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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真宗、繼絕學 

崇德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報導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地日月的運行，始終依循著宇宙自

然的軌跡，也藉此教導著我們厚德載物的道理，在最接近理天的地方--天元佛

院之美，遠近馳名、享譽國內外道場。此地，是發一組的精神堡壘，在這曾佈

滿老前人--白水聖帝足跡的聖地上，老 恩賜的學校--「一貫道崇德學院」巍然

挺立在鯉魚潭畔，校園裡日日可見埋首於經典聖訓裡，用心研讀的學子們之身

影穿梭在其中。在剛觀賞過光明樓前五月桐花的盛開與飄落，至善樓前，枝頭

綻放的鳳凰花開隨即映入眼簾，這般的花開花謝，已陪伴了崇德學院的學生們

走過四個寒暑。今(一○九)年，感恩上天再度慈悲垂象，以枝頭滿滿的嫣紅，來

歡送第三屆的畢業生。 

 

    猶記得兩年前，開學典禮暨第十期先修班時，活佛老師臨壇慈悲批示「開

來學」、「『鐘風』者為之『宗風』」，並且深入慈示「開來學」之意涵如下： 

《開來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古有三千弟子，歸於孔門； 

昔有朱熹辦學，集其儒家大成； 

今有崇德學院，為萬世開太平。 

以德為尊、以道為先、以仁為本， 

進而以修道為則、以濟世渡人為愿。 

故而成其聖賢心志、故而提起使命責任、故而開辦崇德學院， 

只為往後千千萬萬之眾生！ 

只為齊助三曹收圓一大事之因緣！ 

 

恩師懇切與企盼的慈悲話語，給予學子們莫大的鼓舞，更感受到活佛老師對於

第三屆學生的厚重寄望。藉由此事再次證明，崇德學院確實是一所「天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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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學校，仙佛親自指導教務宗旨與辦學方向，隨時受到恩師的關切與重

視，這道來自上天老 的慈愛、肯定與祝福，透過恩師的傳達，就似一雙溫暖的

隱形翅膀，環抱著學院裡的每一位教職員生，大家真是太有福氣了，除了懂得

「在學道中堅認道統」的重要，更啟發每個人應該要義無反顧的荷擔「編天下

之經綸、以立教垂統」的使命與任務。 

 

    本(一○八)學年度第三屆畢業典禮，畢業生計有碩士生二十一位，包括兩位

僑生、兩位外籍生與十七位本地生。本屆學生很有特色，有剛自大學畢業的年

輕人、有政府高官退休者、有自己當老闆，更有在道場全心捨身辦道的人員，

以及好幾位原本就已有碩士學位者，都是各道場的菁英人才。 

 

    今年的畢業典禮很不一樣，分成兩階段進行，由於自一○五年學院正式招

生開學以來，敬愛的「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韓老點傳師--總是非常重視

與關愛這群勤於學習的學子們，囿於六月七日(日)畢業典禮當天，適逢已安排重

要的佛堂安座行程，故而提前於五月二十七日(三)下午蒞臨學院與大家合影留

念，並給予畢業生最大的祝福，韓老點傳師慈悲： 

我們在座的陸校長、各位教授，以及應屆的畢業同學、還有各位來賓：大家下

午好！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看你們！因為在畢業典禮當天，我沒有辦法來。所

以，陸點傳師特別慈悲要我今天來跟大家合影、留個紀念。所以，我就特地來

結個善緣。 

    非常恭喜大家！我們今年有二十一位的畢業生。各位畢業生，恭喜你們！

真的很有福氣！在這個學校讀書，真的很不容易，據我了解，陸校長要求得非

常嚴，所以這個畢業論文很難寫。但是，能夠畢業的，也真的算是出人頭地，

所以非常恭喜大家，祝福大家。 

    因為我們學校的目的，是與其他的教育機構不一樣，我們主要是培養道場

學有專精的人才，也希望大家學以致用。不只是「學」，同時還要「真正的身體

力行」。我們談陽明之學、知行合一，如果光知而不行、或是沒有行與知，也就

沒有辦法帶動人。所以，我們大家在學有專長以後，要好好的發揮一己之長，

尤其在道場。我們後東方第十八代祖祂老人家在世時，也特別注重教育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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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所以，成立了兩個正式學校，一個就是在上海、一個是在天津。但是，因

為當時的環境，所以，我們只能成立小學。到了台灣，我們老前人祂老人家也

是有這個理念，也希望能夠成立教育機構。但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一直到

五年前，我們才得到教育部核准，成立這個宗教學院，這在台灣的教育可以說

是「創舉」。因為過去沒有這個名稱、沒有這個學校。這些年來，在教育部核准

的一貫道學校，只有兩所，一個是我們崇德學院、另一個是在高雄的六龜。 

    讀書，固然是人生必需要歷經的一個歷程。「學」，一定要學。但是更重要

的是「力行」才是重要。所以：「就陽明之學的知行合一，力行才是最重要」。

對我們「學」而言，「學」是沒有止盡的，尤其是對於中華文化的學習。我剛跟

他們教授在談，以我的理念給中華文化分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先秦的文化、第

二個是漢唐的文化、再來是宋明的文化」，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分析。那麼，大部

分我們偏重在宋明的文化，我們大家都知道，宋明強調的是「理學」，但是，宋

明還有一部分是「道學」，並不單單是理學。 

    中華文化，真的是傾盡畢生之力，也沒有辦法完全給它吸收。但是，我奉

勸大家，多讀些個學者的理論，不要單獨只攻一家。「專精」是必要的，但是，

我也希望能夠「多」一點。因為多吸收各方面的論點，對我們個人來講很有幫

助，尤其各位年紀尚輕，未來的時間很長，我們應該要再讀書，沒有時間限

制，活到老要學到老。所以，不能放棄讀書這件事，大家要有這種興趣，不能

放棄讀書。我在道場，也一再地跟大家這樣的要求，希望自己一年最少能夠選

兩本書、抱兩本書；最好是每個月都能讀一本書、或者每個星期都能夠讀一本

更好，也就是不要放棄學習。 

    另外一點，也是我剛才講的，要落實！要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尤其

是我們修道，道不離身。所以，我們「學」跟「行」，知行要聯合在一起。我們

真的「要將我們所學，力行在日常學修講辦之中」。這樣子，對我們道場、對我

們未來的道親，都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還是一句話：「永遠學習、終身學

習」。我今天來這裡看大家，在這裡恭喜、祝福你們。謝謝！ 

 

    非常感恩韓老點傳師慈悲，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老人家不斷叮嚀與慈勉

有關於「知行合一」、「力行在日常學修講辦之中」；「學」、「多讀書」、「不要放

棄學習」，以及「終身學習」的重要性。讓我們理解到，很多機會都是上天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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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要靠人的努力才會有收穫。生命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想要擴展自己

的生命、充實人生，或者是平白空空的走一遭，都是在我們自己的手掌心，要

體會讀書的奧妙、增長自己的智慧、延伸自己的生命。長度不可延伸，高度卻

是可以提升的，重要的是，透過讀書與學習，可以提升自己的心境。韓老點傳

師慈悲給予大家溫暖的提點與關懷，提升了讀書的興趣與動力，非常感謝他老

的慈悲！ 

 

    時間場景轉換到六月七日這一天，上午八點十五分，畢業生們齊聚在佛殿

中，恭心誠敬的佇立在佛殿前，準備為著這兩年的學習，對上天感恩與表白、

重發心愿，立志再發心、幫辦普渡三曹這一大事因緣。典禮由學務長謝居憲教

授負責操持，並且恭請仁愛之家董事長、同時也是發一崇德天命保管群的張勝

安點傳師主持學生立愿，張點傳師慈悲表示： 

在場的劉靜修老點傳師、陸點傳師、還有黃金昌領導點傳師、在場的各位點傳

師、教授、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祝福大家，這兩年當中，各位同學在校長這麼樣的諄諄教誨、幫著我

們師尊、師母，幫著老前人、前人輩們，帶著教授群來跟我們上課、跟我們指

導。所以，這兩年來，大家真的是很有福氣，在這麼好的環境，各位應該都是

因緣使命非常重大。今天畢業典禮，在這時刻，真的是非常的莊嚴隆重。大家

這兩年，沾了天恩師德的普照，還有老前人、前人輩的聖德庇蔭，校長、教授

們的愛心，幫著老師，給我們教育。大家都是非常的真誠、非常的努力，所以

學有所成。在這畢業之前，大家都是懷著感恩的心，要在老 蓮前許個永久的大

愿立。學有所成、回去以後，都是在各道場當中，本著「本道場前人輩」那種

「尊師重道、守著佛規、為道犧牲奉獻、救渡眾生」的這份精神。相信大家在

此時此刻，都是以至誠之心，在老 蓮前來表白各位的心愿。再次恭喜大家，更

祝福大家！ 

 

    感謝張點傳師慈悲給予畢業生的勉勵，張點傳師以身示道，總是展現修道

人「溫、良、恭、儉、讓」之不言而教的風範，謝謝張點傳師慈悲撥冗蒞臨。 

 

    全體畢業生在真摯且恭敬的跪在老 蓮前讀誦表文過後，一起叩首謝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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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是神聖的，泛紅的鼻頭、閃著淚光的雙眸，透露著畢業生這兩年來的心

情、省思這份與上天的約定、不捨即將揮別的校園，感動與歡樂摻雜的淚水也

不自禁的滑落了臉龐，令旁觀者也觸動了深藏心中的一股淡淡離愁。因為，過

了今日，雖然還有論文尚待完成，但是，各自道場幫辦道務之繁忙，再也難以

回到以往朝夕相處的情境了。 

 

    在畢業生重發心愿過後，校長帶領著教授暨全體畢業生進入六樓國際會議

廳，畢業典禮由一年級、來自晉德的張鴻淇點傳師擔任總主持，而由崇德中興

道場簡啟翔講師與靈隱陳慧炫擔任司儀。為著這一場學長姐們的畢業典禮，一

年級全體學生全力構思表演內容、練習、彩排，果然不負眾望。 

 

畢業典禮首先是恭請張勝安點傳師慈悲致詞： 

我們令人尊敬的陸校長、還有我們各位資深的點傳師、長官、嘉賓、各位點傳

師、各位學院的教授、職員，以及我們在校生，還有今天最重要主角--我們全

體畢業同學們：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感謝天恩師德的普照、感謝老前人白水聖帝及各單位的成道前人輩的大

德，也感謝我們道場眾前賢同修們，讓後學今天有幸能夠來參加我們崇德學院

非常隆重的應屆畢業典禮，後學內心非常感激。 

    今天是我們一貫道崇德學院第三屆的畢業典禮，本屆畢業同學，在經過校

長、還有教授們非常用心付出，幫助著師尊、師母，幫著老前人及前人輩來愛

心栽培造就，期盼大家兩年來的學習，將來都能成為白陽道場的龍象之才。各

位同學真的是很有福氣，經過兩年的深厚蓄養，無論是德行上的沉潛修養，或

者是道學方面的深入鑽研，今天就要畢業了，準備邁出校園，迎接我們修辦道

生涯的新里程碑，本人在此表達最大的恭喜與祝賀之忱。 

    崇德學院是專門研究一貫道的研究所，學校的創立，是  明明上帝無生老

的旨意、老前人在世的時候，那種大慈大悲、大仁大義、作育英才的遺願，也

是各單位前人輩們救世救人、栽培後進的心願，在理天齊力襄助，終於完成設

校。自從後學認識陸校長以來，可以說啊，幾十年來，他都是本著天心為心、

師志為志。真的是效法著老前人、前人老的德風典範，也效法孟老夫子那種浩

然的正氣。所以，感覺我們學校的創辦真的是非常難得，他帶領的團隊歷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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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籌設規劃，得到天人共助，所以在西元二○一六年三月，很順利的通過中

華民國教育部核准，正式招收碩士班學生。 

    誠如我們白水聖帝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第一期的先修班來慈悲批示：「教

育培養的，非是讀書人，乃是實踐者。」意思就是說，教育不只是讀書而已，

而更重要的是真的落實在人間。因此，我們學院辦校開課授課，不是一時興

起，實際上是為了大道場百代萬世的基業。所以，教育這把火炬，點燃的是天

上之光。學院設校以來，陸校長跟全體師生們真的是任重道遠；肩負著神聖的

使命，懷抱著高遠的理想；秉持著仙佛慈悲指示的方向，作為我們設校的宗旨

跟教育的目標，共同為白水聖帝所慈示的「編天下之經綸，以立教垂統」，因

而，大家確實在這麼好的環境，能夠孜孜不倦，兩年充實的涵養，紮實的研

究。今天，大家應該是收穫滿懷，學有所成。各位畢業同學帶著大家誠摯的祝

福、熱烈的道喜，這即將揚帆啟航，回到各道場，共同為我們老祖師、師尊、

師母的三曹普渡收圓大事來分憂代勞，這個是意義非凡。 

    崇德學院在天元佛院的園區之中，得到上天的正氣，仁德、智慧，可以說

是兼備，文風鼎盛。而且我們看到前方俯臨鯉魚潭靜謐深淵，正好足以蘊育出

編寫論文的源泉妙智慧。而後面，我們倚靠的這龍門山之穩健厚重，可以增壯

我們在山中研究的後盾。兩年來，同學們朝夕沐浴在經典聖訓裡面，也是潛心

於一貫道的妙諦當中。兩年的辛苦、一切的努力，都是化為各位最豐碩的果

實。 

    當然，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同學們除了還有需待完成的碩士論文以外，

更應持續老前人、前人輩一生「以仁為己任」這種悲天憫人之胸懷。我們也都

應該真正在這明理之後、行道，朝著歷代聖賢仙佛的道路前進，行出我們人生

真實光輝。期勉所有的畢業同學：依然秉持著研究的精神，深入探索聖人的大

智慧。而且深刻行出聖人偉大的行誼，以達到知行真正的合一、內外圓滿，共

同來開拓道務的無限光明前景。 

    那麼，我們都知道，今年新冠病毒帶來世界很大的災害，在八天前，我們

活佛老師聖靈臨壇批了訓文，指示徒兒們要以「安定之心，往內尋求正知見、

明正理、走向光明之道途。」其中，又批一段「因為有道」。祂老人家告訴我

們：「因為有道，傳真理，締造佳績；因為有道，眾生得以苦海脫離。」我們知

道世界的一百八十多個國家都受害了，我們人間最需要的就是「有道」，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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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災劫。活佛老師也希望我們徒兒都能夠本著忠義精神，以來渡化萬國九州，

這個是救世救人，也是在創造大同。 

    所以，在世界各地嚴重疫情的災難還沒有解除的時候，後學深深祝福所有

的畢業同學們：真的也都是以天心為心、以師志為志，以自己的前人輩在世的

道範為榜樣！保護自己、也保護大家。祝福鵬程萬里！前途光明遠大！ 

    同時，後學也祝福在場所有的資深點傳師、全體的點傳師，尤其是校長、

教授們、全體同學：大家都是智慧圓明、身體健康、平安如意，大家聖業宏

展。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張點傳師慈悲給予畢業生諸多嘉勉，學院全體教職員生都非常感謝仁

愛之家董事長張點傳師與方主任秀玉，為我們的三餐費心打點。 

 

    原本恭請到廖使文老點傳師慈悲致詞，點傳師慈悲擔心耽誤大家的時間；

在場也有崇德天命保管群劉靜修老點傳師蒞臨。感謝二位老點傳師來到典禮現

場，用行動表達對於畢業生們的關愛。 

 

緊接著是恭請到大家最敬愛的校長陸隆吉點傳師慈悲致詞： 

張點傳師、廖老點傳師、劉老點傳師、方主任、各位點傳師，各位畢業生、還

有各位來賓：大家早安！ 

    感謝大家今天為著我們崇德學院第三屆的畢業生，來為他們祝福！是來歡

送他們！也是來迎接他們！ 

    剛剛張點傳師講得非常的週到，好像已經把學院裡的密傳全部都講出來

了。當初我們要設立這個學校時，大家也沒看到學校的影子，心中都有一點疑

問：「到底蓋學校是來做什麼用的？修道人看破了名相，為什麼還要再設學校？

是想求一個碩士學位嗎？什麼都放下了，還為這個嗎？」那時候，發一組的點

傳師代表們，就在福山那裡分析、辯論。有的主張負面的，很少人主張一定要

把學校給籌建起來。那時候的廖老點傳師是首當其衝，因為他老擔任學校的籌

設主任委員，廖老點傳師非常支持興建學校。黃金昌點傳師很擔心這麼重要的

教育大事--設立學校，唯恐大家在混亂當中把設立學校這件事、把它給否定

了，他還噙著眼淚、哽咽地請大家一定要支持，讓這個學校可以蓋起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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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啊~ 廖老、黃點傳師對學校籌建，真的是非常支持、功不可沒，我們

給他們鼓掌致敬！ 

    籌設學校的時候，老前人已經不在了；陳前人大姑繼老前人代理天命，也

不在了，發一組等於是群龍無首，到底誰說了算？設立學校的方向在哪裡？目

標在哪裡？大家要問：「縱使有人說得出，說了也不算。」那時，靈隱董招賢點

傳師站起來徵求大家的同意：「恭請仙佛慈悲臨壇，來為我們指示學校的教育方

向和目標。」。後學當場非常的贊同，唯有仙佛說話，大家才有一個向心，仙佛

說的話，大家有信心。尤其在發一組，我們老前人祂老人家跟其他組線不一

樣，老前人常常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就是信仙佛，哼！…」所以，祂老帶

出來的發一組，對仙佛都很有信心。不只是信仙佛，在發一組的仙佛臨壇批

訓，絕對是真佛靈臨壇，這是非常殊勝的地方。要不是老前人光明磊落、至誠

感天，各位前人都是真正的辦道者、真修者，在我們發一組仙佛臨壇批的訓文

與一般的靈媒所批示的內容不一樣。我們可以看到：《四書聖訓》都是跨單位批

訓，這個如果不是真佛靈，那恐怕是要出紕漏、兜不攏。如：《百孝經》在我們

十個單位、不同的三才、十九個國家、四十位仙佛來批訓，總共批了兩百二十

三次。這一大部訓文合在一起，一氣呵成，天衣無縫、內容奧妙無比，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現在仍不斷地批示出世界新文明的作品。所以，我們大家對仙佛

的信心沒有疑慮。 

    果然不錯，我們在還沒有開學的時候，就請仙佛臨壇。因為，只有請仙佛

來批訓、給我們指示，大家才有方向。這些年來，後學學習辦學，唯恐有不週

到的地方。希望仙佛五眼六通，幫我們學校看看哪些要修正的？方向有無正

確？因為設校之前，就有我們學校校徽的訓文【備註：此時突然大地震，天搖

地動】，那是在紐約法會中，活佛老師和南極老仙翁奉老 之命所批示的。我們

學校的校徽，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就是碩士生胸前的那個校徽。老師在波士

頓指著訓文的徽章跟後學特別交代：「以後從這個門出去的，一個一個都要端端

正正，不只是博學多聞，更重要的，就是要端端正正的言行。」剛剛張點傳師

也敘述了，白水聖帝對我們學校的指示：「不只是培養讀書人，更重要的就是培

養實踐者。」所以各位同學，在此我要講的：「出去，端端正正，就是崇德學院

的學生。」「若三不清、四不正。恐怕活佛老師不承認你！」因為這是老師的指

示。我們不要給白水聖帝以及各位成道的前人們在世時苦心開創的各單位，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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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光榮的事件。希望大家對於學校的榮譽，一定要愛惜，一定要護持。 

    這個「編天下經綸、以立教垂統」，過了十年以後，可能學生都已經編完

了、立論都差不多了，從第一屆到第十屆，應該編的，都差不多了。所以，你

們是捷足先登。要編天下之經綸，要讓天下人讀了，可以信受奉行。編經綸的

人，言行標準，這些內容才能立教，天下人自然信服，編的這些書就有用。所

以，學校要求嚴格，不是後學個人的意思，而是全天下人的期待。 

    想當初各位同學在入學的時候，都會經過考試，在口試當中，幾乎每一個

人都說，你們懷著很高的期待，在道場那麼多年的講師，所講道的內容，在內

心中感覺不夠踏實，還有很多盲點。所以，希望來學校把這些心中的疑惑、不

懂的地方，把它給勘破、學得究竟了義。這兩年，不知道各位同學(因為是在你

心中，我不知道)有沒有把你內心中的盲點完全參悟透徹？要是有的話，你就沒

有白來。 

    我說：「我們崇德學院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學校」。「自」就是「自性佛」；

「由」是由仁義行來管理自己、帶動自己，那是非常嚴格，也非常高的標準。

希望我們永遠秉持這自由的精神，好不好？今年講得比較嚴肅，因為編天下經

綸這件事情已經到第三屆，剩下七、八屆的時間，那個論文逐漸會出來，大家

寶貴的智慧結晶，更重要的就是我們遇到殊勝的因緣，一定要珍惜自己。 

    第三屆學生今天即將畢業，要告訴各位前輩、各位前賢，學生們都非常用

功。我只講一些提醒的話，他們就非常的用功，韓老點傳師說：「這麼嚴格要求

學生嗎？」學生自己說：「老點傳師！不是校長的要求，是我們找到研究的方

向，迫不及待，就是晚上到十一、二點了，還是一樣挑燈夜戰。」我每天很早

就到學校帶著大家獻香，我以為自己很早到，五點四十分看見研究室燈火通

明，可見，他們更早就到研究室。所以，要跟各位畢業生的家長、親友、前賢

們推薦：這些學生都非常優秀。回去讓他們好好發揮，讓他們學有所成、回饋

道場，如果他們沒有用武之地，就太可惜了。祝福畢業生們，鵬程萬里。還

有，論文順利通過。 

 

    感恩校長始終苦口婆心、懇切的叮嚀，讓大家清楚且明白的理解到：「校

規，就是佛規。」大家都已謹記在心。誠如校長慈悲所言：「擔任編天下經綸這

件事的執筆者，確實需要言行端端正正，才能夠荷擔這份神聖的使命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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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也或許是因為上天聽到了校長正在闡述「校規就是佛規」的概念，所

以，非常奧妙的是，當校長提到「活佛師尊在紐約批示校徽，卻在波士頓解說

校徽圖案內容」時，突然天搖地動，大地震動了許久，興許是眾仙佛們也集體

蒞臨參與了這場盛會，所以，才會有如此這般驚天動地之效應。再次印證，崇

德學院是天人共辦的學校，而「開來學」的第三屆學生們，定有許多大人才在

其中。 

    聆聽校長的慈悲話語，恰巧呼應了天然古佛師尊慈語《菩薩行》，非常適合

送給畢業生作為與師尊跨時空交會的祝福。 

《菩薩行》 

白陽修士，發廣大菩提心，效菩薩行。 

觀察世間一切，乃無常無我。 

覺悟無常變化，而願學菩薩： 

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渡一切眾生、化貪嗔痴慢疑為慈悲喜捨。 

處眾之時，常起禮敬、尊重、感恩、奉獻之心。 

晏處之時，常生慚愧、懺悔、精進、清淨之心。 

以正見為修行基礎，以正行為次第，以正修為原則。 

品德、品格、品性皆有成長。智慧、慈悲、愿力皆更堅固。 

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挑起眾生之苦難。 

歡喜甘願、利他自利、承荷彌勒之家業。 

忍辱負重、委屈求全、完成濟世之使命。 

付出無所求，無悔來時路，便得輕安自在。 

眾生若離苦，自苦即安樂；能如是，即為菩薩行也。 

 

    繼校長慈悲之後，典禮進入第四階段，由氣勢磅礡的太鼓表演啓開序幕，

並且由在校生獻唱祝福（含朗誦）。接著是由畢業生自己製作的畢業生影片回

顧，短短幾分鐘，帶著大家回到兩年前與崇德學院的初相遇、歷經緊張的開題

報告、為了課業努力鑽研學習，轉眼之間已戴上了方帽，甚至成為今日典禮的

主角，令人不得不屈服於快速飛逝的時光。所以，第三屆畢業生，經過學院師

長兩年來諄諄教誨，同修扶持，自身成長與蛻變，有學道心得與感言要與大家

分享。畢業生代表致詞有兩位，第一位是崇德台北道場的馮榆茲講師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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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白雲悠悠，流水潺潺，又是六月鳳凰花開的畢業季節。還記得兩年前的九

月，我們才踏入龍門山內這所  明明上帝的學校，懷著崇高的理想，立下恢宏

的志向，揭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學習序幕。然而，時光飛逝，轉眼之間，就要

道別兩年的學習生涯，心中有滿滿的感恩與不捨。兩年，雖不是漫長的歲月，

卻是一段充實、難忘、有意義的好時光。 

  學院位於群山環抱的南投埔里鯉魚潭畔，矗立在發一組共同的精神堡疊--

天元佛院的園區之內，可謂得天地之獨厚。沐浴在聖賢仙佛的經典聖訓之中，

悠遊於一貫道的義理妙諦裡，我們何其榮幸，得以進入崇德學院來就學。 

  旭日初昇的晨曦，我們踩著不蹉跎的步履，趕赴六點十五分的早獻香，揭

開每一天的學習步調。校長耳提面命的晨讀，是振聾啟聵的暮鼓晨鐘。紮實的

課程，一點一滴，教導我們建立正知正見，確立修辦道的核心價值。直到夜幕

低垂的星空，伴隨著唧唧之蟲鳴，我們才一一回宿舍；此時，劃破萬籟俱寂的

星夜，依然是不歇息的學習步伐。 

  我們深深感謝天恩師德、白水聖帝及各位成道前人輩的護佑，各單位的鼎

力支持，提供這良好的學習環境。感恩韓老點傳師、廖老點傳師等的慈悲支

持；仁愛之家張點傳師、方主任等的照顧，還有天元佛院每位前賢的用心協

助，提供溫暖的住宿、可口的三餐，還有生活上的關照，使我們在學習上無有

後顧之憂。 

  感謝敬愛的校長，帶領我們走入探究一貫道的學術殿堂，使我們得以窺見

一貫道的百官之富、宗廟之美。在系統性的課程網絡中學習辨析一貫道之天命

道統真傳、探索一貫道的豐富義理，校長總是秉持仙佛的慈悲，期許每位從崇

德學院出去的同學，都要端端正正；期勉每位同學都能肩負傳揚宗風聖教之神

聖使命，繼往聖而開來學。 

  感謝學院的每位教授，夜以繼日，朝夕乾乾；竭盡心力，傾囊相授。當我

們再度打開曾經修過的學習地圖，都將驚艷於課程的專業與深度；回首來時

路，更加感恩學院的用心擘劃： 

  「一貫道道統史、天命傳承之研究、十五代祖之研究、三教合一五教同源

之研究」；還有「一貫道得道之研究、一貫道修持之研究、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

究」；尚有「一貫道教育、一貫道聖訓、一貫道持齋、一貫道道學史」等等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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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 

  除此之外，學院還規劃豐富的三教經典及聖訓選讀，作為我們學術研究的

基礎底蘊；更有「實踐課程」，用以督促我們，謹遵校訓「敦品、崇禮、志道、

立德」，莫忘真理、真知與真行。翱遊在一貫道的學術領域，猶如進入層層無盡

之寶山，一斧一鑿，都是無窮之妙諦與珍寶，我們由衷感恩學院的栽培與造

就。 

  兩年來，我們參與了學院的大小活動，培養出同甘共苦的革命情感：2018

年，「教育部評鑑」，全校師生，上緊發條；反覆開會，全力備戰；2019年，「海

外學術調研期中研討會」，來自中國社科院及海內外的一貫道學者，共聚學院，

見證了大道的無窮生命力；2020年，「白水聖帝大禮堂上樑大典」，我們同心同

德，熱誠籌備，迎向學院發展的另一里程碑。還有，深刻難忘的「開題報告」，

以文會友的「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所有的努力，曾經的汗水，都將化為甜美豐

碩的果實，滋潤往後的修辦歲月。 

最後，還要感謝學院的每一位行政職員，溫暖的協助，猶如隱形的翅膀，伴隨

我們一起飛翔；感謝學弟妹，因為您們的加入，寂靜的山中歲月，才更加充實

有光輝。 

  帶著大家誠摯的祝福與期待，我們就要揚帆啟航，我們會將所有的感恩與

祝福，化成修辦道的原動力，回饋最愛的道場；我們將秉持學院的宗風聖教，

正己成人，推道於人間，以報天恩師德於萬一。 

  最後，恭祝各位老點傳師、點傳師，聖躬康泰，道務鴻展。 

  敬祝校長及學院，人才濟濟，教務光明遠大；祝福各位前賢大德、教授同

學，聖凡如意，闔家平安吉祥。 

  後學謹代表畢業生致詞，謝謝大家。 

 

 

第二位是崇德彰化道場的周晏如講師致畢業詞： 

    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從沒想過二年前選擇就讀崇德學院，會在未來產生

巨大的效應，尤其在這驪歌輕唱的時刻，感受特別深。這裡已經是古人所說的

深山古洞，要穿過三個隧道，才能到達此聖地。這裡很嚴格，是全臺唯一要穿

制服、全校師生六點十五分集合獻香禮佛的研究所。這裡非常特別，校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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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規，校訓就是聖訓，新生訓練是由仙佛臨壇指導，有代表老祖師的地球、師

尊的帽子、師母的華表，還有興建中的白水聖帝大禮堂…這裡處處都有佛，因

為這裡是老 的學校。所以深山不再是距離，足見力行之決心。嚴格不再是壓

力，足見精進之恆心。後學來到這所天人共辦的學校，能夠接受校長與教授的

教導，與發一組各單位景星麟鳳在此共學，感到無比榮耀。 

    感謝創辦人不休息菩薩，承繼著白水聖帝之遺愿，因為有了學校，才能將

發一組緊緊繫在一起，開闊了後學們的視域。站在巨人的肩膀，學習到文慈菩

薩的學思精純，德慧菩薩的慈心悲愿，至德大帝的溫良寬和，德化真君、禮圓

仙君的孝悌傳家，慈正元君的剛直嚴謹，晉德大帝的真誠無畏，真修真君的誠

信堅毅，彥融真君的四嚴家風。更由校長的慈悲勉勵中，深深感動於不休息菩

薩無量慈悲喜捨的修辦道精神。所謂念茲德功，繼序其皇之。問後學何以能夠

有此感受？因為前人輩的精神，體現在其直屬後學應對進退間。 

    感謝校長帶著學院，依循師尊的慈示，致力於一貫道宗風聖教，為萬世開

太平奠下根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一貫道的根本是一以貫之的天命道

統。在您的堅持下，我們每個人對道脈源流、及發一組之天命傳承皆能謹記在

心。您常說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的本來無一物、一刀兩斷、一心替老天辦

事；故要闖五關、正六根，謹守三清四正。由人我之小同乃至道場、單位、組

線、宗教世界之大同。而您所期盼的編天下經綸之聖業，亦是每位學院的學生

肩負之使命。 

    感謝各位教授，謝謝您們為後學們貧瘠的心靈灌溉滋養。不管是道學經

典，或是您們在課後所分享的修辦價值觀，讓後學跳脫了表層意識的見聞覺

知，真誠面對自己，轉動內在法輪。不論是天命真傳的殊勝，三教一理的會

通，聖訓經典的詮釋或得道的印證。讓後學們探本溯源，深入性理真傳。 

特別要感恩廖老點傳師慈悲關照，讓後學們有安身住宿之處，感謝仁愛之家董

事長張勝安點傳師、方主任讓我們得以飽食三餐，有充沛的能量好好學習，還

有學校的各位職員，因為您們的付出，讓我們得以無後顧之憂的遨遊在浩瀚的

學海。感謝學長姐的照顧和指導，還有學弟妹們的貼心和熱心，學院如同彌勒

大家園，彼此關心、相互交流，學習成長。 

    鳳凰花開，蟬兒高鳴，離歌漫漫，提醒我們即將朝著各自的方向前進。猶

記初入學院時的青澀，經過七百多個日子的粹煉，現在的我們內心堅毅而且篤



14 
 

定。親愛的同學，請帶著我們的熱情，提起我們的使命，揚起我們濟世渡眾的

風帆，裝載著大家誠摯的祝福，乘風破浪，航向九州，各化一方，將今生之生

命付之於眾生，完成老祖師、師尊、師母普渡三曹收圓之宏愿。 

    再次，感謝天恩師德，感謝道場的栽培，最後，恭祝各位點傳師聖躬康

泰、道務宏展。學院人才濟濟、昌隆法嗣，各位前賢、嘉賓，平安健康、聖凡

如意，謝謝大家。  

 

    畢業生們每個人都有一部「讀書史」，這個過程上的點點滴滴，都是上天的

造就。感人的畢業心聲，讓校長與在場與會人員為之動容，可以感受到天恩師

德護佑加被、仙佛慈悲指引與師長的提攜，也對畢業生在學校的生活有了更進

一步的了解。 

 

緊接著由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詞，第一位是崇德台北道場的曾乙桂講師： 

    要開口說道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在這個縈繞著溫馨氛圍、卻又

離愁別緒湧上心頭的時刻，讓後學不禁回想起過去的一年裡，與您們共同在崇

德學院一起早晚獻香、一起聆聽校長晨讀慈勉的話語、一起在仁愛之家用餐、

一起認真研讀「一貫道道統史」，深怕被當掉的日子。這些日子的點點滴滴，就

像跑馬燈一般，一幕幕快速地在腦海中閃過，也讓後學驚訝的發現，這些日子

似乎上緊了發條，一日轉換過一日，飛快的逝去。 

    在過去的這一年裡，我們共同肯認，而且不會忘記校長教導我們的理念：

「要在學道中堅認道統、要領航宗教、卓越全球；白水聖帝告訴我們要：編天

下之經綸、以立教垂統。大家要提取本心、要由仁義行、要積功累德、要三清

四正、來學校就要學會一刀兩斷、一心替老天辦事；每一個從崇德學院這個門

走出去的人都要端端正正；第三屆是宗風、是開來學、是為萬世開太平…」。上

面的話語就像是我們共同的默契與通關密碼，相信大家永遠不會遺忘校長的這

幾句慈悲話語。後學也感受到校長對於您們滿滿的重視、期許與疼愛。 

    在與您們相處的這些日子裡，我們就如同纖細幼苗發芽之初，深受您們的

維護，才能成長茁壯。 

在學院學習的過程中，因為有您們在前方引領，讓我們不再迷茫無助。 

在學院生活的過程中，因為有您們帶頭立標杆模範，讓我們有著依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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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讓我們懂得感恩與惜福： 

感謝天元佛院廖老點傳師與各位前賢們對我們的關愛與照顧 

感恩仁愛之家方主任與廚師們為我們打點三餐的辛勞。 

    回想起，每當我們有任何事情求助於您們的時候，您們總是二話不說、從

不推辭，面帶笑容、熱心的幫助我們。 

每當我們在學習課業上有所疑慮的時候，您們也總是有問必答，嘗試著代替教

授們為我們解惑。 

不管在任何地方，學長姐您們總是會為我們停下腳步，適時關心我們的日常生

活，並且鼓勵追求學問的正知正見與態度。 

    我們非常堅信「崇德學院」是一所「天人共辦」的學校，是老母主導創建

的學校！是師尊、師母領導的學校！是承白水聖帝遺願所設立的學校！是不休

息菩薩與各位前人輩們期盼可以為一貫道發聲的國際學術平台。「天然古佛師

尊」慈悲：學校開學，象徵「萬世金鐘」已敲響，今天，帶著「開來學、宗

風」神聖使命的您們，也即將畢業。相信踏出校門的您們，不是結束，而是下

一個階段的開始。 

    如同「南屏道濟恩師」在「宗風聖教」聖訓中慈悲：「不遠千里做學問，各

個皆是有使命，擔起任務不有慢，盼徒以道正知見，言行合一眾生化。」可

見，全世界最懂我們的神，都非常清楚我們的愿立與志向。從今天開始，學長

姐們將帶着校長、教授們的期望，為承接聖賢心志，傳承後世之心愿，立身表

率，成之模範，更是當仁不讓成為「宗風聖教」的最佳代言人。 

    最後，祝福各位學長姐:下筆如神助，立論創見美名傳。 

也祝福張點傳師、廖老點傳師、劉老點傳師：聖體康泰、天命永昌！ 

各位點傳師、講師、前賢：福慧雙修、道務宏展！ 

並祝福各位嘉賓：心愿圓滿、家庭和樂！ 

謝謝大家! 

 

第二位是靈隱道場的陳美蘭講師： 

    一年前，後學決定暫時離開紐澳的道場來到學院就讀，每一個認識後學的

人，知道這個消息時，都是瞪大眼睛、張大嘴巴地說：「真的嗎？怎麼了？」一

句簡單的問話，背後在傳達一個訊息：「你怎麼放得下道務，跑去讀書？」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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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還沒到學院就讀時，很多人心裡面認為這就是一個賭注：兩年後，也

許後學會「飛龍在天」，讓其他人懊悔的說：「我怎麼沒有早點報考崇德學院」。

也有可能後學會「亢龍有悔」，讓其他人惋惜：「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但沒

有嚐試，怎麼可能有成長的契機呢？就這樣，後學懷著既期待又忐忑的心，來

到了學院。 

    報到那天，走進學院，看著牆面上熟悉的《禮運大同篇》，心裡一種「高大

尚」的感覺油然而生；但走入研究室時，看著 99%不熟悉的面孔，心裡有點小壓

力。雖然陌生，但學長學姊們親切的笑容，熱情的噓寒問暖，讓後學「瞬間」

放下心頭重擔！心想：「大同世界應該就是這樣，沒有距離吧！」孔子說：「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學長姊們都做到了！平時大家口中不聊是非，聊的是聖

賢之道、交流的是道場的組織架構，讓後學增廣不少見聞！當後學有不明白的

地方，學長姊們也孜孜不倦地開導、提供資料！ 

    後學從學長姊們身上嗅到學院一股特別的氣味--讀書味！這個味道特別

好，既雋永又有光芒！希望這個光芒能持續不間斷，照亮我們所在的道場，甚

至一貫道的未來！感謝學長姊們的「一馬當先」，走在前頭為學弟妹們做標竿模

範，當學長姊們一一耐心地交代：值日該怎麼排？佛規禮節該怎麼做？桌椅該

怎清潔？乃至電梯什麼情況下才能搭？......後學知道這一切在未來，將成為

學院的傳統跟特色，所以認真地學習並牢記。 

    經過將近一年的學習，後學感受到的是六個字：「真誠、精純、專業」，從

校長、教授、教職員到學生，每個人勤勤懇懇、一心一意想要弘揚大道。所

以，到學院的第二個月，後學的疑惑有了答案，修辦人員到底值不值得到學院

進修？後學要篤定地告訴大家：崇德學院是一所永遠「不會讓您感到後悔」的

學校！如果您想找一個方法讓自己的生命更精萃，請不要錯過崇德學院！因為

在校長的帶領下，學院的每一份子都將努力地讓生命精純，精純到只有兩個字-

-道統。每每晨讀，校長總耳提面命地傳達活佛老師的交代，萬世金鐘、宗風聖

教、領航宗教、卓越全球、為萬世開太平.....，幾個月下來深深烙印在後學的

心坎裡。一天，跟朋友聊起學校生活，不自覺地脫口而出：「我們要在學道中堅

認道統、培養繼往開來之大抱負、道化天下之大理想。」「天命在斯，必能領航

宗教、卓越全球......。」朋友笑笑地說：「沒想到美蘭你進學院讀書的第一件

事是學會講『大』話！」他是在開玩笑，但後學知道，「大事」得用「大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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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不講清楚，又怎麼呼朋引伴、敬邀志士仁人一起來共襄盛舉呢？ 

    學長姊們兩年下來的耳濡目染，後學看到你們已經「堅認道統」，並且摩拳

擦掌地想辦法去「卓越全球」，讓生命充實而有光輝。後學似乎看到自己的未

來，希望後學能緊跟學長姊們的步伐，謹遵活佛老師慈悲「活動學院」的理

念，在三曹普渡的一大事因緣裡做根蠟燭，身在哪個地方就在那裡發光發熱。

而崇德學院就是那個讓我們發光的發電站，讓我們可以以最精純、最具熱度的

方式發光。今天你們就要畢業了，畢業後，在崇德學院學習的日子即將翻過頁

了，但請繼續跟崇德學院一起努力，為一貫道的歷史寫下嶄新、輝煌的一頁！ 

後學謹代表碩一的學弟妹們獻上衷心的祝福：「今日您以崇德學院為榮，明日崇

德學院以您為榮！」加油！ 

    最後，恭祝校長、各位點傳師、講師、前賢：道務宏展，法喜充滿；並祝

福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後學代表在校生致歡送詞到此，謝謝大

家。 

 

    在聆聽完在校生之歡送詞之後，分別進行畢業生授證儀式、畢業生致贈學

校紀念品、畢業生與師長們合影，在感人的「畢業生行謝恩禮」之後，全體起

立合唱校歌，畢業典禮圓滿結束，全體人員移駕至一樓廣場進行大合照，為今

天的第三屆畢業典禮留下永恆的畫面與回憶，並且劃下了圓滿的句點。 

     

    承蒙上天慈悲護佑，合照過程裡，天空正藍、陽光正柔和、拂面的清風令

人神清氣爽。然而，就在廣場拍照人員散會不久，原本潔白的雲朵換上了灰濛

濛的色彩，緊接著下起了傾盆大雨。假使這場大雨提早個五分鐘，勢必會有一

群人突然被雨水潤澤全身，所以，畢業典禮的這一天，有太多「天人共辦」的

巧合事蹟呈現在眼前，只有感謝老 慈憫！感謝天恩師德！感謝白水聖帝與各位

前人輩們聖靈護佑！共同圓滿了這場第三屆「開來學、宗風」的畢業典禮！ 

 

(撰稿人：施春兆；攝影：張峰嘉、林獻晸、楊德康、蔡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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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佛院 

 

鳳凰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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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月 27 日 畢業生與韓老點傳師、師長們合影 

 

109 年 5 月 27 日 一、二年級學生與韓老點傳師及師長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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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月 27 日 崇德單位與韓老點傳師合影 

 

109 年 5 月 27 日 點傳師學生們與韓老點傳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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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月 27 日 畢業生與師長合影 

 

109 年 5 月 27 日 全校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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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7 日 校長陸點傳師帶著大家 早獻香 

 

因應防疫措施：落實量體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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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之家董事長暨崇德天命保管群 張勝安點傳師蒞臨 

 

天元佛院 廖老點傳師使文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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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天命保管群 劉老點傳師靜修與慈濟坤道點傳師 

 

坤道點傳師、方主任、學生、親友團 



25 
 

 

畢業生立愿：準備獻供 

 

畢業生立愿：仁愛之家董事長暨崇德天命保管群 張點傳師慈悲代表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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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立愿：天元長聖 黃教儒點傳師代表獻香 

 

畢業生立愿：黃教儒點傳師代表讀誦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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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立愿：崇德 謝秀琴講師代表獻香 

 

畢業生立愿：謝秀琴講師代表讀誦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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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總主持人：一年級 晉德 張鴻淇點傳師 

 

畢業典禮司儀：崇德簡啟翔同學、靈隱陳慧炫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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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司儀：崇德簡啟翔同學、靈隱陳慧炫同學 

 

張點傳師慈悲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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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點傳師慈悲致詞 

 

校長慈悲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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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慈悲致詞 

 

畢業生與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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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授證(乾道) 

 

畢業生授證(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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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致贈學校紀念品 

 

畢業生行謝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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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表演 

 

一年級表演 



35 
 

 

一年級表演 

 

一年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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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表演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馮榆茲講師 



37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周晏如講師 

 

在校生致歡送詞  曾乙桂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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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致歡送詞  陳美蘭講師 

 

深受感動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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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感動的畢業生 

 

一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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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來賓 

 

與會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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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來賓 

 

全體合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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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合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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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合唱校歌 

 

全體合唱校歌 

 

全體合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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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與師長及貴賓合照 

 

親友團合影：天恩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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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團合影：天元長聖 

 

親友團合影：天元長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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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團合影：慈濟 

 

親友團合影：靈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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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團合影：崇德雲林道場 

 

親友團合影：崇德彰化道場 



48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49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50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親友團合影：崇德台北道場 



51 
 

 

第三屆畢業生與校長及導師合影 

 

籌辦畢業典禮的靈魂人物--一年級全體學生 



52 
 

 

一年級學生與學姊(指導表演) 

 

校長、劉老點傳師、廖教授與一年級學生 



53 
 

 

全體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