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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學年度崇德學院「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專題報導 

一、第六屆崇德學院開學典禮 

  感謝天恩師德，白水聖帝大德敦化，發一組成道前人輩之聖靈護佑，一貫道

崇德學院一一○學年度「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於九月六日假崇德學院

之國際會議廳舉行。時臨夏秋之交，長空萬里，祥雲舒捲，氣候及景色皆十分宜

人。雖值二級防疫期間，除了第六屆的新生入學報到，尚有第一屆至第五屆的莘

莘學子欣然來歸，共同參與一貫道崇德學院的年度盛事。 

  學院位於龍門山山脈，得天地之獨厚，造化之鍾秀，正好座落於乾卦九五爻

之正位，居中處正，利見大人，與天元佛院連為一體，共作白陽文運的先驅樞紐，

真儒復興的萬世金鐘。朝暮之間，俯仰百變；晦明之際，氣象萬千。置身其中，

心清神明，足以蕩滌心胸，存養浩然正氣。 

  學院乃隸屬於中華民國教育部的研究所，而為專研一貫道的碩士班，凡符合

教育部所認定之大學學歷，並具有講師天職的一貫道道親，皆可報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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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屆二十一位，今年第六屆十五位。發一組各單位中，包括「崇德、靈隱、德化、

慈濟、晉德、天元長聖、天元金舟、天恩群英、慈法廣濟」等，都紛紛推薦人才

前來就讀；海外道場中則有「美國、泰國、越南、印尼、加拿大、紐西蘭、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道親負笈來就學。今年第六屆十五位學生中，就有三位點傳師，

可見對於一貫道之真理真知的探究，有心之士皆求知若渴，每每若不及。 

  濟公活佛於第三屆之開學典禮，慈示〈開來學〉云：「開學謂之開來學，為

啟眾生天心歸。」又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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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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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崇德學院肩任著繼往聖、開來學之任責，輔成三曹

收圓大事的神聖使命。因此，開學典禮時，校長陸點傳師特別期勉在場的每位學

員：世俗的功名利祿雖一時顯耀，卻無法真正滋養生命、豐碩內涵。今在此上帝

的學校內，所學習的不是知識性的學問，而是生命性的學問。而今欲探本溯源一

貫道的道統，追根究柢一貫道的道學，點點滴滴都是上帝之恩典，當要誠心敬意、

腳踏實地的學習，才能真正改變自己、豐富自己，也才能回饋道場，以報天恩師

德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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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恭求仙佛慈悲指示訓：〈教學團隊〉 

學校籌創之初，各單位曾對設校有所疑慮，經由發一組點傳師們的共同同意，

因此恭請仙佛指導教育目標及辦學方向。自民國一百年第一屆先修班開辦至今

第十三屆，已蔚為學院的重要傳統，不僅開學典禮與先修班並行，同時在恭請仙

佛慈悲指示之後，班程才正式開始。 

  九月六日之晨間，朗朗晨暉普照大地，上午九點整，校長陸點傳師帶領著全

校教職員生，齊聚學校頂樓之佛堂。大眾主敬存誠，齋莊中正，在獻供叩首之後，

誠敬的恭請仙佛臨壇慈示。當旋轉之木筆，緩緩劃開沙盤，靜寂莊嚴的佛殿，傳

來震撼人天之法音，南屏道濟以神道設教之奧妙法門，親演無邊殊勝之大法，垂

示了〈教學團隊〉聖訓一篇，為崇德學院的繼往開來，再次指導教育之方向。今

恭敬羅列聖訓之全文如下： 

 

  在天恩師德的加被下，闡揚至理，啟發眾生；在天人合一的殊勝下，擔起教

育責任與使命。斯時白陽普渡，廣化有緣，齊修大道，認準金線，真知灼見，在

與時俱進，開啟多元教學，以精闢之理論，承繼聖人之思想，力行日常之圭臬，

奉道行舉，深入奉行。 

  教者，以博愛與模範啟迪來學，能適才而教之，能發現教者之智慧，能惜才

來為之。教學之深研，理論、實務、研發、精進。誠者無物，真心不有其他，為

道場舉才，為同修共學，為後進提攜。故團隊中，人才輩出，各司其職，各盡其

心；各表其愿，各了使命，以臻崇德學院之至真、至善、至美矣。（報佛號） 

教學團隊力量宏，團結一心辦道崇； 

與時俱進多元化，與此共當任責從。 

承負任責來辦學，興起教育化眾生； 

計以百年恢宏任，繼聖之責無旁人。 

認其理路研學問，道學扎根入木深； 

有疑必問廣求問，自作聰明非賢英。 

內修聖王外行道，內外合一達至中； 

修辦當由聖理進，無有實務難分明。 

條條理論非實在，不入一理難達成； 

故知修道從平日，認理而修入善門。 

從而進入理論悟，聖王之道印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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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氣質來變化，反文歸質認真宗。 

棄巧智慧拙中悟，返樸歸真真人從； 

無為之道應萬變，以一而能體用中。 

今之學者熱忱抱，三分火候難用功； 

水深之道由己悟，見賢思齊謙德容。 

謙沖自牧愩高去，真心誠意達至誠； 

上下同心研道理，真心不減綻光明。 

崇德學院任責大，齊心助力辦道程； 

啟發來者之學養，用心無有半刻蒙。 

如今時局多變化，是否從中研真精； 

遠距教學乃應此，未來將是在其中； 

實體教學不可少，實習多方道理逢。 

人人將此理路悟，求學更當全方通； 

古今之道同一理，真心便能人中龍。 

                    懂嗎？ 

 

  徒兒們（有）！今天是開學，開學大家開心嗎？（開心）聲音這麼小，不像

開心；再問一次，徒兒們！（有）今天開學，大家開心嗎？（開心）開始學習，

打起精神，用心求學。能在這天恩師德加被下，有如此之因緣，徒兒說當珍惜否？

（是）在天人合一的殊勝下，印證大道的尊貴，應當珍惜否？（是）平日求學有

用心還是應付？（有用心）用心是十分還是兩分？（十分）十分麻煩，還是十分

歡喜？（歡喜）是真歡喜，還是假歡喜？（真歡喜）「真」是哪一個真？是「真

善美」的「真」？還是「真假」的「真」？（「真善美」的「真」）為什麼不選「真

假」的「真」？因為對待產生了！只有回歸「至真、至善、至美」，才沒有二分

法，是嗎？（是）從中參悟，才是作學問的最高境界。「沒有參悟，只有跟著別

人說，你只是影印機」。然而，體悟才是別人偷不走，也學不會的。因此，徒兒

們！（有）「真知真學、真學真知」，你才會真實的學會了明白了「道是什麼」？

因此，在場的每一個徒兒，你們都可明白了「道是什麼」？你從這學問當中，不

也就研究這幾個字，是嗎？（是）講「是的」，才聽明白為師的話。因此，徒兒

要知道為師對你們期許的，就是希望人人可以從學問中去參悟「道」，你有體悟

出來，你講的、寫的、論述才是精華。然而，體悟非只有片面文字，而是內與外

必須從你在修辦道中去體悟，懂嗎？（懂） 



4 

 

  希望人人可以珍惜這千古殊勝的因緣，用心為道場，為將來出一份力，也為

自己了一份心，了一個愿。因此，「教學團隊」是大家所學習，他們的精神，你

們要好好學習，懂嗎？（懂），給一些掌聲。 

  今天開學，人人開始動起來，學問不是從此才開始，而是一年當中沒有寒暑

假，學問是與你呼吸間一樣不可少的，懂嗎？（懂）只要你用心，真用心，肯用

心，一定有收穫，懂嗎？（懂） 

  因時有限，師不多述，贈與眾徒人人平安果。「果決辦學，果決學習；用心

不二，必有成果」。師隱佛地，此止筆，願徒人人學習精進，平安健康。哈哈止！  

 

  活佛恩師在此〈教學團隊〉的聖訓中，指導了「教」與「學」的應有態度，

同時提出「多元教學」的教育方針。「教」者的立場，在於授業與解惑，因此重

在以身示道，躬行實踐「博愛」與「模範」以啟迪來學，並體現教育者的智慧，

因材施教；展現研究者的精神，「理論、實務；研發、精進」並進，才能承擔起

教育眾生的重大任責。而「學」者的態度，首應懷抱謙沖自牧、不恥下問的精神

來向學。但學習之道，重在從學問中來參悟「道」，才是作學問的最高境界；而

研究生的論文也要由修辦道中來深入體悟，那麼所講、所寫、所論述者，才是真

正的精華。 

  至於「教學團隊」所開啟的多元教學，在於以精闢之理論，承繼聖人的思想，

力行日常之圭臬，這是「真知真學、真學真知」的落實；並藉由提攜後進，使人

才輩出，各司其職，各了使命，以臻崇德學院之至真、至善、至美。最後，活佛

恩師肯定學院「教學團隊」的努力，並以「果決辦學，果決學習；用心不二，必

有成果」慈勉所有的教職員生，且賜與人人一顆平安果，祝願每個南屏弟子都能

精進學習，平安健康。 

  帶著活佛恩師的滿滿祝福與勗勉，躬逢盛會的每位學子都滿心歡喜也滿懷

感動，煥發遠志聖行，相信只要用心、真用心、肯用心學習，必能成就人中之龍

鳳。 

三、陸點傳師慈悲講述：〈教學團隊〉訓文 

  開壇結束之後，隨即開始本期先修班的課程。首先由校長慈悲「開班的意

義」，用以歡迎第六屆新生入學，並以活佛老師所慈示的「從這個校門出去的，

一個個都要端端正正」，勗勉每位學院的學生。緊接著點傳師講解〈教學之團隊〉

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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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恩師德的加被下，闡揚至理，啟發眾生；在天人合一的殊勝下，擔起

教育責任與使命。 

陸點傳師慈悲：今天若不是上帝有命，普渡收圓這件大事，是不可能進行的；若

不是天恩師德，諸天仙佛搭幫助道，只憑著人的能力也是辦不到。所以今天的辦

學，乃「在天恩師德的加被下，闡揚至理，啟發眾生；在天人合一的殊勝下，擔

起教育責任與使命」，只有人的宣化，作用十分有限，他人也未必聽信，所以辦

學需要仙佛的指導與肯定。 

斯時白陽普渡，廣化有緣，齊修大道，認準金線，真知灼見，在與時俱進，

開啟多元教學。 

活佛老師在〈新時代大格局〉聖訓中特別交代要遵守三件事：「不亂其金線，不

入於旁門，不行於左道。」學校的教職員生來自於不同單位，各有不同的系統，

大家都是追隨自己的前人，謹守佛規禮節，認準金線，不亂系統。而我們有緣成

為學校的一員，要有「真知灼見，在與時俱進，開啟多元教學」。以往所講的只

有「儒釋道」三教，現在要「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以後我們的學生很可能是

來自於各宗教、各國家，所以首先要在學道中堅認道統，把道統研究通透了，我

們才有可能多元。此時白陽應運，萬教齊發，各說各話，但目前是當代天命明師

活佛老師、月慧菩薩辦理普渡三曹，以師尊、師母所慈示的話為準，才能認準金

線。而修辦道者也得與時俱進，活潑玲瓏，不墨守舊章，勿食古不化，才能不斷

開新進展。 

  以精闢之理論，承繼聖人之思想，力行日常之圭臬，奉道行舉，深入奉行。 

聖人的思想是什麼？精闢的理論又為何？這得要講清楚明白。活佛老師有三大

宏愿：「在先天，渡化眾生，達本還源；在後天，復興中華道統文化；移風易俗，

化世界為大同。」所以我們要用精闢的理論，來闡述聖人之道；而且要把聖人的

思想透徹講解清楚，並深刻的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 

教者，以博愛與模範啟迪來學。能適才而教之，能發現教者之智慧，能惜

才來為之。教學之深研，理論、實務；研發、精進。 

教學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也沒有典範在自身，等於空口說白話；學生所寫的論文，

若都沒有做到，豈不是白紙寫黑字？所以老前人特別交代我們：學院不是在培養

讀書人，更重要的是培養實踐者。教者，己身若不正，雖教不化；己身若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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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而化。所以教者要「以博愛與模範啟迪來學」，若能樹立典範，才能給予來

學者身教之影響。此外，教者還要能適才而教，也要有很大的慈悲博愛之心。而

「教學之深研，理論、實務；研發、精進」，因此，無論「教者」或「學者」，都

要深入研究，且理論得與實務結合，持續研發，不斷精進。 

   誠者無物，真心不有其他，為道場舉才，為同修共學，為後進提攜。 

教學團隊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心中無物，真心無有其他。若心中有物，就有人相、

我相、眾生相、壽者相；人我對待一旦產生，就會帶來障礙，難以同心同德。此

外，仙佛也慈示要在道場上舉用賢才，大家同修共學，提攜後進。 

故團隊中，人才輩出，各司其職，各盡其心；各表其愿，各了使命，以臻

崇德學院之至真、至善、至美矣。 

這裡所指的「崇德學院」，可以是廣義的「崇德學院」，包括從率性進修班、新民

班、至善班、培德班、行德班、崇德班等皆是。而無論在國內、國外，凡是有專

長的人、善於講課的人，把他推舉出來，使之「各司其職，各盡其心；各表其愿，

各了使命」，讓整個大道場更臻至真、至善、至美。 

修辦當由聖理進，無有實務難分明；條條理論非實在，不入一理難達成。 

在學校裡，雖然我們依循聖賢的真理來研究，但沒有落實在實務上，所理解的那

個「理」，很可能也有偏差；如果我們所講的「理」，都只是想像的推理，這個也

不算數。所以，要進入修辦道，「理」與「事」才能相通，才能理事圓融。 

學養氣質來變化，反文歸質認真宗。 

「文」跟「質」要彬彬兼俱，若只有文、文章，缺乏實質之內涵，那只是徒具虛

文的形式表面，所以理論跟實踐要合而為一。而且所實踐的結果，要大家都能欣

然接受，那才算成功。有一次，大姑前人出國到紐西蘭，參觀一鐘錶博物館，櫃

臺先生是個外國人，但一看到大姑前人就自動下跪，還磕了兩個頭。大姑前人離

開現場後，陸點傳師問：「你剛剛為什麼跪下去？」他說：「剛剛這位女士看起來

就像上天的使者，她的氣質非常高貴，讓我一看就不由自主的跪下去，向她磕

頭。」這就是道在前人身上所展露出來的大德力量。 

棄巧智慧拙中悟，返樸歸真真人從。 

老師此處所慈示的即是「真人靜坐」，念念都是真人作主，都是自性佛起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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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如此下功夫，及其成功時，每個人都會體現出此浩然盛大之氣象。猶如《中

庸》所說的：「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然而，此萬千

之氣象是如何體現的呢？就是孟子所說的：「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這樣的生命風光就是

佛家所說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展露，這叫做「氣象」，已不是「氣質」的層

次了。這樣的境界，不是寫寫論文所可以達到的，要一輩子念茲在茲修道辦道。

又有一次，大姑前人在國外，到一家中國人所開的素菜館用餐，當時前人行動不

便，坐著輪椅，但操著北京腔的老闆一看到前人就一直拜，口中嚷著：「哇，菩

薩您來了！菩薩，我們今天可要發了！」孟子說「配義與道」、「直養無害」，浩

然之氣是因為此盛德而充塞於天地之間的。因此，修辦道者宜念茲在茲，真修實

辦，恆誠無息，才能真正充實而有光輝。 

無為之道應萬變，以一而能體用中。今之學者熱忱抱，三分火候難用功；

水深之道由己悟，見賢思齊謙德容。 

這個「無為之道」，就是「智仁勇」。無為而能應萬變，正在於依體起用，不離自

性佛。所以，若只有三分的求學熱忱，又如何深入以應萬變的無為至道呢？因此，

學習者要體悟水深的道理：水淺，水花容易四濺；水深，才能淵靜深遠。 

崇德學院任責大，齊心助力辦道程；啟發來者之學養，用心無有半刻蒙。 

教者，不要不耐煩，也不要嫌麻煩，至聖先師也是非常慈悲的，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而教學的過程，更要時時刻刻都清明透徹，這顆心要「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才能真正啟發來學者。 

如今時局多變化，是否從中研真精；遠距教學乃應此，未來將是在其中。

實體教學不可少，實習多方道理逢；人人將此理路悟，求學更當全方通。 

遠距教學雖然也有被應用的時候，但是活佛老師強調的是「實體教學不可少」。

崇德學院不是一般知識性的學校，這裡有規律性的作息，共同遵守的修道生活；

所講的不是知識性的學問，而是生命性的學問。白水聖帝慈示：學院不能只培養

聽課讀書的夢想家，要培養真正的實踐者。所以，學校對於學生的生活起居有一

定的約束，從早上醒來，禮拜仙佛，一整天就是修道的生活。所以在學校裡，無

論生活起居，行住坐臥，點點滴滴，都是道的落實，大家要實際的來學習，多方

的道理才會慢慢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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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人人可以珍惜這千古殊勝的因緣。 

崇德學院的地理環境與其他地方不同，這是上天所保留的地方，也由上天挑選人

來經營，這個經營者包括在場的每一個人。想想：為什麼不是別人而是你進入學

院？因為你也是被上天選上的人。所以，我們都是要來經營學校、一起闡釋一貫

真傳之殊勝的人，每個人都應該與有榮焉。 

今天開學，人人開始動起來，學問不是從此才開始，而是一年當中沒有寒

暑假，學問是與你呼吸間一樣不可少的。 

老師慈悲所講的「學問」是「道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所以與我們的呼吸

密不可分。最後還勉勵我們要「果決辦學，果決學習；用心不二，必有成果」，

我們要接受老師的指導。 

  最後陸點傳師慈悲：活佛老師在訓文中稱大家為「賢徒」，這非常難得，表

示對我們的肯定；老師也給教學團隊掌聲，以資鼓勵。願學院上下同心同德，再

接再厲，精益求精。 

四、專題研究 

崇德學院的開學典禮，除了恭請仙佛臨壇指導教育方針，校長慈悲開班意義

及壇訓之外，也安排碩一新生的先修課程，由學院的教授進行專題研究的講述。

本期分別由唐經欽、施春兆、洪淑芬等三位教授傳述。以下就課程之內容，擇其

重點分別敘述之。 

（一）唐經欽教授：一貫道真傳之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 

活佛師尊於〈宗風聖教〉慈示云：「今宗風化世，五教歸一，聖道揚於世間，

君子闡道而行，代天宣化，可化三界於時中也。」一貫道以「道」為核心，傳承

融攝中華道統文化，以道攝教。道為體、教為用，成為五教同源之理據，所以道

之宗旨亦云「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課程中，唐教授首先說明「一貫道真傳」之要義，包括「天命真傳」、「道統

真傳」及「性理真傳」。其中「性理真傳」即白水聖帝所慈示之「佛佛惟傳其本

體，三教一理盡貫穿」之真理大道。繼而再從「根源本體」、「宗旨」、「主權」、

「法門功夫」及「結果」等項目，闡述道與教之分析，用以實證「道」之為本體，

乃聖人之本心；「教」之為用，乃聖人之教化；「道」為教的根源，為生命的源泉

活水；「教」是道的延伸，乃枝幹葉脈，所以「道」與「教」相輔相成，明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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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用，本固始可枝榮。 

緊接著唐教授再說明一貫道所闡述之「道」，實為融合三教所論之「道」。就

三教所闡述之本體而言，儒家所論之「上帝、仁、中、良知良能」等；釋家所論

之「佛性、自性、真如、法身、如來藏」等；道家所論之「谷神、玄牝、無極、

道性」等，其實質內涵皆通同於一貫道所論之「道、先天原始本體」。而再就三

教的證體工夫而言，儒家所論之「執中貫一、存心養性」，釋家所言之「萬法歸

一、明心見性」，道家所說之「抱元守一、修心煉性」等，依然展現殊途同歸之

意義。然而，一貫道所不同於五教之殊勝處，在於天時道運已至末後之白陽文運，

故上天降道，大開普渡，白陽修士可「先得後修，依體起用」，從明明德擴而充

之，從新民止於至善，在天人共辦、渡己渡人中，依本體發用以臻於圓滿，從小

同以迄大同，以實現彌勒蓮邦之究竟圓滿。 

（二）、施春兆教授：一貫道得道之研究 

白陽修士經由明師一指點而得以超生了死，乃為得道之無上殊勝。而此殊勝

因緣，乃上天降道之恩，歷代祖師道脈相承之恩，老祖師及師尊、師母傳道之恩，

白水聖帝及各位成道前人輩開道之恩，吾人方有此得道之殊勝機緣。然而，欲將

上天之福音廣傳於世，過去前賢輩只講「道很好」三字，即可渡化許多眾生之情

況已不復存在，在與時俱進的現今必須將理論闡述清楚，同時落實於實踐中，方

能符合現今時代之需求，繼而培養更多修辦道之人才。 

崇德學院七大教學指標，包括：得道、學道、明道、修道、講道、辦道、行

道。「得道」既置於第一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如何就「得道」展開具

體的研究，同時達到一世修一世成？過去幾年，施教授主要以身心靈三個面向來

闡述，109學年度起，則是以《一貫真傳之殊勝》的 17 篇聖訓為主軸，依次融

入原本的身心靈相關架構中，強化「得道的研究」之深度。至於身心靈三個面向

的探討重點如下：就「身」的研究層次而言，可包括醫學、躲劫避難、素食健康

等；「心」的部分，包括三寶心法、經典聖訓的薰陶、修持功夫等；至於「靈（性）」

的層次，則可由死後的世界、靈性出竅、身心安頓等方向來探討。而研究文獻與

研究方法，則可以由祖師著作、仙佛聖訓、各教經典、學術期刊、田野調查、口

述歷史或訪談紀錄、文本或文獻分析、仙佛慈悲顯化等等，加以探究得道之殊勝。

至於研究目標，在於從理論與實踐之等持中，經由「得道」至「行道」等七個階

段，最終達於內聖外王之境地。 

最後，施教授分享其對「得道研究」等相關主題所發表的九篇論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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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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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探討〉、

〈明師一指超生了死——一貫道生死解脫觀研究〉、〈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

《活佛師尊慈示修道方針》為例〉、〈一貫道全人化素食教育養成之研究〉、〈淺探

宗教壁畫藝術——以發一崇德四幅油畫為例〉、〈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修道

保險單》為例〉、〈佛殿藻井藝術設計之美——以一貫道崇德學院為例〉、〈疫情下

之生死教育——持齋修行躲劫難〉。而藉由以上關乎「得道研究」之探討，亦更

加肯定「道真、理真、天命真」，體認「明師一指超生了死」及「一世修一世成」

之殊勝。 

（三）、洪淑芬教授：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濟公活佛慈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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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白陽文運，儒家所倡導之

五倫八德與修齊治平，皆以「禮」作為道化世間之開端，而一貫道弟子所遵循之

佛規禮節，更是白陽修士之「天律」，返鄉覺路之「天梯」，學修講辦之「基石」，

維繫道場之「綱紀」，乃白陽修士的「必修功課」之一，足見禮與佛規禮節之重

要性。 

濟公活佛、白水聖帝於〈重復古禮〉聖訓中云：「禮，按其禮節、禮制、禮

法而成。行於日常，推及四海，奠道場之基。」就禮的結構與實踐範疇而言，依

仙佛之慈示可分為：「禮儀」、「禮法」、「禮文」、「禮制」。就「禮儀」而言，即敬

天地禮神明的儀式、修辦道的禮節、待人接物及應對進退等禮儀；就「禮法」而

言，可視為十五條佛規、三清四正等條規、規戒；就「禮文」而言，一貫道的佛

規禮節、三表、五愿等等，都有具體的禮文內容；就「禮制」而言，可視為道場

的組織架構、運作體制等等。因此，佛規禮節的研究範圍極其深廣，而其作用不

僅為修辦道提供遵循之儀式、奉行之條規，亦為白陽弟子提供內省之動力及道化

的生活方式。 

洪教授亦針對佛規禮節的基本作用，提出「立、節、和、序」等四點加以說

明。所謂「立」，乃指個人之修身立己，若能依禮而行、據佛規禮節而奉持，不

僅個體足以挺立於道場，更能帶來整體道場的和諧秩序。所謂「節」，乃節制、

修正、約束、品節等意義。透過佛規禮節的「節制」作用，足以約束個人的身心

言行，使之合乎節度中道，無有太過與不及；而透過「品節」，則可區別尊卑、

上下、親疏、遠近、內外等關係，使天職及執事等得以各正其位，各行其禮，形

成井然有序的道場倫理，達到禮之「和」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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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知佛規禮節的精神重在實踐，追求內外合一。藉由得體的禮節儀式，將內

心的誠敬給予體現出來。至於，「敬、靜、淨」，更是佛規禮節的實踐項目所在，

包括行禮者內心的誠敬，禮式禮容的肅靜，器物果品的潔淨，都是實踐佛規禮節

時所不可或缺的重點。可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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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家園的一道同風。因

為有佛規禮節，白陽修士才能攝心範行，防過止非，並從收歛克制，走向運任自

如，從容圓滿，和諧有序。 

五、 結 語 

  崇德學院第六屆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在校長慈悲講述壇訓後，圓滿

落幕。全體教職員生，謹遵仙佛的慈悲指導，誠心敬意注入教與學之生

命力。並秉承聖人之宗風聖教，老祖師、師尊、師母之鴻慈大愿，繼承白水聖

帝培育道場人才的遺願，以延續歷代聖哲之道功，承接千古聖佛之德範，共襄三

曹普渡收圓之聖事。（撰文：洪淑芬、顏金漢、陶桂蘭、劉櫻婕／攝影：

蔡孟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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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崇德學院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 全體大合照 

 

 

校長陸點傳師帶領學院教職員生 獻香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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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帶領學院教職員生 獻香叩首  

 

 

崇德學院教職員生  獻供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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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陸點傳師慈悲 恭請仙佛臨壇指示 

 

 

南屏道濟臨壇慈悲指示：「教學團隊」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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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道濟臨壇慈悲指示：「教學團隊」訓文 

 

 

南屏道濟臨壇慈悲指示：「教學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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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訓文 

 

 

班員專注聆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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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經欽教授傳題：一貫真傳之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 

 

 

謝居憲教授 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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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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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員以視訊方式聆聽仙佛之開壇 

 

 

部分學員以視訊方式聆聽仙佛之開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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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崇德學院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 全體大合照 

 

 

110學年度崇德學院開學典禮暨第十三期先修班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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