺤Ŋ̟ബ൬בሳ⡕ᖎࢍ҂ដ≟اະ

ḮŊ߱᳠ἇʑӐʈཛྷ⎏㋧ἇരŊ
器及探測器，他首先選定了氣場產生

針立即恢復原位，而第五力場卻是氣
ⴀㅺᨊ๗Ŋト⣬⿵ぽ॑ಂଅᆹʜ⎏ᄲ

ߌまᵲ⯿᱿㋧ⳌՒ⋱Ŋ૽Ⳇˀ⿵
物及研發出聚焦器，產生物是用捷克

場產生物離開後，氣場依然存在相當
ᅺ༇⋱ു׆ሷ᱿ᄖ⺤ಙȯሷʴᮟᮝ

ᮟᮝ᱿टᤋ᪴ᬶ㇓ഃ⎏࿌҇ࣀҙȯଅ
隕石(Moldavite)做的，這種成份類似

長的時間，從幾分鐘到幾小時，顯現
ݽȮ⊌ᤄݽଔൕㅱ⣬ሷӼݽŊ؋ԅ

ଅɺ㆗࿌҇まᵲオᤋઌؐሷബ᱿ᖎ
玻璃的隕石間接產物，根據地質學家

出四大力場所沒有的殘留效應，以及
ᤀᘍሷᄓ⦲ᖎࢍ᱿Ŋ≟Ӽݽ

ࢍŊ̟༌ӛ͗᱿ᖎࢍሳ߈ㄇҜᅞᄣ̡
推測是一千五百萬年前有一巨大隕石

發現人體初接觸氣場時感應可以很敏
᱿⢌̳ሩሷ⬶ʴŊ
܈᱿ᮢ₎֓Ҁᶶ

Ŋബʃᅞ͵ᮢ͗ϝẤણ૪㊹ȯᣅʴ҇
墜落在德國境內，由於高熱溶化地表

銳，但很快又會被氣場充滿而呈感應
౬ञଅ᱿࢞⍑⠿Ŋ⡹ㄇᄍʴ᧚ᔢ᱿㓈

ሺⳆɺߔザŊづずंߌᣅᵧⳬᖛᇘ⋱
礦物，在真空中凝結且拋至高空後，

遲頓狀態，需要間隔好幾小時乃至數
ᖛૺ⬚͗Ŋʀʁ׳ᯘɺΤʃ⾈⻘☃ᦸ

⊌ᖎŊᅠᆯᶇἄʴ׳ೣ׳ᑂ᱿ᖛᇘŊ
因隕石本身的高速動能，將這些間接

日才能恢復原有的敏銳度。有了產生
ᯍ̳ヅᏎኈŊʈ߱ヅᏎኈकㄇ←ʀថ

༪ӛሱบ᱿ᖛᇘዘŊӡԟໞ֓ʷㄇ
產生的天然玻璃飛彈至捷克境內。小

器、聚焦器就必須要有控制器，否則
ծ⺁ℬℬߞŊ׆ߌᣅ⠿ʑሷᖛŊᖎ

᱿⤑⻧ࠣŊҪӡԟ֓ʷΤᝄᐥ˫ᮟᮝ
小一顆捷克隕石雖然孕含有很強的氣

無法有效調控氣場的強弱，而控制器
ࢍૼℬᤀᘍⳇ⳧Ŋ̟߱☃ᦸʀԽʀヅ

᳷घ᱿ҙ⠧ㄇ⩕ᖎࢍ߱˫רᖛᇘҙⵒ
場，打出來的氣場會向四面八方散佈，

的製作更有趣了，簡單的用約十元硬
ࣱᮟᮝヅࢍŊ߱ℬߞʀԽʀヅᙟᮟ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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ὮʽԻࢍ૪㊹я⥑ݽЈȯᤫᦸဏͧōづോȯ

ᷬࢍരŊᖎࢍଔ⋱ⳇ⳧ŊʈҢⳇ⳧⸇

㋧ᓝҀⳇ⤻᧚ඖ

ߌרԽʠヅࣱ⎞ヅᙟʃ≟ϝᄊ⩐

づずंʬဏӷȵ㋧ᓝҀᆹἇⳇ⤻

ȯ┮ᣅʴञౘဏ֗ᖎࢍ᱿ಙ⎞⤟

૪㊹ȶŊ˟Β⊌ゝ⬢ὮʽԻ

ᗉᖎࢍᔬᮽᄓະ˫Ӵ૪㊹᱿Ⳗ⠗Ŋづ

ࢍۓ˫ר㋧ᓝҀᆹἇⳇⳬ᱿ϐ⦦Ŋ

ずंʬᶇᱹӛὮʽԻࢍ᱿ᄍञݽȮ

ʏ⦦ᆙ㋧ᓝҀⳇ⤻᱿᧚ඖŘ⤻⚦ʃߌ

ؚ೧ݽȮדᄍݽŊ≟ሱ⸅⣬᱿ᛵ

⭡サ≟⠭ᛧȮ⤻⚦˫ᐉⳐ↙હ߽Ȯ

˷ⵒݽŊオᔕʽ౺घ᱿ՁԻŊᲿԊ

⤻⚦ЗⲶᤀᆹ⿵ೖⴀȯᲿԊરໞ㋧

ଋቍໞԼŊ˜߱ႄ€ᶇᱹべᕀȯづず

ᓝҀⳇ⤻ݽʑᱹૼᑨᅞㄇ᱿ⳍŊ≟

ं᧚Ӳ⦲Ŋ˟⤐ૣӷሷ〦ὮʽԻ

ᄇᑨᅞㄇଋ߱ᶇᱹᯍʑȯづずंሷ

ࢍ᱿म।⩽דᶇᱹરໞ᱿घㅮяݽ

〦㋧ᓝҀᆹἇⳇ⤻᱿บᘍ⎞ᄞᲿԊ

ŊᲿԊХ⋱ͩㄅଇᄲңሷ᧚ᔢະ⋱

⎐Իᶇἄ᱿टː˅ⳇᑨ᱿ᐉบ֓Ӡチ

Ի᱿ː͗㋤㊹Ŋᤀᘍᮢ૪㊹яݽϝᇒ

Ŋ߱づずं⸁᱿រ⧾ʑŊ⊝᳷ട

⳦Ȯ઼⤐ඖ᱿Ấણ㊹⨢Ŋ̟˟ᛖ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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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交通機研發現況及展望

以專業精研的態度
向宇宙新境界出發
／王光髓

天人交通機研發理念來自本師世尊，八十八年起依聖訓指示展開侍生腦波之研
究，並從教義觀點探討天人交通機之基礎科學研究方法，九十三年天人交通機
研發小組納編入天人親和院，希望經由本組之研究計劃推動，帶動教內外更多
有心人士參與，一起完成研發天人交通機之使命。
八十八年底「天人交通機研發小

沿革

組」正式成立。
本教有關天人交通機研發的理念

來自於本師世尊。

八十九年起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
每月定期於鐳力阿道場開會討論與計

民國八十二年本師世尊在自然亭

劃實驗。

與天人修道學院師生親和，提及天帝

九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天人親和

教未來電腦資訊化時曾言到：「 ֽ

院正式成立，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所

ົ൴˘ځ፟ጡĂညෛ˘ᇹĂ˘χ

有組員納編入天人親和院，繼續進行

ฟตಶΞͽᄃԛ˯ཐৌ఼Ă

研究工作。

̱͌ѐĂк̣ȈѐົѣܐՎјڍ
Ăߏ͇۞ିޓઈ̂൴ځĂણᄃ̚
۞ࠤٕѣᏚ֓Ⴌረ۞Ąķ

實驗方向與結果
一、天人交通態之腦波

八十四年，本教進行以電腦儀器

首先由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聖訓

測試侍生接收訊息時腦波反應的初步

中，先天一炁玄靈子指示，有關「天

實驗。

人交通機之原理與設計」一案之指示：

八十八年十月，緒致同奮提出「

可以觀察天人交通人員念波之變動情

天人交通機之現代物理學原理及電路

形，詳加紀錄，可有助於研發。因此

設計」，並提出專題報告及研討。

本組展開腦波之研究，觀察侍生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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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通時腦波之變化，前後共完成十
七次實驗。自八十九年二月廿七日、廿
八日的第一次實驗，至九十年五月三
十一日、六月一日完成十七次實驗，
其實驗初步結果於天帝教第二屆天人
實學研討會上，發表「天人親和—天
人交通態之腦波變化」之論文。發現
天人交通態之腦波變化由各波功率明
顯看出其趨勢，侍筆中δ波之功率相
較於侍筆前，皆有明顯增加。相較於
筆者之前實驗結果之靜坐時θ波之功

ˣȈαѐώିฟؕซҖ఼͇Ϲ఼፟۞ૄᖂநܐهՎ၁រĂ
னд͇ˠϹ఼፟̈̏གྷৼበˢ͇ˠᏐੰయࡁտĄ!!
Ɲିੈྤफ़ͯĄ

率明顯增加，可知天人交通態時，腦波
處於更低頻狀態。
（Josephson）原理，來進行天人交通

二、天人交通態之量子能量變化
九十一年八月十八日，開始從事

機材料的研發工作。緒致於台灣大學

天人交通態之量子能量變化實驗，本

低溫物理實驗室進行之陰陽電磁場實

研究嘗試從腦部相對位置之能量變化，

驗，在超導態中分辨由正電所產生的

探討天人交通時腦內變化，研究結果

磁場以及由負電所產生的磁場的方法，

發現，無論在雙乩侍準與單乩侍準，

其結果發表於第四屆天帝教天人實學

在松果體位置之能量，侍準中比較侍

研討會。

準前有增加趨勢，且隨著時間增加。

四、天人交通機之基礎科學研究方法

但在大腦皮質、下視丘與腦下垂體之

緒潔同奮從和子論探討天人交通

能量，侍準中與侍準前比較，皆無明

機之基礎科學研究方法，提出研發天

顯一致性之增加或減少，由此結果得

人交通機的可能過程，其結果發表於

知，天人交通態時，腦部位置之松果

第二、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體佔有很重要份量，其結果發表於第

同時緒潔同奮於台灣大學功能性核磁

三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共振（f-MRI）實驗室所進行的實驗，

三、天人交通機之材料研究

目前在默運祖炁的量測上有良好的進

本組為尋找及研發適當接收材料
以接收無形傳訊，緒致同奮曾初步提

展，初步探討靜坐的大腦反應現象及
生理意義。

出利用超導材料，並結合喬瑟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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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五、天人親和態之熱準研究

五、希望經由本組之研究計劃推

九十一年九月十七日起，為提高
天人交通時，接訓之準確度，以利往

動，能帶動教內外有心人士參予。

後科學實驗，本研究同時進行天人親

本組成立之初僅有少數成員，隨

和態熱準實驗。九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著實驗進行中，陸續吸引很多教內同

、五月四日與廿五日，以及六月十五

奮參與，同時促成天人親和院成立，

日進行四次實驗，九十三年三月四日

成為天人親和院主要成員。本組工作

進行十二次實驗，九十三年五月十八

內容也吸引許多教外人士，例如中研

日進行十八次實驗，實驗結果準確度

院陳建德院士與清大光電所張榮森教

偏低，經討論結果其主要原因可能為

授，積極與本組進行相關研究合作。

侍筆人員無法適應本實驗之模式，因此

雖然本組研究結果沒有巨大突破，但

模擬侍筆人員原先之侍筆模式繼續實

畢竟已踏出一小步，我們深信師尊之

驗，本預計九十五年七月廿四日進行

信念，同時期待未來教內外更多人士

實驗，適逢第三任首席使者推選，天

參加，一起完成研發天人交通機之使

人親和院是承擔選務的權責單位，預

命。

計九十六年五月接續熱準實驗。

（作者為天人親和院天人交通機小組
組長）

展望
一、接引教外專業人士進行合作
研究開啟結合宗教與科學研究，藉由
科學實驗以善導人心，引導教化，打
開春劫之氣運。
二、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所得實
驗結果，希望能作為宗教有力之科學
驗證，以破除傳統宗教迷信的迷障。
三、提高天人交通人員對傳訊內
容之自信心，並增強各階段天人交通
儲備人才之訓練信心，以利予通過各
階段考驗。
四、對參與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
之人員，提昇其靈識，以利於研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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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力阿道場閉關

調和共振、靈肉協調、神人合體
本師世尊曾說：「͇۞ିޓТጬ࠲ޢͽ؟Ăаזā˯̂۞ޓछलĂᑕྍځϨ
ҋ̎Аֽ͇۞ֹĂ˞ྋϠൺܳĂˠ֗ᙱĂČ」
「先天帶來的使命」，茫茫人海中的你領會到了嗎？
六月份起至八月份，鐳力阿道場先後辦理天人交通體驗營、第九期天人交通
班以及傳道使者、傳教使者複訓班等訓練，系列閉關活動引領學員的身心靈從平
時的修行中向下深根，經由「調和共振」、「靈肉協調」、「神人合體」的過程
晉昇，體會本教天人親和、天人合一的奧妙！請同奮踴躍報名。

第九期天人交通班（第一階段）

傳道使者傳教使者複訓班

閉關日期：96年7月1日至8月19日。
報名對象：正宗靜坐班結業，大專以

14 日梯次日期： ９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上畢業，年滿20歲。

８月１０日。

參訓奉獻：12,250元。
21 日梯次日期：９６年７月２８日至

天人交通體驗營

８月１７日。

日期：96年6月8日至6月15日。
報名截止：６月２０日。

（6月５日報名截止）
報名對象：正宗靜坐班結業。

報名對象：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結業。

參訓奉獻：5,000元。
聯絡人：黃敏原

參訓奉獻：7,000 元（14 日梯次）。

e-mail：thiouli@yahoo.com.tw

10,000 元（21 日 梯 次 ）。
聯絡人：胡緒勵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報名相關資料，請上天帝教網站http://tienti.
info，或各地教院、堂、道場查詢。

ᛷᇆƝᆒ̂૽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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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年春季法會系列聖訓
法會提前舉行 乃應台灣地區之動變

教同奮加強祈禱誦誥，為期二週，聚匯正

天人合力 為丁亥年開化新運新氣象

氣，轉化成為救劫力量。
三、人間法會主辦單位用心規劃，結

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丙戌年十二月一日午時

合全教人力、物力，團結奮鬥。

首任首席使者：
對「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
會」提前舉行一案。指示：
一、九十六年之台灣地區仍有「動」

救劫使者應認清救劫天命矢奮不渝
確保台灣基地 達成兩岸和平統一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與「變」之勢，本教及早舉行「丁亥年春
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天人合力共

丁亥年一月廿四日申時

極初大帝：

為丁亥年之氣運、國運、人運開化新氣象。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經

二、訂九十六年三月十一日（陰曆一

天人共議，於上元龍華會之前啟建，以因

月廿二日）於新店市北新國小活動中心舉

應台灣當前波濤洶湧之選舉浪潮，及時化

行。在此之前，自二月廿五日卯刻起，全

減社會民心對立衝激，全教同奮如響斯應
，結合法會前之加強誦誥活動，戮力達成
護國、祈安、超薦、迎福之法會宗旨，開
啟丁亥年行運新氣象。
台灣復興基地不保，遑論弘揚天帝教
化，台海兩岸之和平不僅攸關天帝教之千
秋萬 禩 ，更是兩千三百萬民眾福祉之所寄
。全教同奮皆是救劫使者，能認清救劫天
命之重任，矢奮不渝，成全大我，小我自
然得以生存。吾曾語諸同奮：「直至三次
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始終可以確保為中國
之自由樂土，世界之桃源。」此言直指人

攝影／鍾緒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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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以凝聚台灣復興基地存亡與共之決

者遵天命、履師訓，奮行不渝，大地回春

心，一以激勵同奮堅定救劫意志而奮鬥不

之日可期。
法會凝聚了天帝教同奮一心一德之祈

已。
中華一家，兩岸中華族群皆是源自炎

祝心願，吾予以調燮運化，親和相應， 炁

黃祖先，同文同種，血脈相承，受迫於三

氣相親，祥瑞普照，諸方圓融，益見萬化

期末劫與歷史因素造成今日兩岸分治分離

由心，天律自然。

上帝慈悲，鍾愛中華

丁亥年春季法會，無形運化有形配合

文化老根之所在地，特准天帝教於台灣寶

，應元救劫天命威靈赫赫，人間同奮一心

島復興，負起搶救三期、廣渡原人、澄清

一意，常奮常鬥，普化天帝真道，深植人

宇宙之神聖使命，以確保台灣復興基地，

心，自化自覺，同了夙願，齊登聖凡平等

達成兩岸真正和平統一為奮鬥目標，吾衷

天人大同之聖境。

之局面，仰蒙教主

心期望同奮要堅守救劫崗位，貫徹救劫天
命，慎始慎終，完成使命，最後皆能回歸

勘透七情六慾之執 破功名富貴之幻

教主

堅定道心積功德 功圓果滿回天有路

上帝左右，永生共生。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一炁宗主：

遵天命履師訓 大地回春之日可期

天帝教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

普化天帝真道 自化自覺同了夙願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法會吾為共同總主持，總責超薦解厄之儀
，轉化全體同奮虔誠持誦之經力為渡濟幽
冥之心燈，普照諸方，化解癡迷，釋渡執

先天斗姥大聖元君：
吾奉御命為天帝教丁亥年春季護國祈

念，棄暗生明，化戾呈祥，陰陽相親。

安超薦迎福法會共同總主持，有感春劫行

天帝教世代興替，第三紀啟元，全教

運，娑婆世間眾生之共業相乘相積、循環

同奮仍應始終如一，慎行教政，貫徹天命

報復，天災人禍頻仍，肅殺之氣橫空，惟

，為保台護國時代使命而奮鬥，諸天神媒

見天帝教同奮救劫精神熾盛，斯為搶救三

參贊運化，天人合同，親和奮鬥，天地人

期末劫化戾徵祥之明燈，期許諸位救劫使

三曹和諧共振，功成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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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苦是性靈輪迴轉世
必經之鍛鍊，生死之間吉凶禍福、悲歡離

化人，規方勸善，一生一祥，芸生凝祥，
道勝化劫，齊開聖域。

合等諸外緣，皆是虛幻，勘透七情六慾之
執，識破功名富貴之幻，堅定道心，忠侍

以敬異愛同 與各正信道場和諧互動

正宗，普化真道，善積功德，功圓果滿，

建立宗教會通 開啟宗教大同新景象

回天有路。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末劫冤冤循環顛倒輪迴

召三期總清

應元帝教 期同奮至誠不息道勝化劫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萬法教主：
天帝教丁亥年春季法會啟建，以因應
台灣地區行劫氣運之變化，配合人間加強
誦誥之正氣力量，為丁亥年之天運、人運
、氣運開啟扭乾轉坤之樞紐，人間同奮乘

無始古佛：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是
為丁亥年救劫弘教運作之大事，天人合力

勢而為，矢奮不渝，彰顯丁亥年春季法會
之意義。

，圓滿功成，以期全面帶動丁亥年之救劫

天帝教同奮深具憂患意識，普遍發揮

弘教氣勢，因應台灣寶島人運氣運之變化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救世精神以及財施

，開啟奮鬥先聲。

、法施、無畏施之奉獻精神，長期為保台

三期末劫源自人慾日熾，殺盜淫妄，

護國時代使命而奮鬥，已激發各正信道場

造孽多端，冤冤循環，顛倒輪迴，昊天震

之道心，德不孤必有鄰，同奮持續奮鬥，

怒，故召三期之總清。惟教主

並以敬異愛同之心與各正信道場和諧互動

上帝本好

生之德，恐劫魔誤傷至善，爰降天帝教復

，建立宗教會通，開啟宗教大同新景象。

興於人間，普化真道，渡化人心，諸天應

丁亥年世局劫運仍以人心之善惡為依

元神媒或領命下凡，或於無形普施運化，

據，天帝教同奮明白劫由人造、劫由人化

誠為三期末劫聖凡薈萃風雲際會之盛章。

之天律，果敢承擔眾生共業，義無反顧，

丁亥年春季法會救劫弘教之精神一貫

應法會啟建圓滿功成之盛勢，再接再勵，

，團結奮鬥，道心凝聚，已有好的起步，

配合金闕保台方案運化，天人和合，共為

期望人間同奮秉持初衷，至誠不息，正己

救劫天命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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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天人合力 行劫肅殺之氣廓清釋化
奮勉勵行百折不撓 精誠感格天命永馨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紫微大帝：

ᛷᇆƝᔨჰෟĄ

天帝教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
法會，吾奉御命為共同副總主持，參予應

貫徹保台護國法會宗旨 聚正氣破劫氛

化，人間救劫使者心正氣正，親力透發，

撥亂返正回天轉運 開啟兩岸和平契機

無形普施金光、祥光、福光，親親和和，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炁氣交感，圓成法會宗旨。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春劫行運，行劫妖氛籠罩人間，惟賴

延平郡王：

天帝教救劫使者奉行天命，力行奮鬥，常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啟

善不渝，常德不忒，以挽狂瀾之既倒，以

建，台灣地區守備道、衛戌將帥護法配合

拯人心之陷溺。丁亥年春季法會天人合力

丁亥年人間教政，展開部署，及早因應。
台灣開台四百餘年，由鄰近之中土沿

正氣充塞，行劫肅殺陰霾之氣廓清釋化，

海先民相繼渡海東來，胼手胝足，開荒拓

開啟救劫弘教新運。
搶救三期，廣渡原人，任重道遠，天

殖，粗具規模。迨至中正真人、護國都帥

帝教同奮貫徹犧牲奉獻、「不為自己打算

先後治理，創造台灣經濟奇蹟，提昇國際

、不求個人福報」之精神，忍人之所不能

能見度，吾亦有榮焉。奈何四十年之榮景

忍，行人之所不願行，共為天下蒼生之福

，如今卻因政治傾軋對立而自蹈泥淖，民

祉，兩岸中華民族之安危，奮勉勵行，百

生困頓，經濟榮景不再，台灣前途長此以

折不撓，精誠感格，天命永馨。

往下去，實不可樂觀。
面對當前之春劫行運嚴苛之挑戰，天
帝教同奮切莫掉以輕心，應堅定信心，貫
徹長期保台護國法會之宗旨，凝聚救劫正
氣，衝破行劫赤魔邪氛，撥亂返正，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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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定民心，回天轉運，重現光明願

清心寡慾勤儉自勵 淨化人心返樸歸真

景，開啟兩岸和平契機。

心魔自滅外魔遠遁 和平共存願景可期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效法天地運行不息之精神 奮鬥不懈
效行天地無物不覆載之包容 天恩同沐

南屏濟祖：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啟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建，天帝教同奮一以貫之，持續共為台灣
全民之福祉而精誠祈禱，無形諸天仙佛聖

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是

真配合運化，華光普照，祥瑞萬千，充塞

天帝教關懷社會，關心手足同胞，引導大

大空，一誠有感，親和斯通，化戾徵祥，

眾齊心奉行天帝真道，行持廿字真言，共

以遂天意人願。

建感恩知足惜福之祥和社會的重要活動，

道欲並存，人之大欲常令私心貪戾，

也是救劫弘教宣化佈道之盛典，無形上聖

自造心魔，召引外魔，沆瀣一氣，妄作非

高真全程施為運化，共致法會圓滿功成。

為，是人間行劫禍殃之因，唯有清心寡慾

天帝教同奮團結奮鬥，以道心相親相

，勤儉自勵，淨化人心，返樸歸真，心魔

和，以救劫天命相濡共勉。盡人道修天道

自滅，外魔遠遁，人類和平共存共樂之願

，能善盡家庭責任，方為晉修天道基礎，

景可期。

兩者相輔相成，道功自成，道果自結。
春季法會圓滿，是下一階段奮鬥之開
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奮效法天

期許天帝教同奮誓願為救劫天命奮鬥
不已，自覺覺人，自度度人，共創人間一
方樂土，吾亦樂為之助。

地運行不息之精神，效行天地無物不覆、
無物不載之包容大德，自勉自勵，奮鬥不
懈，天恩同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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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訊二七七期

宗教素養道功與時進 接引新世代
日行基本功課 培功立德功歸太空

不收稿費芳名：

九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丁亥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時

陳敏屏、粘緒突、小島敏專、呂顯門、張敏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丁亥年春季法會北部教區各參與

令、吳月行、邱光劫、呂光證、廖緒積、王

同奮，善盡己任，規方進程，勞心勞

光髓、梁靜換、洪靜雯、楊靜聲、詹敏悅、

神，勇於奉獻，全教同奮亦齊心一志

沈緒教、黃緒產、馬靜律、王正傑、楊靜則

，奮鬥以赴，共同成就天上人間救劫

、陳正筆、蔡光舒。

弘教之應化盛事。
謹此致謝

丁亥年天帝教第三紀元開啟，觀
諸全教同奮秉持平常心即道之奮鬥精
神，發揮天命信心奮鬥之教化力量，
團結一致，護教護道之表現，已彰顯
高貴之宗教素養，今後當持續而為，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更正啟事：

自創自奮，期開興昌盛世。
救劫弘教廣渡原人是活化組織，
充實人才，厚植教基的關鍵重點，惟

教訊277期第78頁圖片說明，敏令同奮

其如此才能道脈常存，永世垂傳而興

的先生應為光域，誤植為光城。編輯部謹

替不已，同奮之宗教素養與道德道功

此向光城樞機夫婦與光域夫婦致歉。

仍需與時俱進，以利接引新世代之原
人，故應日行基本功課，勇猛精進，

277期封底裡文宣，其中下次系列講座

善養浩然，培功立德，弘法利生，盡

：應為2007年6月16日（星期六），敬邀江

人合天，克盡救劫弘教廣渡原人之重

晃榮博士主講「自然醫學、靜坐與現代人

責，功歸太空。

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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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年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

一生一祥 芸生凝祥
道勝化劫 齊開聖域
／張光弘

一月廿九日，啟動心齋活動的同時，隨著海報寄出心齋卡至全省各教院、堂，
普請全教同奮以心齋省懺精神支援法會；又根據前年經驗及歷年聖訓指示，台
北市掌院主動自二月廿五日起加強誦誥半個月，並擴大至全教，在各地同奮共
同響應下，促成法會圓滿成功，全面帶動丁亥年之救劫弘教氣運。

北部教區教院、堂同心協力籌辦法會
春季護國祈安超薦迎福法會經由
天人共議，於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十一

之加強誦誥活動，戮力達成護國、祈
安、超薦、迎福之法會宗旨，開啟丁
亥年行運新氣象。

日，假台北縣新店市北新國小活動中
法會的籌辦始於九十五年五月十

心舉行，以因應台灣當前波濤洶湧之
選舉浪潮，化減社會民心對立衝激。
勉勵全教同奮如響斯應，結合法會前

六日召開的北部教區開導師會議，草
擬法會日期、組織以及相關準備工作
，並送請有關單位核定，期間並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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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北部教區各教院、堂編入工作組織

因本身時程的安排無法確定能否出借

，實際參與法會籌辦工作；五月廿七

，就開始尋找第二場地，諸如陽明山

日於基隆市初院舉辦的北部教區第一

、新店市體育館等大型場地都進行接

次教院、堂聯誼會中，邀請各教院參

洽，大都無功而返，而報請核定的法

教長擔任丁亥年春季法會副總幹事，

會日期也數度協商調整，最重要的兩

希能發揮教區同奮整體力量。會中，

個環節接連出狀況，期間，維生首席

光啟樞機期勉透過春季法會彼此聯繫

提示根據丙戌年春季法會經驗，提前

，加強教區內教財、人力及資源方面

至上元龍華會前舉行，以及首任首席

的協調配合，並希望明年北部教區能

使者聖訓再度指示：「 ˚ϻѐߋӃҖ

夠朝「統籌統支」邁進。八月十二日

ྻ̙ҭᙍкតՀ·႕ĺតĻᄃĺજ

於天仁茗茶文化大樓以親和會餐方式

ĻĂ̪ԓ୕˯̮ᐷරົޢᓝҖ 。」

召開法會第四次籌備會，希望以親和

但因應人間行事安排實有困難，九十

聯誼方式帶動北部教區和諧氣氛，會

六年一月間，承蒙維生首席慈悲，考

中緒哲開導師並分享帝教家庭奮鬥史

量當前國內外局勢，通融在三月十一

，表示能為帝教服務是開導師的福報

日或廿五日擇一日期辦理法會，經法

，讓與會同奮感受能為帝教付出也是

會籌備會議研究決議，如果北新國小

同奮的大福報。

同意，法會時間、地點就定案。

原本平順的籌備工作，進入十月

雖然，法會日期有了彈性的選擇

之後有了許多轉變，先是原先的場地

，但是，距離法會已不到六十天，不

67
May 2007

免讓人緊張，再加上教內已定三月間

開導師會議，指示法會可配合春節氣

舉辦文昌祭與祭祖大典，故還要多加

氛製作福袋，分送民眾廣結善緣。一

考量，最後決定在三月十一日舉辦，

月廿七日，籌備會議中行政組提出動

雖然與文昌祭同一天，但由於時間先

員計畫：利用網路、E-MAIL、手機簡

後錯開，想想倒也是同一天完成教內

訊等現代科技配合傳統海報，將法會

兩件盛事。一月十二日，北新國小校

訊息傳播出去。公關組同奮積極與地

長同意三月十一日出借場地，共同造

方各機關首長、民意代表以及宗教團

福鄉里，至此，法會籌備才吃了一顆

體親和，期結合各方正氣力量，共同

定心丸，但是中間還有巡天節、春節

圓成春季法會；並以掃街方式與左鄰

連假，只剩四十多天，真的要發揮急

右舍親和，多位熱心新店居民提供海

頓法門、有形配合無形，才能無形應

報張貼處，法會當日天人炁功服務的

化有形，完成春劫救劫的重大任務。

訊息也以夾報方式廣為宣傳。結果，

這期間，真多虧整個北部教區團結奮

法會當天教外貴賓來了二百八十位，

鬥，才能夠順利過關。

是歷年之最，為此次法會一大特色。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將士用命 展現高貴宗教素養

在「一生一祥，芸生凝祥，道勝
化劫，齊開聖域」的理念下。一月廿

下一階段籌備工作緊鑼密鼓於焉

九日，啟動心齋活動的同時，隨著海

展開，法事組工作由敏鄰副掌教聯繫

報寄出心齋卡至全省各教院、堂，普

安排：台北縣初院負責拜墊、天人堂

請全教同奮以心齋省懺精神支援法會

負責經典及法堂內引導、天心堂負責

；又根據前年經驗及歷年聖訓指示，

入口處引導及鞋櫃佈置、台北市掌院

掌院主動自二月廿五日起加強誦誥半

負責法堂儀式，基隆市初院支援機動

個月，並擴大至全教，在各地同奮共

組。天心堂光晴副主事將其任職於業

同響應下，促成法會圓滿成功，全面

界的企管經驗及SOP理念引進，促成各

帶動丁亥年之救劫弘教氣運。

組起而效法，將流程等文字化，一面
藉由E-MAIL溝通，一面將經驗傳承。

法會餐飲部分原先規劃由桃園、

一月廿三日，維生首席主持北部教區

台北縣初院及掌院製作便當，後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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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北部教區有更多人力投入法會現場
，改成外訂便當，但也符合「餐飲維
持樸實素餐，表現勤儉建教之清白教
風」。至於「法會後之妥善收拾，整
齊復原最能表現良好教育形象」，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有了上次工作人
員拆卸鞋架時受傷的經驗，此次最注
意的就是危機處理，事前準備與執行
時均是謹慎而行，雖然發生幡旗撞破
北新國小玻璃意外，但危機處理小組
立即處理得宜，並未影響法會進行，
事後校方稱讚本教妥善收拾，整齊復
原的效率，值得校方學習。交通組的
正量同奮當天宛如有神助，危機處理
的能力與效率連他本人都覺得不可思
議。
音效機電小組臨危授命，大存同
奮過年期間放棄休假，並結合相關同
奮心血，完成今年法會腳本以及音樂

Ѩ̍үဥฤፋЪΔొିડĂˠ˧͚೯ྻϡ༊Ăಝࠎޢ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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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禘祫委員會光武開導師的傳承
亦功不可沒！法會前一天發現北新國
小音響有瑕疵，在光鳴樞機贊助下，
隔天請廠商立刻增設音響設備，處處
顯示將士用命。為展現天帝教道氣，
法事組做了多項改革，例如：進退有
節有序、肅靜止語、微笑運動…等。
引導組集訓成員接待應對之禮儀，硬
體方面包含美工布置、鞋架組裝擺設
、報到流程規劃等工作團隊的用心，

深獲現場外賓及同奮肯定，感受北部
教區團結一致、護教護道之高貴宗教
素養。中午用餐人數高達五百多人，
忙壞了敏驚執行長所率領的坤院。在
在顯現，從二月十日票選工作人員制
服那天起，大家的心便如同赤子之心
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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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云有盡 我願無窮
天人合力 開化新氣象

在凌霄寶殿直轄寶殿上，祈求我們的
教主

法會前一日，光照首席親赴現場
嘉勉工作同奮；當日，法會在光藹掌
教主持法堂開光，光喜、緒哲兩位副
掌教帶領誦經「化戾徵祥」，司職神
媒位居無形主持下展開丁亥年救劫序
幕！此次法會從諸天肅靜‧迎神典禮
開始，緊接著護國祈安、超薦解厄、
迎福徵祥到諸天禮贊‧送神典禮，在
大祭酒光理樞機，光啟樞機、光藹掌
教、光鳴樞機引領，全體與會同奮虔
誠祈願下，一氣呵成。時間掌控近乎
完美，法會過程更是流暢，好像無形

照法會現場！原先安排在室外的民俗
扯鈴表演，隨著雨勢停停演演。在各
地同奮陸續抵達會場後，雨就停了，
隨著風就起了！法會的幡旗耐不住強
風，撞破玻璃，總算玻璃碎、人平安
。突如其來的意外考驗春劫主宰弟子
們的危機處理能力，如何面對春劫起
運？法壇內救劫的光殿是平安的，法
壇外面的行劫卻是令人差點招架不住
！台北是中華民國政治中心，中華民
國這幡旗也正禁受強風吹打，但雨過
總會天晴！
法會一開始，風也停了！「念

列位主持對人間聲聲願願，欲救大地
毀滅大慈悲願的呼應，天人之間的距
離就在法會當下，超越時空障礙，小
我的心願融入大我拯救天下蒼生之「
世云有盡、我願無窮」「參與法會、

上帝，大放親和光，讓陽光普

茲末劫，願我玄穹，重光帝教…… 」
天帝教教歌聲傳入蒼穹，讓紛紛擾擾
的政治鬥爭暫時止息！慈心哀求的皇
誥聲，帝教時代使命迴向文「願以此
哀求，為天下蒼生，化延毀滅劫，大

無始無終」宇宙盛會之中。

地早回春。」讓溫室效應問題一躍成
法會當週數天雨勢忽大忽小，就
像春劫一樣讓人捉摸不定。法會當天
氣溫比前一天稍冷，讓人感受到丁亥
年比丙戌年更詭譎多變的氣息。就像
乙酉年春季法會一樣，一早龍王同奮
就來報到，下雨灑淨，不變的是：乙

為全球眾所矚目的話題，時代週刊、
TIME都以專刊凸顯這個危及人類生存
的問題。只不過劫由人造，仍需由人
化。保臺護國和平統一迴向文「尊重
現實中華民國」，隨著奧運話題一躍
成為全球體壇最關心的新聞。

酉年、丁亥年春季法會前神職人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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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五日加強誦誥啟動日，極

初大帝聖訓降示：「 …… ˚ϻѐ̝ঈ
ྻă͵ྻă઼ྻăˠྻͽ̈́ିྻϹആ
ॡגĂТጬТ͕ТᇇĂ๗ჸϒঈĂࢬ
၆Ч͞ͅᑕ̮ҖӃ๕˧̝Ҩ፟҃જĂ
҂រТጬ͕ă͕ܫă˧ؠĂᓝᏱߋ
ཱིົڱ؞ΡТጬბϒ͕֗Ă፬ᐽ͕
̀ঈĂဥඕጬĂึ͇ܓॡĂͽЪ͇

ି؟ˠ̀ăֽᄼࣇ˯ࢶະĂВТࡆᙸέ៉ᚗफ߆ڼщؠăۤົᏘĄ
ͯ೩ֻƝέΔξೠੰĄ

͕ˠᙸ ……， ଘѣĺ͇ˠЪ˧ĻВТ
౹ౄ؈ᖹĂᑻᄔϠ࿅݈̌Ąࢦޙˠ
ม઼͇ĂТֳچπĄ」
一月十七日美國「原子科學家公
報」將象徵性的「末日鐘」調快兩分
鐘至二十三點五十五分，距離代表發
生全球核子浩劫的「午夜」只剩五分

ˠĄԧࣇᑕྍซҖ˘ಞͅБື̼
ጼ҃ऻͅܧጼĄķ
就在末日鐘調快兩分鐘前五天（
一月十二日），應元宗教－天帝教已
經定案三月十一日舉辦春季法會。

鐘。科學家們嚴厲警告核子浩劫迫在
眉睫，氣候變遷的威脅更是與日俱增
。公報在聲明中說：「 ԧࣇ˟ٺѨ
८͵ࡔ۞ᙝቡĂҋࣧ̄ᇅརдᇃफᄃ
ܜͽֽĂ͵ࠧϏഅࢬᓜтѩᐍध۞
ԭፄĄ 」北韓核試、伊朗核武野心、
以及美俄持續庫存約二萬六千枚核武
。包括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在內的十八
名諾貝爾獎得主，一致支持發出這項
警告。霍金說：「 тع߆ڍᄃࡊጯछ
னд̙ଳפҖજᆿୢ८ڠĂ֭֨ͤঈ
࣏ซ˘ՎតዏĂԧࣇ֍ົன̂П
ᙱĄķĶऻٍཌྷΪਕ୭ଫᇴѺٕᇴ

丁亥年春季法會天人合力護國祈
安迴向文「 ԧ̫൴ᙸࡆՐĂ౼̼Ӄ
ĂᅈᗓխតࡴᙱĄ˘ᙸĈຏा࠷ᚚĂ
ҋྋ͕ᗆĂۤົேĂˠϔщضا
Ą˟ᙸĈੵണͤᇷĂᆵ़ॄ࿅Ă̼ྋ
ߋӃĂܳซᓄၷӮಱĄˬᙸĈ፨జޖ
ࣚĂᗓࡴሄĂౚщวĂ઼ྻ͵ྻ
ᏘĄᓏᓏᙸᙸ྿ܛᗒĂ͇ˠЪ˧Ă!
ฟ̼າঈ෪Ċ」
透過虔誠祈誦，讓同奮遠離如同
北美洲的災變苦難，但社會祥和，人
民安居幸福，則仍需人間奮鬥，方能
天人合力開化新氣象！

˼ˠĂБື̼Ξਕဳ֕ᇴѺ༱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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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年春季法會側寫

您們的用心 我們看得見
／劉大彬 攝影／徐月段

同奮的用心，往往都在最隱微的角落；周密的分工與執行，成就了法會的圓滿。

圓滿舉辦丁亥年春季法會後，諸

拆卸舊有的海綿墊送往台中，由省掌

多參與工作的同奮都備感驕傲，除了

院緒洽同奮協助切割、趕製ＰＵ橡膠

能夠在短短幾個月中，完成時程規劃

墊，再送回台北，由近八十位同奮連

、場地接洽、相關事項籌備，以及最

夜趕工組裝。相信參與法會的同奮都

重要法會當天的執行外，更重要的，

能直接的感受到拜壂的舒適。

台北市掌院在這次法會中的安排也備
受肯定。往年在法會時用的拜墊，裡

第二個用心之處，就是製作精美

面舖裝的是發泡海綿，長時間跪在上

的福袋、精緻的廿字懷錶致贈同奮，

面難免會有不適之感，三月六日晚，

這是維生首席於一月份主持北部教區

籌備會議時，同奮建議拜墊裡面換裝

開導師會議時，提議應著農曆年節的

ＰＵ發泡橡膠，以增加硬度，在舒適

喜氣，贈送紀念品予參與法會的同奮

性上會大大加分。三天內，動員同奮

，經過法會工作小組研議通過，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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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ڱᏱಏҜ۞෭͕҂ณĂါБొೱ྅ă೩ֻৡෲఠăࠎٙѣણᄃТጬ౯аᐠᕇĂȈ֖ϡ͕ĄᛷᇆƝᆒ̂૽Ą

以「廿字懷錶」作為此次的紀念品，

的廠商協助調度裝設音響設備，該廠

除了宣揚廿字精神外，更要緊的是鼓

商曾經參與台北燈節的相關工程，專

勵同奮共同來把握時間、努力奮鬥。

業技術能力，讓法會現場的音響效果

第三個用心之處，就是將整個北

能夠完美呈現。

部教區整合為工作小組，開創教區共
同承辦的先例，讓教區內各地教院都

第五個用心之處，便是首度於下

有機會可以參與法會執行，建立實務

午舉行法會。以往春季法會都在晚間

的經驗，來年由其他教院主辦時，教

六點開始，九點結束，今年舉辦日期

區其他教院就可以共同協助，以分攤

適逢週日，為了體恤遠程同奮的辛勞

承辦教院的業務與各項資源上的壓力

，主辦單位經報請同意後，法會於下

。此次編制內成員有三一五位，也都

午三點正式展開，六點半準時結束。

穿著工作制服，整齊的工作陣容，也

又體貼的為同奮們準備美味便當做為

連帶提升了士氣與效率。

晚餐，供回程食用，大幅縮短了同奮
回程的時間；細心週到的讓同奮回到

第四個用心之處，是光理、光鳴
、光啟等樞機使者在綵排時的親自參

家時不至於過度勞累，影響隔日的正
常作息。

與，綵排過程中總是因為求好心切，
所以時間不免冗長；但是，三位樞機

當然，有效的掌控法會時程，全

使者參與綵排與工作同奮共甘苦，同

仰仗各小組組長與組員的付出，會場

奮們看到樞機使者們都如此用心，更

內外處處可見小組長們手持對講機保

是打起精神不敢馬虎。光鳴樞機在綵

持聯繫，與調度安排各組成員。周密

排時發現現場音響故障，與光藹掌教

的分工與執行，共同成就了丁亥年春

商量後，立即委付承攬法會燈光工程

季法會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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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第四期神職人員培訓班

兩年藏氣於身 是為兼善天下
／許敏祈

照片提供／第四期神職人員培訓班

為期二年（十六週）的神培班課程，有「理入」的傳授，有「行入」的潛修，
還有諸位無形有形明師之心傳，即是希望培育出對帝教有全方位認知，並具備
優良道功與深厚涵養的神職人員，以為同奮傳道、授業、解惑。

圓滿之日 生發承擔志向

師尊的遺志，肩負起宇宙和諧的帝教

九十五年十一月廿一日，是個好

使命，日理萬機，忍辱負重，再怎麼

日子，天人修道學院第四期神職人員

累也堅持不懈，還時時展現出神采奕

培訓班結業典禮，於鐳力阿道場大同

奕的樣子，令同奮深為感動！師尊與

堂，圓滿了兩年理入、行入的培訓課

維生首席這種以教為家、靈肉犧牲奉

程，維生首席以天人研究總院總院長

獻的精神，足為同奮的典範，亦讓我

身分致詞，首席為了天下蒼生，傳承

們由衷興起「我也該勇於承擔」的願
力，尤其是在結訓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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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良師 先要終生學習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也成為必修的科

能參與神培訓練，是帶有幾分熱

目。
原本讓人覺得枯燥乏味的教綱（

情與為天下蒼生造福的勇氣。在機緣
成熟、因緣俱足的情況下，這一群來
自北中南各教區的同奮，又扮演起另
一個角色—戰戰兢兢的學生，因為很
怕將來無法勝任

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傳道、授業、解惑。上課時，深深
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因而開
始有壓力了，既怕進度跟不上，又怕
書讀了記不住而被當掉，還怕……。
雖說以平常心來學習，但壓力還是存
在的，不過一想到「適當的壓力能使
煤礦變鑽石」時，便轉念欣然接受這

法統）、似懂非懂的教義（道統），
加上因為功夫不深而老是似覺非覺、
似睡非睡、似有似無的昊天心法（炁
統），於再次薰陶後，也啟開了我們
的智慧大門。原來這一本帝教的「憲
法」─教綱，是引導同奮信任神職人
員啟迪佈化之依據，也讓帝教的組織
法制系統化，是一種信仰的信任，讓
教政順利建構、運作與執行，進而凝
聚出同奮的向心力，讓大家的奮鬥意
志越堅定。
而教義從緒論開始，以至於物質

「艱鉅」的挑戰。我們已經領會到要
當一位稱職的神職人員，必須要有全
方位的認知與體力，這點促使我們必

的自然觀、精神的人生觀，還有生命
之究竟、宇宙之奧妙、和子之何去何

須處處學習、時時學習、永遠學習，
學習服務與承擔。古語說得好：「 ߿
ֽҋЧгିੰ۞ТጬĂЯቡჸົણᄃৠૈቚĂԸˢކିޓҖЕĄ

זҁĂጯזҁ。」

理入行入並進 學道修道悟道
從九十三年十月至九十五年六月
，為期兩年（十六週）的課程，有經
師「理入」的傳授和實務「行入」的
潛修，還有諸位無形有形明師之心傳
。帝教的三本經典─大經、大法、大
寶，是帝教的精髓，也是讓同奮修道
、行道，走上正確奮鬥的道路，因此
，《新境界》、《天帝教教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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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等，使我們領會到「生前不修，死

上的障礙就更少了，最後也就自然收

後則無能為力」之意理。越精研教義

穫良多了！

，越擴展宇宙思想領域，更讓我們的
心越來越接近
而絕對的信仰

上帝、認識

上帝，

兩週跪懺 自赦人赦得天赦
道行好不好、涵養夠不夠，全在

上帝。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是師尊

於一「心」，是衝動、是沉穩、是快

耗費五十年艱苦修煉、自修自證的成

樂、是悲哀？而成與敗也全在你的一

果，我們也應當追隨他老人家的經驗

念之間！帝教之使命是救劫，早期著

與成果前進，於無形中將師尊的修行

重誦誥打坐，但眼看著「內賊」仍舊

心法以及救劫精神印入心中；而這也

存在，因此師尊說： ̣ܝΑኝࢦࢋ

是師尊炁統之傳承，讓我們與師尊心

۞ಶߏͅ࠷ᚚॄĂଂѩ൭˭Α͈Ą
一年級結束後的暑假，亦即九十

心相印、炁氣相承，更有信心地直達

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廿四日，修道學院

上帝身邊。
此外，北斗、奮鬥及廿字等真經

安排兩週的閉關，重點是反省懺悔、

，寶誥、師尊、師母之靈系探究，《

寬恕悔過，除了安排多位講師理入的

孟子》及《明心哲學精華》……等經

薰陶外，還有每日酉課個人誦誥一百

典研修，皆是立身明道之哲理，是內
聖外王的寶筏，使大家對修道與修行

ୂࡆѐֽຏྤ̼͛ିޓٺᖏ̙̝פაĂ҃дౕᙯഇมᄃТ
ጯكѩ᎐ЪĂវົϠ߿̚Ķߘࣣ̚ķ̝Ą

更有深一層的認知，進而落實在生活
上。每位講師精巧的闡述，讓我們悟
得人生與生命之關係，人類與浩瀚宇
宙之奧妙，才知自己雖然渺小，卻也
要承擔偉大的任務。
帝教的文化資糧是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每當講師點破幾句，然後
「附送」一支「鏟子」時，大家就越
挖越深，越挖越起勁，可說是欲罷不
能。我們也體會到現在能讀書真幸福
，當以歡喜心去面對這些經典時，一
本本皆散發出亮光、祥光，而如果我
們的心量和度量再大一點，那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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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然後跪懺十五分鐘以上再靜坐，
在種種「行入」的實修體驗後，再寫
出跪懺的心得。
在此過程中，每個人的內心世界
皆不同，一開始抽泣的聲音此起彼落
，或大或小、或有或無，漸漸的、漸
漸的，一次次的反省、一次次的悔過
，開始滌塵、洗心、革面，慢慢的將
心鎖打開，明心了、見性了，淚水不
再流了，最後竟連同學間的關係也有
了新的契機！原本來自北中南不同地
方的同奮，不僅文化不同，對人對事
的處理方式亦不同，通常你會發現有
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批評，但經過

೭ѭڇ๔ĂᖣͽΑᔪᔤĄ

這次修煉後，身、口、意內斂許多了
，凡事都會經過思考才「放出」，而
且這一放射是一片祥光。大家學會了

何處擇良地 阿中全心閉關

對上不批評，而是體諒；對下不責備

歷屆的神培班一向選擇日本國主

，而是關懷。這兩種慈悲心是一種良

院那須道場閉關，體驗在人生地不熟

好的「承上啟下」功夫，進而讓人體

的環境下如何生活。我們這屆同學雖

會到六親關係中，就像五行中有相生

也嚮往那幽靜的好地方，但在各種因

相剋，相生不一定是好，相剋不一定

緣際會之下，最後仍選擇國內─人間

是壞，反而是成就你光明人生與道功

仙境「鐳力阿道場」，在既寬廣又方

的動力。體會到所謂「順逆皆精進，

便且陽氣十足的親和樓四樓，以李氏

毀譽不動心」的妙語後，心一轉念，

家殿作為靜參的光殿。維生先生曾說

會發現所有問題皆可解決，雖然有時

：「 Ղͩछ໒̫ѐ۞ঈٻĊ 」真是

過程是艱辛的，但自然會形成類似「

尋尋覓覓，而道就在當下，可說是老

太極拳」的功夫，在生活中展現出一

天巧妙的安排。

股「柔中帶剛」的勁道，這真是兩週
閉關的最大收穫。

雖說修道人該學習適應各種環境
，甚至入境隨俗，但從另一個角度思
考，熟悉之地方可省掉很多煩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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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安心閉關。這次閉關是由光昊

參中多下點功夫，往往便會發現答案

副院長帶領我們，課程安排方面，每

即在其中；體會昊天心法之妙與《玉

週一至六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半服勤、

皇心印妙經》之妙，三品一理、妙不

運動，四點半到五點半開會親和或心

可聽，看似無卻是有，動念則無，無

得分享，每天子、午課誦誥，四正時

念則有，更妙！體會早起的鳥兒有蟲

打坐，其餘時間則自己安排，或是讀

吃；體會酸麻癢痛脹之蒸熬，五十分

書、誦經、打坐，或休息、親和，在

鐘、七十分鐘、九十分鐘、甚至兩小

自在的心境下，大家都不敢懈怠。

時的過程中，苦盡甘來，體會醜媳婦
終究也能熬成婆。
在九十五年九月一日到十月廿六

收心止意 媳婦熬成婆

日的五十五天閉關期間，感恩各方無

光昊副院長認為此次閉關不亞於

數的關懷，包括光證講師、靜師、鏡

傳教傳道訓練班，因為是培訓未來神

性、神培班學妹，以及同學的眷屬，

職人員，無形的層次也比較高，因此

雖然我們已學會放下口慾，他們卻不

他希望我們好好珍惜，把握五十五天

放心的送來八百果（蘋果、桃子、李

的靜參，甚至於三定位─光殿、寢室

子、香蕉、梨子……等等水果），又

或各項作息，均要隨時注意心之內攝

香又甜又消暑，大家吃得樂陶陶，無

，所以他發給每位一張「止語牌」，

形中也提醒我們不得不加把勁，好好

使心不外馳、語不外放。

修得三千功。尤其光幬道長怕我們熬

這段期間的靜參，讓所有同學各

不過，三不五時的供應消暑解熱的柚

有一片天地，每個人都學到很多應人

子和紅龍果，也令人感動。而最叫我

、應事、應物的學問，尤其是應人方

們難忘的是，得以與以教為家的維生

面收穫與體會更是不少。大家學會了

首席在鐳力阿共度花好月圓人團圓的

眼觀八方，心卻收攝一處；學會不刻

中秋夜，真是溫馨極了。

意止語，卻自然不想說話；學會「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動心）；學
會少言、多聽，以微笑替代對話或打

涵養氣度見解 承擔天命

招呼（不動氣）；將自己調整得心氣

「修行」是學習自己的應事之道

平和，學會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

，「修道」則是修煉精氣神，所以要

省；學會如何危機處理；學會無明之

養氣、貯氣、煉氣，最重要的是要有

刻心先往內求，先問問自己，再於靜

寬大的氣度與深遠的見解，把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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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修習好，充實自己的精神力與靈感，以應付種種突發事件，同時也可內斂精氣
神。神職人員並非要獨善其身，最重要的是要能兼善天下。日後我們要致力於把迷
途的羔羊拉回，協助他們邁向光明的生活，同時亦要更堅定自己的信念，才能以絕
對的信念替失聯的同奮禱告、為他們解惑。我們更應該要以「先之、勞之、無倦」
的精神，珍惜這次的閉關修道，然後承擔起「天命可畏不可違」的重任下山行道！
〈作者現為天安太和道場傳道師〉

天帝教神職人員養成制度簡介

培育優良師範 傳布上帝真道
帝教草創時期，萬事莫如救劫急，神教職人員養成制度，採取即訓即用模式，
並以五十五天師資班作為培育的橋樑。民國八十一年，設立了天人修道學院，學制
六年，期能培養真修傳道人才，是為師資訓練班之延伸。民國八十七年，師資暨高
級教職的任務取向，改制為傳道與傳教使者的道歷進階取向，並將天帝教的教育課
程，從靜心靜坐班、正宗靜坐班、傳教使者訓練班到傳道使者訓練班，形成一個逐
級而上的體系。
原先天人修道學院學制六年，培養真修傳道人才，為師資訓練班之延伸的做法
，因應現實需要，在民國九十年十月開辦了第一期神職人員培訓班，以二年為期，
在兼顧人道與天道的考慮下，以每個月至鐳力阿道場受訓七天的小閉關模式，讓學
員可暫時放下塵世外緣，專心潛修，課程除加強神職人員所應俱備的專業學養外，
並著重基本實務經驗，最後並以五十五天閉關，作為結業前之考核。
結業人員將經極院開導師人事評議委員會認可，方能成為正式的神職儲備人才
，具備派任神職之資格，先以傳道師資格派任基層教院實習與磨練，經過一年之考
核，得依實際表現晉升為預命開導師（領受預命狀）或成為正式的開導師（領受天
命狀），其間種種天上人間的考驗，以及此種培育與進階的模式，皆是希望為帝教
培養出品德、道行、學識俱佳，對教主

上帝忠貞不貳，並能服從組織、實踐制度

的優秀神職，也方能為上帝教化宏揚到世界各地奠定萬世基業。
至九十六年四月，已開辦了六期神培班，四期結業學員中共有廿七位派駐到基
層教院堂，其餘八位則視個人特長、人道規劃，有的尚待分發，有的派到輔翼組織
或培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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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那須道場 21 天閉關

讓身處忙碌職場和家庭的坤道能有機會再進修，鑽研帝教書籍和經典，以及心
無旁騖的落實一日四坐和誦誥，精進道業 。
閉關日期Ĉ:7ѐ7͡39͟Ҍ8͡32͟Ą!

!

報名對象ĈĂϒ؟ᐖӱඕຽͽ˯Ą
報名日期Ĉӈ͟ҌЩᗝᗝ႕ၟͤĂЩᗝĈ31ЩĄ
費

用Ĉາέ။෮༱Ё˼̮ፋĲӣ፟ை0Ϲ఼0ࢴඈϡĳĄ

Ωణౌִڌೠੰ˟͇˘؆Ăִڌٺҝืщଵॠᐡ۰Ăኛᗝγҋ౯ࡗາέ။
āāЁ˼̮νΠ̝͟။Ăኛҋ౯͟။ϡܛĄ

聯絡人:尤敏懷

04-224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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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坤院聯席委員會

一、聖尊曉諭真理

天帝教第一屆
親子遊學團招生

行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之德風遺訓

為增進帝教家庭親子間情感交流，藉遊

以孝悌家風 影響鄉里堪為奮鬥先鋒
九十六年四月六日

學期間瞭解日本文化特色，開闢國際視
野，特舉辦遊學團。

丁亥年二月十九日酉時

極初大帝：
清明節台灣地區不分南北西東，各家各

地點Ĉ͟ώ֤ืࣧăִڌĄ

戶紛紛絡繹於途，進行掃墓祭祖活動，以善

內容ĈಞϠ߿វរăϠ߿ᑕϡ͟ᄬି!

盡孝道，充分顯示中國人不忘本之精神，這

āāāؠछलĞ࣎ҾࢋՐğă͟ώጯ

正是維繫台灣社會安定之中堅力量，尤其於

āāā७Ϲ߹ăߵڽ഼វរă͟ώથ

清明節氣冬盡春來、萬物復甦之際，人間之

āāāظᔉۏវរăִ࢚ڌ؉ሄĄ

孝思匯成正氣，足以衝破行劫陰霾，化減戾

費用Ĉາέ။ˬ༱̣˼̮Ą

氣，同召祥和。
天帝教同奮自皈師之日起，即接受廿字

起迄時間Ĉ:7ѐ8͡34͟Ҍ9͡6͟Ą
參加對象 Ĉ23໐Ҍ27໐ጯආĂछܜΞᐌ

為人生守則，規範言行，端正身心，進而參

āāāāāҖĞϡՏˠˬ༱̣˼̮ğĄ

與正宗靜坐班之養成教育，日益融通教義經

報名日期Ĉӈ͟Ҍ7͡21ͤ͟Ą

典，喚起天命意識，發揚親親仁民、仁民愛

名額Ĉ31ЩĞӣछܜğĄ

物之精神，積極為救劫弘教而奮鬥，自覺覺
人，自渡渡人，共創一方人間淨土。

聯絡人:尤敏懷

清明節崇尚孝道之美德，乃普世價值，

04-2244-2506

主辦單位:坤院聯席委員會

同奮更應奉行不渝，並能擴而充之，以先聖
先賢：「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之德風
遺訓，身體力行，以養孝悌，習為家風，影
響鄉里，堪為奮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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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間教政指示

制於第九天界，因應春劫行運。

頒佈蓮花聖境、清涼聖境組織新命

門派護法童子、普渡童子各五千員、蓮花聖

五、金闕派初級金甲護法三萬員，龍虎

九十六年二月廿六日

境調蓮花童子五千員，共同參與清涼聖境之

丁亥年一月九日午時

運作。

金闕應元禮部尚書：

天運丁亥年元月初九日午刻

奉御命頒佈蓮花聖境、清涼聖境組織新
命：
一、共同總主持：一炁宗主、首席承天

頒佈龍虎門組織新命
九十六年二月廿六日

智忠玄君。

丁亥年一月九日午時

金闕應元禮部尚書：

二、清涼聖境五府：

奉御命頒佈龍虎門組織新命：

精金光府：主持：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龍虎都令特使：李法源。兼駐人間首席

兼）
副主持：首席承天一炁玄君

使者之總護法。

下設：淨靈司、補靈司、撫靈司、安靈

龍虎都令副特使：陳法際。
龍虎都令副特使：王德一。

司

護法組擴編為護法奮鬥群：

鑑察引靈府：主持：性空祖師
副主持：龍虎都令副特使

護法飛令正使：楊德宗。
護法飛令次使：郝惠宗等四員。

陳法際

護法飛令專使：林惠義等十五員。

洗心悔過府：主持：南屏濟祖

置護法童子二萬五千員。

副主持：廿字主宰

醫療組擴編為醫療奮鬥群：

清涼養蓮府：主持：清涼聖母

醫療飛令正使：齊惠覺。

副主持：淨元如來
設有四莊，為接引天帝教坤道同奮養靈

醫療飛令副使：孔惠安、孟通診。
醫療飛令佐使：張惠慈等七員。

修煉之處。
陰陽濟渡府：主持：一炁宗主（兼）

醫療飛令助使：薛惠光等七員。
置醫療童子、診療童子各六千員。

副主持：地藏菩薩
三、蓮花聖境組織不公佈。

先行前鋒組擴編為先行奮鬥群：

四、清涼聖境以接引天帝教同奮與民俗

先行飛令正使：田惠鋒。

信仰信眾之靈為主。蓮花聖境以接引各大宗

先行飛令副使：葉惠長、王惠正。

教教徒與無宗教信仰人士之靈為主。共同編

先行飛令次使：路惠成、雷惠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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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先行童子七仟員。

與靜坐知識融會印證 以體會昊天心法

牒探組擴編為牒探奮鬥群：

以廿字打掃真心 減少妄想雜念入定靜

牒探飛令正使：馬惠英。

九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牒探飛令副使：包惠音。

丁亥年一月二十九日未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置牒探童子三仟員。

核備九十六年二月份昊天心法研修小組

文書組擴編為文書奮鬥群：

修持卡，指示：

文書飛令正使：畢惠誠。

一、昊天心法研修小組之同奮，身處紅

文書飛令副使：金惠泉。
置文書童子五仟員。

塵，時常奔忙於人道之家庭與事業，仍然有

參贊組擴編為參贊奮鬥群：

志一同參與昊天心法共同研修，實屬難得，

參贊飛令正使：趙惠一。

惟天下事不論人道、天道，皆賴精勤奮鬥、

參贊飛令副使：謝惠清等十員。

持之以恆，乃見功果。諸位同奮堅持道心，

置參贊童子六仟員。

誓願了斷生死，將靜坐融入日常生活中，一

普渡組擴編為普渡奮鬥群：

坐自有一坐之功。

普渡飛令正使：何法通。

二、對靜坐之生理反應、氣機運轉，保

普渡飛令副使：楊法松。

持平常心，聽任其自然變化，與《靜坐要義

普渡飛令次使：紀德琳。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之靜坐知識融會

置普渡童子一萬二仟員。

貫通，相互印證，以體會昊天心法之妙。
三、「打掃心上地，坐出性中天」即已

財務組擴編為財務奮鬥群：
財務飛令正使：王德一（兼）。

指出，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奉行反省懺悔功

財務飛令副使：梁惠于。

課，以人生守則廿字真言，尤其是自選之二

置財務童子伍仟員。

字規範身心，把受到凡塵污染的真心打掃乾

敕曰：護道衛戌，貫徹天律，效忠宇宙

淨，靜坐時自然會減少妄想雜念，入於定靜。

，三期歸宗。
天運丁亥年元月初九日午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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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 樞機引以為銘

需有過人之毅力、希聖希賢之決心，忍人所

領導同奮共為救劫使命 持奮效教始終

不能忍，行人所不願行，動心忍性，增益道

九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糧，柔遠諸方，近悅遠來，聚合道氣，天帝

丁亥年一月二十九日申時

真道普化，救劫天命靡遠。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三、「揚善於公堂，規過於私室」，以

核備九十六年二月份樞機使者持誦皇、
寶誥暨繳交奮鬥卡統計表，指示：

同理心領導同奮，日行省懺，感恩惜福、知
止知足，以開闊之心胸，和融萬物，倡導天

一、「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諸位
樞機使者亦應引以為座右銘，惕勵自勉，恪

赦之教，知行合一，行理併進，樹立天帝教
道風，正己化人，同仰天恩。

遵天命，襄助首席使者宣揚教化，引導同奮
同心同德，共為救劫時代使命，卓堅意志，
持奮不渝，效教始終。
二、紅塵中累月奔馳應酬，猶能不疏於

教財道糧之籌募節用 同屬重要之一環
司職同奮慎始終 貫徹清白教風盡使命
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奉行基本功課，鍛鍊身心，性命雙修，當可
日進無已，行之以恆，進之以猛，基塵了塵

丁亥年二月一日辰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道範可風。

核備九十六年二月份極院弘教經費籌募
與節用委員會各項報表，指示：

領導同奮日行省懺 感恩惜福知止知足

一、丁亥年世運、人運、氣運對社會民

和融萬物 倡導天赦之教樹立帝教道風

心安定與經濟振興之榮景影響甚大，猶需人

九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間同奮精誠團結、祈禱奮鬥，配合無形運化

丁亥年一月二十九日酉時

，以遂天意人願。際此環境氛圍，籌募與節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用委員會把握機緣，結合親和訪問行程，善

核備九十六年二月份開導師、預命開導
師、傳道師持誦皇、寶誥暨繳交奮鬥卡統計

加宣導，籌募教財道糧，挹注救劫弘教之需
，動則有功。

表，指示：

二、辦道興教，弘法佈化，普化真道，

一、天帝教神職開導師、預命開導師、
傳道師奉行天命於各教院、教堂、道場中，
以身作則，愷切奉行「不為自己打算，不求
個人福報」之犧牲奉獻精神，身先同奮，領

廣渡原人，全教同奮尤其各神職教職皆須善
盡己任，全力以赴。教財道糧之籌募與節用
亦同屬重要之一環，相關司職同奮，慎始慎
終，貫徹清白教風，盡人合天，克盡使命。

導有方，關心同奮，親親致和，共為天帝教
重來人間之救劫天命而奮鬥。
二、紅塵辦道，教化人心，移風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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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開啟思想領域 擴大心胸行道濟世

二、弘教佈道是以渡眾為目的，正己化

循序有常致一不懈 窮理體道自植自奮

人乃不二之法，貫徹教義中心思想與犧牲奉

九十六年三月廿六日

獻之精神，以仁存心，親民至誠，道氣盎然

丁亥年二月八日酉時

，事半功倍。

極初大帝：

三、安悅奉獻之豐足，是維繫教院教堂

核備天人研究學院第二期中國道學研究
所碩士班新生開學表文暨學員名冊，指示：

道場救劫弘教之經費與日常開支之來源，務
必量入為出，勤儉建教，以昭大信，此為安

一、道學研究所與北京大學學術交流，

悅奉獻成長之基礎，一以貫之，求用無匱。

是教政上一大創舉，諸位學員珍惜難得之機
緣，秉持希聖希賢之道心，勤耕勤學，窮究
天人實學，真積力久而日新又新。

四、持誦兩誥經典，心平氣和，虔誠專
一，口誦心惟，尤其持誦兩誥，以「不為自
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之基本精神，至真

二、讀書修學，開啟思想領域，擴大心
胸，以利行道濟世，乃為學之最終目的，諸
位學員普遍受天帝教教義之薰陶，皆有救劫

至誠為搶救三期末劫，化解人類之毀滅浩劫
而精誠祈誦，感格天心，乃得其功。

救世之天命意識，卓堅志向，學貴有恆，「
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窮理體道，自

學海永無窮盡 請君一探奧妙

植自奮，開創人生新境界。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中國道學研究所碩
士班－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專題講座，於6月

弘教以渡眾為目的 正己化人乃不二法

23日、6月24日、6月30日以及7月1日在鐳力

貫徹教義思想與奉獻精神 道氣盎然

阿道場舉辦，李中華教授主講「儒學經典精

九十六年三月廿七日

讀」；王宗昱教授主講「道學經典精讀」。

丁亥年二月九日午時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道學專題講座，於6

核備各教院、教堂、道場九十六年度二

月28日、6月29日以及7月3日至7月6日在鐳

月份弘教資料統計暨統計圖表，指示：

力阿道場舉辦，李中華教授主講「國學熱與

一、一年之計在於春，各教院教堂道場

文化認同」；王宗昱教授主講「道教研究方

之開導師、教長、教職充分掌握春季萬物萌

法」。

發之時機，展開丁亥年弘教計畫，上下齊心

機會難得，歡迎有興趣同奮參與！

，奮鬥以赴，配合無形運化，以開新象，以

詳情請洽天人研究學院

利來茲。

賴敏珮049-289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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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極院人事通報
＊極院系統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效：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生效：

調

謝光通為鐳力阿道場主任開導師。

調

楊敏鐵為天極行宮傳道師。

調

黃緒本為開導師兼屏東縣初院副

聘派

古館光潔為開導師兼東京都掌

院掌教仍兼日本國教區公署開導師。

宏教。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生效：
聘

陳光理為天人研究學院台北市掌

陳奮心為嘉義縣初院預命開導師。

派

蔡光集、廖光注為台灣省掌院傳

道師。

院分部主任。
聘

調

蕭光藹為天人研究學院台北市掌

派

許敏祈為天安太和道場傳道師，

台灣省掌院實習三個月。

院分部副主任。

謝光通免兼開導師兼雲林縣初院副宏
教。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十日生效：

呂光撫免兼開導師兼苗栗縣初院宏教。

柳光赦辭天人研究學院副院長兼學務

謝普昇免兼鐳力阿道場主任開導師。

長。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效：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生效：

派

派

室秘書。

陳緒錦、高敏掘為高雄市掌院傳

張靜近為中華民國主院主教辦公

道師。
派

黎光獲為花蓮港掌院傳道師。

＊弘教系統各級教院

調

林靜存為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傳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效：
台北縣初院

道師。

調

以下自九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生效：

游光蒔為督教司。林華覺為天人

炁功中心執事。

陳光菁免兼開導師兼屏東縣初院副宏

新竹市初院

教。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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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大謙為教務中心副執事。

台灣省掌院

以下自九十六年三月二日生效：

派

派

林光關為參教司。吳敏尊為道務

中心副執事。

楊敏萊為天安太和道場管理委員

會委員。
派

花蓮港掌院
調

院研究員。

鍾光圈為天人炁功中心副執事。

以下自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生效：

洛杉磯掌院
派

劉緒私為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

邱華家為坤院執行長。林靜進、

劉鏡同為坤院副執行長。雍鏡放為坤

派

趙鏡尚為天人炁功指導委員會秘

書。

院事務長。朱靜交、陶月慈、林靜芝
、林素雲、為坤院副事務長。
謝敏登為坤院梅莊莊主。楊靜獎、朱

以下自九十六年四月四日生效：

鏡聲、何鏡芳、鄭鏡明、高月娥為坤

李維生辭天人研究總院院長、天人親

院梅莊莊副莊主。賴靜媒為坤院蘭莊

和院院長。
童光照為天人研究總院院長、天人

莊主。李鏡安、黃鏡勤、陳鏡水、李
素紋為坤院蘭莊莊副莊主。蔡靜助為

親和院院長。

坤院竹莊莊主。吳靜引、張華孝、羅

派

呂光證為天人親和院副院長。

靜瑞為坤院菊莊莊主。江綺安、溫華

派

蕭敏堅為樞機使者兼內執本部道

珍、溫華盈、鄭鏡順、陳巧玲為坤院

通。

菊莊副莊主。

派

黃緒我為內執本部道通。

派

謝敏榜為內執本部都總。

素君、胡華如為坤院竹莊副莊主。周

謝敏榜辭傳道使者團副秘書長。

以下自九十六年二月一日生效：
李敏珍辭教史委員會執行秘書。

以下自九十六年三月一日生效：
調

李光龍為花蓮港掌院駐院開導師。

調

潘光炎為基隆市初院駐院開導師。

調

曹光反為桃園縣初院傳道師。

87
May 2007

台灣省掌院丙戌年尾牙

載歌載舞 迎新送舊
台灣省掌院／鄧鏡且

照片提供／台灣省掌院

心燈傳遞奮鬥精神

院的開菜秀連著照過來，緒禧掌教頭

「 ឰԧࣇၬԓ୕۞ᛗબĂк͌ࡆ

帶白色廚師高帽子、肚兜圍裙，帶領

ᘤд͕̚ČČĂឰ̂छ࠻̙זεୀĂ

掌院教長、執事：督教長吳敏宅、贊

ିјΑϖᅈдČČ 」，此時燈光全暗

教長阮敏貼、參教長許光晶，坤院執

，由「祈禱」這首歌，揭開丙戌年年

行長蕭靜懂；及道務中心執事楊正開

終尾牙感恩餐會的序幕。靜默中，一

、管理中心執事李光壇、炁功中心執

支接著一支點燃的仙女棒，從同奮手

事王光綜、教財中心執事陳正精、教

中傳遞著，照耀會場中每個靈魂，亦

務中心執事黃光豔，分別端出一道一

點燃每個人心中的那盞「心燈」，大

道美味可口的餐點。

家心連心，手牽手，希望將師尊向天
緒禧掌教說：今年特別到日本富

奮鬥的精神一直傳承下去。

士山學得一招半式，製作幾道精緻的
同時，鏡絜同奮以「 ឰԧࣇᕇ፼

美味餐點，分享給所有同奮，並感恩

̰͕ື۞ЍዂĂᚹՏ࣎ីᅿĂຏ

的說，中國的「尾牙」有迎新送舊的

ᔁरឰֽ͇ࢦିޓˠมĂ็Ҷцأ

意思，而在天帝教所謂的「送舊」，

̂۞ຑĂຏᔁ͇ିޓТጬĂᆃ˳

也就是將不好的習慣送走，擺脫歹的

ͽֽ۞Ӆ˧ጬĂຏᔁѣԛԛ۞੨

命運、歹的心性（台語），迎接新的

ЪĂឰԧࣇ࿅Ν˘ѐ̈ѣјᒻĂҭ

一年，如同師尊給同奮的加持一樣。

ԧࣇ̙֭ͽѩࠎ႕֖Ăഇ୕дາ۞˘

因為天帝教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ѐਕՀጬ ，……」的旁白，觸動傳

宗教，期望在每年此時，同奮們都能

續中的「光」。這個「光」接著從掌

經由反省重生，看到無限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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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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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的粉絲特別多；活力十足的

旺年拱豬 節目精采熱絡
隨著音樂迴響中，森林中傳來唐
三藏的聲音：「 ˣԦăˣԦĂኩѐ̏
གྷ˞זĂౌ̏Ⴢ˞Ȉ˘ѐĂԣזˠม
࣒ҖାӃĊ 」告別瞌睡的八戒，整裝
而起，準備他值年的工作。這時，畫
面中出現師尊於民國七十二年在日本
富士山為天下蒼生誦誥祈禱，真情感

敏賢姊姊，想當然爾是「辣
妹子」的角色，帶領四位超
級辣妹，隨著「人生如夢」
的快速節奏熱情舞動，將餐
會帶入另一個高潮；氣質非
凡的鏡芃琴藝高超，以古箏
伴奏吟唱詩詞。

動天，化延人間核戰災難，使得地球

尾牙餐會讓人「顧名思義」就是

綻放一線曙光的影像，讓八戒感動得

要抽獎拿紅包，同奮心中的期盼，主

不停拭淚，也讓同奮領悟天帝教「不

持人臨時穿插呼拉圈比賽，讓大家拿

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的救劫

紅包，變成同奮飽飯後的最佳娛樂，

精神。

越搖越有趣，搖著搖著，大家玩成一
團，甜蜜蜜的音樂更讓大家團結在一

「旺年拱豬」的尾牙餐會中，預

起了。八戒覺得這也是修行的一種嗎

祝大家諸事順利的「豬」八戒表演串

？不落人後，試著搖起呼拉圈，卻怎

連整個晚會（演員序：八戒－大合、

麼搖都搖不起來，還怪「光豔阿伯」

大野郎－大誠、水姑娘－光豔執事）

呼拉圈買得太小，最後呼拉圈變成是

，而且抽獎活動人人有獎，要讓大家

掌院給八戒的光環，超有趣的！

更盡歡。在回顧師尊後，超勁爆的舞
蹈表演「扇子舞」展現新賣點，主持

機會加運氣 人人都中獎

人鏡且為讓晚會不冷場，叫八戒要「

進入第一階段抽獎，獎不完！應

撩落去（台語）」與其共舞，這才發

同奮要求多抽十個獎，主持人試想，

現還有一位超級水姑娘，讓人為之「

給獎總要來點花樣吧，最好是機會加

噴飯」，仔細端詳原來是「光豔執事

運氣，效果才會好。於是開出條件：

」的美麗身段，因為是反串演出，他

小同奮必須去擁抱在場的敏堅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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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懂執行長還有緒禧掌教，他們悄悄

木訥的正酒同奮，天生有個可愛的酒

的被「鏡且」陷害－作為交換運氣的

窩，是尾牙感恩餐會的主廚，帶領著

對象，小同奮們羞澀的不敢行動，還

超可愛的老婆大人鏡令同奮和正松、

好教訊的月行帶頭解圍，小同奮們一

正餐同奮，在光晶參教長的整合下，

窩瘋的搶機會、搶運氣擁抱大家長，

唉～讓參加餐會的同奮們食指大動，

大家拿紅包拿得快樂的不得了。

擠成一團，不一會兒功夫，全部掃光

接著是眾家姊妹的好朋友梁老師
，一位專業的舞蹈的老師，以「女人
花」的舞蹈獻給同奮，專業的水準真
是沒話說，很多同奮都是他的學生。

盤中食物，讓主持人可速速進行下一
個抽獎活動。

緣起緣滅 隨緣惜福

說著說著，ㄟ！精彩的「辣妹子」的

此時，唱號的速度相當快，只要

扇子舞就這樣舞出來，同時，靈魂人

同奮不小心就會錯失良機，於是，同

物八戒穿插其間，同奮用掌聲給八戒

奮們個個耳朵都肅然起敬起來。當台

鼓勵，讓八戒陶醉在其中。

上的獎項越來越少，也就是餐會接近

緊接著壓軸來了！名歌星「閻

尾聲，壓軸大獎「電視機」千呼萬喚

荷婷」－道名敏考，以二曲「寄語白

始出來的時刻。一年來，辛苦得帶著

雲、願嫁漢家郎」祝福同奮，台中市

掌院同奮向前走的緒禧掌教，在廿七

議會副議長陳天汶〈光緯〉，只要掌

期春、秋季班同奮陪同下，以一首「

院有活動，給的鼓勵也最多，而且「

期待再相會」的歌聲，慢慢的讓最後

不小氣」。說唱之間，掌院之星「鏡

的幸運兒出現，「0-0-6！」奮春、華

二」獻唱一首台語歌「眼淚背沒離」

靄同奮歡欣得跑出來領獎，真是令人

，演唱水準讓閻荷婷豎起大拇指；有

興奮。

眼無珠的皈師菜鳥「鏡且」，竟不知

「結束了！」舉辦一次活動，是

敏堅樞機的歌喉也是一級棒，她上台

一次的緣起緣滅，心中總有許多值得

後邀請坤院執行長靜懂、維武樞機、

興奮的事、值得整理的事。首次，靜

光活樞機一起合唱「河邊春夢」，證

且參與掌院的尾牙感恩餐會，活動中

明實力，真是難得的畫面！

難免有人「跳針」（台語），加上場

而「與有榮焉」的感動，就在廿

地的諸多不便，但是，這彷彿是演奏

七期秋季班正酒、鏡珪兩位同奮身上

樂曲，一個節拍的變化，並不影響音

，近五十萬聲的誦誥數，得到大家的

樂律動的原則，反而增加它的能量，

熱烈掌聲。鏡珪同奮此時的心情是感

因此，從同奮中天真的臉龐，讓我看

動、沸騰的，平時少話的她，有一雙

到那份自然、那份單純與滿足。

看人、看事的眼睛，相當細心。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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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力阿道場親和集會

阿中同奮真誠告白
回首與維生首席走過的日子
／吳月行 攝影／楊靜則

光通主任開導師代表阿中同奮獻贈大家簽名題字的月儀的創作，當維生首席看
到畫面上竟是他手拿煙斗、身穿長袍與緒我偕行的卡通版繪畫時，開心得連聲
說道：「這真是太珍貴了！太感謝大家了！」
二月廿七日，是維生首席任內最

從一家到一教

後一次主持鐳力阿的親和集會，特別
邀請光照輔教、敏堅樞機，還有旅日
的東京帝大博士生．初皈同奮謝惠貞
一同參與。晚上七點準時會餐，大夥

光通主任開導師請大家在這特別
的日子發表感言，同奮一一真情告白
，談話間充滿感恩、懷念、自省、歡
笑、珍惜之情。

有說有笑地享受著主廚靜冕辛勞料理
的火鍋，用餐後，親和集會正式上場。

光光院長說身為李家人，自十四
歲開始，每年巡天節跟隨師尊、父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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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維生樞機在黑板寫下「 रߏˠ
Ă̙ߏৠ 」，令他印象深刻。談起當
年廿七歲時，對來鐳力阿專職工作的
惟一要求是「只要可以誦誥、打坐就
好」，懵懂的投入自以為「單純」的
參機院機要秘書工作，就這樣開始跟
隨在維生首席身旁，十二年來真是收
穫良多。

做事的人分享被罵的經驗
光劫副院長從與光光院長自高雄
市掌院到進阿在天人修道學院工作，
與首席父子共事的緣份說起：「 छ
ˠຏଐޝᖳಱĂҭߏතঈౌۡޝĂ
જ۞ॡ࣏Č 」，自此之後，敏柔傳道
師、敏晨、靜則等同奮紛紛分享被首
席罵的經驗，光猛樞機見狀則以當年
被首席罵後自我解嘲的理由來和同奮
分享，他說有一回在光傑、光籌兩位
樞機面前提及自己被首席罵的事情，
沒想到他們倆卻異言同聲說：「 ՟ѣ

Ğ˯ğჯϠࢵयӣ৯௮ТጬຏाྖᄬĄ
Ğ˭ğௐ˟ăˬЇࢵय࠹̢ጾٱĂ࠹ۢ࠹ଓĄ

બĊԧࣇౌ՟జቩ࿅Ċ 」他立刻回說
：「 Ϊѣઇְ۞ˠ̖ົజቩધĊ 」話

輩在家中接、送駕，天帝教復興後，

鋒一轉，又說：「 ྆Տ࣎ˠౌЧѣ

師尊、維生首席先後以教為家，巡天

ᐹᕇĂჯϠࢵयഅᄲԧࣇౌߏ΅

節和李家的年節活動都變成在天帝教

ĂԧдፉЇᜟ˧ܠЇฟጱरഇมĂ

教內舉行，一路走來，忍不住與大家

ᅳҰࣇཏ΅Ăຐຐᔘৌߏ̙

分享「從一家到一教」的過程。

टְ۞ٽબĊ」

因長年隨侍維生首席身旁，而被

光證同奮提及當年研究所畢業後

譽為最有福報的緒我，回憶正宗靜坐

，拒絕深造而來專職，與父母間有些

班時，在「認識師尊」的課堂上，當

芥蒂存在。有一次，師尊叮嚀他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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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常連絡，沒想到在場的維生樞機
竟然拉他到電話前，要他打電話回家
，如此直接的方式、與當時接電話的
父親對話不了兩三句的情景，都令他
難忘，但也慢慢學習，如今，與父親
的隔閡與心結早已化解，家人都皈師
，父親顯門已是開導師。緒突同奮提
到進入阿中專職的機緣，感恩自己從

дЍ఼Їฟጱरჟ͕నࢍ˭ĂಞᏐะົѣᝌ৯ăѣຏ
ᘃĂ΄ˠᙱԞĄ

「遠聯」同奮變成專職，同時，在維
生首席身上看到師尊的影子。靜貴傳

放下煙斗 認真做首席

道師因為天赦之教力行省懺，改變對

敏柔傳道師和敏榜預命開導師從

婚姻的看待方式，更因為有所體悟，

工作經驗見證維生首席對「清白教風

立願推動全教省懺工作。

」的堅持，體會到首席在教財運用上

敏屏同奮回憶到剛來教訊專職時

的原則與用心。敏榜預命開導師當初

，主管敏晨為她上三個小時的電腦課

因瞞著家人來專職，感覺人道不圓滿

，打下往後文書處理的基礎，提及因

，天道又空虛無力，幸而因著天赦年

電腦操作不上手痛苦又好笑的種種窘

的奮鬥改變了家人觀念，現在家中倆

事，忍不住涕泗縱橫，對有形無形的

老都是有道名的同奮，今年更是一同

感恩。又說道當初在天極行宮專職，

來迎啟教財，「 ͭϓ۞Լត၆ԧ҃֏

維生首席要來之前，她會負責的打掃

Ăৌߏ؈ᖹё۞ྻ̼。」

好首席使者的房間、並曬曬被子，現

敏柔傳道師和敏晨提及認識維生

在，來阿中專職仍有幸繼續擔任這份

首席時，他是慈祥又瀟灑的李教授，

工作，為辛勞的首席盡棉薄之力，感

而身為首席使者後，讓他放下「抽菸

到是相當珍貴的勤務安排。

斗」的喜好。敏晨同奮憶及宣導天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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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理念前對先生的直言、直諫，奉命
到教院宣講天赦之教之磨考歷程與心
結的開啟；當看到先生勞心教政身心
俱疲時，懇求首席閉關的點滴，讓人
感受一位資深專職與首席間的革命情
感。
靜貴傳道師與月行同奮提到同奮
們長期相處總免不了衝突誤會，希望
大家在帝教即將進入新紀元時，能夠

ჯϠࢵयၡ˭ீᙡͿბྎ൪үĄ

「以真誠的心建立鐳力阿精神，開創
鐳力阿新境界」。維律樞機、緒業社

：「 ߋឭזѪක͞ႽĂᜐࠐјѷஊؕ

長、光思樞機、光通主任開導師、光

Ą 」藉以明志，他告訴同奮他的絲

幸預命開導師、顯祥、光赦、緒窺、

未吐盡、蠟燭未燃乾，卸任之後，他

敏憧、敏立、敏珮、敏貞、敏蛻、敏

將持續為教奮鬥、和同奮一起努力。

思、靜認、淑晴、靜則、月儀也一一

會後，維生首席贈送每一位同奮福袋

簡短感謝維生首席總是關心同奮及其

，靜認感恩的要求擁抱維生首席，其

家人，時時給予有形無形的協助，最

他坤道也跟著熱情擁抱這位我們最敬

後敏堅樞機更熱情的講出大家共同的

愛的長者。在歡娛氣氛中，光通主任

心聲：「ԓ୕ჯϠࢵय߿˘זѺ໐。」

開導師代表阿中同奮獻贈大家簽名題
字的月儀的創作，當維生首席看到畫

春蠶到死絲方盡 將持續為教奮鬥

面上竟是他手拿煙斗、身穿長袍與緒

維生首席致詞時，難得深刻地談

我偕行的卡通版繪畫時，開心得連聲

到他的感情世界，影響他一生最重要

說道：「 ৌߏ͉ࠡෳ˞Ċ͉ຏᔁ̂

的三位女性。最後他引李商隱的詩句

छ˞Ċ」
今天阿中親和集會打破慣例，將
近十一點才結束，但溫馨感人的氛圍
令人難忘。感恩維生首席十二年的奉
獻與領導，同時歡迎自謙三月四日起
要和我們一起當專職的光照輔教，相
信未來十年首席使者任內，他必能踵
武師尊與維生首席之後，帶領同奮一
同開創帝教新境界。

ჯϠࢵयǕ Ǖᙑਖ਼ТጬఠĄĞဦࠎዸܜܠഇཌྷ̍ୂϲТ
!

ጬĄ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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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巡天節前系列聖訓
公佈丙戌巡天節行程

０二：００─０四：００

從二月十一日子時至十二日子時

於參機殿審視人間天帝教極院直轄三曹
道場工作成果與發展方案，召開「三曹會報

九十六年一月二十日
丙戌年十二月二日午時

總檢討。」

無始古佛：

０四：００─０六：００

公佈丙戌年巡天節行程表（以人間之曆算

於凌霄寶殿直轄寶殿召開「太陽系行劫

陽曆對應）

、清劫、平劫、春劫救劫總會報」。

一、二月十一日（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

０六：００─０八：００

二二：００─二二：三０

於玉靈殿召開「保台方案會報。」

萬法教主、玄天真武大帝、九天玄女率金

０八：００─一０：００

闕元帥府、雷霆威武院各級金甲護法九萬員，

於玉成殿召開「劫務會報。」

調度南天將帥各部，進行綏靖，淨化諸方。

一０：００─一二：００

二二：三０─二三：００

於玉清殿召開「九大行星劫務會報。」

大啟大門

一二：００─一四：００

二三：００─二四：００

於同濟殿召開「清涼會報。」

金光、紫金光、鐳光直降而下，清明宮宮

一四：００─一六：００

主太虛子、參機殿殿主玄玄上帝、總護法先天
一炁機禪子率各級駐節神媒恭迎

於清明宮召開「太陽系春劫行運總會報。」

天帝於外太

一六：００─一八：００

空。

於參機殿召開「地球文明暨天人實學推

首任首席使者、首席督統鐳力前鋒、首席

展總會報。」

正法文略導師、清涼聖母、首席承天智忠玄君

一八：００─二０：００

、首席承天一炁玄君、玄天真武大帝為御前引

於中土台北召開「兩岸會報。」

導，維生首席使者率人間神職、教職等同奮代

二０：００─二二：００

表遵禮虔敬恭迎。

於中土華山接受地球、洲、大陸、山嶽

二、二月十二日（丙戌年十二月廿五日）

、江、河、湖、海、沙漠等境主與諸方神媒

００：００─０二：００

朝禮，受獻應化成果與報告。

於清明宮召見駐節人間天帝教各級教壇主

二二：００─二四：００

持、神媒，審視救劫弘教應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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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土崑崙召開「地仙會報。」

會報。」

三、二月十三日（丙戌年十二月廿六日）

二０：００─二二：００

００：００─０二：００

於清明宮召見維生首席使者、光照樞機

審視地球各地道場道務總成果。

使者，召開「丙戌年巡天節總檢討。」

０二：００─０四：００

二二：００─二三：００

巡視地球南極、北極極區，於玉霄殿召

於清明宮召見丙戌年人間天帝教奮鬥有

開「七政會報。」

功同奮、各方奮鬥楷模代表，加錫金光、紫

０四：００─０六：００

金光與榮耀。

巡視地球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洋域

二三：００

，於玉和殿召開「江洋會報。」

天帝返回金闕

０六：００─０八：００

人間天帝教同奮莊嚴排班，虔誠誦誥，

於太陽神宮聽取太陽星君年度總成果報

遵禮恭送。

告，施政鐳炁調和太陽運行。
０八：００─一０：００

巡天節七或三日前 齋戒沐浴虔誠以事

巡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以三元龍華為奮鬥階段 感天心化劫案

於土星召開「系星會報」、「彗星會報」。

九十六年一月二十日
丙戌年十二月二日午時

一０：００─一二：００
巡行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於冥王

無始古佛：
丙戌年巡天節行程依金闕會議結論公佈

星召開「精和府會報。」

人間，天帝教各級駐節神媒同時奉命展開佈

一二：００─一四：００

署，特提示人間同奮應注意事項：

於月球召開「廣寒宮會報。」

一、巡天節之時，教主

一四：００─一六：００
於麥加特別行轅召開「宗教和平會報。」

上帝由金闕至

諸天巡視，垂察萬生萬靈之興衰榮枯之造化
與救劫、行劫之消長，御示各行運方案，同

一六：００─一八：００
於梵蒂岡特別行轅召開「宗教聯盟會報。」

奮力行不懈之救劫行動，仰體天心之生生大
德，即是萬生萬靈之救贖力量。

一八：００─二０：００

二、天帝教同奮於巡天節之七日或三日

於美國紐約、中土台北召開「全球經濟

前，齋戒沐浴，虔誠以事，是人心孺慕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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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化，歷經天運丙戌年一年之奮鬥，同以

把握難得人身 奉行基本功課

感恩之心參與，同沐親和之光。

以人和感應天和 發揚鐳力阿精神

三、巡天節行程依天運、氣運與人運之

九 十 六 年 二 月 九 日

消長而定，並涵蓋有丁亥年之行運方案，天

丙戌年十二月廿二日戌時

帝教同奮於節後之新年度當以三元龍華會為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鐳力阿道場為迎接丙戌年巡天節，依禮

奮鬥階段，堅定救劫信心，奉獻正氣力量，

舉行灑淨暨親和山川地祇、地脈龍神之儀。

感格天心，化延劫案之運行。

維生首席使者與全體同奮齊誦之親和經力、
念力以及黃表金光，皆是一一轉化，充分發

遵行齋戒沐浴禮儀 謹言慎行潔淨身心

揮天人親和一體奮鬥之意義。

檢討一年之奮鬥 改過自新同沐親和光

鐳力阿道場之地祇神媒等皆以參與培功

九 十 六 年 二 月 四 日
丙戌年十二月十七日午時

立德為榮，對修煉昊天心法並搶救三期毀滅
浩劫之功用，深受感動，人間同奮把握難得
之人身，奉行基本功課，注重親和之道，以

先天一炁機禪子：
丙戌巡天節將至，司職神媒、金甲護法
啟動護法作業，人間各教院、教堂、道場配

「人和」感應「天和」，發揚鐳力阿精神，
團結奮鬥，實至名歸。

合注意：
一、各教院、教堂、道場灑淨作業依時

台南市初院誠徵長期工讀生

準備、進行，除舊佈新，身心煥然。
二、同奮遵行「齋戒沐浴」之天人禮儀

◆條件

，於巡天節期間，謹言慎行，潔淨身、心、

一、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意，深切檢討反省丙戌年一年之奮鬥，改過

二、態度認真積極。

自新，心齋誠敬，同沐親和之光。

◆工作時間

三、鐳力阿道場於封關後，嚴格執行門

每週一至週六下午5:00～10:30

禁管理。

◆意者請洽王鏡璧同奮
聯絡電話：06-2693600．06-290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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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民國九十六年
巡天節聖訓專輯（一）
丙戌年民國九十六年巡天節聖訓專輯，恭輯先天一炁機禪子（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酉時）至
先天一炁機禪子（丙戌年十二月廿七日子時）等，共計五十七篇。

同奮奮鬥成果 影響天運氣運人運變化

業，淨化諸方。

秉持度化人心化延浩劫天命 奮鬥不懈
九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酉時

先天一炁機禪子：
今日酉刻準時舉行丙戌年巡天節鐳力阿
道場封關禮，同奮發乎至誠至性之天真種性

宗教信仰有嚴明之儀軌規戒、組織制度
與精神傳承，天帝教同奮是以「不為自己設
想，不求個人福報」之奉獻精神承擔眾生共
業，搶救三期毀滅浩劫，完成保台護國使命
，作為救劫精神之傳承。
巡天節啟發天帝教同奮團結奮鬥力量，

乃為人心感格天心之機轉，平日持之以恆雙

精誠恆毅，奉獻救劫成果。

修性命，滌塵見性，乃現活潑天真。
教主

上帝巡天，看重人間天帝教同奮

奮鬥成果，並以之衡斷天運、氣運、人運之
順逆變化，御定新年度之行劫、救劫方案，

威武不屈凜然正氣 是化戾徵祥法寶
無形之綏靖與淨化 亦是正氣之妙用
九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維繫本太陽星系內億萬生靈生命之共生共存
與發展。

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亥時

九天玄女：

天帝教同奮仰體天心生生之德，有度化
人心、化延浩劫之天命，是人間之救劫使者

受命與萬法教主、玄天真武大帝執行綏
靖，淨化諸方，以迎

，奮鬥不懈，即可直證永生共生之大道。
經由莊嚴肅穆之恭迎巡天節儀禮，同奮
關閉凡心、奮揚道心，當思有所作為。

上帝巡天。

道魔並闡，善惡並存，以觀宇宙正邪之
判，亦一念之間耳！人心威武不屈之凜然正
氣即是化戾徵祥之法寶，無形之綏靖與淨化
，亦是正氣之妙用！

以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之奉獻
承擔共業搶救浩劫 作救劫精神傳承

華光朗照，祥瑞萬千，諸天神媒禮班肅
候

九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亥時

玄天真武大帝：
受命為丙戌年巡天節前導，配合綏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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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巡天。

紅塵滾滾 稍有逸放即生陷溺之危

物質有限資源分配與財富不均加速劫案

常保赤心修善兼濟 返璞歸真一道同風

運化宗教和諧共榮 管理危機形成轉機

九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四日亥時

丙戌年十二月廿五日子時

無始古佛：

萬法教主：
恭迎宇宙大主宰

上帝垂聞維生首席使者奏陳丙戌年巡天

玄穹高上帝啟行丙戌

年巡天之程，受命率金闕元帥府、雷霆威武

節表文。御示：
一、人間國際關係建立於平等互惠、和

院各級金甲護法調度南天將帥各部，進行綏

諧共榮之經濟發展，人類得能共生共存。反

靖淨化作業。
上帝前駕大放親和光，浩浩蕩蕩，赫赫

其道而行，轉用經濟國力而窮兵黷武，春劫

威威，精靈、幽靈、古怪、邪魔等或遠走遁

行運當前，或擴散核武，或爭霸太空，自召

避，或臨陣降伏，自有不等之機緣。

春劫劫案加速運作。

大道無私，只因紅塵滾滾，稍有逸放即

二、不以經濟民生為施政目標，固執發

生陷溺之危，常保赤子之心，修善而兼濟，

展軍事武力，嚴重影響區域和平，當記取殷

返璞歸真，一道同風，化解劫業於無形！

鑑，再蹈覆轍，萬劫不復。
三、宗教衝突是春劫劫案基本驅動力量

以熱愛斯土斯民胸襟 實現自由平等

，實因人性之貪婪權力欲望曲解宗教教義，

春劫行運 正本清源惟人心覺醒自救

製造人為之宗教對立，帶來人間悲劇，五教

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教主不忍教徒信眾深陷宗教戰爭，領命於無

丙戌年十二月廿五日子時

形運化，期能喚醒教徒信眾良知，化解對立

首任首席使者：

，化去兵劫。

丙戌年巡天節開始，本席與文武首席隨
同二位聖師祖率各應元上聖高真、各駐節神
媒恭迎教主

上帝於外太空。

四、本地球人類人口已突破六十五億，
由於地球物質資源有限，資源分配與財富不
均日益惡化，成為春劫行運之引爆點。無形

衷心熱愛斯土斯民，天帝教同奮要有此
種胸襟，懷抱此一願景，冀求實現自由、平

運化宗教力量，節約天然資源，擴大再生資
源，應機啟發人間科技文明開發新能源。

等之境。

五、大氣暖化造成全球各地氣候異常，

春劫行運，人心飽受操弄，社會不安，
民生困頓，疏離日甚，正本清源之道惟有人

影響人類生活生存，早日全面實施廢氣排放
管制，是人類自保之道。

心覺醒，道德重整，從根自救。
全教同奮誠敬恭迎教主

六、病毒流行來自於生態環境污染，導

上帝巡天，惟

致病毒物種快速突變，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有矢志不渝，持續奮鬥，以為巡天節之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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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變加劇 世代交替價值觀與時而變

和諧共存，才能遏止病毒流行。
七、台灣地區之政、經、社會情勢均有

調和新舊觀念應機而化 穩固道基

急劇變化，暗藏危機，是天帝教第二時代使
命之重大考驗，加強執行保台護國方案，化
去對立，化消衝突，管理危機，形成轉機。

遏止核武全面銷核 是搶救末劫根本途徑
以蒼生為己任 奉獻精誠 共化三期劫運

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五日子時

先天一炁機禪子：
萬天至尊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

帝巡天，清明宮宮主太虛子、參機殿
殿主玄玄上帝率各級駐節神媒恭迎
上帝降臨。
上帝審視救劫弘教應化成果。御

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丙戌年十二月廿五日子時

示：
一、丙戌年間，各駐節神媒、總

首任首席使者：
上帝審視維生首席使者奏陳丙戌年巡天

護法奉行「無形運化，有形配合」之
律，維護安定，善盡職責，各賜紫金

節表文，本席受御命作補充說明：
一、本地球經歷十三餘次之重大行運，

光廿道，持續應化。

方有新一紀盤古文明萌生，當人運二十世紀

二、環境世變日益加劇，同奮有

之時，氣運進入三期末劫，核子武器已是人

志，亦有抑鬱難平，加強壓挾親和運

類暴力相殘之禍根，遏止核武擴散，全面銷

化，給予生動生機，堅定道心，振己

毀核武，即是搶救三期末劫之根本途徑。

奮鬥。

二、聖慈不忍本地球人類遭遇毀滅浩劫

三、世代交替，價值觀與時而變

，恩准先天天帝教重來人間，以台灣寶島為

，調和新舊觀念，應機而化，穩固道

復興基地，天命何其重要，天帝教同奮以天

基。

下蒼生為己任，奉獻精誠，共化三期劫運。
三、劫由人造，劫由人化，全球各地已
籠罩在春劫行運陰霾之下，波濤汹湧，形勢
險峻，需堅定信心，發出正氣力量，化開漫
天陰霾，回復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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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新興宗教對談與座談會

中華文化係新興宗教之活水源頭
／中華天帝教總會

攝影／楊靜則

全球化之後各國文化的差異會越來越模糊，文化社會越來越相像，在此種情況
下，更要建立自己宗教的文化認同感，所以，將中華文化找回來，對新興宗教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責任。

公元二○○五年．民國九十四年

袖及代表約百餘人齊聚一堂進行交流

，中華天帝教總會應內政部委託，在

與對談，成果豐碩且意義深遠。公元

台北市喬治中學舉辦「二○○五新興

二○○六年．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

宗教對談與座談會」，各新興宗教領

日，內政部再度請本會籌畫辦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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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各宗教間之交流、對話，一向是本

傳與創新」、「從修煉實踐看文化承

會之天職，也是為本教「三同」理想

傳與創新」、「從弘化模式看文化承

之一「宗教大同」做重要之奠基工作

傳與創新」、「從宗教藝術看文化承

，總會當然義不容辭。

傳與創新」、「從文化教育事業的發
展看文化承傳與創新」，擇一發表，

多元豐富的宗教對談

讓宗教的對話內容更多元、更豐富。

有鑑於以往宗教交流活動大都集
中在台北舉辦，中南部地區同奮較少

宗教與文化必須結合

有機會參與，因此，這次特別策劃將

「二 ŒŒ 五年新興宗教對談與座

活動移師到位於台中的台灣省掌院舉

談會」的專題演講邀請趙玲玲（敏憲

行，希望中部地區的同奮也有機會參

）博士主講，深獲各宗教好評，此次

與宗教的交流活動，透過對各宗教的

，再度邀請她做一場九十分鐘的專題

認識與了解，進而達到宗教徒間相互

演講，為了讓中心議題更能突顯，特

尊重包容的目的，各宗教均有勸善教

別邀請國內對新興宗教投注相當多心

化人心之社會責任及共通性的特質，

力的學者林本炫博士，做第二場的專

唯有人人開闊視界，方能擴大心量接

題演講。
鑑於活動所邀請的宗教幾乎都是

納宗教間的差異，天帝教的終極目標

以中華文化為根本信仰的團體，趙院

才有達成的一天。
本次參與的宗教除了九十四年的

長選定以「宗教與文化的深層體用關

一貫道、軒轅教、天德教、理教、天

係」為講題，闡明以新興宗教的時代

理教、天道、天帝教等原「宗教聯誼

文化的角色、文化活水對新興宗教的

會」班底外，又邀請近期已向內政部

體用關係、新興宗教與深層文化的不

完成登記的中華玉線玄門真宗教會，

可分性及文化挑戰下的新興宗教在文

總共有八個宗教團體參與對話。座談

化生命上的功用性四大方向發表專題

會系列活動的設計是上午一場專題演

。宗教為文化的形式，文化為宗教的

講，下午為各宗教領袖對話及一場針

命脈，國家沒有宗教力量就沒有推動

對對話內容所做的總結演講。活動主

力、沒有保衛的力量，只有宗教沒有

題為「宗教與文化的責任」，各宗教

文化，知識體系就無法深入民心，宗

領袖就五個子題：「從儀典看文化承

教必須與文化結合才能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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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既是探討生命，生命的尊嚴
在那裡？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命的
價值又是什麼？生命的問題是廿一世
紀人類最大的問題，走進宗教就能找
到生命的永恆性。現實的真實是空間
的世界，是物質的東西，性靈的真實
是時間的世界，才能是永恆，宗教是
以信仰為中心，永恆不死的意志力，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是信仰，在不可
能中產生力量，了解生命來自大自然
乃生命意識的覺醒，生命得來之不易

宗教要負起文化責任

及不可滅性，生命是緜延不斷的。《
易經》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下午的議程是宗教對談與座談，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

各宗教以自己選定的主題發表引言，

義之門，生命的存在性是忘我的個體

第一位是由主辦單位中華天帝教總會

生命超越群體生命。

理事長光照樞機，他選的題目是「從

用另一個角度看待生命，是宗教

修煉實踐看文化承傳與創新」，他就

需要扮演的角色，宗教是以知性、德

天帝教同奮的五門功課：廿字真言的

性、悟性等內在需求性走進心靈成為

實踐、反省懺悔、靜坐，都是古老中

信仰，而不是滿足個人需求的服務業

華文化的再體現，而祈禱誦誥、填記

。一九九○年後現代時代，要尋找「

奮鬥卡則是配合天帝教的時代使命而

人到底是什麼？」如何找到安身立命

賦予創新的時代意義。最後他對於這

之道，就是尋找生命的活水，生命的

一代宗教所應負起的文化責任有著深

活水就是中華文化的內涵，中華文化

深的期許，他說：「 Տ˘࣎ॡ۞؟

能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而不被毀滅

ି࠰ॡֹ҃ᑕϠĂ˵ݒ۷ି

，就可以帶領我們走出世界，成為世

̼ॡ۞యЇĂି؟тңଂ̼͛҃Ϡ

界人類救星。

Ă೩̿ிϠᇇĂԼౄۤົࢲঈĂ൴
ˠّЍዂĂᏉЪ̚ර̼͛ฟणາࢱ
Ăߏ˘۞ࢋି؟Ӆ˧۞ኝ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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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教胡福林理事長、軒轅教林育培

促進世界大同。每個宗教發表的時間

副宗伯及玄門真宗劉政安秘書長也選

雖然有限，但都能將各宗教的精神內

擇同樣的題目發揮，真是英雄所見略

涵，結合「宗教與文化責任」的主題

同。

，並做適當發揮。

宗教與生活實為一體

臺灣新興宗教的特色是和平相處

天德教胡福林理事長因有要事不

林本炫教授主講「新宗教團體的

克前來，但他也以書面提出了引言，

社會與文化意義」。首先，他就提出

他認為，「 ͇ᇇି۞ିཌྷᄃ̚ර̼͛

歷史上新興宗教出現的三個因素：

၁ࠎ˘វĂϒ̼̎ˠ۞ҖજĂ࿅

第一、社會的變遷：不論西方、

Ϡ߿វរۡତᏉˢϠ߿ĂϠ߿͒ф̼

日本或臺灣，新興宗教的出現都是與

Ă͒фϠ߿̼Ą 」這是對道脈的文化

劇烈的社會變遷相關連，譬如，一貫

傳承自然有效的方式。軒轅教林副宗

道的創立是因為民國初年中國整個社

伯以儒墨道的精髓融入軒轅教的人道

會正在劇烈變動；一九八○年復興的

、地道、天道的三段式修煉，說明軒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當初

轅教「生活中有宗教，宗教中有生活

所面對的臺灣，也處於一個劇烈變遷

」的修煉方式。玄門真宗教脈以實踐

的時代；美國亦復如此，許多新興宗

仁義禮智信從事心靈改革、淨化社會。

教興起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

一貫道與天道巧合地都選同一主

從宗教社會學研究顯示，雖然有少數

題「從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看文化承

新興宗教的負面消息，可是絕大部份

傳創新」。李玉柱秘書長說明一貫道

新興宗教或是新成立的宗教團體是正

自一九三○年以來渡人開荒，踐履傳

規而沒有問題的，英國社會學家估計

道，廣開方便，至今七十餘年，己立

現在全世界有好幾千個新興宗教正在

立人，己達達人，期「挽世界為清平

蓬勃發展。

，化人心為善良，冀世界為大同。」

第二、宗教自由政策：一個國家

天道學院洪禎甫院長肯定宗教具社會

要有宗教自由政策，才會有新興宗教

教育功能，願與各新興宗教秉持立教

產生，臺灣、日本、美國皆是宗教自

宗旨，積極教育信眾啟發人性真善，

由政策典型國家，回教地區中東就沒

犧牲奉獻服務社會，善養天地正氣，

有新興宗教出現，因為要成立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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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打壓。
第三、新興宗教產生是常態現象
：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有宗教運動產生
，而後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宗教。以現
在臺灣社會而言，無論是佛教、基督
教等任何宗教團體出現皆是人類歷史
常態，不需要互相攻擊。在臺灣新興
宗教是和平相處、共同推動，譬如九

ڒώࠍିᓾĶາି؟ဥវ۞ۤົᄃ̼͛ຍཌྷķĄ

二一事件時，大家一起合作推動社會
救援事業。
他在結論中提醒，全球是一個宗
教的競爭，也是各國文化的競爭，全
球化之後各國文化的差異會越來越模
糊，文化社會越來越相像，在此種情
況下更要建立自己宗教的文化認同感
，所以，將中華文化找回來，對新興
宗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責任。林教
授的演講精簡又切中座談會的主題，
為「二○○六新興宗教對談與座談會

˘రՂϜߗ৪३ܜ൴ܑ͔֏Ą

」做一個鏗鏘有力的結語。
本次活動能夠順利圓滿，要感謝
緒禧掌教帶領掌院同奮全力配合，讓
與會來賓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讓各宗
教人士既達到宗教交流，又參訪了天
帝教中部教院，使天帝教總會圓滿達
成促進各宗教聯誼、對話的任務，真
是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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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惜福慈善餐會

紅心字會
為「弱勢中的弱勢」發聲！
多年來，我們看見許多受刑人家屬向陽的一面，挺腰、昂首、奮力一
搏，為自己爭求生存權。除了他們本身的奮鬥，我們還看到了這些父親
或母親的愛與毅力，以及師長和社會主動伸出的援手，這往往是讓弱勢
族群「起死回生」的關鍵。
圖文／司徒建銘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成立十九年來

上「壞人的家屬」的標籤，抱持著「

，一直堅持「罪不及妻孥」的精神，

壞人的小孩和家人為什麼要幫忙？」

全心投入照顧受刑人家屬的服務，平

的心態，讓受刑人家屬成為社會「弱

均每年服務超過三千位受刑人的家屬

勢中的弱勢」。

及單親家庭，每月受理將近一千件法

為了協助受刑人家屬及其子女能

律諮詢及急難救助等案件，經由長年

夠度過困境、走出難關，中華民國紅

社會服務時數與經驗的累積，體會到

心字會特別舉辦「感恩、惜福慈善餐

「現在的社會服務不再只是單純給予

會」，為受刑人家屬及子女教育籌募

金錢或物質上的補助，而是走向教導

善款。除邀請到長期辛勞協助受刑人

受助者如何自立，讓其子女得以接受

家庭的社工人員及受刑人子女出席外

完整的教育。」這種較高品質的社會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國寶級導演李

服務，讓原本人數就不多的社工人員

行、知名藝人金智娟（娃娃）、國畫

負擔更加重，加上外界看待「受刑人

大師張杰、全盲鋼琴家黃裕翔、抗癌

家屬」時，容易以傳統觀念將他們貼

天使鄭韻如等人，也都現身這場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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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進行義賣及表演活動。呂副總統

及心靈方面的照護也相當重要，紅心

為紅心字會義賣一對泰迪熊，最後以

字會長期以來提供受刑人家屬各方面

十五萬元賣出，並簽名義賣描寫她奮

服務，維護受刑人人權及家屬權益，

鬥歷程的小說《世界之女》，所得十

無私地付出，讓人敬佩，她感同身受。

萬元，全數捐給紅心字會，又號召全

對能藉今天的活動發揮愛心，幫助需

民，共同「愛無距離、捨棄眼光，一

要幫助的人，感觸甚多。

起來關心受刑人家屬」。同時，呂副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理事長劉緒倫

總統也肯定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十九

（正中）表示：「 кѐֽĂԧࣇ࠻֍

年來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源，協助受

ధкצЖˠछᛳШว۞˘ࢬĂࣇ॔

刑人家屬從破碎家庭往正常家庭邁進

ཕăࢵڀăጬ˧˘ຨĂࠎҋ̎ۋՐϠ

的辛勞與付出。

хᝋĄੵ˞ࣇώ֗۞ጬჟৠ̝γ

副總統致詞時回憶她年輕時曾經

ĂՏ࣎࿅̚Ăԧࣇᔘ࠻ֱͭ˞ז

身陷囹圄，但深覺自己並不辛苦，反

ᏐٕϓᏐ۞ຑᄃላ˧Ăͽ̈́रࣇܜ

而是每星期流著眼淚、帶著大包小包

ۤົજҩ۞೯͘Ă˵ــಶߏ

來看她的姐姐相當辛苦。當母親臥病

ឰऴ๕ཏĺѪаϠĻ۞ᙯᔣᕇĄ

在床時，她仍無法返家探望，則更加

ഇ࠽߆عಏҜ̈́ۤົ̂ிਕૉ˘

劇心中的悲痛。

ᜈᙯצڦЖˠछᛳ۞࠹ᙯኝᗟĂග̟

她指出，當年的美麗島事件，因

ࣇື̈́ᑒӄĄ」

為政治理念被判刑十二年、過了六年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捐款劃撥帳號：

的牢獄生活，深深瞭解受刑人家屬需

1266-1379

要的除了經濟的實質援助外，在醫療

（作者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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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虛師心．廿字詩心（十六）
詩作／涵靜老人 詩解／洪靜雯 插圖／蔡大羽

菽水承歡貴及時－孝
菽水承歡貴及時，婉容愉色莫相違。
萬鍾祿養方言孝，游子常懷風木悲。

窗外，一任淚水靜靜地淌下。
「 සͪٚᝌ 」，本師在詩的起首
，即切切叮嚀著，善盡為人子的孝道
。什麼是孝道？孔子在《禮記》裡明
白說著：「 વසͪႽᝌĂࠎ̝

ྐᛌĈ

ԂĄ 」意指以豆類、白水等簡陋的物

ጐგ؇ዳͭϓॡۏኳ୶Ăҭ૱дተ

質奉養雙親又何妨？但求時時承歡膝

˭ٚᝌĂΞෳ۞ߏਕ̈́ॡႽԂĄ

下，相依相守，陪伴父母走過終老的

ᐌַॡࢋࢬटึăৠҒॆĂ̙ࢋ

人生路，那就是最基本的孝道。不需

࿁ࡦͭϓ۞͕ຍĄ

山珍海味，不必高樓洋房，「菽水」

ඈࢿז༯ᐹ۞ݓॡ࣏̖ຐࢋႽԂĂ

二字所表達的深層涵意，應是要我們

ܜѐᗓछՐЩӀ۞ˠĂкΗົѣ̄

體會－孝，是無價的，它不能以金錢

୬ዳ҃Ꮠ̙ೌ۞ޞၛĄ

來評估，更不能以財富的多寡來代替
盡孝的本質。走過中國文化的倫理傳

永遠記得，生命中第一次了解心

統，穿透任何時空背景，孝，始終是

痛的感覺，是搭車北上，看著爸媽在

父母與子女之間，永遠緊緊牽繫、最

月台揮手再見的身影，越來越遠、越

純摯無染的血脈深情。

來越小，終於看不見的時候。總在那

「 ෳ̈́ॡ 」，道出了孝的本質，

當下，我會清晰地感覺到一種撕裂的

就是「及時」二字。在爸媽寂寞的時

痛楚，在我內心深處漸漸的、一層層

候，捎來適時的問候與關懷；在爸媽

的暈開。爸媽一年一年老去，那意味

操勞的時候，捲起袖子馬上行動、為

著什麼？兒時依偎在母親懷中的景象

他們分擔；在爸媽年老的時候，緊緊

已不復回。為什麼人生總有道別的時

握住他們的手，當他們最有力量的支

刻？尤其是父母和子女生離的酸苦。

柱；在爸媽生病的時候，陪伴在側、

我想著、想著，最後只能沉默地望著

噓寒問暖，是最貼心的安慰；在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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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你的時候，排除萬難地盡快出現
在他們眼前。有時想想，孝，是廿字
真言中，最不需要任何條件的天性倫
常，它惟一的條件，就是要來得及做
到，來得及付諸行動。「先盡人道，
再修天道」，正是「及時盡孝」的最
佳印證。
「 ્टҒం࠹࿁ 」，是說服侍
父母時，要面容和順，和顏悅色，更
重要的是不要忤逆、頂撞，盡量不要
違背父母的心意。這句話主在說明「
孝」的基本之道，就是「莫相違」。
什麼是「相違」？《人生指南》．〈
ͭϓ៰͇ײгĄČČӍ˫៍͇˭̙Ԃ

孝字篇〉有一段話說得透澈：
「 Ӎ៍͇˭̙Ԃ̝ˠĂͭϓٕᅮ
˘ۏĂϠ⢦ӊ̝͕ćČČͭϓӗ׳
˘ְĂϠଯኞ̝͕ćČČӍ˫៍͇
˭̙Ԃ̝ˠĂͭϓయቩ˘֏Ăχ˘
ՇĂ̝ެ̝■ĂࠤٕޤϫͅॉĂֹ

̝ˠĂ၆؍،ᗞॆҒĂ၆ͭϓ
ᇷঈ࠹֏Ă၆̃൭ᚧ࠹ᙯ。」
各位同奮，「慳吝之心」、「推
諉之心」、「嗔之恨之」、「怒目反
拳」、「暴氣相言」，就是人子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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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逆的寫照，也是多少下一代對父

」萬家燈火下，有多少慈父慈母在燈

母輕則目中無人、重則暴力相向的寫

下守候著夜歸不回的孩子？蒼茫人海

實畫面。何其不勝唏噓，又何其令人

中，有多少父母為孩子的課業、前途

心寒。詩的第二句告訴我們，「莫相

、溫飽含辛茹苦地操心、日以繼夜地

違」的最好方法，就是「婉容愉色」：

工作？《人生指南》‧〈孝字篇〉：

「 ͭϓѣۋĂຍழྋćͭϓ

「 ᛞዴ˵ңˠࣲ֯ĉರࣜ˵ңˠҗᄤ

ѣ࿅ĂଂटᚍᏔć˲ᓪវᏐְ̝

ĉಃཱི˵ңˠܲٱĉ⚃˵ңˠᎋ߾

Ăະ̙ࠦ҃ࠎć˲ЩពᏐְ̝Ă

ĉ༏൰ঽা˵ңˠᗁାĉࢴ֏ᄬ˵

Җ̙҃ަĄ 」要之，「婉容愉色

ңˠି༛ĉͿ̝ޥĂ҃ͭϓ̝ाΞ

」更進一步的含意，關鍵即在「恭敬

ۢջĊ 」切莫成為「過家門而不入」

之心」。有了發自內心的「敬」，在

的游子吧！切莫等到父母亡故，終身

侍奉父母之時，便自然而然能夠「細

懷抱著「風木之思」－子欲養而親不

意」、「從容」，細心的關照，耐心

待的憾恨，那是永遠都無法彌補的。

的順從了。

禽獸尚能報本，而人反忘其父母之恩

「 ༱ᔨ༯ዳ͞֏Ԃ 」，是對許多

，豈非禽獸之不如？

不肖子孫的警訓。「萬鍾祿養」，多

於是想起每回不忍看到爸媽在月

少人日夜競逐的名利，卻成了很多獨

台送行的心情，何以如此揪心。我知

居老人被遺棄的社會縮影。我常不忍

道，當我離開，便是爸媽再一次的牽

見到孤獨的老人坐在家門口，引領期

心掛意；當我遠行，爸媽又會在某一

盼著多年未歸的子女，回家來看他一

盞燈下倚門而望。隨著歲月流逝，那

眼。萬貫家財，卻撫慰不了一顆寂寞

身影越來越佝僂，那步履越來越遲緩

的心。「萬鍾祿養」，也是許多人為

。我知道，爸媽老了。爸媽一年年的

公事繁忙、被工作牽絆的最佳藉口。

老去，我們彼此在人世間的聚守也相

你常想著：「我有這麼多要忙的事，

對地越來越少了。我不要成為游子，

下次再去看你吧！」或想著：「找別

我也不想在欲養之時而親不待。

人去吧！照顧病人多麻煩。」嗎？如
果我們總不斷地以「下次再說」來塘

何謂孝？常思父母生我撫我教我
厚我望我之恩。

塞，這只是虛假的孝。

何謂孝？一日為人，便一日莫忘

「 ഫ̄૱ᘃࢲ͢ೌ 」，提醒我們

人子之道。

，生命中有多少「下一次」？〈游子
吟〉：「 ᓜҖᓀĂຍऻᏵᏵ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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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筆記 筆記生命
自渡渡人 自覺覺人
／傳播出版委員會

「生命觀影片+筆記書」是由傳播
出版委員會策劃，並委由大格數位多
媒體公司執行製作，兩年的工作時程
，寄望透過影片與生命筆記的發行，
將天帝教的生命觀能夠具體的呈現於
世人之前。
影片拍攝以本師世尊於民國七十
年間發表的「從宇宙生命談肉體生命
與精神生命」為主軸，影片起始在維
生先生吟唱「天地旅過」的樂聲中，
領出「生命的緣與源」、「宇宙生命
的認知」、「性靈（精神）生命的探
討」、「精神生命的修持之『道』」
、「生命的渡口」與「生命的歸途」
六個單元，並分別邀請光照首席、維

媒體在歷經兩年的磋商後，希望以：

生先生、維光樞機、光際樞機、光膺

一、呈現涵靜老人的生命觀及其一生

樞機、緒潔同奮等作出主題性的詮釋。

的實踐過程。二、透過天帝教第二任
首席使者維生先生的闡述及同奮的見

接續已經製作完成的「天帝教簡

證說法，以科學角度解讀生命的意義

介」、「中國正宗靜坐」兩個主題，

。三、傳達永恆生命的實踐，在於「

此次以「生命觀」的角度出發，是傳

先盡人道‧後修天道」方得以圓滿，

播出版委員會專責同奮與大格數位多

並強調「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重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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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充裕，但是每一次的嘗試
都是一個新的進程，在這次搭配
「生命觀」影片出版的「生命筆
記書」中，整理摘錄了片中的內
容，成為八十餘篇穿插於筆記書
頁裡的生命語思，雋永雅致的設
計，相當適合學習與效法本師世
尊濟世精神與修持法門的同奮擁
有，誠如封面上所書─「ࠎҋ̎
Ϡ˭ඊāјࠎϖᅈ۞Ϡ
ඊ」，筆記本設計成隨身書的
形式，就是方便同奮力行五門功
課之餘，以生命筆記紀錄自己奮
鬥的生命日誌。隨時隨地提醒自
己生命的意義，要以「我命由我
不由天」的思考，面對生活，面
對死亡。一但自己有所體悟，也
希望能夠將這套「生命觀影片+
筆記書」推薦給您的親朋好友，
讓真誠奮鬥的生命能夠生生化化
‧不息不止。

念。四、勉勵世人探索生命究竟，經
由奮鬥達到天人合一。五、要容易為
世人所容易接受。最後設計以「生命
渡口」作為歸結，並且期待體悟生命

每一個同奮都是自己的「生
命導師」，要體悟自我生命真義，同
時還應該廣度緣人，有願力做眾人的
生命導師。

內涵後，能夠自渡並且渡人，共同往
生命新境界出發。

「生命觀」影片：DVD格式‧20分
23秒‧國語發音‧中文字幕

剛起步的天帝教的影音與書籍的
正式出版工作，在人員、經費與內容

「生命觀」筆記書：精裝本‧32
開‧內頁單色‧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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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洽各地教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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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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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號

54550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183之20號

電話：(037)851-152

電話：(049)290-0431
傳真：(049)242-1140

電話：(02)8792-5049

◆台中縣初院

傳真：(02)8792-5160

42078豐原市水源路中坑巷12號

◆雲林縣初院

電話：(04)2528-5636．2524-1891

64065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林頭11之12號

傳真：(04)2526-4203

電話：(05)526-2716

◆天人堂
11288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179號4樓

傳真：(05)526-4225

電話：(02)2828-6960

◆天甲堂

傳真：(02)2828-6936

43762台中縣大甲鎮甲后路35巷123號

◆天立堂

電話：(04)2687-0033

64741雲林縣莿桐鄉和平路41巷8號

傳真：(04)2687-0033

電話：(05）584-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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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堂

傳真：(02)2466-4593

42353台中縣東勢鎮新盛街132號

三、【南部教區】

電話：(04)2588-5339

◆高雄市掌院

22050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1段150巷7號4

◆天安堂

81365高雄市左營區重治路82號

樓

41274台中縣大里市塗城路304巷69號

電話：(07)345-6956(代表號)

電話：(02)2259-5862．67

電話：(04)2492-2396

傳真：(07)345-8804

傳真：(02)2259-5862

傳真：(04)2493-9243

◆天風堂

◆桃園縣初院

◆天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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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1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7之7號

電話：(06)926-2399

電話：(03)335-5639．334-1110

電話：(04)2589-4761

傳真：(06)926-4371

◆台北縣初院

傳真：(03)336-4276

◆彰化縣初院．天真堂

◆嘉義縣初院

◆天鎮堂

50090彰化市中央路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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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763-0314~5

電話：(05)226-7066

電話：(03)494-5388

傳真：(04)762-5789

傳真：(05)226-2105

◆天祥堂

◆台南縣初院

傳真：(03)494-6945

◆新竹市初院

51046彰化縣員林鎮惠明街53巷8弄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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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833-4110

電話：(06)656-4069．656-5765

電話：(03)539-8379

傳真：(04)838-3069

傳真：(06)656-4059

傳真：(03)539-8380

◆天鄉堂

◆台南市初院

◆天湖堂

52545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679號

70156台南市崇學路46號

30344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新湖路198巷

電話：(04)897-6055

電話：(06)269-3600、290-4903

22號
電話：(03)599-5768

傳真：(06)335-7737

◆天根堂
51452彰化縣溪湖鎮大溪十街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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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門堂

電話：(04)881-7369

70953台南市安吉路一段290巷38弄7號

傳真：(04)882-2949

電話：(06)247-4243
傳真：(06)247-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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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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初院

◆美國洛杉磯掌院

83066高雄縣鳳山市中樂街73號

9200

電話：(07)790-5629

CA

傳真：(07)790-5628

電話：0021(626)571-5983

GLENDON
91770

WAY,

◆青年團北區新境界
ROSEMEAD

◆青年團中區新境界

傳真：0021(626)573-8609

◆屏東縣初院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136號四樓
電話：(02)3365-2137

U.S.A.

43449台中縣龍井鄉東海街41巷35號

90093屏東市武順街23號

◆日本國主院

電話：(08)753-9758

木縣那須町大字湯本

傳真：(08)753-9759

電話：0028(128)776-7108

電話：(04)2652-6195‧2652-7802
平212 180

傳真：0028(128)776-7118

◆天然堂

傳真：(04)2652-7802

◆青年團南區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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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都掌院．葛飾區初院

電話：(06)260-1129

電話：(08)789-4568．789-0947

東京都葛飾區新小岩二丁目23番5號

傳真：(06)260-1130

傳真：(08)788-1463

電話：0028(135)607-9586
傳真：0028(133)674-7727

四、【東部特區】

◆弘教經費籌募與節用委員會
40651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22號

◆千葉縣初院

電話：(04)2242-4986

◆花蓮港掌院

千葉縣山武郡山武町埴谷1622-11

傳真：(04)2244-8862

97049花蓮市軒轅路11號

電話：0028(147)589-2965

電話：(038)353-579

傳真：0028(147)589-2965

七、【輔翼組織】

傳真：(038)339-225

◆大宮市初院

◆中華天帝教總會、極忠文教基金會

◆天福堂

琦玉縣大宮市宮原町3-226-3

98144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1段152號

電話：0028(148)665-7906

電話：(038)880-212

傳真：0028(148)667-6457

◆宜蘭縣初院

◆宮崎縣初院

傳真：(02)2915-4290

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277號

宮崎縣都城市吉尾町20-4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電話：(039)360-712

電話：0028(198)638-3178

傳真：(039)352-408

電話：(02)2913-5079~80

1055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47號5
樓

六、【極院單位】

◆天溪堂

23143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2段155號

電話：（02）2579-0305
傳真：（02）2578-4825

22744台北縣雙溪鄉光復街30號

◆鐳力阿道場

電話：(02)2493-1132

55543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台北市信義老人服務中心

傳真：(02)2493-3765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台北市政府委託中華民國紅心字會辦理）

傳真：(049)2898-448．2897-752

11070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6號4樓

◆天森堂籌備處
26561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1段383號

◆天人研究總院、天人修道學院
55543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台東縣初院
95042台東市南海路36號

◆台北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傳真：(049)2895-986

（台北市政府委託中華民國紅心字會辦理）

◆天極行宮
43641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38之1

◆天震堂

號

95642台東縣關山鎮三民路1之6號
電話：(089)814-373

WA

240th
98021

ST.S.E.,BOTHEL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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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3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口1之10號
電話：(037)881-363

3105

電話：（02）2558-0170

傳真：(04)2620-0540

◆天安太和道場

◆美國主院籌備處．西雅圖初院

10343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8樓

電話：(04)2620-0019(代表號)

傳真：(089)814-373

五、【國際教區】

傳真：（02）8787-0307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電話：(089)345-330
傳真：(089)345-330

電話：（02）8787-0300

傳真：(037)881-502

◆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團本部

電話：0021(425)485-6659

43641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38之1

傳真：0021(425)485-6659

號
電話：(04)2620-3821
傳真：(04)262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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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9)289-8975
傳真：(049)289-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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ⶎഒひ
500
楊平元
Ꭻ౹Ҁ
800 ኚ;ا
林俊呈
1Ȯ000
1、000ؖᄖᛤ
陳敏宣
づᄖઽ
4、000
4Ȯ000
莊玄筠
⒜᪐ᾍ
1、000
1Ȯ000
吳邱敏清
400
楊豐瑜
Ꭻ⩴ᬞ
600 㓳⽷ᪧ
黃鏡玨
2Ȯ000
2、000⥓ञ℻
林紀麗雲
ኚ₊㓚ゾ
1、000 टᮬࡩ
1Ȯ000
天甲堂
許大緯
500
楊梓增
Ꭻጵ࣑
600 ኚՊൠ
林勁志
1Ȯ000
1、000⥓ްᄽ
鍾靜雍 500
⼲イ
2、000
2Ȯ000
五助印芳名 Հ֬⸉㆜
ʽՀ֬␖
助印金額
許嚴文
姚躍、姚芝
⯧Ȯ␃
1、000 ࡣひఱӮず
1Ȯ000
基隆市初院
鮑普療
㍚ᇒ᱗
1、000
1Ȯ000
吳靜秩
ؖẲ
400
張簡鏡昊

⽷ᆕ
500
楊敏鮮、姚正啟 1Ȯ000
Ꭻᄖ㍫Ȯᔌۓ
1、000 Հ֬␖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Հ֬⸉㆜
王隱名
᪗わ
2、000
2Ȯ000
劉欣龍
ᓞ㕻
400
許秋麟
⥓Ạ㓠
500
高蘭
㋧⚄
2、000 ㋧ሶۧ
2Ȯ000
高月善
400 300
陳嗣強、陳嗣袪、陳素
づܭȮづܭ⡔Ȯづ₪
劉佳稜
̈́Ồ
400
劉貞翼
⪬≓
江函豫、江培瑜
ᖶӜ⪅Ȯᖶࡢᬞ
200 ષ⽷҅
官鏡先
1Ȯ000
1、000
回
6、000
6Ȯ000
劉維軒
ℋⰍ
400
葉月竺
┤ሶὍ
500 ߊ
高楷翔、高瑋亨
㋧Ꮠ∴Ȯ㋧ᬑˈ
200 ኚᚷ
林靜淑
1Ȯ000
1、000
吳蓉蓉 200
╼╼ؖ
1、000
1Ȯ000
王家達
᪗Ⳮ
200
楊和順
Ꭻُㅯ
邱柏榮、丘延庭
ኼᏳȮʋೖಟ
200 ቦሶ༫
李月承
1Ȯ000
1、000
吳淑琳、吳普滌
ؖᚷᬅȮؖᇒᝬ
800
王靜愉
᪗อ
200
楊青融
Ꭻヾ➄
200
陳宜樺、陳怡惠
づᑌȮづඑฒ
200 ዖʹ৵
柯于婷
400
賴緒旅
⫯ℨᅧ
1、000
1Ȯ000
王靜慧
᪗
200
楊青富
Ꭻヾ
200
林伶鸞
ኚ̕㓃
2、000 ዖᇜӕ
2Ȯ000
柯智凱
400
吳敏宅
ؖᄖફ
2、000
2Ȯ000
陳宣翰
づઽ≉
400
楊詹桂香
Ꭻ䁍ጅ㈭
200
柯俊銘
ዖ;⺐
2、400 ⵗᄖ᫂
2Ȯ400
郭敏珍
400
隱名氏 200
わᕿ
2、000
2Ȯ000
陳怡蓁
づඑ╶
400
楊緒增
Ꭻℨ࣑
韓志華
ㅏൠⓧ
2、400 ▼㓚
2Ȯ400
蔡麗君
400
楊玉華、楊貽孝 2Ȯ000
Ꭻ᪕ⓧȮᎫ⫆ઓ
2、000
黃珮珊
㓳ᪿ
400
張筠淇
ᾍᚮ
100
李家榛
ቦᏣ
500 ⵗ㐓ᆣ
郭鴻星
400
李張梅花
ቦጪ␕
200
黃子軒
㓳ઈⰍ
400
毛良寧
ᕜ⏦૫
500
黃啟芳
㓳␖ۓ
1、000 שռⅠӮず
1Ȯ000
台北縣初院
李義庚
ቦ∑
200
吳承芸
ؖ༫␛
400
徐鏡義
റ⽷∑
500
雲林醫院
ゾኚⷪず
1、000 Հ֬␖
1Ȯ000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Հ֬⸉㆜
王正派、翁鏡鼎
᪗ᔌᙜȮ∥⽷㔣
800
王詠麒
᪗⥲㓗
200
傅秀貞
ϼẛ⪬
500
黃蘇秀梅
㓳♫ẛጪ
400 ▼҆ඎ
蔡光思
500 500
洪淑英
ᙈᚷ
2、000
2Ȯ000
王信智
᪗Βᇜ
200
傅文齡
ϼᄽ㕤
卓吟貞
֟؇⪬
陳敏莞
づᄖ⒮
ȭ 200
葉華水
┤ⓧᖛ
200
王雪美
᪗ズ⇾
500
吳家緯 500
ؖ℻
500
卓弈任
֟ೠ˶
200
蔡靜瑤
▼ᬣ
500
賀孟翎、賀姿萍
⫉ઔ∯Ȯ⫉য─
400
張陽成
ぬໞ
200
李鏡素
ቦ⽷₪
500
蔡旬、蔡蓉
▼ᅾȮ▼╼
2、000 ▼ℨⲿ
2Ȯ000
蔡緒透
500
賀培豪、賀馨慧
⫉ࡢ⪄Ȯ⫉㈶
400
陳奕飛
づस㇓
200
吳鏡子
⽷ؖઈ
2Ȯ000
2、000
蔡緒治
▼ℨᗶ
2Ȯ000
2、000
蔡靜新
▼ᅘ
500
鍾靜溶
⼲
500
郭美津
ⵗ⇾ᙄ
200
許光隱
⥓҆わ
1、000
1Ȯ000
吳月行、吳幸信 1Ȯ000
ؖሶ⠗Ȯؖ౽Β
1、000
蔡嗣高
▼ܭ㋧
500 100
黃泓鈞
㓳ᘋ⸿
500
楊朝翔、楊采貞 1Ȯ000
Ꭻቄ∴ȮᎫ⸁⪬
1、000
張權富
ᓏ
陳月雅
づሶ゜
500
子林文理補習班
ઈኚᄽ⡵∳
1、000
1Ȯ000
莊琦
⒜
200
台北市掌院
שռఱず
簡光金
҆⸉
500
陳光求
づ҆ᖣ
500 500
林明慧
ኚᆙ
500
莊永
⒜ᖝ
200
助印芳名
Հ֬␖
助印金額
Հ֬⸉㆜
蕭敏準
◳ᄖ
蘇華求
500 ⦅ໞⳭ
詹成達 150
1000
郭玉堂
ⵗ᪕ࡩ
200
郭大遲
ⵗञⴀ
2Ȯ400
2、400♫ⓧᖣ
張旭華
ᅿⓧ
張阿菊
2Ȯ000
2、000
邱淑卿
ᚷֶ
600
卓穎駿
֟ử㉴
200
陳文宏
づᄽલ
1Ȯ000
1、000いⓉ
劉貞翼
⪬≓
150
陳珮珊
づᪿ
500 250 टᏎ⠗ૅ
吳華肫
ؖⓧ⊻
700
天極行宮
天安堂
टમࡩ
方奮方
ᅞॅᅞ
陳福寶
500 250
許光炯
⥓҆ᢽ
1Ȯ000
1、000づṵ
助印芳名 Հ֬⸉㆜
Հ֬␖
助印金額
助印芳名
Հ֬␖
助印金額
Հ֬⸉㆜
方江靜茜
ᅞᖶ
陳光瑕
孫緒齋
ચℨ㕒
1Ȯ000
1、000づ҆ᬙ
蔡正純
200
王鏡炁
᪗⽷㩱
600
張葉近
┤Ⲗ
100 500 ▼ᔌ
賴敏圃
蕭敏繫
◳ᄖ↙
1Ȯ000
1、000⫯ᄖߛ
廖靜双
200
林緒善
ኚℨۧ
200
葉靜念
┤൳
500 500 ಽ㡧!
黃光啟
500 250
蔡緒神
▼ℨṘ
1Ȯ000
1、000㓳҆ۓ
蔡易展
▼ᆞଭ
200
林廉晰
ኚಳᇔ
200
彭黃貞祥
ഘ㓳⪬Ṟ
黃賴敏篤
㓳⫯ᄖΊ
黃正揮
㓳ᔌဧ
200
蔡易霖
▼ᆞヘ
200
吳華莪
ؖⓧⒸ
400
彭靜渾 500
ഘᜆ
250
黃光冊
黃靜竹
㓳Ὄ
1Ȯ000
1、000㓳҆ҩ
蔡易達
▼ᆞⳭ
200
陳巧玲
づణ᪬
100
新竹市初院 250
ᅘὌఱӮず
柯靜珊
ዖᪿ
250
許鈞婷
⥓⸿৵
600
薛月芳、薛月莉、薛春
☗ሶ␖Ȯ☗ሶ⒛Ȯ☗ᆨ
呂月亨
آሶˈ
400
助印芳名
Հ֬␖
助印金額
Հ֬⸉㆜
黃敏鑄
250 800 ቌ
林敏彈
ኚᄖഃ
1Ȯ000
1、000㓳ᄖ⾵
木
1、200
1Ȯ200
陳沿學
づᗺણ
600
曹光反
ር҆ו
教訊雜誌社
ᄞ⤻グ⦒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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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蘇粉
ቦ♫⁆
李靜仰
ቦˮ
林聖義
ኚ⊊∑
陳立富
づἼ
陳湘芸
づ␛
洪華菓
ᙈⓧ㽠
陳沿慈
づᗺ๔

200
200
200
100
100
200
600

彰化縣初院
ചջⅠӮず

助印芳名
Հ֬␖
謝光曲
⨀҆ሧ
許敏諒
⥓ᄖ⧀
吳敏朗
ؖᄖቁ
孫素康
ચ₪ನ
陳大範
づञ
陳月妍
づሶज़
梁月娟
ጧሶু
謝月記
⨀ሶ⥆
江宛祐
ᖶṌ
江俞佐
ᖶΏ̧
梁大宏
ጧञલ
曾英叡
ሯכ
楊月姮
Ꭻሶঢ
謝淑幽
⨀ᚷಁ
林冠輔
ኚҴⰿ
林聖玄
ኚ⊊᪐
施月俐
ᅡሶ
曾大持
ሯञྃ
黃啟慧
㓳ۓ
許智翔
⥓ᇜ∴
謝淑蓉
⨀ᚷ╼
賴敏盼
⫯ᄖ
蘇素種
♫₪Ớ
陳華懷
づⓧ໊
謝宗育
⨀શ⋀
謝雅如
⨀゜ॖ

助印金額
Հ֬⸉㆜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250
25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400
4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5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3、000
3Ȯ000
500
5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250
250

天根堂
टዾࡩ

助印芳名
Հ֬␖
楊緒志
Ꭻℨൠ
周靜膛
ش⍌
楊大牧
Ꭻञ
巫緒棄
థℨፑ
巫蔡靜共
థ▼Ҡ
施乃云
ᅡʜʺ
施沛甫
ᅡᗦᮥ
施沛毅
ᅡᗦᕊ
胡鍾懿
⋟⼲໒
黃漢鵬
㓳ឤ㐴
黃蒼朮
㓳╳ቑ
洪裕勝
ᙈ⡮
洪玉棠
ᙈ᪕፨
葉家妤
┤५
陳緒勤
づℨ՝
施桂瑩
ᅡጅᬥ
李正水
ቦᔌᖛ
施銘浩
ᅡ⺐ᙯ
童麗清
ὄ㓚ᛤ
李季墾
ቦખࣤ
李昕玲
ቦᆠ᪬
施月萼
ᅡሶ┚
陳信甫
づΒᮥ

助印金額
Հ֬⸉㆜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500
500
200
200
200
600
250
250
200
200
300
400
200
1、000
1Ȯ000
200
1、000
1Ȯ000
200
250
200
200

天祥堂
टṞࡩ

助印芳名
Հ֬␖
張晶晶
ᇘᇘ

助印金額
Հ֬⸉㆜
400

黃冠瑜
㓳Ҵᬞ
黃鈺棨
㓳⹐፮

250

南投縣初院
֡༼ⅠӮず

助印芳名Հ֬⸉㆜
助印金額
Հ֬␖
陳怡文
づඑᄽ
魏可法
㌵רᘍ
林朱卿
ኚቒֶ
張惠英
ฒ
許麗敏
⥓㓚ᄖ
施荃耀
ᅡ⑸≗
施筌淯
ᅡᾃᛔ
施筌友
ᅡᾃה
陳月惠
づሶฒ
陳人杰
づːቹ
蕭昭揚
500
◳ᆭဗ
ȭȭȭȭ500
施連宗
ᅡⳐશ
500
天南堂
ट֡ࡩ

助印芳名
Հ֬␖
美佳美髮
⇾̈́⇾㋱
張靜蒼
╳

助印金額
Հ֬⸉㆜

雲林縣初院
ゾኚⅠӮず

助印芳名
Հ֬␖
吳宗瑋
ؖશᬑ
吳育成
⋀ؖໞ
邱榮豪
Ᏻ⪄
邱莉文
⒛ᄽ
王緒陀
᪗ℨぅ
王俊才
᪗;༇
侯月舒
ͬሶ⎧
陳俐菁
づⓀ
陳致翰
づ⎐≉
陳哲瑋
づڏᬑ
柯俊銘
ዖ;⺐
韓志華
ㅏൠⓧ

助印金額
Հ֬⸉㆜

400
4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1、000
1Ȯ000

天立堂
टἼࡩ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Հ֬␖
Հ֬⸉㆜
廖月芝、廖月淑、廖耀東
ಽሶ␃ȮಽሶᚷȮಽ≗ቺ
3、000
ȭ
3Ȯ000
王宜文、王嬿婷 2Ȯ000
2、000
᪗ᄽȮ᪗৵
顏凱宸
1、000
㆞ӕો
1Ȯ000
余雅婷、余孟蓁、余銘偉
̰゜৵Ȯ̰ઔ╶Ȯ̰⺐ϒ
1、000
1Ȯ000
墜筱珊、墜晏筑 1Ȯ000
1、000
࣏ᾘᪿȮ࣏ᇀᾈ
墜文書、林秋娟 1Ȯ000
1、000
࣏ᄽሬȮኚẠু
李志豪、李益杰 1Ȯ000
1、000
ቦൠ⪄ȮቦᲩቹ
台南市初院
֡שఱӮず

助印芳名
Հ֬␖
邱靜消
ᚉ
謝承哲
⨀༫ڏ
蔡軒誠
▼Ⰽ⦞
郭大化
ⵗञջ
洛杉磯掌院
ᘾቢḌず
黃筑翎
㓳ᾈ∯
黃丞邦
㓳ʍ
江乾佑
ᖶʯ̨
侯胤德
ͬ⋡ോ
侯宏德
ͬલോ
侯冠煜
ͬҴᤠ
江太初
ᖶठӮ
黃鏡昌
㓳⽷ᆗ
吳秉修
ؖẟΔ
吳東霖
ؖቺヘ
吳政霖
ؖᄎヘ

助印金額
Հ֬⸉㆜

1、000
1Ȯ000

助印芳名Հ֬⸉㆜
助印金額
高雄縣初院
殷莊富
1、000
ᕂ⒜
1Ȯ000
Հ֬␖
㋧゛ⅠӮず
吳敏柄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黃大茗
㓳ञ
250
200 Հ֬␖
ؖᄖኲ
600
Հ֬⸉㆜
顏緒培
1、000
黃思博
1、000
黃子凌
㓳ઈӈ
200 㓳ඎ֢
㆞ℨࡢ
1Ȯ000
1Ȯ000
鄭靜心
鄭靜惇
1、000
1、000
許鏡苞
⥓⽷
500 ⶎ
ⶎൔ
1Ȯ000
1Ȯ000
顏緒頒
謝奮澈
朱鏡陀
ቒ⽷ぅ
500 ⨀ॅ៰
600 ㆞ℨㅹ
500
600
1、000
陳月悅
宋月金
1、250
陳晶晶
づᇘᇘ
500 યሶ⸉
1Ȯ000
づሶෑ
500
1Ȯ250
1、000
蕭大伸
李昱麒
陳建銘
づ⺐
500 ቦᆰ㓗
1Ȯ000
◳ञ̖
500
200
1、000
陳鏡秤
李伊涵
陳惠文
づฒᄽ
500 ቦ̀ᚠ
1Ȯ000
づ⽷ắ
200
1、000
歐鏡期
侯正益、侯雅馨、侯智耀
葉緒訓
1、000
┤ℨ⥂
1Ȯ000
1Ȯ000
ᓿ⽷ቅ
200
ͬᔌᲩȮͬ゜㈶Ȯͬᇜ≗
1、000
施月滿
2、000
蔡清德
2、000
▼ᛤോ
2Ȯ000
1Ȯ000
ᅡሶដ
200
2Ȯ000
1、000
施大多
王志偉
林千芷
ኚ֔␚
200 ᪗ൠϒ
1Ȯ000
ᅡञघ
200
1、000
洪宗賢
曾彥青
黃怡仁
㓳එ˒
400 ሯഒヾ
1Ȯ000
ᙈશ⫡
600
400
洪瑩倫
葉華忱
許心怡
⥓ൔඑ
400 ┤ⓧ൰
500
ᙈᬥρ
600
200
洪慧真
陳正建
黃郁珺
㓳ⴹ
400 づᔌ
500
ᙈ᳠
600
陳永康
1、200
郭鏡泊
黃宥展
㓳િଭ
400 1Ȯ200
づᖝನ
ⵗ⽷ᘄ
500
陳孝慈
1、200
宋佩旻
郭家呈
ⵗا
600 1Ȯ200
づઓ๔
ય̽ᆉ
250
黃顯淨
楊逸君、楊佳娟、楊朝安
高來蘇
1、000
㋧͗♫
1Ȯ000
㓳ㆴᛍ
400
ᎫⳚȮᎫ̈́ুȮᎫቄમ
黃顯惠
高義修
1、000
㋧∑Δ
1Ȯ000
㓳ㆴฒ
400
600
鄭方翔
1、200
呂宇正
1、000
童靜緣
600
ὄℳ
200 1Ȯ200
ⶎᅞ∴
آબᔌ
1Ȯ000
顏子翔
1、000
林月世
1、000
羅介澤
400
⇵˛᠂
200 1Ȯ000
㆞ઈ∴
ኚሶʊ
1Ȯ000
顏志穎
1、000
屏東縣初院
羅孟瑢
⇵ઔᬡ
200 ቺⅠӮず
㆞ൠử
1Ȯ000
李淑媛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黃富堅
Հ֬⸉㆜
㓳
200 Հ֬␖
ቦᚷਊ
100
洪慧倫
賴李錦雀
1、000
黃月菊
400 ᙈρ
1Ȯ000
㓳ሶⓉ
200 ⫯ቦ
300
許銘銓
賴光崧
1、000
陳玫蓁
400 ⥓⺐⺋
1Ȯ000
づ᪩╶
200 ⫯҆
200
許瀠方
吳奕宏
1、000
郭翰綸
1Ȯ000
ⵗ≉℔
500 ؖसલ
⥓ᡢᅞ
200
陳王華儀
1、000
曾鏡富
盧緒岸
400
Ჺℨ୮
500 ሯ⽷
づ᪗ⓧя
1Ȯ000
吳光樸 ȭȭȭ1Ȯ000
1、000
1、000
宜蘭縣初院
黃光岳
1Ȯ000
㓳҆୪
200 ⚄ⅠӮず
҆ؖᑊ
陳緒和 ȭȭȭ 500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林光繪
Հ֬⸉㆜
ኚ҆↘
500 Հ֬␖
づℨُ
陳正欣 ȭȭȭ 500
陳緒淼
2、000
周麗秋
2Ȯ000
ش㓚Ạ
500 づℨᛠ
づᔌᓞ
蕭世平 ȭȭȭ 500
花蓮港掌院
邱冠堯
␕░ᛸず
Ҵ࢈
500
◳ʊ౹
許月蟾 ȭȭȭ1Ȯ000
1、000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劉懿涵
Հ֬⸉㆜
໒ᚠ
500 Հ֬␖
⥓ሶ⟚
許月鶴 ȭȭȭ1Ȯ000
1、000
陳大止
吳月言
づञᔋ
250
ؖሶ⤵
500
⥓ሶ㑫
王大心 ȭȭȭ
陳泰羽
胡正豐 400
250
⋟ᔌ⩴
600
᪗ञൔ
600づᘣ∡
蕭添隆 ȭȭȭ 500
台南縣初院
黃光掌
֡שⅠӮず
400
㓳҆
800
◳ᛟひ
歐鏡期
助印芳名
助印金額
顏靜握
Հ֬␖
Հ֬⸉㆜
㆞ဝ
800
ᓿ⽷ቅ
200
王國丞
陳柏穎
黃湘婷
づኼử
400
㓳৵
800600
᪗ߡʍ
李宜燁
黃貞覺、陳尚志、陳怡
李淑歡
㓳⪬⤌ȮづଋൠȮづඑ
ቦᚷᔊ
600
ቦᥡ
700
李信宏
縉、陳昱翔、陳昱誠、劉 ቦΒલ
李淑慰
ⅈȮづᆰ∴Ȯづᆰ⦞Ȯ
ቦᚷ
600
700
林宗翰
300
玉喬
2、000
李普熙
᪕܆
2Ȯ000
ቦᇒ᥄
800
ኚશ≉
ȭȭȭ300
林裕欽
300
張緒黑、張煌輝、張朝
張光穗
ℨ㓺ȮᤕⱇȮቄ
҆Ự
500
ኚ⡮ᓯ
ȭȭȭ300
鄭芳欣
500
明、張凱傑、張莞庭、張 ⶎ␖ᓞ
許敏稻
ᆙȮӕЂȮ⒮ಟȮ
⥓ᄖỠ
500
ȭȭȭ500
蕭世岱
500
佑誠
2、000
王奕翔
̨⦞
2Ȯ000
᪗स∴
◳ʊ୩
ȭȭȭ500
蕭世昶
馬敏助、陳柏村、陳人
王姿涵
㈸ᄖՀȮづኼቩȮづː
᪗যᚠ
◳ʊᆵ
500
王家榆
100
豪、林莉婷
1、000 ᪗Ꮧ
張浚銘
⪄Ȯኚ⒛৵
1Ȯ000
ᙣ⺐
ȭȭȭ100
王睿凱
100
沈緒惠
張瑋芬
ᗕℨฒ
200
ᬑ␐
ȭȭ 250
᪗ᴟӕ
ȭȭȭ100
洪月久
600
隱名氏
2、000
林光欲
250
わᕿ
2Ȯ000
ኚ҆ᓥ
ȭ ȭ250
ᙈሶʝ
ȭȭȭ600
陳思行
500
高雄市掌院
黃敏夫
250
㋧゛ఱず
㓳ᄖड
ȭ ȭ250
づඎ⠗
ȭȭȭ500
500
200
教訊九十六年二、三月份收支明細表
ᄞ⤻ʪ֓Ҟ౺ʷȮɿሶ˷ᄇᄄᆙ₳⠧
200
200

收入合計
ᄇҘ⤺
支出
ᄄӛ
500
教訊275期郵寄費、包裝費
ᄞ⤻275ቅⵞ⫄Ȯծ⡶⫄
500
教訊275期印刷費500
ᄞ⤻275ቅ֬ӽ⫄
教訊塑膠封套64300只
ᄞ⤻࢞⍑ૺह
100
極院95/12-96/1月助印教訊回饋款
Ꮞず95/12-96/1ሶՀ֬ᄞ⤻ߊ㈘ᓰ
100
教訊合訂本裝訂費
ᄞ⤻⤶⡶⤶⫄
100
雜支
グᄄ
300
支出合計
ᄄӛ⤺
500
400

本期結餘
ቅㇷ
300
備註：每月助印奉獻款25%回饋當地教院。
Ј⥘ŘᕓሶՀ֬र᪇ᓰ25%ߊ㈘ᯍ߸ᄞずȯ
300
116
天帝教教訊／N○.278
टుᄞᄞ⤻ō

$271,895
75,638
136,540
30,382
25,125
5,000
270
$272,955
$－1,060
$ŋ1,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