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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慈悲 編輯組整理

【特 稿】

天恩師德，上天慈悲，讓我們可以在繁忙中聚在一起研究道

理，在這樣非常的環境中，大家從遠地來到這裡，這種精神實在可

以感天，也可以感人。

教是富有不窮，學是接受

身為一位講師，就是從我們的學習當中，奠定未來教人的基

礎。不管在任何環境，教與學是相長的。「教」就是我們本身要

「富有」，若是胸中一無所有，能教什麼？因此，對於講師所有一切

應具備的，我們要去補充，不能夠「窮」。「學」是什麼？「學」

就是接受。這幾天有許多位講師會將大家所需要的補充給我們，如

果我們不能接受，那就會「一無所學」。學習當中有好的地方，我

們把心安住來學；不好的地方，我們也要學，學習在這個立場要怎

麼做，才不會重蹈覆轍。

教是教化，指引迷津

教是教化，指引迷津。不但指引人家迷津，藉機緣也指引我們

自己的迷津。在教誨的過程中，把不懂的變成懂，不明白的變成明

白，並且藉著這樣的機緣，讓我們變成教人的一分子，發揮我們的

能力。

講師的
聖職與使命
──重德道學院第五屆學員講師班

第二年面授課程

講師的
聖職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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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講師，就是代天宣化，這是

一個了不起的神職。我們大家看一看

「天」，自古到今它就是一個不倒翁，永遠

依時序而行，具備這樣的條件，才能代表

天來宣化。因此身為講師，自己要先用心

才行。好比今天我們講經典，講道德經就

代表老子，對於經義就要深切的探討、溫

習、實踐，經過一番修持功夫，在靈修中

明瞭它的奧義，方才可以深入我們的腦海

中。

先學後教，教學相長

在一教一學之中，能成己成人，人我

相互提昇，達到教學相長的境界。所以要

擔任講師，對於未來的計劃，一定得「先

學後教」。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困」。因為學，才知道自己不足的

地方；將來有機會教人，一定會遇到好多

困難。所以在「不足知困」的環境中，我

們自己不斷提昇，進一步從困難中，了解

情理充實的重要。更加了解到自己也是在

學習，了解到人大都是「學而知之」，很

少有「生而知之」的，進一步能諒解他人

不足的地方，幫助他能在溫馨的道場中

成長。

風範應謙恭和藹

講師的風範也很重要。站在

台上要合理合情，要有特色與

風度。平常學習講道，與人接

觸談話，應該謙恭和藹，非常之

謙虛、非常之恭敬。所謂「愛人

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希望人家愛你，就靠你愛人而來；希

望人家來敬你，就靠你敬人為原則。

謙就是下，以別人為高，謙恭非常重

要。我們今天所講的是上天之道，

應該要把上天萬有俱全的精神拿出來，然

而，我們雖然代表聖賢仙佛，但我們畢竟

還不是聖賢仙佛，所以一定要謙下而恭

敬，這樣才能將自己的立場保護得很安

全。在態度上，要和藹有禮。道場並不是

發號施令的軍訓教室，講師要能將裡外修

持表現在我們身心，讓人家看到我們覺得

好舒服。很多時候我們講道很激動，但心

裡是平衡的，不會怒髮衝冠，也不會語氣

傷人，這在講台上是很重要的。

講師不為名聞利養

在心理上，要「不為名聞利養」。今

天我們上台來代天宣化，不是為了名利，

為了其他的企圖，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心

願，也是我們的機會，可以代表上天來盡

一點能力。要名要利的話，應該到社會上

去爭取。你能盡心盡力，所有的一切，不

需要去表揚，上天一定會賦予給有緣的

人，讓每個人都知道。所以我們在心理

上，不要為名利而講道，也切記不可為了

想勝過別人、為了比

較功德而說法，

這 是 每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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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修

持的重要

功夫。每個

人應為宣揚

上帝之真理而

說法，為了助眾

生修行來宣化，為

了讓自己、讓世上的

眾生可以立愿了愿，這

樣子來說法可以消自己的

冤孽，也可以消人家的冤

孽。由於我們是藉上天的因

緣來接近聖人的道法，因

此，如果心中還有怨氣沒

消，也會在教學相長下，自己

覺得好慚愧。自己改毛病，也

幫助人家改毛病；自己除煩

惱，也幫助別人除煩惱。這樣的

說法，保護性就非常之堅強了，

可以救己，可以救人。

保持齋莊中正、不卑不亢

由於知道我們說法的起源，由

於我們耐心地發揮自己真正的能

力，所以在說法中，

我們就能保持齋莊中

正、不卑不亢的莊嚴風

度，以發揚道真、理真、天命

真及三教經典作為依皈。在講道

中，除了真道真理，就不會參與

自己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意見一參

與進去，就會有是非。聖人教誨留

下來的經典，我們不能隨意改變，因

為我們的心還沒有悟到最高境界。

講道不談顯化、不論政治

在講道中也不談顯化。顯化是微妙的

事，是一個機緣，不是每次都看得到的。

談了之後，若不是親見，則容易變成謠言

惑眾。同時也不談政治。我們今天雖未出

家，乃是在家修，其實可算得上是出家修

持，因此，不要去議論政治，只要單純地

以修身煉性作為我們的不二法門，以誠意

正心作為修持的工夫，以成道作為最高的

目標境界，如此才能指引同修體會天道真

正的奧義，了解師尊師母的救世精神，明

白師尊母將救世之聖職交給我們的大恩大

德與尊貴殊勝。

圓融十方，

面前不讚易，背後不談難

先把握好這些重點，接著要注意到自

己處事待人的方法。身為講師，接觸的範

圍很廣泛，在講述前賢的種種舉動時，一

個講師的立場要注意的：我們在任何的環

境中，要有圓融十方的品德。如果我們不

重視自己的品格，講什麼都沒有用。最簡

單的，作為一個講師，好多人認識我們，

他們會參與我們，所謂「面前不讚易，背

後不談難」，每個人在人後多多少少會有

幾句不中聽的話，這是很不適當的。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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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在人前不讚美對方，也是我們失覺

之處，因為不能讓人家感覺心裡愉快；在

人家背後談論，更是我們失察的地方，作

為一個講師絕對不可以觸犯。

圓是無缺無多，融是相和

什麼是圓？無缺無多，多了尖上去就

不圓，缺了一角也不圓，所以不可有尖有

角，圓了才能轉，才活潑玲瓏。在台上講

道，所有一切都要活潑玲瓏，來往無阻

礙，如果受到阻礙，那就是不圓。「融」

就是相和在一起。今天我們大家聚在一

起，你看看雖然這麼多人，我們其樂融

融，這是大家能「合」，因為我們的心念

只有一個，沒有其他的雜質在裡邊，這樣

的境界就叫「融」。好像作菜的「酸甜苦

辣鹹」五味；作畫時的「紅黃藍白黑」五

色；由家庭到社會國家的「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音樂的「宮商

角徵羽」五音；天地的「金木水火土」五

行，分別雖多，能互相配合，就能相得益

彰。好比五味調和，煮的菜就好吃；太鮮

艷的顏色加上其他顏料，就變得非常之柔

和；一個家庭能遵守五倫，

大家能配合，就能享天倫之

樂；不論哪一種樂器，演奏

時音調相和就悅耳，可聽到

高山流水、悲歡離合等感人

旋律。

圓融相遇，十方如意

圓融相遇，就能十方如

意，無論哪一方面都能令人

得到愉快的心情，大家能完

全配合，就不會損害到對

方。如果說我們心中有一個

不平之氣，使得我們沒有圓

融的心情，想出來對付人的方法是又尖又

毒，好像一枝無形的箭，這樣的話，是既

損人又損己，對人沒有益處，對自己也失

掉德性。

要見人長也見己短

所以在「圓融十方」的品德中，我們

要愛人。這個愛是廣泛的愛，大家互相關

心，而且一定要有「恕道」，內心才會平

靜。不如意的事不能有怨氣藏在心頭，否

則你的愛心付不出，連關心都沒有了。往

往我們最容易犯的過，是「不見人長」。

「不見人長，愚也」，人家的好處、長處

我們沒有看到，這是愚笨的；見到人家的

長處，故意忽略不予理會，或是不知足，

要求很高，任何事總覺得不圓滿，這是愚

人中的愚人。「不見己短，惡也」，不肯

承認自己的缺點是惡人，這點是我們大家

的通病，常常自己做錯事，別人提醒我

們，我們會說「沒關係啦！」別人再說，

我們就老羞成怒，這樣子掩飾自己的缺

點，是惡人中的惡人，不好之中更加不好

了。這點通病大家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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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要知仁兼備

更進一步讓自己在修學當中能海闊天

空，學習「青山長在，樂水無止」的行

跡，那麼樣的自然。論語上孔子說：「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兩個重要的道

理，就是要我們作為講師的人，把「智」

與「仁」當作兩個重點，因為「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我們先來了

解水的性質：水是清的，沒有雜質；又是

明的，一點都沒有掩飾；還是動的，它可

以移來移去；也是活的，可以應萬物。所

以智者就像水那樣清楚。一個有智慧的人

聽話、講話、看事、辦事，對事情的立

場、真假，都分得好清楚，好明白，為什

麼呢？他的心非常靜，遇到外面的拂逆

時，靜能生慧，在環境中可以明白一切，

辨別是非，因為他沒有煩惱，了解世界上

不值得我們去煩惱，當下的境當下就停

止，解決就沒有了，但是我們呢？當下解

決之後會記在心中，藏在心裡，永遠不放

過。這就成了我們的雜質，變成不明是

非，也不清楚，也不明白，於是煩惱多

多。所以智者能清楚、明白、辨是非、拂

煩惱，他的動與流是無止的，所有來的一

切都幫你洗刷沖掉，你看水往東流，它永

遠不回頭的。因此，當下該止即止，還能

活潑玲瓏，這是「智者樂水」的道理。

安命不攀緣，故壽

「仁者壽」，一個仁愛的人，一定能

長壽，這是因為他內心敦厚，不消福報，

而且穩重有涵養，又不容易衝動，引起內

心的煩躁。所謂「仁者不憂」，仁愛的人

不會有所憂慮，因為他覺得付出是應該

的，給出愛也是應該的，付出時不擔心對

方恩將仇報，不會有種種憂慮的心情，所

以能「安命」，能靜靜接受所有因果、輪

迴、生死，知道什麼都是應該受的，而不

向外攀緣。我們就不是了，不安於命，內

心掙扎，不屬於我們的，我們硬要攀一個

關係，導致憂心煩惱得失利害，而減損我

們的壽命。

一理而通，運行無止

智是動性，仁是靜性，

合起來說，就是法天法地。

天在變化，地不變，靜動在

太空之中，一理而通，天地

之法則只有一個道理並且相

通，所以可運行無止。因

此，修行要學青山常存，樂

水無止。永遠盡我們的能力

付出，不要攀緣，不要執

著。

舌為禍福之門

作為一個講師，一言既

出，要非常小心。所謂「舌

為禍福之門」，舌頭可說好



講師的聖職與使命／ 72005.9

博德 第 5 期

話，招來福德，種下好多福報；也可說惡

話，招來禍害，種下無限禍根。好多人會

顛倒是非，把一句正面的話講成反面，反

面講成正面，這是千萬不可以的。今天我

們如果捏造謠言，顛倒是非，挑撥離間，

想一想，因果若真，將來將打落那一層地

獄？老師曾慈悲：「言語知節寡愆尤」，

講話中要知節止，該言則言，不該言則不

言，那你的過失、冤家就會越來越少。修

道只求無過，能無過，便已滿心歡喜，如

果還不小心擔過，不是很不值得嗎？

言多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

在人群中，言多取厭。俗云：「一言

不中，千言無用」，不要在一旁講太多無

益的話。一個有智慧的人，話的用意在哪

裡，他馬上了解，講太多不該講的，就惹

人厭棄，這是最不好的後果。而且「虛言

取薄」，虛假的話，好比問他：「你明天

來嗎？」「好啊！好啊！」到了明天不見

人影，告訴他：「你要小心啊！」他說：

「可以！可以！」到後來也沒結果。從今

之後，你失去保護的能力，別人也保護不

了你，每一個人對你的看法越來越不對，

不是別人看輕你，而是你自己取薄於自

己。還有「輕言取侮」，隨便答應、隨便

講話，別人能贊同你嗎？

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因此，身為一位講師，時時要謹言慎

行，因為「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一句

話可以彌補別人的短處，一句話也可以抹

煞別人的長處，甚至完全否定一個人。聖

人說：「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該

講的講，不該講的不講，千萬不可顛倒。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平時講話要秉持良善的心來付出。人

家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

寒」，我們在上海有「三冬天」，就是冬

至後的三十天，那是最寒冷的，一句善

言，好比在這樣寒冷的三冬天給人溫暖；

一句惡言呢？六月是很熱的天，霜是九月

才有的，六月下霜不合時令，會損害農作

物，一句不懷好意的話，好像六月下霜一

般，已經傷了人的心了。所以在學言當

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修道無過已經很難，莫再因不適當

的言語而擔過，這是講師要特別小心注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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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語甘泉】

【慈語甘泉】

講道說法語要真 道理不在多奧深

親自體悟本性出 句句誠懇必感人

空拉琴弦唱高調 言多行少定失人

智慧辨別分優劣 賞心悅目未必真

實事求是盡本份 多行方便得人欽

一般講道以背書 言不由衷人煩神

囫圇吞棗無消化 原版再出失精神

勤研至理須分析 仁任承擔坦坦然

口若懸河宣真理 皆大歡喜證品蓮

⋯⋯

1. 以真理天道為心靈單位依皈。

2. 以佛堂為道德家庭，與前賢後學共修同參共證。

3. 以莊德本性啟德中庸之道，作為修證的準繩。

4. 以弘揚聖佛菩薩之福音，作為神聖的使命，但不可以自我意識為主，否則

背因果。

5. 以誓願立言，作為不間斷的動力。

6. 以腐朽化惡向善之精神的感召，鈦心輔助點傳。

7. 肯定自我生存的意義，領受正法、得聞真道、追隨明師。

8. 精通各宗教經典之意義，以四書為主，導向先天大道之最高宗旨。

9. 勤耕寸田，在本世紀創下新紀元，播下了種，在地上的耕地有新的生命。

10.大家皆成佛道，捨我之命而不惜。

講師的精神信仰座右銘：

仁為己任──講師

◎編輯組

◎編輯組

摘 錄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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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講者宣揚也，師者傳道、授業、解惑

也。所以當你有心勸化眾生的時候，第一

認識自己；第二除掉脾氣；第三親近賢

人；第四讀善書莫為文字所著，從小善做

起，莫因為小功德即隨便放棄，也不能爭

上下而意氣用事，更不要為了人情而講道

理，如果能如此，辦事才有毅力。

講師的五種功德：

第一，可以聽所未聞。第二，可以學

而時習。第三，可以見不傾邪。第四，可

以心不狐疑。第五，可以瞭解甚深之法。

時時精進，動靜合宜

道就在自身，因此，身為講師不僅要

時時精進，更要動靜合宜，從站起來開始

就要注意，鞠躬、上台、講話等等都是

道。講師在上台講課之前，要向點傳師請

命，這是禮節。就像在講課之前要向佛位

三鞠躬一樣，要讓點傳師知道你要上去

講，講不好的請點傳師慈悲，這些有沒有

做到？

金剛經第一篇中佛陀只講身行，由自

己做起，道理即在於此。一個人的修持到

達什麼境界，觀其心（理）、意（氣）、

身（象）是否一體即可知曉。三界諸佛，

十方一切，十二部經藏，在自性中本自俱

足，但是又不含一「法」，不可因法執而

束縛了自己，變得不敢講話，要動靜合

宜，該開口時就要開口。

只願做橋樑，莫誤當廣播電台

「講師」講什麼？講師有什麼重要

性？講師就是講成全人的話、對人有益處

【慈語甘泉】

真理宣化的使者──講師

感恩之心常懷抱　佈德之心當知曉

驕傲之心不可要　反省之心好不好

勇猛精進要持續　理念正確不可少

儀容端莊有禮貌　態度從容心莫驕

責任負起大愿了　把握佳光修性苗

時不我與莫虛渡　快馬加鞭速奔跑

修得靈性光爍爍　修得自身無煩惱

一本初衷存善念　克己復禮渡賢僚

莫要執著守中道　常自體悟道玄妙

一步一步站穩腳　念念守中才可靠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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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講師是橋樑，是點傳師與道親之間

的橋樑。講師不可以隨便做廣播電台，要

圓圓融融，誠於中形於外，隨著金線辦天

事。今天天道講什麼？儒家思想。我們闡

述的就是身心、品行、道德、觀念、良

心，在行為上可以教人家這麼做，在教人

智慧上我們有四書五經、各教經典可以來

啟迪人的智慧，讓人更能超凡入聖，這是

天道殊勝的地方，講師明不明白？現在我

們要學著內外要圓滿起來，充實起來，我

們去感化人幫助人，這講師做起來才稱

職，對不對？

對自己所說的話負責

當講師得要台上台下都一樣，那就是

言行合一；不當講師時，也一樣要修辦

道，一樣要從修身養性開始。你們想代天

宣化，就要有一顆天心、濟世救人之心，

時時警惕自己，話不可亂說，天時也不可

亂猜測，還有講出來的話要盡量圓融。講

課的人對自己所講的道理要正確，而真正

成功的講師，是一個能全心全意掏出自

心，把道氣表現出來的人，這樣的道理最

吸引人了。講課者如此，翻譯者也是。

謙卑是最好的語言

你這顆心是要存著效法聖賢的心，存

著普渡眾生的心，存著謙卑的心，存著慈

悲的心。身為講師的，如果不知道謙卑的

道理，以為在道場所得到的一切成就，是

理所當然的、是上天應賜予的，那麼，上

天在你周遭所示現的一些微妙道理，是沒

辦法體會到的。若想說話使人信服，就要

先把驕傲心、不平之心降伏，以最平和、

最有自信的心表現出來，至於那些無意義

的話就少說為妙。

言而必行，行然後言

當了講師，首先要看重自己，想要當

大家的標竿模範，就要真正擔起責任，而

不是濫竽充數。不要整天只會抱著書本，

只會講文字道、說語言道，道不在言說，

貴在實行！你平常忙著講道，都沒有反觀

自己，到底這個道場缺欠什麼呢？為什麼

辦道這麼多年來，還是如此？好像聞不到

一股儒者的風味，有點急躁、好動，靜不

下來，缺少文人的氣質，道的風範就顯現

不出來，所以要多讀書，每天撥一點點的

時間，看看聖賢的書。諸葛孔明的出師

表、李密的陳情表讀了嗎？當講師的這兩

篇文章要讀一讀，可是讀書不要讀死書，

要學以致用，要迴光一番，那你才能時時

保有心靈的覺醒。

承上啟下

講師是做什麼的？「承上啟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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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也知道要承上啟下，就上下都承啟得

不好，所以倍感挫折是嗎？不要怕，要有

不足才會有進步。「承上啟下」又不是你

一生下來就會的，大家都是在學著做，有

誰一定會做得很好呢？要試著做才會有經

驗，以後才有能力教人家；所以不要怕失

敗，不要怕做不好，這都是寶貴的經驗

啊！

尊師重道

講師還有什麼要做的？要「尊師重

道」，想一想，為什麼會當上講師，一定

是自己有了體悟、感想，然後試著去講，

講到讓人了解、明白；而這個「講」還是

要經過學習的，如果什麼事情都講得不圓

融，如何稱得上「講師」呢？

別忘了，講給自己聽

講師講課或渡人時，你講得再多，或

許對別人很有用，但對自己卻一點用處也

沒有，因為你只是講給別人聽而已，自己

從來也不曾用心去觀照過，這樣的講課、

渡人就太可惜了。講師不可以「上台呱呱

叫，下台道氣消！」四書的三綱領：「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自明其德，就是正己，再化新民，

就是成人，也是渡人、辦道的功夫。金剛

經的宗旨是什麼？自覺覺他，自不能覺，

焉能覺人？這不是「盲師害瞎徒」嗎？一

盲引眾盲，脾氣毛病一大堆，也不知道往

自性裡頭迴光返照，難道當講師的只會講

給別人聽，從來也不知道要講給自己聽

嗎？

不斷充實、學習，以求精進、提昇

做個講師要時時充實，怎樣才能使眾

生明理，如果還有不明白、未學到的，就

要低心下氣去請教他人，如果請教後還是

不明瞭的，就要多研究三教經典。人的一

生，能夠生而知之的，那已是很少的了，

一般都是學而知之者多，你們千萬不要凡

事都推說我不知！並非你不是講師，就不

用去講道理給人聽，不是辦事人員的，就

不用去做，不論任何角色的使命都是一樣

的。你們都蒙受上天之恩，只有盡心去做

好自己的本份，才算是個學道的人。

謹守師囑十條

第一條：佛規禮節要守好。

第二條：承上啟下要作好。

第三條：毛病脾氣要改好。

第四條：入孝出悌要作好。

第五條：言行相顧要守好。

第六條：三教經典究明瞭。

第七條：宣揚聖道愿要了。

第八條：三清四正謹修好。

第九條：始終如一誠心抱。

第十條：異苔同岑法舟搖。

恩師慈囑講師十條，希望講師，時時

懷抱，刻刻謹守，拳拳服膺，緊緊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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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道學院特稿】

肆、河圖的出現與河圖歌

一、龍馬負圖：

二、龍馬負圖的涵義：

1.龍頭：龍、靈、能、潛龍勿

用、見龍在田、惕龍、躍龍、飛龍、

亢龍。見群龍無首、時乘六龍以御天。

2.馬身：代表我們人的身、心康泰。馬是千里的馬、馬是健康的符

號、代表一個勇者勝利者、代表仁者。

3.獅尾：代表萬獸之王。

4.牛蹄：一步一腳印，步步落實，無怨無悔。

重德道學院

易經課程記要（二）

重德道學院

易經課程記要
◎侯榮芳點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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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圖與河圖概說：

1.先有圖象，而後有文字、文章、經典。

2.古來圖象皆為紀氣數、明天道之用。

3.河圖、洛書為圖象之始，亦是易卦之所

本。後演繹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諸圖。

四、河圖名稱的確立：

1.尚書顧命篇：「天球河圖在東序」。

2.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乎！」

3.繫辭傳第二章第二節：「是故天生神

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

4.繫辭傳第六章第一節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

五、河圖的理、氣、數、象。

1.理：是不可見於形，而可由思想去明瞭

體會之。

2.氣：不可見，而可由身體感受，或借外

物而見之。

3.數：可見其形，亦可由其數之順序，名

其周流。

4.象：可見其形之顯。

六、河圖歌及其由來：

1.河圖歌：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

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

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

六在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

西，五十居中。

2.河圖歌的由來

子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繫辭

傳第九章第一節）

自天一至地十，為數之根本，亦是生

成的根源。此十個數字，乃太極一動所產

生的陰陽數，又稱奇偶數、天地數。

天數為一、三、五、七、九。地數為

二、四、六、八、十。陰陽各有五數，以

象五行。故河圖又稱「二氣五行圖」充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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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真諦所在。

3.河圖與五行生化

由此生五臟六腑週身所有骨節，八萬

四千毫毛孔竅，皆由河圖而生，生凡人，

生聖人如斯也。

◎人之本性由理天來；人之氣息由氣

天來；人之身體由象天來。

七、河圖歌與五行生剋的涵義

1.五行生剋圖

2.五行的由來

3.河圖中數之廣義

在數為「五十居中」，在宇宙稱之為

「本體論」，在哲學名辭為「第一因」，在

天之極定於「北辰」，在地之極定於「南

北極」，在人之極定於「性靈山」，在世

界之極定於「太極」，涅槃經謂之「常住

佛性」，楞嚴經即稱之「妙真如性」，華

嚴經呼之曰「一真法界」，禪宗便叫成

「主人翁」「正法眼藏」「如來藏」，儒家

則以「理性」「明德」「良知」「善性」相

稱，道家更謂之「玄牝」「眾妙之門」「徼

妙」，心經稱為「實相」，歷代聖賢、仙

佛、諸真人稱為「真常心」「良心」「菩提

心」「如來心」「佛心」「道心」「本心」

「聖心」「真如心」。此心說其大，則「彌

諸六合」，說其小，則「退藏於密」，自

古聖賢即求之此心⋯⋯。

4.河圖天地數與二氣之關係

兩儀、天地、升降、消長、動靜、清

濁、上下、順逆、生死、奇偶、男女、剛

柔⋯⋯。

天一 生壬水 生膀胱

地二 生丁火 生心

天三 生甲木 生膽

地四 生辛金 生肺

天五 生戌土 生胃

地六 生癸水 生腎

天七 生丙火 生小腸

地八 生乙木 生肝

天九 生庚金 生大腸

地十 生己土 生脾

更正啟事：

前期（第四期）刊載重德道學

院易經課程記要，「帝出震圖」內

容有誤，特此更正。

帝出震圖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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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地點：臺灣高雄　金山道院

道親班（第二期）第一年─2005年12月24日∼12月27日（星期六∼二）

講師班（第二期）第一年─2005年12月28日∼2006年1月1日（星期三∼日）

點傳師2005~2006年德業精進班－2006年1月2日∼1月4日（星期一∼三）

＊學員報到日期：於面授課程前一晚抵達

面授地點：美國紐約重德道學院

道親班（第二期）第一年─2006年3月10日∼3月13日（星期五∼星期一）

講師班（第二期）第一年─2006年3月14日∼3月18日（星期二∼星期六）

點傳師2005~2006年德業精進班─2006年3月20∼22日（星期一~星期三）

道學院十週年校慶暨掃墓（拜山）─2006年3月19日（星期日）

＊學員報到日期：道親班─最遲於面授課程第一天早上九時前抵達

講師班─最遲於面授課程前一天晚上抵達

點師班─最遲於3月19日（星期日）早上九時前抵達

面授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揚德佛堂

英文人才班第二年面授課程─2005年12月4∼7日（星期日∼星期三）

馬來西亞一日遊（Optional）─ 2005年12月8日（星期四）

＊學員報到日期：2005年12月3日下午6點前抵達

面授地點之聯絡

＊臺灣──邱朝琴點傳師（崇華堂青少年活動中心）

電話：（06）299-3269 傳真：（06）299-3295

Email： chonghua_tang@yahoo.com.tw

＊美國──重德道學院（重德佛堂）

電話：（212）962-5661 傳真：（212）962-5661

Email：nychungte@yahoo.com

＊馬來西亞──戴泉清點傳師（揚德佛堂）

電話：60-3-8941-5030 傳真：60-3-8941-5032

Email：yangde.my@gmail.com

重德道學院2005∼2006年
面授課程時間地點

重德道學院2005∼2006年
面授課程時間地點

【重德道學院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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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玉

2005年 7月 4日是重德道學院的大日子，因為道學院在高雄金

山道院開了一個很特別的班期──教師人才班。天恩師德，前人慈

悲，因為道場新生代身擔教職的前賢很多，她老人家慧心獨具，特

別慈悲開設教師人才班，此乃是重德道學院成立以來，第一次以

「職業」為參班的條件，而且前人還特別「撥空」自東南亞回台主

班，她老人家對此班法會的看重與期望，不但羨煞其他不能參與的

同修，也讓這個只有 25名學員的法會，成為道學院有史以來學習品

質最精緻的小班教學。

第一次看到教師人才班的招生簡章時，和很多同修一樣，心裡

感到很詫異，道場怎麼也和一般的社教機構一樣，開起了教育研習

課程了？參班後，才知道，原來前人看到身為教職的同修們，平日

早已習於站在講台上授課，豐富的教學經驗，若能佐以道學的培

養，理念的建構，不但能讓這些老師們在校對學生的授業教化，進

一步提昇到對學生們心靈的成長、開發啟迪學生的善性，而且也能

為道場培養出一批可代天宣化、弘揚天道的講師，所以特別以職業

別開設研習班。且為了提升學習效果，特別慈悲指示原已準備妥當

的香港同修暫緩來台，先以此次台灣區的教師人才班做為「實驗教

學」，希望先在小班裡投石問路，以做為未來推廣的基礎，所以設

定名額不超過三十人，以期每位學員們都能充分與授課講師

互動，提高教學成效。

所以，此次教師人才班的教學目標即以道學、教

育與人際為三大主軸，特別請到輔仁大學社會系學養

豐富的魯貴顯教授和自小修行、口若懸河、深通經

典的道學院副院長侯榮芳點師、及遠自香港來的一

位道學深厚鄧昭昌點師，作我們一群老師的教授

【重德道學院特稿】

參班心得參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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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課程內容精彩非凡。

研習課程中，鄧點師分享自己求道、

修道的歷程中，所體悟到的天恩與師德，

並藉豐富的道學涵養及紮實的修行經驗，

開示後學們「天恩師德」、「煩惱即菩提」

及「道的真諦」。

侯點師具有二十幾年的教學經驗，在

「班級經營」一課中分享以天道真理融入

學校教學成效的經驗；更讓後學們體會到

「師道」的殊勝，體認到自身職責的重要

性；並期後學們能有「圓滿的教師生

涯」，才能善握教化眾生的良好機緣。

魯教授以專業的社會學觀點，點出

「人際溝通」的技巧，以六祖惠能三十六

對法的方式，讓大家由許多的角度去觀

察、探討事物的真相，破除大家僵直、固

化思考的毛病，他的名言是「問題的本身

不是問題，提問題的人本身才是問題」、

「改變自己才能改變別人」，更以禪家公

案「瓶中鵝」為例，以言語棒喝我們的無

明妄執，在魯教授生動活潑的互動中，我

們跳離傳統道學講述及思考的模式，由社

會學的觀點領悟了真空妙有、萬法歸一的

真理。

前人慈悲所有教師同修說，老師就像

一名牧羊人，需先學習牧心，學修道就是

學習牧心的方法，但要牧學生的心，要從

牧自己的心開始，前人期勉大家在教學崗

位上，要先學習不動心，集義養氣是不動

心的工夫，更不要傷害學生，要以德感

化，讓學生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之才，讓

自己成為樹人樹德的良師模範。在「叩拜

禮節的真諦」，前人還親自帶領大家實

作，學習低心，學習如何將「禮」切實的

行於日常生活中，以莊嚴自身佛堂；此

外，前人還考量到，在煩忙的教書生活

中，不免心浮氣躁，若定力不足，智慧難

生，為了降伏大家煩躁不安的心，因此還

教導大家「靈修」的方法，希望所有小後

學身心靈都健康，才能善用人身，為學

生、為親人、為道場貢獻更多的心力；最

後前人以鄭板橋《金蘭詩》：「春蘭未老

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獃，歷盡榮枯是盆

蘭，幾回拔去幾回栽。」來勉勵所有前

賢，光陰似箭催人老，韶光易逝，要好好

行功立德，莫待年華已逝，才懊悔不已。

心聲迴響延長了一小時，就足以看出

大家對這個班的需求與評價。佳玲老師在

台上痛省自己的不足，而愴然淚下；就讀

中山大學博士班的光遠老師，肯定的說他

「來對了」、「賺到了」；挺著大肚子，

說她是來行胎教的真如老師；用「以師心

為己心，以師愿為己愿」和大家共勉的鍾

兄權煌；在四天的研習中，每個參班老師

們的真誠表白，讓我們不得不再次讚嘆前

人大德的眼光與睿智，相信只要假以時日

的培養與薰習，這批教師們必然會成為未

來常州道場的尖兵，為未來道務再創新

機，祝福他們。



18 2005.9 ／教師學員班

【重德道學院特稿】

十分有幸的，後學參加重德道學院在

金山道院第一次舉辦以教師為學員的班

期，為期兩年，每年上課四天。學員人數

只有 25人，是菁英班。在四天的課程

中，平均每人都要輪流做 3-4次早晚香、

獻供、請壇的執禮人員。上課的刺激性也

不惶多讓，這次班期的主講老師是輔仁大

學社會系魯貴顯教授，主講人際關係，魯

教授是以社會學的觀點講授人際關係，以

星座法來觀看人際關係的互相作用，晚間

再請學員上台實際扮演角色，並請學員依

據自己所站的位置來發表感想，大家平時

都是老師，已經不習慣當學生，臉皮薄，

不僅增加許多壓力，而且少打瞌睡。

每天的三餐陪前人用餐人員也是照輪

的，後學第一次陪前人用餐時，因為不

熟，因此戰戰兢兢的，不過後來再輪到就

慢慢覺得挺輕鬆了，因為其實前人很慈

悲，常聽前人講述某道菜的的做法，或是

某佛堂特有的餐點，氣氛其實挺輕鬆有趣

的，而且可以這麼近距離地感受前人的氣

質及德澤，這種機會實在不多。

到了班期結束時，每個人都發表了感

想，這堂課就在一陣陣的笑聲中度過了，

且欲罷不能。有的學員說這幾天所接受的

震撼教育，有人說這幾天與室友的徹夜長

談，有人說自己的求道歷程，有人說道給

自己的感動。行筆至此，後學仍能感受那

天結班的感動，大家敞開心房說出心得，

說到有趣處，連平時很嚴肅的點師們也不

禁笑了出來，那時的場景真的是一團和

氣，四天的相處，因為人數不多，大家都

很熟悉，幾乎可叫出每個人的名字，臨別

時也都離情依依，互道明年再見。

開了這個班，讓道場中有教學背景的

學員能聚在一起上課，一起討論道學、教

學、以及身為一貫弟子在職場上應有的操

守以及理想。大家可以一起討論平時遇到

的教學問題，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煩惱，以

及如何將道念實際應用在生活中以及教學

中，年紀輕的學員可以就教學上所遭遇的

問題向資深教師學員請益，這是後學第一

次在一個團體中感受到深刻被接受的經

驗，因為有很多話不需多說對方就聽的

懂，也能適時地給予鼓勵。經過這個法會

的充電，大家可以精神飽滿的回到工作崗

位上努力地為可愛的莘莘學子傳道、授

業、解惑。

教師學員班 ◎南 茜教師學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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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後學有幸參與由前人主班，

在泰國慈德佛堂開辦的三天殊勝法會。此

乃後學首次參加國外法會，不僅學習到很

多經驗，更體會到當初前人們來港台開荒

的艱辛。在這個語言、文字、文化都不同

的他鄉異國，真有如眼瞎耳聾一般，要想

開創一片道場，真是不易！後學心想：此

處該是「身教重於言教」的最佳明證吧！

參加此次法會的人員計有泰國慈德、

齊德、谷德、義德和立德佛堂等之道親，

以及遠從香港、台灣而來的前賢，真是所

謂「有緣千里來相會」。其中，從香港前來

服務的前賢就有三十多位，足見香港前賢

對道犧牲奉獻的精神，實是我們效法的典

範。在班員之間，所使用到的交談語言計

有泰語、華語、台語、廣東語、潮州話等，

饒是有趣，而當講師和翻譯員所說的語言

都聽不懂時，就是我們煉性的最好時機！

前人在「法會因由」慈悲我們：在道

場要把自己的立場保護好，以道德為財

富，以慈悲為力量，以智慧來應化，並勉

勵我們修道要配合活佛恩師慈悲之愿力─

我願修自性光明，熾燃照耀無量無數無邊

世界，以佛相師行莊嚴其身，令一切有緣

悉皆無異；我願悟菩薩道，內外明澈，淨

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

住，三界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聖業

佛事。

其餘六道課題摘錄如下：

一、佛規禮節─

禮為冠諸四維之首，禮記云：「道德

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師

尊老大人云：「先王之道，以正心修身為

本，聖人之教，以禮門義路為先，內盡其

誠，外盡其禮，藉以正心修身，成人成

己，化挽劫運，咸登聖域」；十五條佛規

及活佛恩師之暫訂佛規，是我們身為一貫

道弟子所當遵循之依據。

二、契天恩讚師德─

要知恩感恩而報恩，真修實煉，去妄

存真，盡心盡力，見道成道，代天宣化，

好好修道辦道；如何讚師德？體師之心，

遵師之訓，效師之行，繼師之志，行師之

道，了師之愿。

三、修三施供養─

鄔點傳師引證華嚴經一段經文，令後

學最為印象深刻。經文云：「諸供養中，

法供養為最，所謂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

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

善根供養，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

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若進一

步體解三輪體空之理，無能供養者、受供

養者及所供養之物，當下即能契入如來法

身，是為無上法供養，亦為真供養如來，

必能成就無上圓妙果德」。

泰國法會心得
◎石炳聰點傳師

【道場行誼】

泰國法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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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懺悔業障─

因惡業能障人天善法，能障出世聖

道；佛經普賢行願品云：「言懺悔業障

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

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

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

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

為塵剎，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

後不復造，恆往淨戒。」如何懺悔業障？

即真心認錯改過及行三施十善。

五、九經─

即四書中庸之經文內容，首言：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條目為修身、尊賢、

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

工、柔遠人、懷諸侯等，次言九經的功效

及實踐方法。

六、隨喜功德─

隨事隨順事相，隨理隨順理性，心生

歡喜；若有成見、有是非，就無法隨喜功

德，修道人要學習如何從是非中圓滿道

氣？圓滿人事？活佛恩師云：「使命是給

願意承擔的人，智慧是給低下的人。」誠

如歡喜菩薩是第一位成就菩薩者，可知隨

喜功德對修行者的重要性。

最後由前人慈悲所有班員：今後要做

一位道德富有的人，並指示六個願望和大

家共勉：

•願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緣

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乏少。

•願助諸有緣，若行邪道者，悉令安

住菩提道中，如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師

授上乘而安立之。

•願依師教一切修行者，皆令得不缺

戒，設有毀犯，聞師之慈音，還得清淨，

不隨惡趣，尊師重道，守戒行願。

•願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斷煩

惱，不二過。

•願離五濁惡世，修成正等正覺之

境。

•願遵師訓規箴，修覺行端方，圓滿

佛力來擔負感恩、報恩之心，必要存「捨

我其誰」之心。

殊勝莊嚴的聯合法會，一面法音流

轉，一面辦道，在 5月 15日晚上圓滿謝

恩。後學見到遠從泰北青萊來到曼谷（約

需八小時車程）之道親及各佛堂之道親，

皆能誠心參與，其中更有十多位道親發心

立清口茹素愿，最是難能可貴。此行除藉

博德季刊之一隅，向諸前賢大德報告心得

外，更懇請台灣、香港之前賢，多多共襄

盛舉，一起襄助泰國道務，使其更為宏展

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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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加日隨行記趣／

【道場行誼】

「婦」唱「夫」隨的現代新五倫

說起這次隨駕前人及前輩們至國外學習的歷程，心中就不禁生

起一份感恩與感動，讓不曾到國外道場參學的小後學們，再次的深

體天恩師德的加被與護佑。

在日本天音佛堂，我們發現當地道親的修辦因緣相當殊勝，很

多道親泰半是華人太太渡了日本籍的另一半，形成「婦」唱「夫」

隨的現代新五倫現象，讓人不覺莞爾。就在這些有情眾生的身上，

我們看到了好多令人非常感動的修行故事。

就讀大學二年級的惠美小姐，自小身上就有似中國秋海棠圖形

的胎記，而且時常發癢，但在求道吃素後，這種與生俱來的難治奇

症，卻不藥而癒，讓人不得不讚嘆天道的殊勝。

在富士山與陳虹妙壇主結下道緣的道廣先生，求道才 2-3年，

但在這次法會中卻千里迢迢，遠自廣島到東京來開班，並發心在班

期中慈悲「懺悔業障」一題，其為道的熱誠及精進不懈的態度，足

為我們修學的典範。

Mr. Suzuki的感應與顯化
此次班期中，最令人感動的莫過於Suzuki先生的病苦

示現了。自從他得知罹患了白血球症之後，台南的吳味

點傳師不斷的慈悲他，希望能減輕他的病苦，因此

◎伊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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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成全他，希望他能學習吃素，後來，

他到佛堂立愿，發心願意在初一、十五開

始學習吃素。出乎意外的是，病況因而略

有好轉之象，因此對道生發信心，常回佛

堂學習，但病情仍不明朗，時好時壞，讓

人憂心。過了一段時日後，因為病情的不

穩定，於是再次到佛堂發愿，願意在一週

的六、日二天學習吃素，讓自己有更多的

機會長養慈悲心，沒想到，這次給

Suzuki先生的感應更多，因此信心大

增，對道更加虔誠。而這些都不足為奇，

在立了清口茹素愿後，他的病情真是有如

吃了仙丹妙藥一般，康復了大半，目前已

能正常上下班，讓所有為他診治的醫生嘖

嘖稱奇，也因為 Suzuki先生的感應與顯

化，感動了好多日本道親來參班，相信在

天恩師德的加被中，未來日本天音佛堂的

道務，必然輝煌可期。

除了這些日本道親的現身說法外，前

人對天音佛堂道親的關懷，更是無微不

至，她就像個慈愛又有智慧的媽媽一般，

在法會休息片刻之餘，都還不斷撥空去傾

聽孩兒心中無限的委曲與煩惱，並一一為

之開導化解，前人那份慈悲、平等與關

愛，讓人體悟到為眾拔苦，除了悲心外，

更要有智慧，如何站在對方的立場，為他

人著想，先為其抒憂解悶，再化之以理，

才是解決事情之道。

慈愛無量，化渡有緣

在溫煦陽光的普照下，懷抱著一份歡

怡的情愫，來到久違多年的洛杉磯，在懂

得修辦道前，曾是遊子四處漂蕩而到的加

州，此刻卻是另一段海外學習的開始，舊

地重遊，對人生白雲蒼狗的幻變，感嘆更

多。

登泰山，而後小天下，未到海外學

習，不能體會開荒佈道的苦辛。慈化佛堂

位於洛杉磯內蒙市，原為市長官邸，環境

相當優雅舒適，為道親提供一個修學講辦

的好場所。

天宗重建，急盼伸援

此次，因天宗佛堂拆除重建，在此難

得的機緣下，崇中、天宗、慈化等三個公

共佛堂的前賢大德齊聚一堂，一起參班研

究。國外參班修學的不易，由距離就看得

出來，住最近的前賢，車程就要半小時，

而遠從聖地牙哥來參班的前賢，單程就要

二個多鐘，最令人感動的是，有很多道

親，他們還「順路」接送道親，所需的時

間，更是難以計算，但是大家都能放下工

作，誠心、樂意又歡喜的回到佛堂共沾法

雨滋潤，這種堅心向道、遇難不退的精

神，是後學見學歷程中，第一個深刻的印

象。後來，又發現海外開荒的前賢們，都

把這種辛勞的事，當成生活的一部份，十

餘年來習以為常，勇往直前的毅力不曾退

減，真不知該怎麼形容前賢犧牲奉獻的情

操。

改建中的天宗佛堂，早已拆除完成，

但工程所需人力不易召齊，重建基金尚差

美金十萬，而使建築商遲遲無法動工興

建。是　天恩師德的慈憫，當前人七月十

二日自日本抵達洛城之日，方聚集諸緣，

開始順利動工起建，齊盼伸出援手助一臂

之力，相信數月後有莊嚴且嶄新的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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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廣渡更多有緣眾生。

「又過一關了!」
7月 20日早上，由洛杉磯出發，坐了

八個多鐘的車，到達舊金山慧德佛堂

時，，迎接我們的是舊金山涼爽的氣候，

及道親們熱誠的招待。慧德佛堂開班的第

一天晚上，聽完前人慈悲法會因由後，與

前人一起圍坐喝茶、閒話家常。

閒談中，鄧昭昌點師有事起坐離席，

走沒二步路，就被黑板突出的滑輪絆倒，

因而一「頭」衝向旁邊的落地窗，玻璃應

聲碎落滿地，嚇壞了前人及一班同修，玻

璃碎片向外摔落至馬路及鄰家花園，為避

免碎玻璃傷人，大家即刻動手幫忙整理內

外，鄧點師亦不時內外探視大家整理的情

形，他驚愕的說不出話來，眼裡寫滿了驚

嚇、感恩，及讓眾人忙成一團的愧咎。

在一陣忙亂後，前人為鄧點師敷藥，

並輕輕的說：「又過一關了！」。原來，

去年鄧點師隨駕前人到英國時，手脫臼

了，今年才剛動完心臟手術，今天又出了

這麼個意外，難怪乎前人會這麼說。事後

鄧點師說，事發時他一點都不怕的，但掀

開窗簾布一看，心裡驚駭到了極點，看著

玻璃上被他撞出的那個大窟窿，心想如果

沒有窗簾布擋著，他不是自佛堂飛落馬路

上，就是整個上半身被卡在尖銳傷人的玻

璃中，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真的感謝上天

的慈悲，逃過了一劫。

隔天，志聖佛堂開班，前人即以前一

晚仙佛的撥轉顯化來成全道親，鼓勵大家

要認理實修，要好好行功了愿，唯有真功

實德，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有心，路就不遠！

志聖佛堂法會在 7月 26日圓滿，隔

天，前人應邀至許氏家壇（許卓經兄弟家）

及鄧氏家壇（林潔貞壇主家）慈悲，二處

家壇都好莊嚴，一進門就讓人覺得耳目一

新，不自覺的歡喜了起來。這兩個佛堂都

在郊外的住宅區，離慧德佛堂有一個鐘的

車程，對這裡的道親來說，是家常便飯，

不足為奇（他們都說很「近」！），車子

在highway上跑著，心裡對這道親的虔誠

與用心，有了難以言喻的敬重與佩服。

飯後，聽當地道親說，這裡的壇主很

多人都要很早就上班，扣除上班塞車的時

間，總是要六、七點就出門，加上工作很

辛苦，晚上回到家就已經累癱了，不像在

台灣，下了班回到家吃個飯，可以騎個摩

托車就到佛堂學習，最令人感動的是，從

來沒有人叫苦喊累，道親們對於到道場參

班、服務總是興緻高昂，樂此不疲，他們

說「因為我願意，所以，路不遠！」，因

為願意，心中永遠有用不完的體力，因為

心中有愿，所以奮力、同心協力，永遠始

終如一，是的，修行最怕的不是路遠，最

怕的是心遠，「有心，路就不遠！」。

文慶發點傳師於慈化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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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彌堅，走過修行的考驗

坐五小時的飛機到夏威夷，一下飛

機，就看到鄧景文點師和莫池壇主早在機

場等候良久，松德佛堂後院有好多高可參

天的松樹，像佛堂的護法神守衛著佛堂似

的，每天早晨打開窗，迎向眼前的都是清

亮的藍天白雲，太陽伯伯的笑臉、綠油油

的高爾夫球場，及新鮮的空氣，讓人恍若

到了世外的香格里拉一般，讓人心曠神

怡，歡喜無比。

莫池壇主的孫女Winnie、孫子Tony

二人，每天都開心的圍繞著熟悉的點傳前

輩問候笑鬧，因為夏威夷是一年三個學期

的學制，早就已經開學了，因此二個小朋

友都不想去上學，只想留在家與一年只能

見一次面的前人、點師、講師們閒聊， 8

月 3日將離開那天，因為她不能去送機，

Winnie一早起床吃完飯就哭了， Lunch

time時還打手機回來跟爸爸媽媽說她想向

學校請假出來送機，不捨之情，流露無

遺。而莫壇主的兒子黃德樑先生，那份對

孩子們、對家庭、對道場的付出，對莫壇

主的孝心，都在幾天的相處中，清楚的體

會到了。

夏威夷機場過境！ 夏威夷松德佛堂。

在松德佛堂，前人幾乎每餐飯都親自

下廚和大家與鄭淑媚姑娘（莫壇主的媳婦）

一起忙碌，就是在此站，我們嚐到了前人

的拿手菜─桂花粉的滋味；就是在此站，

前人為了讓大家在飛機上不餓肚子（國內

線班機，機上不供餐），凌晨四點多就起

床炒麵、炒飯，準備大家的餐盒，讓人深

受感動；在此站，和鄧昭昌點師、簡重孝

點師、高健榮講師、楊慶和講師等圍坐佛

堂前，拿著每個海外佛堂都有的歌本，一

展歌喉，把道歌唱成國語、廣東話、台語

皆有的多部混唱，再加上Winnie的鋼琴

伴奏，當下，人間苦邦成了極樂淨土。

聽前輩慈悲說，前兩年夏威夷地區，

華人社會有天道詐財的訛傳，因此嚴重影

響了道務的推展，使得夏威夷道務開辦得

很辛苦，前幾年，回來參班的道親甚至只

有個位數，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今年道親

回來參班的人數比往年增加很多，歡喜看

到松德佛堂的前賢們已經走過修行的考

驗，相信在前人、點師及莫壇主的用心推

動下，道務必然能蒸蒸日上，不同凡響。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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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山道院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國

中三年級第一次參加夏令營，就是在金山

道院。當時大殿尚未落成，夏令營的場地

還設在綜合大樓內。往後年歲增長，開始

參加高中班、大專班、當輔導員，其中不

乏回到金山的機會，這次，再次選擇以學

員身份坐在金山道院的講堂中，是一種省

視，也是一種幸福。

從停車場進入三樓講堂，感受到裡頭

和樂的氣氛，工作人員東奔西跑安排報到

與引導學員，暌違一年未見的各地學員忙

著寒暄問好，我站在入口處觀看著這一

切，有著一種喜悅、與迫不期待的心情，

急切地想要加入，我喜歡這種回家的感

覺。我心想：既然能夠重新體驗當學員的

幸福，就負有引導、提攜後進的責任。我

期勉自己在這三天中，能盡力的引導我的

伙伴，去接觸、體會、認識佛堂的一切。

分組活動是最佳的默契培養時間，不

論是使用長筷子夾彈珠，或者在堆疊骰子

活動中，不計較誰輸誰贏，不在乎自己是

否破壞形象，我們思考遊戲策略、溝通計

畫、執行，結束，討論活動中的意義，我

們在乎是否達到目標。遊戲贏了固然高

覺 醒
─參加2005年
台灣區暑期青少年夏令營感言

◎黃文琦

覺 醒

覺醒 ──參加2005年台灣區暑期青少年夏令營感言／

【道場行誼】

興，輸了，「沒關係！」小組伙伴相互打

氣，彼此感謝大家在過程中的付出。或許

因為長大了，對於遊戲的輸贏也不那麼在

意，知道重要的是過程中，我們同心協

力、付出努力過。因為經歷過，便能相互

激盪引發出不同於遊樂的活動意義，並從

中學習到分享、奉獻的精神，激發彼此間

單純的本性，真心的微笑、真誠的眼神、

互相鼓勵、互助合作、彼此信任、共同學

習，不用擔心他人是否算計自己，不用汲

汲營營忙碌打轉，與伙伴間只是一種簡

單、真誠的關係。

電影「把愛傳下去」不僅賺了不少我

們的眼淚，更激發小組成員從正、反兩方

面思考助人的行為，並約定要幫助已逝的

小男孩幫他把愛繼續傳下去，不論是否窮

盡一生僅能幫助一個人，也願意試著去

做。原本沈靜的討論，在「每人一句」的

集思廣義下，我們有心靈悸動的接觸及豐

碩的結論，再次回想，依然感動不已。

「前人的腳步」介紹金山道院創建的

過程，以及徐前人、顧前人和多位前賢的

辦道精神與經歷。隨著影片的播放，啜泣

聲在黑暗中此起彼落，就連我也抑制不了



眼眶中的淚水，甚至哽咽著無法跟唱「牧

羊人」這首歌。前人一步一腳印、克難、

艱苦的生活，為了道場的付出，讓我們這

些小後學深感慚愧。我坐在三樓講堂，吹

著冷氣，觀看優良設備所投射出來的影

片，我的腳下光滑平坦，曾經是許多前賢

辛苦汗水累積而來的，我接受這一份幸

福，卻沒有任何付出！

活動後我企圖想要瞭解前人決定犧牲

自己一生、貢獻道場的精神，思考他們是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一生的承

諾；是什麼樣的力量，指引前人們亦步亦

趨的前進；單獨一人來到台灣，面對語言

不通還要度人的困難，怎能有這樣大的決

心？我帶著疑惑為前人的過往心疼。

晚會的表演是一連串笑聲組成的奏鳴

曲，除了第一組別出心裁的打擊演出外，

其他不論家庭溫馨劇、心靈小品，統統被

學員們演成爆笑短劇。在大家的歡樂聲

中，和樂的氣氛儼然像一個溫馨的大家

庭，相信這一切美好都會在每個人的心中

迴盪許久。

心聲迴響時間，我代表小組上台，以

提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心得，不知道當時

在場的各位前賢，您是否還記得呢？

「各位學員，我想請問大家幾個問

題：你們參加這三天的法會自己煮飯嗎？

（沒有）自己洗鍋碗瓢盆嗎？（沒有）自

己鋪床嗎？（沒有）如果都沒有，請問現

場有董事長、或者聖人嗎？（沒有）那

麼，工作人員支薪嗎？（沒有）那麼請

問，我們何能何德接受大家的服務？⋯⋯

昨天的活動在後山種了一棵小樹，小

樹會接受金山道院的培育，在十幾二十年

後成為一棵大樹，一棵守護金山道院的大

樹。在場參加法會的各位，佛堂也在我們

的心中，灑下希望的種子，不論有沒有成

果，都一視同仁的培養，期望未來能有一

棵棵的小樹成長茁壯，承繼道務的發展。

各位伙伴，您們心中的種子發芽了嗎？」

我的種子發芽了，持續緩慢的成長

中，希望有一天，也能學習前人們的付

出，幫忙分擔道場中小小的工作。今後，

我更願時時接近道場來淨化心靈。由衷地

感謝父母讓我從小生長在道場的環境中，

更感謝仙佛這一切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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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與感性」的小組討論。法喜充滿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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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十幾年前，在故 徐前人領導下，各

方道務推展順利，由於道親日漸增多，在

台南市區很難找到大型聚會場所可以容納

眾多的道親開辦法會。在一次機緣下，由

鄭秀英點傳師提案，經點師、壇主、前賢

們討論同意購買土地來興建公共佛堂以應

實際需要。遂在台南縣新化鎮的風景區虎

頭埤附近購置三千多坪山坡地。恭請故

徐前人蒞臨勘查並同意興建公共佛堂，賜

名為新化道院。奠基動工於 1988年 7月

28日，同年 11月 28日正式開工興建。承

蒙天恩師德及前賢大德鼎力協助，出錢出

力，使工程順利於 1990年 6月完成一樓菩

薩殿，二樓佛堂以及廂房，辦公室。並於

1994年3月增建三樓講堂。

安座開堂

1990年 11月4日一樓南海古佛安座，

恭請杜水金老前輩慈悲開光。 1991年 10

月 27日佛堂安設，恭請顧前人親臨主

持。承蒙 師尊慈悲賜名號為「道德佛

堂」。

落成典禮

1995年 10月 25日，恭請顧前人親臨

主持落成典禮。承蒙當時台南縣分會會長

王見德前人蒞臨參與。

合法登記──新化道院

為寺廟合法化於 2002年向台南縣政

府辦理寺廟登記，

並於 2003年將全部

六筆土地變更為新化

道院名義。

辦理班會

本院場地廣闊，適合各種大型班會，

如 1994年辦理全省捨身清修班，由顧前

人親自主持，讓各地捨身清修前賢有機會

全心洗滌心靈。每年 7月也舉辦少年夏令

營，嘉惠台南地區的少年朋友，使有機會

接近道場。 1992年一貫道台南縣分會聯

誼會也借用本院舉行，由該會理事長，即

現台灣總會理事長王昆德前人主持，賓主

盡歡。若有機會，竭誠歡迎各位同修，多

到新化道院辦活動，讓道院能地盡其力。

十週年慶典禮

轉眼間，本院創建落成已十年，於

2005年 7月 3日，恭請顧前人慈悲親自主

持十週年慶典活動。承蒙總會理事長王昆

德前人蒞臨祝賀，全省道親等一千多位參

與慶賀，典禮由顧前人主持，向老 獻供

謝恩後，由台中崇聖寶殿國樂團演奏，精

采的聖樂深受全體聽眾的讚賞。下午由前

人慈悲領導辦薪火傳燈節目。讓大家感受

到薪火傳承、道務永續、代天宣化的重

要。典禮就在歡樂圓滿的氣氛中結束，而

我們也明白，未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下

一個十年，使道院開創出另一番格局，來

報答上天的慈悲愛護！

新化道院簡介

【封面封底介紹】

◎新化道院

新化道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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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加油站】

恩師慈悲：「生死大事孰能參、多是

痴兒戀邯鄲、一生奔波尋假樂、旦遇無常

悔已晚。」

人生在世，不外數十寒暑，真是來也

匆匆，去也匆匆，總是充滿無奈，半點不

由人，幾許人忽視生命的價值，時間的寶

貴，醉生夢死，迷真逐妄，沉迷於聲色貨

利之中，以為人生苦短，尋樂理應及時，

全不懂得生命的意義。求道後才認識到在

生命裡雖然離不開死亡，亦因為死亡讓生

命變得有限，因為有限，所以必須要珍

惜。體認死亡就是體認生命的意義，接受

死亡會讓我們承擔生命的責任。

生命的價值，不在乎時間的長短，而

是在乎有否確立目標，使生命變得充實而

有意義。所以我等理應盡量利用有限的時

間，去創造無限的空間，而並非浪費時間

或完全放棄生命。尤其在這災劫連連的日

子，天災人禍，生命變得全無保障，真有

「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的感覺，

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但上天總是慈憫

的，在此大劫當前，人力無法挽救時，伸

出援手，降下大道，救度原人。然大道雖

降，仍有賴人成，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際此三期末劫，師尊、師母繼承道

脈，許下宏愿，度萬國九洲，回想當時，

那動盪不安的政局，金錢掛帥的社會中，

此愿看似遙不可及，但到今天，道場遍佈

世界，實有賴一班前賢，肩負起責任，努

力不懈，不怕犧牲，前仆後繼，用生命血

汗為我們開墾菩提園地，免我等在苦海沉

淪。現在雖然師尊、師母、很多前賢都已

捨我們而去，但精神永遠存在我們心中，

好像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就是道祖所謂：

「死而不亡者壽。」

「創業難、守業更難」，如何面對責

任的承擔，就是我們當前急務。我們要把

握時間，珍惜良緣，道場是大家的，故此

我等必須同心協力，不計較個人得失榮

辱，以道場為重，使道燈永恆光亮，照徹

大地眾生，也不枉我們得到上天的眷顧，

在末劫時得此人身，更復得聞大道，不致

混混噩噩，浪費一生精力於吃喝玩樂之

中，誠如恩師慈悲，無常一至，悔之已

晚。謹以此互勉，共同努力完成師尊，師

母宏愿，引度原人同登覺路。

◎鄧昭昌點傳師

生死事大生死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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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館附近之幾家老店現紛紛改

裝成賣化妝品、保養品之類的店面。這早

已是趨勢了，幾年前到處都有護膚、 SPA

的小店。現在連吃也有類似之處，標榜著

排毒、有機的食品店門庭若市，人們進到

店裡彷彿是找尋生命之泉，離開店時心中

充滿著新生的希望。這一切有沒有效呢？

真的沒人知道，就算真的有實驗過，也沒

有人會去追究實驗的條件與過程是否標

準。平日的思考判斷能力，甚至學校教的

科學知識，全拋在腦後，幾分鐘之內就輕

易地被一本小冊子的療效宣傳說服了。是

什麼力量能使我們相信這一切？答案很

多，可能是人們不再相信正統科學知識，

可能是媒體的過份渲染⋯⋯。

讓我們談談這些社會思潮。首先，在

以科技第一的社會裡，我們認為科技可以

對抗時間。這個想法其實是相當可議的。

時間其實一直流

逝著，哪一件

事情（包括

製造時鐘，

挑 保 養

品）不是在時間中進行的？大家很少注意

時間的流逝。以為一旦有護膚、保健營養

品之後，自己的身體上彷彿看到時間停住

了，看到自己變年輕，感覺有活力，真的

是令人興奮。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時間依

舊催人老，老化是不會等人的。

其次，追求身體，外貌長久保持在年

輕狀態，是有某種意義的自我欺騙：儘可

能使自己的外表與實際年齡不一致。所

以，電視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現身說法，自

己在減肥或老化之前生活是多麼地糟糕，

成功之後變得多麼自信、多采多姿。好像

現在可以不讓別人知道我的過去，這對一

個人的自我造成更嚴重的影響是：開始挑

剔自我，否定某些自我，欲除之而後快。

我並不是勸大家放棄打扮，打扮可以

凸顯自己的特性，你或許會問，打扮、保

健與整容、猛吃有機食品的差別在哪兒？

我只能說，無法回答。這不是找一些判準

就能說，這是打扮，這是以身體自我欺騙

⋯⋯，這都只是保健養生並非生命之泉。

生命之泉只有在放下外貌青春的追求時，

才有汲取的機會！

尋找生命之泉
保健養生食品療效，過份渲染，時間依舊催人老，

外貌的實際年齡只是自我欺騙，如何跳脫肉體生命

去尋找心靈的生命之泉⋯⋯

◎戴 山

尋找生命之泉



30 2005.9 ／兒童讀經班教學成果

【活動報導】

俗話：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那麼後學相信──讀經的孩子一

定不會變壞，而且會變得更有氣質、更有智慧。

「崇華堂文教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免費「兒童讀經班」。後

學有幸在民國 2000年 3月參與了第三期的教學工作，成為推廣兒童

讀經活動的一員。

崇華堂兒童讀經班在蔡經理素英、翁千惠、盧朝情、戴美珠、

徐鳳英、吳桂蘭、陳桂嵐、王省心、王善矜、許美蘭、田麗珠、王

仁弘、魯貴顯教授、張雲慈⋯⋯等眾多前賢，及熱心的家長，大家

同心協力，努力推廣下，至今已開辦了十三個班期。課程從淺顯易

懂的三字經、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千字文、孝經、清靜經到深

奧難懂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唐詩三百首從五言絕句、七言

絕句到五言律詩、古詩、七言律詩、古詩、樂府為主要教材。並以

歷代公認的優美古文詩詞，幼學瓊林並配合時令節慶為輔助教材。

教師們還自行找資料、設計了生動、活潑、唱作、表演、遊戲俱佳

的教學方式，引發兒童讀經的興趣，提昇背誦的能力。團隊中個個

成員都和藹可親，盡心盡力，引導鼓勵或讚美獎勵兒童反覆多讀熟

讀。

最令人感動的是幼幼班及小幼幼班的小朋友都有家長陪伴。有

些甚至父母全程在旁陪孩子一齊讀、一齊做活動，回家還陪孩子反

覆背誦複習。這樣不但小朋友本身受益，同時亦是最佳的親子成長

活動。更有許多熱心的家長還幫忙製作教具、道具，影印放大的教

材給學生上課，出錢出力，犧牲奉獻，精神令人讚嘆。

◎張善妹

兒童讀經班
教學成果

兒童讀經班
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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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開辦的第十二期，翁老師請了一

位英文能力優秀的陳威廉老師教導小朋友

讀聖經、莎士比亞詩集。結果迴響熱烈，

小朋友興致高昂，受益良多。可惜陳老師

因調職香港，這項「英文讀經」活動只好

暫停了。

每一期期末的成果發表，秀才通關，

個個學生無不卯足勁、摩拳擦掌想魚躍龍

門奪得狀元、衣錦榮歸。當穿上狀元服，

戴上仿古的狀元帽，冠帶齊全照張相片留

念，多有成就感啊！這不僅充分發揮了小

朋友記憶力的特長，背誦了最有價值的經

典，滿足了表演的慾望，他們的能力亦受

到了肯定、讚美和更多的掌聲。在他們幼

小純淨的心靈中，種下了聖賢光明正大的

智慧思想，潛移默化其氣質；經典永恆性

的價值亦將伴隨其人生經驗的成長而茹吐

芬芳，綻放光明。能扶持他們克服人生的

逆境難題，長期的誦讀薰習將在默默中養

成他們閱讀古文的能力，則中華文化智慧

的寶藏或西洋文化的精粹，將任其悠遊探

取。深信必可陶冶他們的性靈，開闊他們

的心胸，端正他們的品行，這種文化精髓

多讀一本即有一本的受益，乃至多讀一句

亦有一句的功效，如此終身受益的長遠效

果，就在童蒙讀經階段中種下根苗，十年

易過，終身難得，切莫等閒空過了。

參加讀經班的小朋友平常在校上課，

有些下了課還要學習鋼琴、英文、游泳或

其他才藝，到了星期六上午，他們勻出了

半天的時間到承德大樓來上「兒童讀經

班」，並檢驗一週來複習背誦的成果，勤

勞的學生每天抽空照進度背誦三至五遍，

然後由家長簽名認證。有些學生則靠父母

督導複習，來到本班上課時再依複習日

數、熟練度給予蓋章獎勵。

在讀經班門口，經常發現又貼了紅榜

──哪些小朋友考取了資優班，那些同學

成績名列前茅，某個同學作文比賽校內奪

冠。家長都會高興的來報喜、感恩。因為

孩子沒在其他補習班上課，就只有到讀經

班上課。孩子們語文程度提高，用字遣詞

能力進步，出口成章，令家長都吃了一

驚。有些學生讀了弟子規、孝經以後，壞

習慣改了，懂得體貼父母、尊敬長上、友

愛兄弟姊妹，應對進退變得懂事乖巧，這

些都是讀經以後，潛移默化，改變了他們

的氣質！

大家都知道：根據專家的研究，零歲

至三歲是人的一生中「可塑性最高，施教

最容易」的階段；而四歲至十三歲正是一

生當中記憶力最強的階段，因此如能把握

時機，善加教育，加上父母師長愛心的栽

培、耐心包容、關懷、讚美、肯定，必能

收到終身受益的長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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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後學於 2004年 2月 2日（農曆 1

月 12日），依照慣例每逢過年期間，都會

到寺廟燒香拜拜，祈求闔家平安順利。這

年不知是因緣聚合，抑是上天巧意安排，

偕同家人來到了崇聖寶殿。在行過儀禮之

後，巧遇遠在澳洲佛堂回來過年的洪玉點

師，並與在座多位道親啜飲春茶話家常。

沉浸於寶殿濃郁親切的氣氛中，後學直覺

得這種「團圓」感覺真是好極了。

經過彼此的自我介紹，在洪點師知悉

後學的二胡專長後，便提及徐前人生前對

國樂之重視與發揚不遺餘力的點點滴滴，

後因缺乏相關人才的持續帶動，國樂團已

停止多年。在聽聞徐前人的慈悲種種後，

引起後學莫大的驚喜。原來徐前人是從江

蘇常州來台開荒，因此稱本組為常州組；

對後學而言，巧的是，常州乃是二胡的發

源地，後學的二胡祖師輩不是常州就是鄰

近的蘇州、江陰等地人氏，諸如清末民

初之周少梅【註1】、劉天華【註2】，近代的張

韶【註 3】等大師。如此巧妙因緣所繫，因

此當下後學便向洪點師請示，可否在崇聖

寶殿成立一個國樂團，後學願奉獻己之微

薄心力，克紹徐前人發揚國樂之心願；當

下得到洪點師與在座前賢的慈悲支持，於

是正式緊鑼密鼓招兵買馬。

一個星期後，大約有二十幾位愛好國

樂的同好齊聚一堂，在逐一規劃樂器編組

後，國樂團遂在五音不全、天籟方興中正

式成立。從此訂定每周一晚上 7:30~9:30

為學習時間。

在國樂團成立十餘日之後，洪點師也

回到了澳洲佛堂。國樂團的領導重責大任

便由剛從越南辦道回來的李金葉點師擔

綱。李點師對聖樂團的事務，無不躬身指

導與協助，除有要事，每週一晚上一定陪

著團員練習。樂團有幸之至，有她如此默

默支持，聲聲鼓勵，她還曾說：「若非年

事已高，不然一定跟大家一同加入學

習。」

爾後，顧前人於 2005年 1月 12日前

來崇聖寶殿時，在李點師的安排下，接受

崇聖寶殿聖樂團
◎黃逸樵

崇聖寶殿聖樂團成立至今一年又六個月⋯⋯

2005年7月3日，台南新化道院成功首演⋯⋯

是一個在七天內成立的國樂團？

崇聖寶殿聖樂團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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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聖寶殿聖樂團／

前人的慈悲與成果驗

收，並幸受前人之肯

定與諄諄鼓勵。

2 0 0 5 年 7 月 3

日，受邀於台南新化

道院十週年慶典中演

出，首度正式登台，

演奏了六首樂曲共襄

慶祝，榮幸得到前人

與諸位前賢熱烈的掌

聲與迴響。

感謝天恩師德圓

滿聖樂團的成就，祈望在顧前人的慈悲，

李點師的悉心領導，以及所有團員的用心

學習之下，能夠讓「以樂就道」的精神，

聲聲不息。

作者簡介：

1975年於台南求道， 2004年 2月 2日晚於崇聖
寶殿重獲三寶。學歷：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

系，主修二胡，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

所。專長：胡琴歷史與製作研究，胡琴、笛演

奏，樂團組訓、指揮。

【註1】周少梅（1885∼ 1938），江蘇江陰縣
人，二胡的先驅者，於 1916年在常州中
學成立中國第一個國樂團。

【註2】劉天華（1895∼ 1932），江蘇江陰縣
人，於常州中學時受教於周少梅，被尊

稱為「二胡之父」。

【註3】張韶（1926∼）江蘇省常州縣人，二胡
演奏家、民族音樂學者，中國中央音樂

學院教授，著作等身，對近代二胡教學

影響至深。



34 2005.9 ／2005年美加日隨行記趣照片集錦

【道場行誼】

夏威夷松德佛堂外觀。

三藩市許氏佛堂外觀。

洛杉磯慈化佛堂外觀。

三藩市慧德佛堂外觀。

於三藩市許氏佛堂合影。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三藩市）

美加日隨行記趣
照片集錦

前人於洛杉磯慈化佛堂慈

悲。

康進發講師於慈化佛堂。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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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真君專輯—前言／

潘宏荃前

人，江蘇省常

州縣前黃村人，

生於 1931年，

生肖屬羊，乃常州組前

輩潘培根點師之幼子，家中務

農，但從少愛讀經書，寫得一手漂亮毛筆

字，因齊家修道，在道場中成長，對道有

所體悟，故於 12歲左右，即發愿配三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前 言

◎編輯組

攝於香港竹林明堂（老前人壽宴）。 攝於香港竹林明堂（老前人壽宴）。

才，協助前輩們宏道。在三、四十年代，

常州組道務非常宏展，有吳老前人及王老

前人之帶領、及一班點師、壇主之盡心，

道務發展至附近縣市如金壇、溧陽、丹

陽、江陰、無鍚、宜興等地。潘前人亦跟

隨前輩們，四方奔走，接引原人。

後因時局動盪，情況混亂、遂由王老

前人作主，與顧前人共諧連理。但婚後翌

日，承前人命，潘被派往廣州

辦理道務，顧則仍留常州。後

來顧前人輾轉到達廣州，但僅

數月，顧又被派至香港。未

幾，天道遭皇考，潘培根點師

及多位前輩頂劫，潘前人亦于

廣州受考，被下放至黑龍江，

從此與顧前人人各一方。後幾

經困難，終於 1981年赴美與

顧前人及明明團聚。

紐約重德佛堂聖誕新年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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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後，以五十歲之

齡從零開始學英文，學

「瑞典推拿」，更到北京攻

讀「國際針灸學」課程，

考取針灸牌照，在紐約行

醫，並協助顧前人料理紐約重德

佛堂道務，更負責她出外一切交通費及重

德佛堂部份開銷。但與顧前人長達二十九

年之分離與思念，加上以前在逆境煎熬時

所染之肝炎，致身體衰弱，疾病纏身，終

於在與顧前人重聚十八載後，在 1998年

3月 20日，與世長辭，上天慈賜「正信

真君」。

潘前人性格平易近人，談吐溫文爾

雅，終日手不釋卷，誠一謙謙君子。他對
潘前人與顧前人合照。

顧前人七十大壽合照。 潘前人與美國法官合照（重德前董事，亦是

道親）。

紐約重德佛堂（97年道學院第一屆點師班）。 攝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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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照顧，對後學關懷，雖一生坎坷，遭

受皇考、橫考、逆考無數，但逆來順受，從

不抱怨，只當作自我提升之歷煉，其對道之信

念彌堅，可說是畢生奉獻於道場。而顧前人當日

所作之輓聯，可說是潘前人夫婦之寫照：

道尊情深，二九冬冤獄，家破人亡無悔怨，鞠躬盡瘁承天責

功成德就，十八春開荒，勞燕分飛有相約，良人斷琴先歸真

今期專稿，大部份來自紐約重德佛堂之同修，其中更有用英文書

寫（已譯中文）。文稿字裡行間，真感情流露，可見各人對潘前人之

尊敬與懷念。

紐約重德佛堂（97年道學院第一屆點師班）

攝於台灣。

潘前人、顧前人攝於北京。

意氣風範─潘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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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逆境的勇士

從襁褓至成長，對幾位長輩的印象都很模糊，僅從母親口中得

知：爺爺因皇考而頂劫，外婆困苦生活在常州，而父親則被下放至

黑龍江勞改。我曾翻閱中國地圖及地理書本，知道黑龍江在中國東

北偏遠，天氣嚴寒，土地荒蕪，屬於較貧脊的省份；父親在當地受

苦，肯定歷盡艱辛。後經母親多方設法申請，一九八一年，父親終

於獲准來美與我們團聚。在美國見到父親時，當然高興，但亦使我

相當驚訝，因為父親雖然較瘦削及憔悴，但並無歷盡艱苦的滄桑

感，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還年輕，我想他是戰勝了逆境的勇士。

手不釋卷的大夫

父親到美後，便努力學英語，從清晨五時多起床，便手不釋

卷，我放學回家，他仍在看書，有時至凌晨，他都不斷地努力；我

心想，我也要向他看齊，努力讀書。一年半後，他在紐約州政府舉

辦的「中學同等學歷試」中，取得中學畢業同等資格，隨後又考到

「亨特大學」（Hunter University）但因無時間，放棄攻讀；接著再

攻讀「瑞典推拿」，又到北京讀「針灸學」，回美後，考獲針灸執

照，終於能在紐約當針灸醫師。

外婆的好女婿、母親的背後支柱

父親當醫生後，病人相當多，病人們稱他為：「好好先生」，

相信這是因為他對病者盡心負責，對母親尊重吧。過了幾年，外婆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不孝女 珮明

父親的剪影父親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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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到美，從她口中知道，當父親在中

國期間，一有機會，都會申請回鄉探望

她，環境異常困難的時候，仍會買些食物

孝敬她，所以，外婆人前人後都稱讚他為

「好女婿」。

有了父親幫忙打點家庭及診所，母親

便全心投入道場，四方宏道，而我因學業

關係，遷到學校附近居住；於是父親將診

所遷移至重德佛堂，一來方便照顧道場，

另方面則可貼補重德經濟（冬天的暖氣用

量驚人，花費亦驚人）。最重要是母親出

外之機票及旅費，亦全部由父親支付，如

此，母親便無後顧之憂，能專心為道務奔

波；多年來，父親就是這樣的在背後默默

地支持母親，支持道場。

道場的守護者

重德事務多，母親又經常出外宏道，

故佛堂事務大多由父親負責，他的性格雖

然較為內向，但對道親關心，對道務認

真，所以道親們都很尊敬父親；以前中國

道場中有很多前輩，為道犧牲，而他們的

後輩及親屬，遭家園破碎，故生活困苦；

又有一些前輩，遭受皇考下放數十年後，回

到鄉間，生活潦倒，父親都不時匯錢去周

濟他們，略盡心意地去守護他們。

後來父親在台灣養病，仍然非常關心

道務，雖然已屆油盡燈枯，仍然在病床上

寫了一封信給有離心的前輩，內容提及羊

群走散的後果，值此暗喻道場要團結，及

希望她能打消離心。

父親付出他的一生精力，支持道場，

尤其在赴美後，重德日常開支及母親出外

宏道經費，大部份由他負責。更關顧道親

之生活環境及修道心境，可以說他一生活

在道場中，一生守護在道場中，真心的犧

牲奉獻。

老 賜封証驗，父親功圓果滿

父親畢生為道，以身殉職，從無悔

怨，在台養病時，受到很多前輩照顧，這

是父親生前對我提起，感恩不盡，但他說

這是天恩賜福，讓他在病中受到溫暖，不

修道的話，絕不可能，道真是寶貴，師德

真是無邊。在 1998年的 3月 20日，最敬

愛的父親就此與世長辭，與母親和我及所

有親友一訣不再了，雖有千言萬語，都無

法訴盡衷腸，唯一是勿忘親恩。但在二年

後，由於機緣， 師尊恩慈，讓父親在台

結緣， 賜「正信真君」，真是感天恩之

浩，師德之再，讓父親榮膺聖職。但亦證

實，修道盡一分心，得一分果，沒有白犧

牲、白辛苦。父親在天之靈得安，人間不

孝女兒的我，真的以父親為榮。

結緣訓：

立定目標壯志籌，稱譏譭譽皆彌陀。

冤獄何損身心性，願留丹青照千秋。

潘前人、顧前人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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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

一九八Ｏ年，我陪同呂點師回鄉，在常州顧前人媽媽的家，第

一次看到潘前人，（當時，他因病剛從黑龍江申請回鄉就醫。）猶

記當日，他臥病在床，聽到客人進門，馬上爬起來，想倒茶款客，

可惜簡陋的家，連茶杯、茶葉、熱水亦欠奉。他那形銷骨立之身

體、滿面病容的臉孔，透著歉意，卻從容而彬彬有禮地招待客人就

座。當時潘前人給我的印象，彷如謙謙儒生，雖經數十年逆境煎

熬，卻無憤世嫉俗之激動、或怨天尤人之言辭，談吐依然溫文有

禮。我心想，文天祥以「正氣」戰勝七種邪氣而能不生病；而潘前

人則憑一般「道氣」而能以無平常心面對煉爐，真如陶淵明《詠貧

士》中兩句：「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第二天，我們買了數

只茶杯，一些茶葉，再次登門造訪。潘前人見到我們很高興，謝過

呂點師之禮物後，便燒水泡荼，與我們邊品茗，邊淡然地憶述過

去，當日寒風刺骨，陰霾翳空，卻慧日朗然，我等相聚甚歡。

樂聚天倫不忘進修、成全後輩見道成道

後來，幾經困難，潘前人終於 81年赴美與顧前人及明明團聚。

到美後，學英文、攻「瑞典推拿」，後又到北京攻「國際針灸學」

課程，回美後考取針灸牌照，專職針灸師，在紐約行醫。

第二次見到潘前人是在香港有德彿堂，當時他已考獲針灸牌

照，他告訴我考筆試他是拿一百分的。我心想：換了年輕的我也絕

對辦不到，他真是一名書獃子。只見他手上仍拿著一本《如何管理

醫務所》的書在閱讀，其好學不倦，手不釋卷之性格，可見一斑。

適逢有德開法會，曹公公請潘前人慈悲一課。他將他在東北的遭遇

◎小 翹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杖履生追隨
──懷念潘宏荃前人

杖履生追隨



陳述：家破人亡的經歷，使聞者傷心，皆

灑下同情之淚。我內心深處更肅然起敬，

心想：他嚐盡了艱辛、飢餓、逼害、顛

沛、流灕失所、家破人亡的經歷，吃盡了

時局變遷、魔考、皇考的苦頭，卻仍能站

在道場上，默默地支持顧前人四方渡化；

正如《菜根譚》所云：「天薄我以福，吾

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

補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

且奈我何哉？」其對大道之心、對妻子之

情，真是日月可鑒。

九六年五月我與妹妹往美加旅遊，在

紐約住了兩天，顧前人出外宏道，不在紐

約，潘前人盡地主之誼招待。日間他診所

非常忙碌，我遂在一旁幫忙；只見他能與

病人用英語應對，真令人佩服。午飯時，

他問我是否有意到美國發展，他可為我申

請，我告訴他說：「家母年高體弱，需人

照顧，我尚未能放下此擔子。」那天潘前

人像關心子侄般，要為我之前景打算之情

懷，永留腦中。

偷得浮生鶼鰈聚

九七年，顧前人在台慶祝 70大壽，

潘前人放下繁重的診所工作，到台與她一

起慶祝。當日，筵開數十席，各人皆喜氣

洋洋，我這個最頑皮的學生，準備了一枝

紅玫瑰，一定要潘前人送給太太；並且與

來自香港的一班同修，圍在他倆身旁唱

歌；素來習慣了中國傳統，非常保守的潘

前人，是第一次送花給太太，所以滿面通

紅，非常靦腆。相信有參予當日活動的同

修們，一定不會忘記他倆燦爛而尷尬之笑

容。同年秋末冬初，潘前人經港再往台

灣，我一見到他，吃了一驚，比上次所

見，瘦得多，我問他是否不舒服，他說一

向肝臟都不好，可能工作忙碌所致，他一

臉倦容告訴我說：「這次真的生病了，腰

也直不起來，所以，顧前人要我到台灣休

息。」

生命的鬥士

之後聽到消息，潘前人在台灣真的病

得很嚴重，於是我與無畏施婆婆在農曆年

年底飛到高雄探望。到達金山道院已是晚

上，各前輩正忙著法會及過年等事情，潘

前人則住在醫院，第二天到醫院探望，他

見到我倆很高興，但人又比香港見面時更

瘦更弱了，大部份時間都是躺在病榻上休

息；醫生勉強批准他回金山過年，遂於年

廿八回到金山，住在三樓。當天晚上，潘

前人沒有胃口吃飯。顧前人說：「明早煮

粥，希望他能多少吃一些」。第二天，我

清晨早起，到前人房間，她因早一晚夜

睡，故仍未起床，我遂往小廚房煮粥，那

是我一生人第一次煮粥，到前人起床時，

粥已煮好；煮得真不賴，濃稀適中，遂盛

了一碗，請潘前人品嚐，他知道是我煮的

早餐，很是高興，馬上進食，可惜，只能

嚥下小半碗，便吃不下了。臉上憔悴的病

容與歉意，猶甚於當日在常州所見，我心

想不妙，便與無畏施婆婆商量，將我們從

香港帶來的食物，盡量煮一些潘前人喜歡

吃的常州菜譜，希望他能下嚥，以增加體

杖履生追隨──懷念潘宏荃前人／ 41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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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惜，儘管婆婆廚藝高超，潘前人都

是淺嚐即止。

年初五，我離台前一天，在潘前人房

間與他談天，他躺在床上嘆氣：「人說落

葉歸根，我不知能否再回到美國？」我鼓

勵他說：「只要您能積極鍛鍊，有體力能

從房間走到停車場乘車，便可以乘飛機返

美。」當天黃昏，他真的起床練習走路，

並囑我回港代購一對步行用的布鞋。第二

天辭別顧前人時，她囑我返港後替潘前人

預備壽衣；我懷著沉重的心情與無畏施婆

婆到三樓向潘前人辭行，然後到停車埸，

回頭再望向三樓，潘前人竟然倚著手杖，

在蔡述禧點師的攙扶下，走出陽台向我揮

手道別，我雙眼含淚，揮揮手，便低頭匆

匆離開。

西曆三月中，顧前人因有要事，很勉

強地，暫時離開台灣，與早前到來探父病

的女兒──明明，經香港返美數天；剛巧

同一天，我與一班同學到江南寫生，故在

機場與前人話別，我請明明務必與我密切

聯絡，以便告知潘前人的病況。辭別了前

人，匆匆飛往杭州、紹興等地去攝影及寫

生。某天，到了烏鎮，剛進入仍保持老房

子特式的水鄉小村，便看見一位老婦人，

挑著一擔子迎面而來，驚鴻一瞥，心頭一

震，只見挑著的，竟是一擔「錫箔」。我

忐忑不安，心裡老惦念著病榻上的潘前

人。果然，回到香港，即驚聞噩號，潘前

人於三月二十日歸空，算算日子，就是我

碰到挑「錫箔」老婦人的一天。

最後的祝懤

匆匆趕到台灣奔喪，匍匐進了靈堂，

我泣不成聲。早我幾天趕回台灣的顧前

人，在我頭上戴上了孝花，然後領我到後

堂瞻仰遺容。只見他安祥地躺在那裡，身

上穿著壽衣，在場有各方趕到的前輩、親

友們，都神情肅穆。潘前人啊！我真不

孝，連您的最後一程，也不能隨侍在側。

在台辦過告別儀式，便隨靈柩飛美

國，下葬於紐約。在墓地前，我默哀：

「潘前人，安息吧！您總算回到美國了；

可是，我要請您原諒，因為我尚欠你一雙

步行布鞋，但十分抱歉，我已無機會送給

您了。」

正是：

門牆承軒岐最難忘化雨春風樁庭訓

杖履失追隨不禁嘆耳提面命更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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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首次見到潘前人，是在 1994年承前人之慈命，到紐約重德

佛堂學習辦事。雖然只相處三年左右，但他的行誼永遠留在後學心

中⋯⋯

儒者風範

見到潘前人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位前人很有修道人的風範，外

表就如《論語》所說的「溫、良、恭、儉、讓」，令後學留下很深

的印象。他待人很溫和，為人很良善，說話很親切，與他相處有如

沐春風之感，具儒者的本色。有一位道親的姊姊，原來她是潘前人

在ESL課程的同班同學。她說潘前人在班上總是笑咪咪的，人很和

善。

他在食衣住行方面都很節儉，那份儉樸美德，改變了後學很多

的思想與生活習慣。潘前人除道務外，每週必有一例行公事，即是

到附近的超市「大血拼」，原因無他，只因每逢週四超市都會大減

價，因此每逢此日，只要到超市，必可見到潘前人大採購的形影。

他也像很多前輩一樣，衣服破了也捨不得丟。廚房同修煮什麼，他

都照單全收。他常謙卑的表示，能吃飽就很好了；對於住、行也都

一樣。

潘前人唯一最大的興趣就是讀書。故其學識相當豐富。有段時

間潘前人慈悲講解孟子，讓後學幫忙翻譯。由潘前人的引證中，得

知他學識淵博。潘前人為人一點也不古板，對於新款式的食品也樂

於嚐試。從他嘗新時的喜悅表情中，覺得實不失赤子之心。

◎文少碧點傳師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高風亮節的風範高風亮節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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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後學，無微不至

潘前人對所有的道親，就如一位慈母

般，是那麼的細心、無微不至，不求回

報。曾有位年輕同修，離開在香港的父

母，到紐約求學。當時前人慈悲八月份可

參與波士頓的法會學習。他雖有心，但因

尚在就讀大學，經濟不太方便。潘前人得

知後即主動代購車票，圓滿了這位年輕同

修了愿的機會。

潘前人不只對道親們的關照，更留意

駐壇捨身同修。記得後學剛承前人慈命到

外州辦事，每次外出前，潘前人必遞給後

學美金 200元當零用金，後學堅辭，但潘

前人卻堅持後學一定要收下，並說出門在

外，拿著以備不時之需吧！這份關照之

心，讓後學感到十分溫暖。

而每逢重大節慶，他都會在前兩天即

提出買Pizza慶祝的建議，更鼓勵駐壇同

修外出看遊行、逛百貨公司之類的。有一

次，還帶後學和阿貞一同去看馬戲團表

演，這可是後學頭一遭看馬戲團表演呢？

他老人家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令在外地

的駐壇同修也能感受節慶的喜悅，讓後學

備感家庭的溫馨。

醫者父母心

在現今社會中，能不為圖利，有醫德

的醫生已是少見了，而潘前人卻是其中之

一。因此不但病患推介親朋前來就醫，就

連潘前人的同學：推拿醫生李先生，平日

一有空即主動前來義務幫忙。後學曾在潘

前人診所協助，在接待病患者期間，每每

聽到病患均反應 "Dr. Pan Very Nice！"。

潘前人歸空後，很多老病患者均很不捨，

即使至今日，仍偶爾會有電話甚至親自找

上門，想找潘醫生看病的。

潘前人不斷充實新知，每日看報，見

有好的醫學資訊即剪貼在本子上，以求自

我改進；更將有助病情的良方介紹給病

患。多年以來，除為道務休診外，幾乎從

未放過假，直至歸空前也仍堅持如此。每

逢病患者問起佛堂之事，潘前人即坦誠告

知，因他的德澤感化，無需太多介紹，很

多病患者即主動求道，其中還包括一位南

美洲的病人。

人道全天道可達

潘前人以行醫所得支助前人的旅費，

使前人巡迴各道場時無後顧之憂。而且他

常常在言談間，流露出關切、擔心前人的

身體，是否吃得消。在聚少離多的日子

裡，也充分表現出他體貼的一面。對於女

兒、親族後輩也很關心。這份發乎內心，

對家人的關懷，也常令後學感動不已。

有一次在閒談中，潘前人慈悲，他在

年輕時個性很固執，不懂得與人相處。特

別是他年少即配天才，可說是道場的嬌嬌

兒，受眾人關愛，不知天高地厚。但後來

道場遭遇大考驗，被流放黑龍江勞改幾十

年。當地的天氣十分嚴寒，經常是零下 45

度的冰天雪地，艱苦的生活非筆墨言語所

能形容。一個年輕人，吃不飽、穿不暖，

得常常挨餓受凍。除此之外，最大的磨難

是與周遭的人相處，一定要非常小心，因

為一旦說真話，就會被人密報與遭到處

罰。所以，不管如何固執、自我，一定要

先改變自己，否則就會大禍臨頭！他很感

謝上天給自己如此的機會磨練。如果沒有

經過勞改，現在可能仍是溫室的花朵，自

以為是，不懂得與人圓融相處。他現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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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都不計較，耐得寒，就是當年勞

改艱苦生活中訓練出來的。

在聽完潘前人的慈悲，剎那間心底不

由得對潘前人肅然起敬，一位修行人雖然

他歷經了種種的逆境，非但沒有半句怨

言，反而能轉念、化煩惱為菩提，更能滿

懷感恩之心，視之為上天所給予的磨練，

甘之如飴。這不正如孔聖人所言「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的風範嗎？

潘前人不但忠於家庭、事業，更忠於

道場。雖因政治問題，幾十年來使他歷經

洗腦、身心靈的種種磨難，使他的身體不

能在有形佛堂中修辦道，但他卻仍忠於心

中的道場，未曾離開過半步。此如同文天

祥之忠貞不貳心，不因環境而變節之精

神，實值後學們效法。

艱毅、勤奮

當潘前人初到紐約時已五十多歲，一

個英文字母都不懂，卻憑著一份堅持、辛

勤努力，不但考上英文同等中學學歷

（GED），更再接再勵學習推拿課程。在

就讀期間，為了讀通課文內容盡是艱深難

記的專業英文單字，他每日清晨到夜晚，

不斷地用功，終在短短幾年考取了推拿、

針灸等醫師執照。這若非有無比的意志

力，實在是難以達成的。

當他取得推拿、針灸等執照後，除了

以醫術濟世救人外，更將全部精神心血都

放在道場上。他省吃儉用，將所得資助道

場；每逢初一、十五、佛堂常班，即休診

不看病，全心配合道務。他那高風亮節的

氣度，對道的誠、堅、恆精神，對道場的

忠心，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因此回天

後，蒙　老 敕封為正信真君，真可謂實

至名歸！

永遠的修道典範

得聞潘前人歸空初期，後學都會忍不

住落淚。三年，每日相處約九個小時，是

一段不易的緣份啊！時間雖然短暫，其行

誼真是罄竹難書。 1997年底，當潘前人

離開紐約前往香港、臺灣時，雖已有病

症，卻仍未呈現病態，因此直到今日，後

學都未覺他已歸空。在後學心中，潘前人

的修行風範，仍指引著後學、及所有道場

的兄弟姊妹們。雖然他肉體已滅，卻仍關

心著每位後學，此份大愛的精神，永不磨

滅。他老人家的修行足跡，無形的德行，

將一直支持後學，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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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慈悲，在 1 9 8 7年進入重德佛

堂，跟隨前人在佛堂中修辦學道。第一次

與潘前人見面時，給我的印象，他是一位

文質彬彬、和藹可親的中年男士。後來才

知道這位書生，原來是在黑龍江勞改營，

渡過了廿八年的潘前人。

潘前人來美後，因為要支持顧前人辦

道，好讓顧前人能全心全意辦理聖事，不

要因為佛堂開支經費浩大而分心，所以潘

前人努力進修，由一個英文字都不識，卻

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考取到美國認許的針

灸醫生，可以懸壺濟世。（當年能考取到

針灸牌照的中國醫生，實在是寥寥無幾）

潘前人的勤奮好學、為道犧牲的偉大精

神，真令後學肅然起敬。

後學因年事漸高，身體常有疼痛不

適，潘前人知悉後，便日日不辭勞苦，在

百忙中，仍抽空為後學針灸，解除痛苦，

長達一年之久，潘前人工作時間那麼長，

那麼辛苦，仍然不取分文為後學醫治，真

是衷心感激，此生不忘。

◎梁鳳儀點傳師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他在 28年長勞改生活中，所受的痛

苦，只有親歷其境才能感受，如果不是他

有堅強的意志，忍無可忍仍然要忍耐下

去，後學便無緣認識這位和藹可親的修道

者、醫生。有時與他談起過去的日子裡，

也有點唏噓！

潘前人也有天真的一面，曾記得他說

─他像個『鄉巴佬』，年輕時，被捉去荒

涼和天寒地凍的東北黑龍江勞改，過集中

營勞改生活，對許多東西沒見過面，對許

多好吃東西也沒嚐過。因此有新奇的東西

或好食的東西，後學必請他嚐試一下，他

亦欣然接受。我們相處了十年多，彼此感

情很融洽。

1997年突聞潘前人在台灣病危歸空，

息勞歸天朝 ，功果圓滿復位，上天敕封

為 「正信真君」果位，馨香千秋萬世。

潘前人呀！我們懷念您對後學的關心和恩

德，腦海裡常迴盪著您的音容笑貌，但願

龍華再會，同敘故鄉—理天。

懷念潘前人
的恩德

懷念潘前人
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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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河挺

回想少年及得明燈照路

回想起後學本是懷著仇恨，感受不到

愛而來這社會！因家貧自少便要自學自立

自活生存於社會，形成我的極端，同時染

上很多不良劣習，從而帶給我數十年的苦

難經歷，由香港到美國紐約，一直到認識

了潘前人才解開了我心中的迷。

傷殘、重病、重獲新生

我本來是由表維政府醫院，骨科醫生

診斷是長期臥床的殘缺病人。因骨髓彎曲

壓迫神經腺及盤骨膜破裂不能治好，要食

超級止痛藥止痛。一個多月來在床上睡、

飲食、大小便的生活比死更還難受。很幸

運我有梁道禮點師兩次承潘前人命下，來

探望後學的病及送給後學一些佛書及講解

佛學道理。要我用平常心來戰勝惡病，潘

前人帶病也為我針灸，經兩個多月來針

灸，很快令我身體得到康復。由我扶拐杖

來佛堂，倚牆聽道、倚牆叩頭的我，讓我

舊的惡劣脾氣改過並重獲新生。

走出恐怖，盡心付出。

學習活一天，感恩一天；

活一天，快樂一天

潘前人要我做到，聽道一定要坐在前

面五行，一小時

內不可隨便離開，

還要一年時間實際表現，才有資

格看守佛堂大門口。這是靜的修為，而給

我滅念的機會，更可行功了願。

現在快樂，未來極樂，

圓滿永恆度生大願

由於潘前人的鼓勵，與即立下逢期必

至，可以長期在班期中看守佛堂大門口。

後學把佛堂當作是自己的家，一年有四分

之一時間在重德佛堂。令後學獲得無限的

愛與溫暖，可誠心誠意在佛堂服務，在年

老退休的日子裡，不感到生活空虛，懷著

無限的快樂與喜悅。這一切都是潘前人的

崇高品德，為道場徹底奉獻的精神，為後

學所敬仰，此生都不會忘記──您。

得到了無價之寶，

也失去了無價之寶

向潘前人致敬

引用華嚴經兩句佛語比喻潘前人：

『心善安住無與等，意常清淨大歡悅。』

為後學們心靈精神上教育，為道場無怨的

偉大奉獻者致敬。

感受與啟發感受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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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容潘前人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潘前人是一個溫文而有愛心的

人，他不愛多說話但卻充滿智慧。

我從未曾聽到潘前人有任何埋怨，

然而從來亦沒有人埋怨過他。當有

任何人請求他的幫助時，他從來不

曾說一個「不」字。每個認識他的

人都是很敬愛地和他交往，他的教

導深遠地影響到佛堂每一位新來的

人，包括後學自己。

在記憶中，後學記得在我第一

次遇到潘前人時的每一個片段。在

母親的一個偶然介紹下，後學大約

十五年前在香港求道，亦是溫點師

慈悲點道的。不過，在我求道後三

個月，後學便要返回美國紐約。在

溫點師慈悲之下，介紹後學回到紐

There is simply no easy way to describe Elder
Pun.  Elder Pun was a gentle and kind person.  He
was quiet yet full of great wisdom.  I never heard
of any complaint from Elder Pun, nor anyone ever
complained about him.  He never says "no" to
anyone who requested for his help.  He was
beloved by everyone who knew him.  His
teaching deeply touched every newcomers in the
temple, including myself.

I still remembered every frame of memory from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Elder Pun.  I obtained the
Tao in Hong Kong about fifteen years ago, amid a
fortunate introduction by my mother.  Eric Wan
Dian Chuan Xi helped me obtain the Tao.
However, I was scheduled to return New York
three months after I obtained the Tao.  Wan Dian
Chuan Xi referred me to visit the New York

◎大 岑 Big Sam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A Great Man
Full of Unconditional Love

一位充滿
無限愛心的偉人

A Great Man
Full of Unconditional Love

無限愛心的偉人
一位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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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Te Buddhist Association once I returned.
Wan Dian Chuan Xi also reminded me to ask for
"Elder  Pun" when I visited the New York temple.
Of course, I was a newcomer for the Tien Tao
temples; I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ien-Tao
temples, and I had no idea about what "Elder
Pun" meant, other than just a plain title.

On a Saturday after a few weeks of jet-lagging, I
drove with my mother to New York City's
Chinatown where New York Chung Te Buddhist
Association is situated.  I rang the door bell.  After
a few minutes, an older-looking person answered
the door.  He was surprised to see me in front of
the temple.  I was absolutely positive that he was
a bit scared of me.  It is because that my physical
size was about three times bigger than him and in
that area there were some crime problems in the
past.  Luckily, my mother was right next to me
and she greeted the man, explained our purposes,

約之後，便去拜訪美國紐約重德佛

堂。溫點師更叮囑後學，當到達重

德佛堂時，要找一位名叫「潘前人」

。當然，後學是「天道佛堂」的一

位新道親，對「天道」未有認識，

更不知道什麼是「潘前人」，除了只

不過明白是一個名稱罷了。

在回到美國紐約後，待至幾個

星期之後的一個星期六，後學便與

母親一起，駕車到位於紐約市唐人

街的重德佛堂。找對了地址和門牌

之後，後學便按下門鈴，在幾分鐘

之後，有一位長者開門。當門開了

之後，他的反應是有點兒驚訝！而

後學我亦絕對確信他是有點懼怕

我。相信這是因為後學的外形體積

是比他大 3倍，而佛堂的附近過去亦

曾有過一些罪案問題。幸運的是，

後學的母親剛好正站在我的旁邊，

她客氣地講出我們的

來由，並希望能找到

一位名叫「潘前人」

的人。這位長者客氣

地回答，他就是我們

要尋找的潘前人。

後學還記得在我

第一次見到潘前人

時，他的面容是怎麼

的模樣，一張帶點兒

害羞的臉上，充滿著

代表經歷的皺紋。當

潘前人與顧前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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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我介紹後，後學便看見潘前

人的面容，流露瞬息一現的微笑和

一個愉快的驚喜，他之前的憂心亦

已成為過去。他真誠地邀請我們在

星期日的常班回來到佛堂。在遇見

潘前人的那一刻，我仍然誤認為他

僅僅是一個住在佛堂裡的普通工作

人員。我更不會預知到潘前人在未

來的日子裡，能永遠地改變了我的

一生。我對潘前人的第一個印象是

一個非常誠實的人。

由於潘前人的慈悲成全，後學

的一家人也開始定期回到重德佛堂

的常班。在一星期疲勞的工作之

後，回到佛堂的星期日常班，可以

感到受歡迎的氣氛。潘前人教導我

們許多事情；明確的，他教導我們

在佛堂以外沒有機會學的事情，他

教導我們怎樣將「道」實踐於日常

生活之中。他教導我們怎樣成為一

個做好靈修的人。他與我們分享他

and asked for Elder Pun.  The older-person who
politely replied was the one we were looking for--
Elder Pun.

I still recalled Elder Pun's face at the moment of
the first encounter.  He was shy and his face was
full of wrinkles from life of experiences.  Once we
introduced ourselves, I could see Elder Pun's  face
exhibiting a gleam of smile and a pleasant
surprise.  His previous concerns were all but
gone.  He sincerely invited us to return the temple
on Sundays, where regular temple services would
be performed.  At this juncture of meeting, I still
thought of him as a maintenance person living in
the temple.  I had no idea how much Elder Pun
would have touched and changed my life
thereafter.  My first impression of Elder Pun was a
man with utmost sincerity.

With Elder Pun's kindness, my family and I
started coming to the Chung Te temple regularly.
After a week of hard work, it was a welcoming

atmosphere to come to the
temple on Sunday for lectures
and services.  Elder Pun taught
us a lot of things; specifically,
he taught us things that we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outside of the temple – he
taught us how to apply the
meaning of Tao to our daily
practice and living.  He taught
us how to become a spiritually
better person.  He shared his

攝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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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challenges and hardship experience with
us.  He was a role model for all of us who learned
to have faith in Tao.  He walked the path to
Heaven and he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to
achieve the same path as well.  

Although Elder Pun taught us much of his
valuable wisdom, the most influential wisdom he
gave me was "never give up –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challenge is."  In 1993, I injured a
tendon on my right arm.  The injury was not
caused in doing temple-related work, but Elder
Pun was very kind to volunteer his acupuncture
treatment.  A handful of treatment procedures
were needed.  While Elder Pun performed his
acupuncture treatments on my right arm, we
talked about a variety of subjects.  In one session,
Elder Pun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ersistence.  In summary, he told me that if a
person has persistence, he will "never give up –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challenge is in front of
us."  This becomes a motto for my life, even as of
today.  Proven by his unimaginable hardship
experience in China, I cannot think of anyone else
who could be better qualified to teach the
meaning of persistence than Elder Pun.

Elder Pun was a towering figure in my life.  He
had the paramount spiritual strength that can't be
measured by any earthy standard.  He was a
brave leader, a bright guiding lamp, and a wise
shepherd.

以往艱難的經驗和人生經歷。他是

我們在修道旅途上的一名模範前

輩。他走過的每一步，是回理天之

路，而他更時常鼓勵我們，也應走

這一條回理天之道路。

雖然潘前人教導我們很多很多

寶貴的智慧，但對後學最具有影響

力的智慧是「無論遇到任何困難的

挑戰，我們都不可以放棄」。在 1993

年，後學的右臂傷了一條腱。雖然

臂傷不是由於佛堂的工作而引起，

不過潘前人非常慈悲，還自願地用

他的針灸療法醫我的傷。整個療程

需時數週。當潘前人在後學我的右

臂上執行他的針灸療法時，我們談

論到很多話題。在一次針灸時，潘

前人強調「堅持」的重要性。總括

來說，當一個人能真正「堅持」的

話，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挑戰，我

們都不可以放棄。這句話，即使到

了今天，亦是後學生活中的一個座

右銘。因為潘前人在中國大陸，經

過很多其他人無法想像之艱難生

活，後學相信沒有其他任何人，能

比潘前人更適合說這句「堅持」的

訓話。

潘前人是後學生命中的一位崇

高之大人物。他擁有最高的精神力

量，而更不能用任何凡塵世間之標

準去測量。他是一位堅毅的領導

人、一盞引導的明燈和一位智慧的

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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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無知的後學，在哥哥的帶引，到

了重德佛堂求道。因為剛求道的關係，故

此對佛堂的事情還是不甚了解，當時只知

道在佛堂內有兩位前人，一位是顧前人、

另一位是潘前人。由於顧前人忙於到世界

各地，開荒辦道，於是後學就有較多的機

會接觸到潘前人。算一算，後學認識潘前

人也有十多年了，當中令後學最難忘的，

就是與潘前人一起鏟雪的那天。

還記得有一年紐約的冬天，雪下得特

別多，早一天的雪還未溶化完，緊接著又

來了一場場的大雪，所以地面上的積雪特

別厚。由於重德佛堂本身是一座舊建築

物，內部很多還是木造結構。因為擔心佛

堂的天台部份，承受不起太重的積雪。所

以前輩慈悲，通知後學兄弟二人回佛堂幫

忙清理積雪。而實際上，當時我倆亦是唯

一的年輕人，在接到通知後，很快便回到

佛堂開始這個「鏟雪任務」。

那天晚上，我們二人帶齊了雪鏟等工

具後，便開始工作。當時的環境，就像拍

電影一樣，厚厚的積雪，已經到了膝蓋位

置，而四週還下著大雪，片片鵝絨般的

雪花正不斷地飄下來，煞是好

看。過了一會兒，顧前人、潘

前人和明明姐也都上來關

心，潘前人看見我們只

是用雪鏟的速度，敵不過不停的大雪，於

是他便想了一個辦法，在地窖內找來一塊

木板，做了一個用人力拖拉的臨時鏟雪工

具。一個在前面拉，另外一個在後面控

制，之後潘前人也開始跟我們一起鏟雪。

潘前人他老人家在中國大陸勞改的時

候，身體已經不大好，所以都勸他不要

做，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堅持下去。不過，

也就是因為潘前人做的那個工具，使我們

可以一次鏟很多的雪，從而縮短了鏟雪的

時間。過了三小時，雪不再下得那麼多，

我們終於完成這個「艱巨」的工作。

這雖然是尋常一般的鏟雪，但是潘前

人的舉手投足，正所謂身教勝於言教，他

老人家無私無我的精神、為道場的犧牲、

對後學的關懷，令後學永遠都不會忘記。

到了今天，雖然潘前人已經離我們而去，

但是他老人家在雪地上留下的「足印」，

卻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一個小後學的心裡

面。他為道的精神，更作為小後學往

後在修道旅途上的榜樣和指引。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雪地上的足印
◎岑永泰

雪地上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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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潘前人離開我們返回 老

身旁已七年，聖經：『崇高來自謙

卑』。潘前人永遠給人一種謙謙君子、仁

厚長者的感覺。當你有所進步，他會給與

鼓勵；當你受到考驗，他會給與安慰。言

談間流露出溫文儒雅的風範，與他相處，

如沐春風。

他對道務之認真態度及對後進同修之

悉心提攜，深受後學等所稱頌。每次常班

及學習講道班期，無論工作有多忙碌，他

總會放下工作，第一個到達講道室，並且

攜同筆記簿來抄寫筆記，給與演講者精神

上之肯定及支持。

猶記得每次後學與其他講師出門往波

士頓學習前，都要返佛堂辭 駕。由於

路途遙遠，我們要在早上七時回到佛堂辭

駕，而潘前人總是在我們抵達之前，已經

回到佛堂，風雨不改，耳提面命我們要小

心駕駛之外，更給與精神上的鼓勵。

據一位與潘前人同時移民，到達紐約

的前輩所憶述，她抵美前在香港已經有一

定之英文根底，亦要用三年時間，前後考

過三次才能成功，而潘前人不單只用了一

年半時間，就能成功考取高中同等學歷文

憑，更繼而成功考取中醫及針炙執照，而

以上之文憑及執照考試皆全部以英文作

儒者之風
◎盧建德

儒者之風

紐約重德佛堂聖誕新年同樂日。

答。尤其是高中同等學歷文憑試，每次考

試都是由中午一時至晚上八時，規定要在

七個小時內全部作答，但是很多考生都未

必能達到要求，可想而知並非一般人有這

份能耐，而潘前人學習能力之強可見一

斑。根據這位前輩透露，潘前人每日都不

斷學習，連午餐時間都不放過，遇有不明

白的地方，馬上翻查字典，他的鍥而不捨

的學習精神，很值得後學作為借鏡。

另外，潘前人在辦事方面，組織及策

劃能力特強，非一般人所能及。後學有幸

跟隨潘前人學習辦事，深深體會此一點。

在潘前人的慈悲帶動下，後學僅能學些皮

毛。而潘前人的離去，我們一班後學無不

痛惜。

後學不才唯有謹遵潘前人慈悲訓示─

心為道場，此志不渝！來報答他老的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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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當看到潘前人虛弱的躺在床上時，心

中一陣悵然與不捨。每天推著輪椅上的潘

前人，在金山道院的走廊曬太陽；陪在病

榻聽他訴說往事，及對道場的期許，他知

道，蠟燭已燒盡了，生命是自然的。

回想起在診所學習的點點滴滴，潘前

人待每位病人無論男女老少，是既客氣又

關懷，因此病人和他都成了好朋友，在我

的印象中，病人與醫生往往有距離，而且

大部份病人對醫生總是存有一份畏懼，但

潘前人有的只是關懷與溫馨。

潘前人在上了年紀來美之後，才從

ABC開始學起，幾年之後，竟然可以用

英語與外國病人交談，甚至閒聊。令後學

非常訝異，是奇蹟嗎？不！這是毅力與心

志，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一般人，一旦位高權重，講話的口

氣，對人的態度，往往就不一樣；但在潘

前人的身上，我們看不到這些俗人的特

質，他總是那麼的客氣、謙虛，與他談

話，沒有畏懼，彼此能夠以誠相對；碰到

彼此有不同觀點及思想時，都能不諱言的

說出自己的意見，讓人覺得和潘前人聊天

是自在的、輕鬆的。

潘前人的學問很好，又手不釋卷，無

論醫書或道書，順手拈來即是文章，開口

即是一篇道理。他常告誡我，不要浪費時

間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要把握時間讀書，

並舉他自己離開勞改營之後，被分發到醫

院裡，因利乘便，讀了很多醫學方面的

書，沒想到會在美國應用。人什麼時候會

碰到機會，誰也不能預知，但在任何環境

中，都要隨時學習，這是他的經驗，也以

此鼓勵我。放寬胸襟，心胸有多大，世界

就有多大。

生命不一定要多彩多姿，但要有價

值，那怕只有短暫的幾年，因為上天不是

讓我們來人間遊蕩的。

永懷潘前人
◎木 易

永懷潘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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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前人 永遠懷念你／

清風明月的胸襟

回想當初不認識潘前人，只見有一位

面帶笑容可掬的前輩。從各方面接觸，他

都是氣定神閑。在他慈顏中感受到，即使

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的他仍要在園中種

滿蓮花，以清風明月的胸襟，與阿彌陀

佛，同一慈悲的心懷。

木瓜樹的啟示

這棵木瓜樹比小腿還細，可以說是又

瘦又小的木瓜樹，但是這棵木瓜樹上竟然

結了好幾層的果實，少說也有三十個木

瓜，每個木瓜都比拳頭大，這棵瘦瘦木瓜

樹並沒有因結了那麼多又大又沉重的果實

而倒下去，甚至它還挺得很正，一點也不

歪斜，非常感動它堅強的生命力，不由得

向它致敬：「您真是我的老師，我要向您

學習。」潘前人他把握當下，去扶持每位

後學，就像一棵風吹不倒、結實的木瓜

樹。

過去、何必思量

潘前人，他在中國為道場、受盡種種

苦痛依舊是堅韌不拔，絲毫無損宏道精

神！坎坷滄桑的歲月已經過去、以為來美

國可以重生開始，離苦得樂、誰知他什麼

也沒說，只是做給我們看──「過去、何

必思量。未來、無須恐慌。現在、不用緊

張。」幫助別人也同時幫助自己走過生命

的難關，走出自己的悲哀，發揮生命之

光。因為人應活得光明，歡喜，有意義。

以有限的生命種無限的蓮花

潘前人雖然有病，從不提及，相反地

只問候各道親是否需要幫忙，同時比平常

更努力為其他道親看病。經常為了幫道親

針灸，弄至沒時間用膳，只想儘快把事情

做完，使有病的人減少痛苦。好幾次令到

自己病發，痛苦難當無從下嚥。後學只覺

得他「以有限的生命種無限的蓮花。」人

生無常，每個人都有一本帳簿，翻出下一

頁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春風化育

世事無常，何必動氣，氣死沒人替，

不要被妄念拖著跑。猶記當初後學對佛規

不甚明白，老是顛倒錯亂。潘前人知道後

學犯錯後，便請其他同修指導後學，講解

佛規禮節，讓後學由迷入悟，穩定心性、

止住妄念。因為

有您的春風化

育，後學才得

成長提昇。

千 言 萬

語唯有化

作一句：親

愛的潘前人、

後學永遠懷念你。

◎魏艷玲

潘前人 永遠懷念你

【專題報導】—正信真君

潘前人 永遠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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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不難聽到一些人，在不如意的時候，就會自怨自艾的嘆氣

說：「哎！做人真難，我把心挖給他看，他還是對我不諒解！」或

者有人說：「現在的人心太壞，每個人都是那麼自私，只有自己，

沒有別人！」又有人說：「做事容易，做人難」說來說去，反正都

是人家不對，別人對不起自己，因之整天悶悶不樂，怎也快樂不起

來，如果把人際關係弄得這般地步，該有多悲哀！

多數人在人際關係上發生問題時，就會怪到和某人沒有緣份，

而不去檢討自己與他人之間，究竟在人際關係上，發生了什麼問

題？其實，我們今天不論做什麼事，必須先建立起彼此間的良好關

係，然後他才樂於跟隨你的觀念走。如果你懂得如何與人相處的道

理，必有助你個人事業成功，亦為家庭、社會帶來祥和與安定。

什麼是「善緣」？

「緣」，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情意投合的一種情分。「善」就是良

好的意思。所以，「善緣」就是人與人之間良好的「情分」。今天

我們共同為一個單位，奉獻心力，彼此志同道合，情同手足，這就

是「善緣」；家庭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愛，亦是善

緣；一個公司，一個機關，老闆與員工，長官與部屬，彼此之間同

心協力，和睦相處，這亦是「善緣」。所以善緣，並不是僅指「因

果論」裡的善因而已，舉凡人與人之間，能夠彼此互助合作，相互

扶持，都是「善緣」。

但「善緣」並非光靠機緣來的，必須由我們自己去開拓、培

養、愛惜，而後才能成長茁壯。所謂「廣結善緣」，就是要我們自

己去締造一個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

◎曹正綱

【小 品】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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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廣結善緣」？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成功，而

且快快樂樂的過一生。但事實上，能夠達

到這個願望的人並不多，檢討其原因，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由於人際關係不

好所造成，亦就是「人緣」沒建立起來。

美國的一家著名的卡內基工業研究

所，曾經對一萬名主管人員做過調查，結

果發現，這一萬名主管當中，只有 15%是

由於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或超人的智慧

而獲得升遷，其他 85%都是因為具有能夠

和人「融洽相處」的優越性格而獲得晉

升。由此可知，任何人成功，十之八九都

是靠別人的支持獲得。因此，當我們走向

成功之路時，「別人」反而扮演著比自己

更重要的角色。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在報紙，或電

視新聞等媒體中看到父子相殘、夫妻反

目、勞資糾紛、師生成仇等等「亂倫喪

德」、「明爭暗鬥」的事件，極大多數都

是由於當事者不懂得人類行為法則所引

起，初則由於小處得咎，繼則誤解愈結愈

深，最後終於不可收拾，造成悲劇，這是

多麼令人遺憾的事！

由於科技的進步，世界的距離越來越

小，生活亦更形多樣化，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更形複雜，接觸亦更頻繁，任何人，

都不可能脫離這個花花世界去獨立生活。

因此，如何在人群中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

係，廣結善緣，使

你成為一個人人

歡迎，事事成功

的人，就顯得格

外重要。

總括來講，能廣結善緣，就會有良好

的人際關係，有了良好的人際關係，必然

受人尊敬與歡迎，就可獲得他人的支持，

擴大你的助力；同時，亦因此使你的精神

愉快，工作振奮，當然你的生活也好，你

的事業也好，必然都能順利成功。

如何廣結善緣？

（一）留給人家一個最好的第一印象：

會影響對方對你的態度和作為的第一

個變因，就是你留給他的第一印象。

通常絕大部份的人對你的評價，都是

根據第一印象的觀點為基礎而出發，而且

很難改變。但是，不管在別人的心目中留

下的是什麼印象，你自己都要負最大的責

任。通常我們對某人評價說：「噢！這個

年輕人真不簡單，既大方，又有學問，講

起話來有條有理，看過去挺穩重成熟

的」；「這個人怎麼這樣粗野，無禮，看

了實在使人噁心」。有些人看了以後，使

人肅然起敬；有些人使人厭惡；有些人帶

給旁人清新愉快；有些人則不受人家歡

迎，這都是由其本人的儀態、舉動、言行

所留給他人的結果。很多人都非常關心自

己在別人心目中形象的好壞，可是，卻很

少人了解，你自己的表現，才是決定別人

對你評價的最重要因素。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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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追求幸福的人生

從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下來，位在台

南縣仁德鄉奇美實業公司仁德廠區內，一

棟以草坪、西洋雕刻作品以及兩尊清康

熙時期大砲點綴的建築，其迥異於周圍

的景觀、吸引著往來人們的目光，這

就是在世界ABS製造業上，享有龍頭

之尊的奇美實業辦公大樓內的奇美博

物館。

享譽國際的收藏實力

在財團法人台南奇美文化基金會的組織章程明文規定，奇美實

業公司年度盈餘的百分之十，捐贈基金會作為奇美博物館典藏經

費，完全用於蒐購藝術品及推廣藝文活動。奇美博物館的蒐購按照

既定的原則進行，經常參與世界著名的拍賣會，其收藏實力與氣魄

在國際間大受矚目。 1993年曾買下美國亞歷桑納州一間私人博物館

全部哺乳類與鳥類標本點藏品。

欣賞世界各地的文化精髓

奇美博物館由西洋繪畫雕塑、樂器、古兵器、自然史、古文物

等五個部門組成，館藏品內容豐富多樣，包括了從西元前八世紀的

埃及文物、世界頂級的珍貴名琴，到數百年前的日本武士刀、文藝

復興與巴比松等畫派的經典之作，以及獨步全球亞洲的鳥類標本等

多元化的收藏，可以讓觀眾即使不出國，也能欣賞到世界各地的文

化精髓。

【特別企劃】

台灣藝術文化新殿堂

奇美博物館
◎編輯組

台灣藝術文化新殿堂

奇美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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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文化新殿堂 奇美博物館／

推廣「聽得懂的音樂、

看得懂的畫」

音樂與繪畫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一般

人視為畏途，但奇美文化基金會以推廣

「聽得懂的音樂、看得懂的畫」為自身的

期許，奇美買的畫讓一般小孩都看得懂在

畫什麼，辦的音樂會也讓一般小孩子都聽

得懂，藉由這樣的推廣、薰陶，培養出能

欣賞並喜愛世界名曲和名畫的國民。

致力於文化的提昇

在國外，每逢假日，父母親可以帶著

孩子去逛美術館、博物館，接受藝術的薰

陶，而台灣卻少有這樣的環境。因此年輕

人，只好往KTV、PUB流連忘返。目前

多數博物館、美術館僅有硬體設備，沒有

內涵，一般民眾去一趟就不想再去了。奇

美博物館本著「希望有一些東西給人家看」

的理想在經營，每年參觀人數不斷增加，

它未來經營的目標相當單純，「大家需要

什麼樣的博物館，它就會成為什麼樣的博

物館。」

價值與差異的延伸

看到奇美博物館，以私人企業的力量

在經營，推動藝術文化之熱忱。回顧“常

州”，它是不是值得我們把它當作“價值

與差異的延伸”之借鏡，建設一個「希望

有一些東西給常州前賢看的“常州紀念文

物館”。」把過去、現在、未來的道脈文

化傳承下去：

1. 展示常州道脈源流。

2. 展示常州前輩們推展道務，披荊斬

棘之史蹟、文物。

3. 介紹常州世界各地的道場：美洲、

東南亞、澳紐、台灣、香港。

4. 展望未來如何推展。

讓常州前賢能一覽過去、鑑往知來，

從繽紛的人生假景中，醒悟大道真理的寶

貴。

地下一樓演藝廳入口前

奇美博物館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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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 SPA
人生七十古來稀，吾年七十為一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

衰老，中間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間度過，算來算去，只有

二十五年，這二十五年受盡了多少的奔波、煩惱。

白雲蒼狗多變化 人生寄旅實渺茫

數年寒暑轉眼過 富貴功名難久長

自古英雄豪傑輩 南北山頭伴荒崗

財似石崇富何富 秦皇漢武強非強

縱有萬貫雙手空 縱有嬌娘一樣空

趁有人身快修行 以免無常萬事空

【小 品】

珍惜人生

人間和氣福運開

家中吵鬧便生災

暗中再加鄰人笑

定規沒有好日來

父慈子孝家和散

兄寬弟忍順氣湯

妯娌和睦消毒飲

家有賢妻化氣方

居家處方
身上事少 自然苦少，

口中言少 自然禍少，

腹中食少 自然病少，

心中欲少 自然愛少，

不聞人過耳根清，不察人非心自平，

不言人非口業少，行不損人身業清，

君子之道由斯作，上學下達由衷表。

恩師慈悲

◎諧興心靈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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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舟掛短篷 或移西岸或移東；

幾回缺月還圓月 數陣南風又北風；

歲久人無千日好 春深花有幾時紅；

是非入耳君須忍 半事痴呆半作聾；

忍字上面一把刀 為人不忍禍自招；

能忍得住片時刀 過後才知忍為高；

懷怒難入菩提道 應修寬恕及慈悲；

成功不由別處得 惟依忍耐天下平。

寬恕與忍耐

不在貧富　祇在根基；不在種族　祇在因緣；

不在道齡　祇在行深；不在名相　祇在心契；

不在信物　祇在真傳；不在爭議　祇在實德；

不在禪定　祇在離相；不在叩誦　祇在心行；

不在外求　祇在內覓；不在順逆　祇在當下。

修道人明確的方向

修道要像田中牛，步步踏實；

辦道要像千里馬，快馬加鞭。

恩師慈悲

講師是天道的推銷

員，眾生的褓姆，福音

的牧師，荒漠的甘泉，

迷途的指南，靈糧的廚

師。

講道不離心，講法

不離自性。

天道的

推銷員



62 2005.9 ／生活智慧故事

【小 品】

◎大衛

從過去到現在，孩子們最快樂的時光之一，就是聽故

事了。那熟悉的故事內容，不因時空改變，自古流傳至

今，甚至未來。

原來，聽故事可以成長，從故事中可以學習人生經驗；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聽故事，從自己與周遭的故事中成長，學習正

確的價值觀，培養迎向困難的智慧與勇氣！

以下的故事，願與讀者一起分享，讓我們從聽故事，豐富生命，體驗人生。

難得偷得浮生半日閒，到書局看看有

沒有好書，信手拿起一本書，那則小故事

深深吸引了我。

有個小男孩眼角受了傷，媽媽不以為

意，認為不過是個小傷，過二天就會好

了，因此只簡單的敷了藥。沒想到，來了

個醫生叔叔，他如臨大敵般，急忙又慎重

的為小孩消毒，並拿特別的繃條為小男生

貼上，並說：「有傷口，一定要趕快處

理，大的傷口要縫，小的傷口要貼，你如

果不這樣做，任它裂開，四周的細胞雖然

會長出來，把那傷口蓋住，增生的地方就

會留下一個疤痕。」

原來疤痕是這樣生成的，那心裡的疤

痕大概也是如此吧！夜裡靜思，常常讓我

們真的感覺到痛的不是身上有形的疤痕，

而是那看似碰不到，甚至不知該如何處理

心上的疤痕

【心得／淺見】

修行的過程中，不在於我們辦對

了什麼事，而在於我們是否在辦道處

事的過程中，廣結善緣，蓄積人際的

「源頭活水」，使修道之路，愈走愈寬

廣。道在生活中，因此當我們跟同

學、家人、前輩有什麼衝突的時候，

也要努力把那傷口彌平，別留下一輩

子的疤痕，遺憾終生。」（讀疤痕一

文有感）

的──心上的疤痕。有的人與朋友發生衝

突，會先冷靜地檢討事情的來龍去脈，並

立刻想辦法彌補，就像沒有衝突過一樣。

相反的，有些人一不高興，就永遠避著彼

此，久了，雖然像身上的疤痕，也能癒

合，彼此見面，也依然寒暄，但心上的疤

痕卻永遠除不掉。

心上的疤痕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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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項實驗將蜜蜂與蒼蠅放進瓶子

裡，將瓶底朝向光的方向。蜜蜂與蒼蠅都

往光的方向飛，以為這樣可以飛出去，但

因為瓶底沒有出口，蜜蜂撞來撞去都飛不

出去，最後只能停在瓶底，坐以待斃。但

蒼蠅發現往光的方向飛不出去，改而飛

上、飛下，甚至飛往反方向，最後蒼蠅飛

出了瓶子。

如同道場一般，蜜蜂以為過去的經驗

可以解決現在的問題。現在道場的環境已

經改變，必須用新的思維，以免道場停滯

不前。

另外一例，跳蚤可以跳高達身高的

100倍，另一項實驗，將跳蚤放進瓶子，

跳蚤一下子就跳出來了，後來將瓶子加上

蓋子，跳蚤一跳撞到頭，跳了五分鐘之

蜜蜂、蒼蠅、跳蚤

【心得／淺見】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

道場推展道務難免困難重重，但千萬

不要自我設限，不要受限於過去的經

驗，面對新的環境，必須掌握新的思

維來推動道場。讓我們用三個知名的

廣告詞來鼓勵道場的前賢：

1.「Let's make things better」

讓我們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

2.「Never try, never no」

勇於嘗試與創新

3.「Just do it」〈Nike〉做就對！

後，跳蚤不再跳這麼高，一段時間後，實

驗者拿掉蓋子，跳蚤居然跳不出瓶子。這

個實驗發現，跳蚤以先前有蓋子的高度作

為自己跳高的上限，以免撞到頭、受到傷

害。

蜜蜂、蒼蠅、跳蚤

宋朝名宰相范仲淹，年輕時生活艱

難，心想將來若能出人頭地，定要救濟貧

苦者。

後來當了宰相，便把俸祿拿出來購置

義田，給貧窮無田地者耕作。有一次在蘇

州買屋居住，一位風水先生盛讚此屋，風

水極佳，後代必出公卿。范仲淹心想，既

然此屋風水能使後代顯貴不如改為學堂，

讓蘇州城百姓的子弟入學，將來眾人的子

弟都能賢達顯貴，較之自己一家的子弟顯

貴，豈不是更為有益嗎？於是立刻把住宅

捐出來，改作學堂。實踐了年青窮苦時念

念利益眾生的宿願。

播下利他的善種

【心得／淺見】

世人若要為子孫謀福利，范仲淹

“播下利他的善種”的做法實值得我

們效法。

不久范仲淹四個兒子長大成人，均

德才兼備，分別官至宰相、公卿、顯貴，

子孫綿延不絕，傳至今已八百年了，蘇州

一帶范氏後人依然興旺。范仲淹善心為他

人謀福利，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其功德是

無法估量的，而范仲淹毫無利己之心，播

下了意想不到的善種，八百年來不斷地開

花結果，無意之中為子孫萬代謀福利，成

為行善的典範，受世人的敬仰讚頌。

播下利他的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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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隻獅子因為年紀大身體虛弱而沒

有足夠的力氣出去獵食，後來想到用偽裝

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回到他的巢穴

躺了下來，假裝生病，接受治療並且讓大

家都知道這件事。森林裡的動物一隻接著

一隻來到獅子的巢穴來表達牠們的關懷之

意，而獅子就在巢穴裡將牠們吃掉，大快

朵頤一番。許多動物因此而消失了。有一

隻狐狸發現了這個詭計，就去獅子的巢

穴，但牠只站在洞穴外，保持一段距離來

對獅子表達牠的敬意，並且問獅子的身體

生病的獅子

A Lion being unable from old age and infirmities to provide himself with food by
force, resolved to do so by artifice. He betook himself to his den, and lying down
there, pretended to be sick, taking care that his sickness should be publicly known.
The beasts expressed their sorrow, and came one by one to his den to visit him, when
the Lion devoured them. After many of the beasts had thus disappeared, 

the Fox discovered the trick, and presenting himself to the Lion, stood on the
outside of the cave,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and asked of him how he did; to whom he
replied, "I am very middling, but why do you stand without? pray enter within to talk
with me." The Fox replied, "No, thank you, I notice that there are many prints of feet
entering your cave, but I see no trace of any returning."

He is wise who is warned by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The Sick LionThe Sick Lion

【心得／淺見】

Wise men learn by other men's mistakes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

•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今日事今日畢）
•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 Self-trust is the first secret of success.（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祕訣）

英 文 座 右 銘

生病的獅子

◎南茜（摘錄自伊索寓言）

狀況如何。獅子回答說：我很虛弱，但為

什麼你要離我這麼遠呢？請進來跟我說話

吧！不了，謝謝你，狐狸回答，我注意到

有很多足印進入你的巢穴，但是卻看不到

走出去的足跡。狐狸因為別人的不幸警示

而變得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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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感人故事徵求感人故事
博德刊物將闢出一塊完全屬於常州前賢們的園地，

無論您在道學、生活、工作或學業等方面，

有溫馨、有感動、有發人深思的故事，誠摯希望您能踴躍提供！

徵求常州世界道場活動報導，

第六期刊物中徵求「天德菩薩」機緣教誨及小故事，

第七期刊物中徵求「正德天尊」機緣教誨及小故事，

第八期刊物中徵求「顧前人」機緣教誨及小故事，

第九期刊物中徵求「護道真君」機緣教誨及小故事，

期待這份動人的回味帶給前賢們更多醇香。

唯有您踴躍的參與，

才能讓博德更多彩多姿！

並歡迎提出寶貴的意見，以供改進。

本刊係公益刊物，

來稿僅致上最高謝意，

各地道場如有時效性活動訊息、

實況照片，

亦歡迎投寄 E-mail信箱，

以在常州網站刊出。

來函請附真實姓名（可用筆名

刊登）、地址、電話、 E-mail，

敬請利用回函

E-mail: cc_borde@yahoo.com.tw

台北市郵政47-91號信箱 博德 收

本刊發行仍有很多疏漏之處需要改進，

若前賢需要本刊可向就近佛堂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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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熱烈的支持， H a p p y

Birthday！博德度過一歲生日，懇請大家

繼續批評指教與鼓勵。

本期中，前人慈悲「講師的聖職與使

命」希望講師自己能先學後教，教學相

長。並且要注意風範及謙恭和藹，不為名

聞利養、不談顯化、不論政治，尤其在待

人處事要圓融十方，面前不讚易、背後不

談難，在品德上要恕道愛人，要見人長，

也見己短。講師代表道，舌為禍福之門，

言多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如何能

學習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在擔任講師

時，更要把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

「正信真君（潘前人）之機緣教誨」

讓我們感受到生活就是修道，不管順境、

逆境都可修道，即便十八年冤獄，家破人

亡，無悔無怨，仍然鞠躬盡瘁，始終如

一，從歷盡滄桑到戰勝逆境的勇士，從一

無學歷到瑞典推拿的大夫，其手不釋卷的

毅力值得學習。並默默地扮演著 顧前人

背後支柱及道場的守護者，真是「冤獄何

損身心性，稱譏譭譽皆彌陀」。

道學院今年推出精緻的暑期教師班，

前人還特別專程撥空回台主班，此班以道

學、教育與人際為三大主軸，前人勉勵所

有教師，在教學崗位上，要像一個牧羊

人，善用己身，為學生、為道場貢獻更多

的心力。心聲迴響，學員們的真誠表白，

「來對了，賺到了！」更顯示前人的眼

光，及道學院的努力，沒有白費，並祝他

（她）們成為道場未來的尖兵。

大家期待、盼望的「前人隨行記事」

終於出爐了。此行有：日本天音的現代新

五倫「婦唱夫隨」；洛杉磯天宗佛堂拆除

重建，急待伸援；舊金山慧德佛堂“仙佛

的撥轉顯化，又過一關了”。在此次國外

開法會更發現，修行不怕路遠，最怕的是

心遠，因為「有心，路就不遠了！」

讀經的孩子一定不會變壞，承德佛堂

自 1998年成立讀經班迄今七個年頭，雖

然過程艱辛，但看到教學成果，使一齊付

出心力的前賢們，會心一笑。兒童可塑性

高，施教容易，若能對未來的小彌勒、小

菩薩把握時機，善加教育及栽培，不僅個

人受益，道場亦收穫不少。

崇聖寶殿聖樂團成立短短一年半，在

點師及黃團長的用心，加上團員的努力，

從五音不全起步，在新化道院十周年慶，

欣賞到有如“天籟之音”般的演奏，受到

大家的掌聲與迴響，特別撰文介紹分享。

“博德”用心去發掘常州各地的精采

片段，本期推出前人隨行記事、讀經、國

樂團⋯⋯，相信常州世界道場，一定有很

多值得報導活動，希望能踴躍提供讓大家

一齊互相學習。更希望博德能讓前賢們往

「期待、滿意、驚喜」的方向努力、邁進。

編輯小語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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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怡方

蔡絹子

謝碧雲

盧添福、羅麗坤

張煙松

賈至敏

賈至淨

林鍾年

謝志明

王怡方

黃彥霖、黃彥儒

黃秀卿

羅邱美淮

蔡學一

許宗喜

葉耀宗

麥紹坊

胡 艮

麥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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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1,000
NT$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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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亞嬌

李芙蓉

楊丙嬋

陳麗蓉

蘇秀鳳

覃月華

麥慧茗

嚴玉妹

林梨花

曾 運

寥月蘭

鄭月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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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幣 50
馬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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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幣 100

姓 名
楊春嬌

何雁同

劉瑞意

楊 媚

王怡方

孫 宅

鄧 女

蕭寶馨

李 娣

黎 宅

伍應心

鄺卓明

無名氏

胡蓮笑

李兆麟

曾月華

潘麗瓊

何德歡

朱金利

金 額
馬幣 10
馬幣 10
馬幣 10
馬幣 10
NT$ 1,000
美元 333.3
美元 320.5
美元 25.6
美元 12.8
美元 12.8
美元 200
美元 250
美元 30
美元 50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200
美元 20
美元 100

註：若有錯誤，請告知以便更正。

姓 名
梁十五

陳 三

張雲嬋

余如杏

梁靜慧

敬 德

梁慧英

陳月（亡靈）

關閨秀（亡靈）

李麗雲

戚濃愛

陳 丁

陳尤燕

吳財福

吳孫杏

陳茂雄

吳華珠

陳盈廷

陳裕廷

金 額
美元 50
美元 100
美元 50
美元 100
加幣 1,000
加幣 1,000
加幣 480
加幣 550
加幣 550
加幣 100
港幣 1,5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NT$ 1,000



白果燴百合

白玉小素

【食　譜】

白玉小素

白果燴百合

冬瓜是夏日解暑、清熱的最佳蔬食，它能活絡腎臟，

幫助利尿；木耳則富含鐵、鈣及維生素C，經常食用可

保肌膚嬌嫩。

考季，「烤」季，炎炎夏日裡趕赴考場的莘莘學子，的確承

受了許多心理及生理上的壓力，此時不妨多食用能清潤肺

燥、益氣調中的百合，再加上具有滋養補肺、健食明目功效

之白果、紅蘿蔔，對精神不安、失眠等症當有助益。

材　料

材　料

味　料

做　法

味　料

冬瓜30公分四方薄片..

青江茶............................

木耳、洋菇、香菇、荸

薺、猴菇、冬筍、紅蘿

蔔、毛豆、豆腐乳、

薑、枸杞........................

百合................................

白果................................

青豆仁............................

紅蘿蔔............................

鹽、味精........................

白胡椒............................

水....................................

太白粉............................

沙拉油............................

1. 冬瓜四方薄片放入水中煮片刻後取出，扣入直徑 15

公分扣碗中備用。

2. 將各式素材切等量大小，放入水中滾一下後取出。再

起鍋爆香薑末和豆腐乳，放素高湯及各式作料微燜一

下，調少許鹽、味精，以太白粉勾薄芡。

3. 將2.放入1.扣碗中，入蒸籠中蒸30分鐘後倒入盤中，

以炒熱之青江菜心鑲邊，淋上煮滾之調味料即可。

素高湯.......................

素黃油.......................

味精、鹽...................

日本太白粉、麻油...

一件

300公克

各約60公克

半碗

1湯匙

1湯匙

少許

各 1/4茶匙

少許

半碗

1湯匙

1湯匙

2大匙

1大匙

各 1/2茶匙

少許

養生功效—清心寧神、明目健胃

做　法

1. 鮮百合去頭根部，並分散花瓣後洗淨。

2. 將花瓣放入熱油鍋清炒幾下後，再放入其他配

料及調味料，拌炒3分鐘即成。

◎口述：邱美淮　◎文：羅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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