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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學年度崇德學院「開學典禮暨第十二期先修班」 專題報導 

一、崇德學院：上帝之殿堂，聖帝之學校 

  感謝天恩師德，白水聖帝慈悲，發一組各單位成道前人之聖靈護佑，一貫道

崇德學院一○九學年度「開學典禮暨第十二期先修班」，於九月六日假崇德學院

之國際會議廳舉行。除了第五屆的新生入學報到，尚有第一屆至第四屆的莘莘學

子欣然來歸，更有來自發一組各單位十三位點傳師，以及超過一百位的講師前賢，

共同參與一貫道崇德學院的年度盛事。 

  時序方值初秋，天宇氣清，長空萬里；而重重案山，層巒疊翠；無邊風光，

足以盪滌胸懷。座落於天元佛院園區內的崇德學院，與此白陽聖地連成一體。前

臨優美寧靜的鯉魚潭，後倚雄偉厚重之龍門山，頗有鯉躍龍門之氣勢。從學院頂

樓環顧四周，鯉魚潭風光盡收眼底，山水相連，美景如畫。中西合璧的校舍建築，

穹頂取象於師尊天然古佛之圓形帽，廣庭則矗立著表彰師母中華聖母之華表，既

象徵白陽新世紀的卓越領航，也極富人文藝術之氣息。而正在興建中的「白水聖

帝大禮堂」，預計將於 110年度六月份完成，則是凝聚發一組的精神保壘，培育

道場修辦人才的希望建築。濡沐於此宗風聖教之化育中，學生們皆洋溢著深深的

天恩師德。 

  一○五學年度，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崇德學院在歷經十年之籌設規

劃，於天人共辦之殊勝因緣中，奉准教育部之命正式招生，彷彿萬世金鐘之敲

響，聖人之德音已然遠颺。由於學院隸屬於中華民國教育部體制之下的研究

所，而為專門研究一貫道之碩士班，凡符合教育部所規定之大學學歷或同等學

力，及具有講師天職（至少清口以上）之一貫道道親，皆可報考學校。目前，

第一屆招收十三位學生，第二屆十五位，第三屆二十二位，第四屆二十一位，

今年第五屆招收二十一位學生，合計九十二位的歷屆學生中，點傳師即佔有十

位，足見大家對於學校辦學的肯定。在渴求真知真行的聖哲仰望中，目前發一

組各單位，包括：崇德、靈隱、德化、慈濟、晉德、天恩群英、天元長聖、慈

法廣濟等單位，皆深深體認學校肩負上帝之慈心，白水聖帝之遺願，前後舉薦

優秀人才，前來就學。此中尚有不辭千里遠道而來的學生，包括：泰國、印

尼、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紐西蘭、馬來西亞等，學生們懷抱著一份志道據

德之初衷，閃爍著求學之志向，期冀深入經訓，探究一貫道之真諦，共為師

尊、師母普渡三曹之大業盡份綿薄之力。足見學校之設立，大開聖志賢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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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文化之精髓。而今邁入第五屆，欣見學生們的碩士論文紛紛完成推出，足見

教育作為樹人之基，乃百年之工程，唯有精進不懈，深蓄厚養，始見其甜美果

實。 

  學校自開辦以來，不斷精益求精，課程也相續推陳出新，俾使深入一貫道

之專業領域。目前的課程地圖，乃以《忠義鼎》聖訓之「經訓、修持、實務」

三鼎足，作為課程結構之總綱紀，再以仙佛所慈示之「得道、學道、修道、明

道、講道、辦道、行道」七科為學習核心，共構為內聖外王、修辦等持之課程

網絡，追求理論與實務之兼重、研究與實踐之並行。今以 109學年度所開設的

課程地圖為例，包括： 

一、 一貫道專題研究：「一貫道道統史」、「一貫道天命傳承之研究」、「一貫真

傳三教合一五教同源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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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教育之研究」、「一貫道聖訓之

研究」、「一貫道持齋之研究」、「一貫道道學史之研究」、「一貫道宇宙論

與聖神體系之研究」、「一貫道法會及研究班專題研究」、「一貫道發展史

與組織運作之研究」、「一貫道開創史之關鍵前輩典範研究」等等。 

二、 一貫道經典聖訓選讀：《論語聖訓》、《孟子聖訓》、《中庸聖訓》、《大學聖

訓》、《道之宗旨聖訓》、《百孝經聖訓》、《一本萬利聖訓》、《蓮花朵朵開

聖訓》、《世界大同聖訓》。《金剛經》、《心經》、《法華經》、《六祖壇經》、

《道德經》、《莊子》、《清靜經》等等。 

三、 一貫道基礎道學選讀：《皇 訓子十誡》、《金公組師闡道篇》、《金公妙

典》、《一貫道疑問解答》等等。 

四、 其他與一貫道有關之課程：「一貫道研究方法與文獻研究」、「（修辦）實

踐課程」等。 

  除了上述學制內的正規課程之外，學校每年舉辦「推廣教育」，完整地闡

述一貫道道統，辨析聖訓之揀別，分享學校階段性的研究成果，以回饋道場，

嘉惠同修，期使同知同見同行而一道同風。此外，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研究一貫道的學者專家交流對話、切磋琢磨、精益求精；並且每年定期出版

《一貫道研究》之學術期刊，以厚植一貫道之義理，深化一貫道的研究。一字

一句，真真誠誠，凝聚著編天下之經綸的理想光輝；一斧一鑿，實實在在，鑄

造著立教垂統的萬世之功。 

   



3 

 

 

二、恭請仙佛慈悲指示訓：〈辦學之殊勝〉 

  濟公活佛於第三屆之開學典禮，慈示〈開來學〉聖訓云：「開學謂之開來

學，為啟眾生天心歸；以德為本修自性，綻放天心人間也。」又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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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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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當上下同心，各單位携手共辦，天心我心，以道為念，共將

今生之生命付之於眾生也。」足見崇德學院之設立乃肩任著繼往聖開來學之神

聖使命。事實上，這所天人共辦的學校，無論設校之因由或教育之方針，皆源

自於 明明上帝之慈心，白陽三聖之悲愿，也是聖帝、菩薩繼志述事以造就聖

賢人才之崇高理想。因此，學校每年的開學典禮，都會虔誠恭請仙佛臨壇慈悲

指示教育目標，作為學校立教之總綱領，以確保教學目標及品質符合天心聖

意。 

  九月六日，適逢農曆七月十九日，師尊天然古佛之聖誕，於緬懷恩師之聖

德中，上午九點整，校長陸點傳師帶領著全校教職員生，以及來自發一各單位

的點傳師們，齊聚學校佛殿。大眾主敬存誠，齋莊中正，於獻供叩首之後，虔

誠恭迎仙佛慈悲臨壇。當旋轉之木筆緩緩劃開沙盤，靜寂之佛宇有了天人交接

的微妙觸動，正當屏氣凝神，回觀性靈之際，莊嚴的佛殿，傳來振聾發瞶之德

音，這是普渡三曹的天命明師濟公活佛降臨佛軒，以天啟之奧妙法門，親演無

邊之大法，垂示聖訓一篇，主題為：〈辦學之殊勝〉，為崇德學院的繼往開來再

次確立教育之目標。聖訓之全文如下： 

 
教育的目的，在傳承文化之精髓；教育的使命，在教化來學之重道。 

教育的方向，在理論實務之實踐；教育的目標，在培養道場之人才。 

昔孔聖明傳詩書暗傳道，有弟子三千，證道四聖七十二賢，秉持有教無類

之精神。今辦學作教育，以聖心代代傳續，延聖德，光被來學之責任。故辦學

之殊勝，乃開啟白陽之先驅樞紐，傳承道統之印證，令後來學者，皆可行道正

德，方不負天恩師德矣。 

 三期末後因緣聚，眾等皆是好根基；學道修道憑愿力，認理實修抱道趨； 

 體悟人生之真諦，修養性王真道提；開來繼往使命續，各個擔起大任兮。 

 無私無我公心顯，以道為尊誠不移；奉道守中無有二，忠恕之道來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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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知正見正心地，匡救眾生良知啟。 

 昔之聖德作學問，無有常師學不知；曉明大義道尊貴，真心無二內外一。 

 聖人之道傳後世，曾子傳於子思及；皆以使命與愿立，皆在時代注入提； 

 慈心一片世間濟，挽化有緣上天梯。今之徒等否有愿？各個皆是人才驥； 

 遵前導後正道念，啟發後學聖道襲；故當人人使命續，真知灼見非凡比。 

 辦學大事千秋事，教育乃是百年基；計劃延續襲聖哲，道德倫理無改兮； 

 明本而推道尊貴，方是白陽之騏驥。懂嗎？ 

 理論應當來實踐，探究本源明真詮；修道辦道廣化面，由點各人深入焉。 

 提昇道場之氣質，人人培養德風先；健全理念無私囿，固本德綱化有緣。 

 提昇後進修辦道，服膺拳拳時中焉；達道明本無技巧，老實修行歸根源。 

 學問作聖理之域，全在真心投入研；道非在外有體悟，借假修真方寸間； 

 體察自省本份事，皆道圓滿中道全；講辦全在合一同，修持劫內金剛顯； 

 講述聖道理周見，方可悟出聖道全；行道自然合中矩，無私無巧自然顏； 

 達道方知止所以，便曉天地之方圓；眾等好以聖志仿，再接再厲使命延。 

             懂嗎？ 

  徒兒們大家可好？白陽應運，末法時期，有根基者皆上法船，有因緣者可

入佛門，但就在這當中，誰可留？誰會走？即在於人的心念與愿立。心念正，

守中不阿；心念邪，難有體悟。故人心難測也！所以，今有崇德學院，大開聖

志賢門，迎眾生上天梯，印證天命流行之殊勝，運轉人人修辦之使命。若無此

之聖心賢志，豈可以教化後來之人也？ 

  今之眾等，全憑愿力；守護道場，人人有功；人人體悟，道之殊勝，使命

之責任。盼眾徒代代延續，繼往開來。懂嗎？因時有限，師不多述。祝徒兒人

人學成，圓滿而歸。贈與眾徒，人人一個平安果、智慧餅。好好把握，始終如

一；繼此聖志，傳揚道風。懂嗎？師此止乩隱佛地，伴徒聆課。哈哈！止。 

 

  本篇聖訓，意蘊深遠。首先，針對崇德學院的辦學方針，提出整體性的指

導，以原道、徵聖、宗經之天心視域，垂示教育之「目的、使命、方向、目

標」等四大範疇，作為崇德學院辦學之圭臬，提點教育的理想在繼往開來，教

育的精神乃真知真行，教育的價值在於學用合一。猶如第六期先修班，濟公活

佛所慈示的〈任重道遠〉，也叮嚀：「研究的目的非求文憑，而是真正能代天宣

化。……故眾賢契以研究為目的，更以修道為根本，內外圓滿，方是不負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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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也。」因此，本篇聖訓以至聖先師為教育典範，期勉大眾，效法聖人明傳

《詩》、《書》暗傳道之聖心，延續萬世師表有教無類之聖德，俾使來學得以行

道而正德。足見，辦學乃千秋之聖事，百年之基業，唯有秉持聖心聖志，才能

代代傳承，共譜白陽之樂章。 

  此外，濟公活佛也針對學院教職員生作個別性的叮嚀與期許。恩師慈示，

守護學校即是守護道場，真心護持，人人有功；恩師亦慈勉莘莘學子，「人人

學成，圓滿而歸」；更叮嚀所有教職員生，宜「好好把握，始終如一；繼此聖

志，傳揚道風」。最後，濟公老師慈心愛勉，送給每人一顆平安果、一個智慧

餅。帶著恩師的祝福與勗勉，喚起道心聖志，篤志力行，每位與會前賢皆滿懷

感動、滿心歡喜。 

三、陸點傳師慈悲講解：〈辦學之殊勝〉訓文 

  開壇結束之後，隨即開始本屆之先修班課程。首先由校長陸點傳師慈悲「開

班的意義」，歡迎各單位前賢的蒞臨，也期勉入學新生，緊追天命，不亂系統；

謹守佛規，三清四正。並以活佛老師所慈示的「從此校門出去的，一個個都要端

端正正」而勗勉全體同學。課程的最後，再由陸點傳師講解〈辦學之殊勝〉聖訓，

以下則摘錄點傳師慈悲之重點。 

  陸點傳師慈悲：《聖經》有什麼價值？即書中預言了「後來那一位」將來臨；

《尚書》何以流傳？因為堯舜授受心法時，咐囑了「允執厥中」的天之曆數。縱

觀古今中外，能歷經時代之淘洗而不朽之文化，正在於其點亮人類永恆之性光，

闡述此無價之珍寶，故歷久彌新。聖訓中「教育之目的，在於傳承文化之精髓」，

所謂的「精髓」，乃中華道統文化之主體，亦即從堯、舜、禹三聖人以來，脈脈

相傳的「允執厥中」。此「中」，乃中華文化的精髓，三教聖人的命脈，也是吾人

所求之道，稱為「性理真傳」。 

  《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舜乃中華文化的代表，開始了聖聖相傳的心

法，也立下孝悌的人倫典範，盡人以合天。然而，如何盡人道以達天道呢？端在

於「性」與「天道」之一以貫之。由自性之發用，五常性德之落實，一點道心之

擴充，進而與天地上下同其流。而今一貫真傳所傳之道，正是此盡人合天之「性

理真傳」。 

  然而，此「道／性理真傳」，何時開始普傳呢？依據一貫道第十五代祖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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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子的著作記載，一貫道袁十二祖的階段，稱為「普渡開荒」，這個階段的渡

化方式只有「指關未點玄」，僅藉由九節玄功、抽坎填離等工夫漸次修煉，仍屬

初胚性質的先修後得。直至王十五代祖時，天時道運進入始收圓的階段，傳道的

方式為「指關又點玄」，稱之「出細收圓」，此是稀有之法，因為一指能躲閻羅，

足以超生了死。因此，王十五代祖的《歷年易理》才云：「先天道中天完，青紅

接白又一番；先傳信繼開荒，末後出細來收圓。」猶如《聖經》所云：「我是用

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

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用水施洗」，只能悔改，唯有「聖靈

與火」的施洗，靈性始能得救，此乃「明師一指點」的殊勝。因此，《彌勒真經》

說：「雲雷震開戊己土。」《皇 訓子十誡》亦云：「無縫金鎖無縫塔，無縫鑰匙

開開它。」而〈Gospel〉聖訓亦云：「聖靈聖火洗禮，眼燈照耀全身。」都是指

天命明師所指授的「性理真傳」，而此無價珍寶即人類歷史文化的精髓所在。 

  點傳師緊接著說：如今假彌勒、假弓長，甚至假老母都已經層出不窮了，

如果不認準此文化精髓、性理真傳、天命金線，又如何使來學者得以行道正

德？如若此傳承道統的印證不講清楚，眾生的慧命恐怕就要中斷了。今天我們

辦教育，正是傳承此聖心賢志，所秉持的態度，也是聖人述而不作的精神，我

們祖述金公祖師、天然古佛、中華聖母，憲彰白水聖帝、不休息菩薩等成道前

人輩。 

  點傳師又慈悲：此「文化精髓」既是天命明師所指授之「性理真傳」，亦

即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中」。然而，「中」又為何？「中」，言語道斷，不

落於文字象。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也說：「吾

道一以貫之。」足知，可道之道，已非真道；可名之名，亦非真名；唯此一貫

之道，才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此「道」，無一法可得，卻朝聞而夕死可矣，因

此需要真切的體認與實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首先，要把道的精髓給說明清楚，俾使心領神會；唯有透徹體認此道，

才能信得深、行得真，始能重道、樂道。點傳師亦舉不休息菩薩駐世時的修辦

精神云：「我南奔北跑，國內國外，忙得不亦樂乎。」有人見不休息菩薩為了

道務如此辛勞奔波，忍不住說：「給我五千萬叫我當前人，我也不要。」熟料

不休息菩薩竟回答云：「給我五千萬叫我不要當前人，我也不要。」足知，祂

老何以封為「不休息菩薩」呢？因為祂老「忙得不亦樂乎！」 

  最後，點傳師期勉大家，真心渡化眾生者，絕不追求假象，一定樂在道

中。若能從理論到實踐，從真知到真行，深切體認修辦道的真樂趣時，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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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道甚至退道呢？人生若只是追求外在名相，也是虛幻短暫一場。人生的真

諦與價值，無非在於發揮吾人的一點道心，擴充此佛佛唯傳之本體、本心。而

此真心的顯露，完全的奉獻，將令人感動而喜愛；此博愛的心，慈悲喜捨；無

有對待，光明磊落，如此以身作則，才能真正啟發眾生。今天，我們都要發此

宏偉愿立，學習此聖心，延續此聖道，將老前人、前人們渡化眾生之大業給傳

承下去。 

四、專題研究 

崇德學院之開學典禮，除了恭請仙佛慈悲指導教育方針外，亦規劃碩一新生

訓練，同時安排專題研究，作為學生的先修課程，亦以道會友，與參加的前賢們

切磋琢磨。今年度的課程，主要由謝居憲教授、施春兆教授、洪淑芬教授傳題。

以下乃就課程的內容，擇其重點分別加以陳述之。 

（一） 一貫道修持之研究 

「修持」乃是各宗各教由凡轉聖之必要工夫，過去五教聖人皆因其修持觀而

開闡不同的心性工夫、戒律及修辦進路，至於一貫道也是如此。 

然而，一貫道之修持工夫的獨特處在於「先得後修」。所謂「得」即是「得

道」；「修」乃是「修持」。活佛師尊慈示：「大道難逢今已逢，過了關考別重重；

明師難遇今得進，明白指點天清清。不再輪迴困凡命，知修一貫地靈靈；天清地

靈無垢病，抱道知行養玄廳。……改變氣習凡俗性，學習聖賢作精英；逢道知止

至善定，不變始終乘雲龍……。」可知，一貫道弟子雖由明師一指而得道，但修

持之功夫仍不可免。 

在一貫道修持之研究著墨甚深的謝教授，以反觀自省之方式深入淺出的講

解修持之精義。首先，謝教授提出修道有「實務、修持與經訓」三個主軸，進一

步藉由濟公活佛慈示《神課》聖訓之內容，闡述一貫道弟子「修持」的方法與其

重要性，包括：「品格、功德、火候、禮節、心念、戒律與願行」，稱之「修成神

仙佛聖必要完成之七門功課」。 

活佛恩師慈示：「七門功課皆精透，自修持，細細參想，改過遷善；遇疑惑，

從中求解，問己心，初發之心，初衷願力，是否堅持不更變？修行路途遇荊棘，

遭風浪暴雨，是否打醒迷昧的心？借世事煉成佛。成佛之路無疑惑，有疑當要求

正解；四處求訪胡亂問，豈能中的？失根忘本，豈能尋得解脫？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謝教授藉恩師慈語再次提醒，學道若不專精，皮毛之見可能誤人，若轉

不動自心內在的法門，恐怕亦轉不動眾生的法門，此無窮盡之功夫須在「辦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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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靜，功夫純然」中體現，方能於逆境中永保清明，善護道念。 

謝教授以其修持之涵養，觀照自身與眾生之修道問題而加以詳解，使在場者

皆能深刻體認修持之重要。 

（二） 一貫道得道之研究 

「超生了死」乃自古以來修行者拋家捨業、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上乘境地，故

得道、修道並非單純求得善終，而是追求生命解脫之道，所謂「生死事大」。因

此，白陽修士藉由求道、得道而超生了死，乃是人生最殊勝之因緣，亦是修道者

的終極目標。 

在此課程之中，施教授以其醫學背景對得道研究之印證，分享其七篇論文，

以下歸納為三類，分別簡述其內容。 

1. 〈靈性出竅與一貫道之修道印證〉、〈一貫道信徒超生了死之神聖瑞相〉、

〈明師一指超生了死：一貫道生死解脫觀研究〉：第一篇論文藉由幾位歷經

「靈性出竅」之一貫道道親經驗分享、國外具瀕死經驗者的奇妙歷程，以及

網路上宣稱可讓人「靈魂離體」等三種樣態之初步對照，用以印證「靈性」

之真實性，期盼藉由「靈性出竅」者之親身經歷與分享，進而體悟生死之真

義，而更能珍惜此生修辦之因緣。第二篇論文藉由難以計數之一貫道道親歸

空之大體所呈現出之祥和相貌，以及入殮前身軟如棉之瑞相以彰顯「成道善

終」，印證「得道回天」之殊勝。第三篇論文以「明師一指，超生了死」為論

點，藉由一貫道仙佛聖訓探索生死課題，藉以印證天命明師之佛力加持及「先

得後修」之殊勝。 

2. 〈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活佛師尊慈示修道方針》為例〉、〈一貫道聖訓

之研究——以《修道保險單》為例〉：前篇聖訓乃依「訓中訓」集結，以〈悟

根源〉為始直至〈真善美〉為圓滿，總計收錄十篇訓文。透過本文之研究，旨

在使修道、辦道者有正確方針，明體達用，讓生命臻至「真善美」之境界。後

篇論文以世俗對「保險」寄託之心理，印證修道方是靈性最佳投資之保障，

不但零風險更是一本萬利，藉由聖訓之研究，進而探究修道之真義。 

3. 〈淺探宗教壁畫藝術——以發一崇德四幅油畫為例〉、〈一貫道全人化素食

教育養成之研究〉：前篇論文藉由訪談油畫之作者校長陸點傳師，進而開闡

油畫之意涵。其一「普渡三曹圖」，旨在闡述一貫道之核心思想與任務。其

二「祖師行道圖」，表彰歷代祖師渡眾之慈心悲愿。其三「老前人暨各位前

人來台開道圖」，彰顯前人輩開荒闡道、犧牲奉獻的精神。其四「陳前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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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來台傳道五十週年慶」，刻畫陳前人慈悲喜捨之精神。後篇論文則開闡了

持齋茹素好修行。 

施教授以其對道之修養及學術研究之素養，用以印證得道之殊勝，體現修道

之真義，鼓勵更多人向善且向道。 

（三）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禮記．禮運》篇說：「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之根源來自

於天，有其節度與文理，故禮不僅是正身之具，人與人和諧相處之儀則，亦追求

道德文化之優美秩序。濟公活佛亦慈示：「夫理者，禮也。禮之所在即道之所在。

道德仁義非理難行，非禮難成；修身齊家非理難全，非禮不備。」由此可知，禮

乃白陽大開普渡，道降火宅之際，得以道化人間的基石。因此，仙佛慈示佛規禮

節之要義，乃白陽修士之「天律」，返鄉覺路之「天梯」，學修講辦之「基礎」，

維繫道場之「綱紀」，開創聖業之「磐石」，也是白陽修士的「必修功課」之一。 

至於佛規禮節的結構範疇以及所開展的研究命題，可包括形而下「儀式器物」

及形而上的「義理探析」，故佛規禮節的研究重點，乃綰合理論與實證之不二性。

透過歷史文獻及天啟聖訓等系統化的研究，可建構理論性、學術性、經典性的禮

學議題，作為佛規禮節之實務化、實踐化、實證化之基石，發揮其內外兼修，體

用兼賅，由凡入聖之作用，以期成為永續傳承的聖賢道德教育。  

此外，洪教授又指出：「佛規禮節」的修持實踐，含攝「立、節、和、序」

等四大作用。所謂「立」，指個體生命之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合理得體，亦指

群體的結構得到良好的維繫，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所謂「節」，乃節

制、約束、品節之意，透過條規、禮節的節制與遵循，俾使身心言行合乎中道，

無太過與不及。至於透過品節，則可區別親疏、遠近、內外、上下等關係，各居

其位，各行其禮，形成人倫關係的和諧秩序，達到禮之「和」與「序」。 

綜上所論，一貫道的佛規禮節，乃稟承聖人之道，敬天地，禮神明；內盡其

誠，外致其禮；誠心抱守，主敬存誠。透過佛規禮節的具體實踐、信受奉行，體

現白陽修士的修行生活及成道進路，展現白陽道場的道風化成及道德秩序。因此，

佛規禮節不是禁錮我們行為的枷鎖，而是維繫道場風範的節度，守護道心的節文，

挺立自我的道德秩序，彌勒家園的人文化成。 

洪教授依其對道之體悟與修辦之經歷，於學術涵養的論述中，系統性的開闡

「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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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 語 

崇德學院第五屆開學典禮暨第十二期先修班，在神聖之開壇及校長慈悲開

示後劃下完美之句點，全體教職員生，將戰兢自持，遵循仙佛的諄諄訓

勉，慈悲指導。秉承聖人立教化民之宗風，懷抱金公祖師、天然古佛、中華

聖母三曹普渡之理想悲愿，繼承白水聖帝培育道場棟樑之材的遺願。以延續歷

代聖哲之道功，承接千古聖佛之德範，共同襄贊三曹普渡收圓之聖事。 

深深感恩，無限祝福！ 

（撰文：洪淑芬、陶桂蘭／攝影：張峰嘉） 

 

 

 

 

 

 

 

 

 

 

 

 

 

 

 

 

 

 

 

 

 

 



11 

 

 

109學年度崇德學院  開學典禮暨第十二期先修班 全體大合照 

 

 

崇德學院學生 開班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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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帶領發一各單位點傳師、學院教職員生 獻香叩首  

 

 

發一各單位點傳師及學院教職員生  獻供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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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各單位點傳師及學院教職員生  獻供叩首 

 

 

校長陸點傳師慈悲 恭請仙佛慈悲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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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慈悲 恭請仙佛慈悲指示 

 

 

三才靜心待命  恭請仙佛慈悲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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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公活佛臨壇慈悲指示：「辦學之殊勝」訓文 

 

 

濟公活佛臨壇慈悲指示：「辦學之殊勝」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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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慈悲：開班意義 

 

 

校長陸點傳師慈悲：開班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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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慈悲講解：「辦學之殊勝」訓文 

 

 

班員專注聆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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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經欽教授 操持 

 

 

謝居憲教授傳題：一貫道修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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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春兆教授傳題：一貫道得道之研究 

 

 

洪淑芬教授傳題：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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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德慧容淨佛堂江點傳師帶領講師、道親 分享學習心得 

 

 

校長陸點傳師與發一德慧容淨佛堂江點傳師、講師、道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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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發一各單位的前賢們歡喜報到 

 

 

來自發一各單位的前賢們歡喜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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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學院之圓頂取象天然古佛之圓形帽 

 

 

崇德學院之廣庭矗立表彰中華聖母之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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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院頂樓環顧四周，鯉魚潭風光盡收眼底 

 

 

崇德學院四周，層巒疊翠；無邊風光，盪滌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