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講師」甄選實施細則
（依據真佛宗章程守則「講師和助教守則」，製訂本實施細則）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止（依宗委會辦事處的收件日期為準），逾時不收。
二、報名地址：世界真佛宗宗委會（西雅圖/台灣) 辦事處
1.西雅圖地址：17110 NE 40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U.S.A. （宗委會西雅圖辦事處)
Tel：1(425) 885-7573

Fax：1(425) 883-2173

2.台灣地址：54264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蓮生巷 100 號 （宗委會在台辦事處)
No. 100, LianSheng Lane, Shanjiao Village, Tsao-Tu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aiwan, 54264, R.O.C.
電話 TEL：+886-49-2312992

傳真 FAX：+886-49-2350801

三、報名方式
1.

如當地已設立密總會/密總協會（如台灣、馬來西亞、印尼）
：敬請報名者將本實施細則項目五
「報名文件」所列的全部 11 種文件，在 1 月 10 日前，一齊郵寄至當地密總會/密總協會。由密
總協助彙整所有報名者的文件，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交到宗委會辦事處來審核。

2.

如當地未設立密總會/密總協會：除了本實施細則項目五「報名文件」內的第 3 種「當地密總推
薦函」
，不需呈繳以外，請報名者將項目五所列的其餘 10 種文件，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一
齊交到宗委會辦事處（西雅圖/台灣)。

3.

Email 電郵： tbscenter2017@gmail.com

四、報名條件
1.

報名者須為現任助教，且連續任滿 3 年以上者。

2.

報名者須由道場推薦，每個道場最多推薦一人報名參加甄選。

3.

報名者須為推薦道場的常住助教。

4.

報名者須年齡 60 歲以下。

5.

報名者本身的行持：（以下四項全部具足）
① 大禮拜已達 10 萬拜。
② 四皈依咒已唸滿 10 萬遍。
③ 根本傳承上師心咒已唸滿 100 萬遍。
④ 護法咒已唸滿 10 萬遍。（請自行選擇護法）

五、報名文件
1.

講師甄選申請表（已填好，並貼上二吋照片一張）
。
（講師甄選申請表的空白表格，請自行從真
佛資訊網路「檔案下載區」內下載填寫。網址：http://tbsn.org/chinese2/fileslist.php）

2.

道場推薦函。道場推薦函的規定：
① 必須是道場的公函。
② 公函最上方：具有道場全名（Letter Head）。
③ 公函中間部份：是道場理事會（即道場組織）的推薦內容。此推薦內容必須經道場理事會
開會決議通過。
④ 公函最下方：必須有道場蓋印，以及理事會會議的理事們簽名。

3.

當地密總推薦函。（若當地未設立密總，則免除此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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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報名者必須每半年呈報法務報告。
二位或二位以上的上師推薦函。（每篇推薦函，由一位上師撰寫、署名。如當地有上師，則其

6.

中至少一篇是當地上師的推薦函）（當地：以國家為範圍）
一位或一位以上的常住法師推薦函。（每篇推薦函，由一位常住法師撰寫、署名。如道場沒有
常住法師，則免除此項文件）

7.

社會服務記錄。（如幫助華光功德會或國家、社區的記錄）

8.

肺結核的檢驗報告。（必須不罹患肺結核）

9.

B 型肝炎的檢驗報告。（必須不罹患 B 型肝炎）

10. 如果曾經參加助教培訓班、佛法研習班……等課程，可提供結業證書影印本，作為甄選參考。
11. 讀書心得一篇。寫作字數與題材的規定：
① 每篇讀書心得，字數為 1000～1200 字。(註明書名)
No
一

② 下表的師尊著作，略分為十二類。請自下表中，挑選一本書，撰寫讀書心得。
類別
書號及書名
靈學

16&20 靈機神算漫談（正續合集）、19 靈與我之間、21 靈魂的超覺、022 啟靈學、24&25
靈的自白書（正續合集）、27 靈的世界、34 輪迴的祕密、38 盧勝彥談靈、39 異靈的真
諦

二

密法

49 靈仙金剛大法、51 無上密與大手印、54 密宗羯摩法、55 大手印指歸、56 密教大圓滿、
63 真佛秘中秘、68 密藏奇中奇、75 真佛法中法、81 真佛儀軌經、114 密教的法術

三

詩集

149 水中月、160 葉子湖之夢、165 小詩篇篇、186 寂寞的腳印

四

法義

59 真佛法語、80 佛王之王、96 蓮生活佛的心要、102 甘露法味、107 粒粒珍珠、122 密教
奧義書、124 背後的明王（守護神的秘密）、154 智慧的光環、156 清風小語、161 清涼的
一念、167 靜聽心中的絮語 、174 一道彩虹、209 魔眼、214 瑜伽士的寶劍、216 當代法
王答客問

旅遊

210 寫給雨、141 南太平洋的憧憬、143 人生的空海、144 尋找另一片天空、162 異鄉的漂
泊、175 天涯一遊僧、189 神話與鬼話、205 阿爾卑斯山的幻想、210 寫給雨、213 寫給大
地

六

真如

182 不可說之說、184 給你點上心燈、188 送你一盞明燈、192 天下第一精彩、195 拾古人
的牙慧、199 風來波浪起、200 開悟一片片、203 孤影的對話、207 拈花手的祕密、208
大笑三聲、217 海灘上的腳印、221 與開悟共舞

七

救度

112 密教大守護、148 咒的魔力、163 度過生死的大海、173 一夢一世界、181 指引一條明
路、198 金剛神的遊戲、206 超級大法力

八

道門

57 道法傳奇錄、61 道林妙法音、98 法海鈎玄

9

堪輿

29 地靈探勝與玄理、43 地靈仙蹤、69 陽宅地靈闡微、73 陰宅地靈玄機、78 陽宅玄秘譚

10

本生

76 幽靈湖之夜、228 法王的大轉世

開示

語語昇華（五冊）、虹光大成就（七冊）、偕汝談心（八冊）、佛法縱橫談（四冊）、新虹
光大成就（五冊）
、追求地上，就會失去天上（一冊）
、佛學總說（一冊）
、細說完整密法
儀軌（一冊）
、真佛經解說（一冊）
、佛說阿彌陀經與彌陀法要（一冊）
、無上究竟的淨光
（講解心經。一冊）
、清淨的圓鏡（講解圓覺經。全四冊）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冊）
、密
教智慧劍（講解密宗道次第廣論。十三冊）、六祖壇經

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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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
案例

12

214 瑜伽士的寶劍、258 寫鬼、259 鬼與盧師尊、262 鬼中之鬼、263 鬼域、265 鬼的總本
山、 268 大陰山、269 神通遊戲
267 靈光隱隱、260 天上的鑰匙、264 虛空無變易、266 黃金的句子

六、資格審核：報名者依照本實施細則項目一至五之規定報名，經宗委會核心小組會議審核通過，即發
給應考證、講師助教應試基礎教材、考試流程表。
七、二０一九年助教/講師培訓日期地點及考試日期如下：
1.美國區：(地點：彩虹雷藏寺)
培訓上課時間:6 月 17 日（一）
考試時間:6 月 18 日（二）
2.印尼區：(地點：印尼雷藏寺)
培訓上課時間：6 月 25 日（二）
考試時間：6 月 26 日（三）
3.大馬區：(地點：般若雷藏寺)
培訓上課時間：7 月 5 日（五）
考試時間：7 月 6 日（六）
4.台灣區：(地點：台灣雷藏寺)
培訓上課時間：7 月 13 日（六）
考試時間：7 月 14 日（日）
八、考試使用之語文：中文、英文、印尼文。（任選一種）
九、考試內容：真佛法中法（師尊文集第 75 冊）
、真佛儀軌經（師尊文集第 81 冊）
、智慧的光環（師尊
文集第 154 冊）、瑜伽士的寶劍（師尊文集第 214 冊）、細說完整密法儀軌（師尊開示錄）、講師助
教應試基礎教材（由宗委會提供給應考生）。
十、考試分數比例：筆試 40 分、梵唄 20 分、面試 30 分、讀書心得 10 分。
十一、

講師之任用

1.

講師証書有效期限為三年。

2.

宗委會每三年審核講師資格一次，凡績優者得予續任，可續任無數次。

3.

講師須服務於原推薦道場，不得於其他道場服務。

4.
5.

講師須配合該道場推動法務工作，弘揚真佛密法。
道場理事會有權決定解除講師職務，但必須經道場理事會開會決議通過，並須以書面文件呈報
宗委會審核及回覆，由宗委會執行解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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