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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
話
讀
博
德

好好學習聖人之道

聖人在世界上負有代天教化世人、替天調理萬物的責任，

今天我們也和聖人一樣，所以要學習聖人的「無所不為」

─只要有能力，什麼都要去負責。

P.4《繼往開來　承擔使命（下）──重德道學院經典講師班》

揚長避短以扶人　　　學道著手三省身

執善去惡以助人　　　修持鵠的五常存

方內圓外以渡人　　　言行教化四毋遵

明德守道以化人　　　辦事宗旨八正穩

P.10《恩師慈語─揚善圓道》

道場圓滿靠大家　　　各司其職志同行

斷疑生信無偏倚　　　見道成道堅志行

不怕困難再三磨　　　只怕心存長志行

不怕虎生三張口　　　只怕人懷兩樣心

話到嘴邊留三分　　　未可全拋一片心

壇中徒兒深思量　　　修行功夫否增進⋯⋯

P.12《恩師慈語─處事平和》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P.14《《道德經》第四章不盈章（功用章）（上）》

前人不要我們的淚水，她希望見到實踐後的汗水；

她要的不是我們的掌聲，只是一心為眾生；

四天，她為了完成使命而搏命！

法音流傳，但願您我皆是知音！

P.32《2015年臺灣區佛規禮節班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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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otes from

 Borde

反式脂肪對人體的危害：

⑴增加失智風險。⑵降低記憶力。⑶ 引發心血管疾病。⑷形成血栓。

⑸增加罹癌風險。⑹不利胎兒。⑺影響發育。⑻容易發胖。

P.47 《認識「反式脂肪」》

在進德修業當中，我們每一天都要學習並努力為自己加分，

當你看到很多前賢及自己碰到困難時，

如何幫助他人學習、進步，與前賢們真誠分享心得。

好前輩、好父母，不但自己一直在進步，還能幫助他人突飛

猛進，讓前賢們無論是在家庭、工作、道場中，都能一直不斷地成長。

P.55 《生活智慧故事─每一天為自己加分》

精神養生法有「三不」原則：

一、不勉強、二、不浪費、三、不懶惰。

松原泰道的座右銘：「終生學習，至死方休」。

我們只需盡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給蒼天吧！

P.44 《精神養生》

Great achievements don't happen instantaneously but rather 

are results of many baby steps put together through relentless 

efforts.

P.68 《Perseverance》

Master Ji-Gong Buddha:

Human beings thirst for high positions and wish for unrealistic 

favorable outcomes in the future for which they have not 

worked to deserve.

P.61 《The Weakness of Human Beings》

There were many courses and new experiences to know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and live a peaceful life.

P.70 《A Joyful and Inspiring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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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發揚修辦精神

我們修道人講的是良心話，處處都要拿

出自己的真心來。如果有什麼好與不好的地

方，大家都要真心吐露，有事、有意見就講

出來，誰對、誰不對都沒有關係。今天可以

聽你的，看看你的成績，今天的不好明天再

改，這樣才是互助，才叫同心。我們為什麼

要看淡世間的紅塵俗事來修道、辦道？就是

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將來可以脫離苦海、

返回到我們的老家。在這份共同的使命之

下，大家有這個心──心是一個，我們辦的

事情也是一件，就要有這樣的同心同德，來

發揚我們的修辦精神。

接著來講講道德經。

道是萬化之祖　 萬物萬象的真主宰

「道者德之本，亦是大成宇宙萬象之真

主宰，祂的功用雖是絕對，但祂的真相卻永

遠見不到，無形無象、無聲無臭、真空為

體，於萬象表現之際，雖可以看到祂的朕兆

和端倪，但祂的實相卻又永遠不會全現於

宇宙間。」道就是德的根本，道也是我們

大成宇宙中，萬物萬象的真主宰。祂的功

用雖然是絕對、是固定不變且每一件事物

都少不了祂，但是祂的真面目我們永遠見

不到，這就是道寶貴的地方。大道沒有形

相、沒有聲音也沒有臭味，祂的本體完全

是一個「空」。當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

要顯現的時候，雖可以見到祂一點點的消息

與線索，可是祂實在的形相卻永遠不會完全

繼往開來　承擔使命（下）
──重德道學院經典講師班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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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我們的紅塵世界當中。

「故是萬化之祖，未有天地即有此道，

天地萬物由祂而成，一切生靈萬物亦是由祂

而生，體為真空，功至萬能。」所以道是萬

化之祖，祂可以隨時變化，在天地沒有形成

之前就已經有這個道了。天地之間所有的一

切萬事萬物都是因為有道才能存在，一切生

靈、萬物也是由祂而生成，祂的本體是真

空，什麼都沒有，但是祂的功用太高了，可說

是萬能的，且永遠在這個功能上發揮作用。

「故要觀其妙者，用悟道非看道也，

與佛曰：『不應以三十二相看如來』之理

同。」所以你要觀察、要守住大道奧妙的地

方，要用什麼呢？要用心去「悟」道，而不

是用眼睛去「看」道。因此，好多事情到最

後不需要講，你看我、我看你，四個眼睛一

看，心裡就懂了，這叫心領神會，這就叫做

「妙」，講出來就不是悟道了。這與金剛經

上佛陀所說的「不要因為看到我有三十二種

相，就執著這樣就是如來」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一切相都是空的。所以我們要知道：一

個修道人如果不把心中空虛，裝那許多不需

要的垃圾，實在太可惜。

德是道的表現　德是妙有

「德者，道的表顯，也是道的作用。

道體為用，動而為德，道是真空，德是妙

有。」什麼叫做德？德就是道的表現，如果

沒有德就顯不出道的珍貴，沒有道也看不出

哪裡有德，所以將道的作用表現出來就是

德。道體為用，大道的本體以德來作為祂的

作用，做出來的就是表現──你做了一件好

事，你做了一件壞事，一動就可以馬上顯現

出來。因為你的心一動，你身中的道與德就

跟著你動，這就是我們必須時時不離良心的

原因。道是真空，無形無象，德是妙有。達

到真空，從中就能顯出妙有來，而這個妙有

當中也可以顯現出真空來，這就是「空而不

空，不空而空」的道理。

「所以在天地間，所修之德，為月之光

照、雨露之滋潤、寒暑之交替、陰陽之消長

等，就是道之動，運用為之德也。」所以我

們人在天地當中所做的一切德行，就好像天

上的月光，照滿天下；也好像是天旱很久得

到雨露之滋潤，也像寒暑的往來，冷了要

熱、熱了要冷，互相交替；像陰陽之消長，

陰生陽消、陰消陽生，這些都是道之動，好

像是很自然，等到祂運用起來，這個就叫

德。今天我們遇到天旱後突然之間下雨，就

會感恩無盡，這就是天之德。

「故物方能和諧協調得生生不息，就是

道的表現。故道是萬化之宰，德是萬化之生

什麼叫做德？

如果沒有德就顯不出道的珍貴，沒有道也看不出哪裡有德，

所以將道的作用表現出來就是德。

德就是道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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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萬事萬善，如果不率性，你就達不到，

德行就發揮不出來。

「故行道無形，所得之德，亦是無形。

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所以行道是沒有形象的，你所

得到的德也是無形的。好比行功了愿，你行

功了一千塊錢，我們大家謝謝你「功德無

量」，這就是一種回報，你的心中不可以

想：我這個一千塊拿出去，你們一定要對我

說一聲「謝謝」，這就有形啦！根本不必要

講的，這是應該的，為什麼？我們把有餘的

拿出來，對你自己沒有什麼損害，為什麼要

人家謝呢？我做功德是為我自己了愿的呀！

不是為你做的呀！就要這樣的想法。所以大

家要明白，做功德與做任何事都是這樣，詩

經上講「德猶如毛」，德好像是身上的毛一

樣輕巧，「毛猶有倫」，毛還有一絲一絲

的，它還有形象，但上天所給的一切是沒有

聲音也沒有味道的，祂的德已經達到最高的

境界了，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在道德經中，已經把理講得很清楚，希

望我們大家要明白。道是甚麼？是本體，是

我們的本體，是人類的本來面目。這也就是

中庸裡所說的「天命之謂性」，道就是我們

後天講的本性，是上天賦予的。這個性我們

拿不出、也看不見，但是等祂進到了我們的

心，就有辦法出來了──一個念頭一轉，好

與不好就看出來了。所以如果心把性奪過來

做主人，那就成了小人；我們以性作主人，

將來就是有道有德的君子。

藉著經典教化　修心是道德經的重點

「德」是什麼？「德」是作用，是人類

母。」有了上天的德行，一切萬事萬物才能

和諧協調，不會向反面走，向反面走就是不

和諧、不協調，這就不叫道與德了。所以萬

事萬物在這種情境之下就能生生不息，世

界、宇宙、人類的繁衍得以運行不止，這就

是道的表現。所以道是一切生化的主宰，世

界上所有一切都是一直在變動、一直在演

化，道就是它的主宰，而德就是它的生母，

一切演化來自於德。

以五常為標準，以五倫為根本  

「故五常、五倫、八德就是人身之體，

德就是人生行為上之善良行動，處世方法上

之正當行為。」所以五常、五倫與八德就是

人身之體，在世間法當中，我們要以五常為

標準，以五倫為根本，拿八德來調節我們人

不圓滿的地方。五常、五倫與八德是人身上

本來就俱足的本體，這個本體在我們的身上

發揮出來，就是人生行為上善良的行動，是

處世方法上的正當行為。使我們行事能正正

當當、光明磊落，遇到事情大大方方，大家

一起共同商量。相反地，在世間法中如果失

去五常八德，就是違反我們的本體，處世就

無法正大光明了。 

「故君子者在人道上德行充實，小人

者，就是德行不足，充實與不足非生來就有

差別，乃是各自對其率性有不同就是也。」

所以在我們做人的道理上，把這個德做到非

常之充實，就叫做君子；小人呢？小人就是

德性不足，行為有所缺失。但充實與不足並

不是一生下來你這個人德性就不足、你這個

人德性就充足，不是生來就有兩樣的，而是

他們依循本性的程度有所不同的緣故。一個

人在世界上做人，能率性──依循本性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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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在其他地方。

「金剛經亦有提醒，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佛法指示路徑

而已。」金剛經裡也提醒我們：對如來所講

的法都不可有所執著，因為法是應機而改變

的。今天我們要到一個地方可以有多少種方

法？可以雙腿走、可以坐汽車、可以坐飛

機，這些都是法；到了一個時間，這些都不

需要了，所以都不可取，不可以說你明天一

定要坐汽車，或一定要搭飛機，這個不可

能，萬一沒有電，你飛機也飛不起來。好比

以前我們家鄉的路很小，開一輛車子都要讓

來讓去了，現在的路，你看，高速公路寬闊

到可以駕六部車。所以一切都在變，法也沒

有一定的，這個我們要了解。

法也是不可說，真理是用悟的，不是用

講的。「非法非非法」的意思，是說不可執

著法，也不可執著不用法。一切不過是佛陀

藉佛法來指示我們路怎麼走而已。這個道理

用經典的方法，那你就是用後天的方法，就

是「殺盜淫妄酒」這些都來了，走上這個路

徑就錯誤了。所以「修道之謂教」，要藉著

經典來教化我們、修正我們，最重要就是修

我們的心，這就是道德經的重點。

不積──不要堆積在腦子裡

「終結主要是將所言五千言中，仍歸結

到虛無之道體上，希望學者由所言之權法而

進入實受，放開一切言語文字（不積），勉

人依其正而不再入歧途。」前邊講的都是

「無」，道德經的最後，老子於總結時，在

所講的五千言中，仍舊要歸結到虛無的道體

上。而同樣地，金剛經的主旨也是歸結到虛

無的道體。希望我們學經的人，能把老子所

講的權變及方法，拿來身體力行，實際去接

受，不要看了就算；能放開一切言語文字，

這才叫做不積──不要堆積在腦子裡。老子

勉勵我們要依據著正道而不再落入歧途。這

部道德經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世界上

也公認它是修道與做人的標準，所以不要把

本然的行為。我

們做人如果能讓

「德」發生作用，

就可以把我們從凡

人慢慢提昇為聖

人，所以「率性之

謂道」，道跟德分

不開。「經」就是

方法，我們看千經

萬典就是看「成道

了生死」的方法，

這是人生之當然路

徑，是我們人生應

該走的路。你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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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不變，孔夫子也好，佛陀也好，所講、

所定的，都是讓我們可以照著祂們的方法

走，但是走，還得要你自己走。這就是所謂

的「道在師傳修在己」，道是靠老師傳給我

們，修還是要靠我們自己，你自己不修，得

道之後也是枉費，一無所有。

念經不如講經　講經不如照經行

「又曰：如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

捨，何況非法。即過就不要再背著筏來走路

也。就是教人離相入真理而修道也，所以念

經不如講經，講經不如照經行也。」佛陀又

比喻講經說法好像過河，我們用木板或用船

來過河，但一旦過了河之後，還需要扛著船

走嗎？不要了，沒有用了，過了河之後就不

需要再背著這個筏走路了。這就是教人離相

入真理，我們修道要認清真理。今天修道的

目的是要超生了死的，不是要什麼，不是要

你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這是後天的

相。我們把這個理路認清之後，以後就不會

走錯路。所以「念經不如講經，講經不如照

經行」。有人說念經有功德，有人說念經可

以了冤欠，其實念經主要是讓我們在心中念

頭太多、沒有辦法去除的時候，藉著念經，

能念到一心不亂、心歸於一。所以念經的功

德不如講經，讓人家聽了我們的話之後，可

以突然從自己的痛苦當中拔脫出來，離苦得

樂；但講經雖好，還不如我們身體力行、依

照經典去做，這是很重要的。

效法天地之道　天人合一

「老子最後仍不忘人生行為之行事標

準，並不願將道德視為文章化，而無補於人

生實際，故定人生行事之標準。」我們要了

解，老子到最後還沒忘記人生行為上、一舉

一動的行事標準，這就是照經行，他不願只

將道與德的道理拿出來作為文章，因為文章

作得再好，也無助於人生上的實際行動，所

以他訂定人生行事的標準。

「效法天地之道，因為天地生萬物，盡

天地之責任，利養萬物更是廣大無私，在無

為中見其護養之功，故言天之道利萬物而不

害。」他說：效法天地之道，我們能在世界

上，天人合一，永遠都是合一的，不能合一

是因為我們自己，因為物慾而離開了天、離

開了地。因為天地生長萬物，只不過是盡到

天地的責任，讓我們地球上的人、生物能有

生命繼承下去，祂利養萬物，廣大無私，給

我們一切的利益，卻從來沒有向我們要過一

分錢，也沒有歸功於自己，在無為當中，方

才見到上天無聲無息地護養我們，這個功

勞實在不小，所以講「天之道利萬物而不

害」，他對所有的物、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利

而沒有損害的。

今天我們也和聖人一樣，

所以要學習聖人的「無所不為」─只要有能力，什麼都要去負責。

要好好學習聖人之道
聖人在世界上負有代天教化世人、替天調理萬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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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為　功成而不居

「法聖人之道，因聖人觀天之道、執天

之行，在世界上負有代天化世、替天理物之

責任，在無中無所不為，功成而弗居，盡己

而已，不爭利益。」現在我們做人，如果沒

有聖人之道來把我們保護好，是非常危險

的，所以要好好學習聖人之道。因為聖人可

以觀察天地間的道理，使自己的思想及生活

不離開道，能執行天理、不違背天理。好像

我們小的時候在鄉下，一看今天毛毛雨，農

夫就來講，這要下大雨了，哪裡會下、哪裡

不會下，講得好準，不像我們現在什麼都不

知道，這就是聖人之道。

聖人在世界上負有代天教化世人、替天

調理萬物的責任，今天我們也和聖人一樣，

所以要學習聖人的「無所不為」──只要有

能力，什麼都要去負責。在「無」字當中不

要說有什麼代價、有什麼報酬，要「功成而

弗居」──等到有了成功，不要說是我的功

勞，一個人能做的有多少？你說「這間房子

是我出錢、是我一個人造的」，可能嗎？不

可能啊！不要坐下來說「這是我的」，天下

沒有你的，要學老子的「功成而不居」，成

功之後你就快點離開，為什麼？要利益人

家，不是利益自己，不要佔為己有。

因為人是有限的。好像上天慈悲，今年

我已經八十七、八十八歲了，這樣已經很好

了，我還有幾天的命呢？我知道嗎？不知

道，等一下飯吃著吃著，要走也就走了。所

以不要說是我，等到成功的事情讓給人家，

「盡己而已」，不過是盡到自己的能力、自

己的心力而已。也不可以爭取利益。世界上

的利是永遠傳下去的，不是你私有的，你要

懂得，尤其是我們修道人。所以和尚持著一

個缽就去雲遊四海，他沒有一樣要爭，這叫

看空了。不要說是其他，有利有害，你都不

要，該做的做好，該走的時候就走。

為而不爭　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故言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此二者就

是最後示給人處事理上最善法則，勉人仰觀

俯察，以後最好就是效法體行，至於在五千

言中，所言一切道理者，只是過目，如不能

施於身者，便成毫無價值感了。」所以聖人

的道理是「為而不爭」，事來則應，事去則

靜，就用這個心，示現給人處事理物上最好

的法則。聖人勉勵我們朝天看看、朝地看

看，觀察天地的道理，然後最好就是效法天

地、聖人，來實實在在地身體力行。至於在

道德經五千字裡所說的一切道理，如果只是

看了看，說「我懂了」，而不能將它擺在身

上去行的話，那麼這五千字就失去它的價

值，成了沒有用的廢物了。

總之，我們學習經典，要了解它正確的

意義在哪裡、原則在哪裡，自己懂了之後，

可以力行的，我們盡我們的力量，把它拿出

來教化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在內。

千萬不要教了人家，忘記了自己，這是個大

問題。需要做出來，這樣子教學相長，相信

我們大家總有一天會成功，能繼往開來、承

擔使命。如此，就算不能成菩薩、不能成

佛，我想我們上天堂一定是有份的。謝謝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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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師
慈
語─

揚
善
圓
道

　　　　揚長避短以扶人　　　學道著手三省身 

　　　　執善去惡以助人　　　修持鵠的五常存

　　　　方內圓外以渡人　　　言行教化四毋遵

　　　　明德守道以化人　　　辦事宗旨八正穩　吾乃

　　道濟天尊　奉

諭　　降至佛宸　參叩

駕　　賢徒均安　聽吾批文　　　　　　　　　哈哈止

　　　　洋洋得意乙未年　　　吐氣揚眉道風闐

　　　　時光荏苒去不回　　　把握當下猛加鞭

　　　　各司其職量力為　　　不分優劣論長短

　　　　隱人所惡揚諸善　　　常行寬仁律己嚴

　　　　善保初發菩提心　　　誠恒堅篤力行前

　　　　舉手投足表莊重　　　辦事忠誠勿執偏

　　　　莫計得失善耕耘　　　莫為情慾所動牽

　　　　不落對待分別相　　　識本任重而道遠

　　　　反省改過時懺悔　　　火候煉就隨方圓

　　　　勇擔衝破諸考驗　　　德慧兼備優良選

　　　　善推才能鮑叔牙　　　寬宏大量智慧顯

　　　　一代忠臣文天祥　　　浩然正氣志堅遠

　　　　刎頸至交藺相如　　　魏徵忠諫保國安

　　　　宏才命世乃莊周　　　知天安命任隨緣

　　　　樂群宥恕王旦公　　　秉公忘私善舉賢

　　　　剛毅不屈蘇武臣　　　不為利誘使命擔

　　　　主張中道孔丘聖　　　正道定理合規端

　　　　幸得真性惠能祖　　　猶欠篩在米熟全

　　　　誠實無欺查道官　　　吃棗留錢品清廉

　　　　謹識慎獨劉憲章　　　千秋正學為標杆

　　　　篤實好學蘇季子　　　引錐刺股自勵勉

　　　　提倡心學王守仁　　　知行合一至理含

　　　　無為犧牲顧炎武　　　四維建立美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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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入門功夫深　　　何嘗結果不圓滿

　　　　三寶心法時內蘊　　　入手確切得妙玄

　　　　⋯⋯

　　　　 

　　　　壇前點傳各盡心　　　濯纓濯足自悟全

　　　　應以何身得渡者　　　即現何身說法前

　　　　六祖藏匿獵人隊　　　一十五載真理宣

　　　　同居但食肉邊菜　　　生命網之盡放焉

　　　　成人之美虛其心　　　德育群生化坤乾

　　　　勸人為善實其腹　　　不失人亦不失言

　　　　愛人存心弱其志　　　見賢思齊平等觀

　　　　救人之急強道骨　　　痌瘝乃身慈悲憐

　　　　壇主人才當盡力　　　善惡取捨自明詮

　　　　美言可市益身心　　　尊行加人德自潛

　　　　勿以短處攻人短　　　曲為彌縫以提點

　　　　毋以頑痴以濟頑　　　善而化誨多指點

　　　　修道原則未把定　　　善人在俗立身難

　　　　常以好心作壞事　　　船到江心補漏晚

　　　　道志堅定如泰山　　　六根清淨心不煩

　　　　修行功夫有分別　　　順逆考驗知深淺

　　　　壇前諸徒齊聲喚　　　各獻真心佛壇捐

　　　　發揮己能了己愿　　　真理研究求精全

　　　　世事顛倒心勿偏　　　勿為情識擾心田

　　　　慎獨修身素其位　　　不摻是非省身觀

　　　　既入寶山要識寶　　　赤手空拳空悲嘆

　　　　認清目標隨金線　　　慎思明辨篤行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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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處有笑聲　　　　　帶來喜悅道氣昇

　　　　事事理通明　　　　　得來智慧心行深

　　　　語語平心論　　　　　換來公正善舉存

　　　　心心同和行　　　　　去來無礙法船撐　吾乃

　　活佛師尊　奉

旨　　降來佛宸　參叩

駕　　握筆批文　　　　　　　　　　　　　　哈哈止

　　　　處事平和第一門　　　學道進言四難分

　　　　審度他人堪可受　　　審度自己誠幾分

　　　　審度事理之輕重　　　審度時機否順應

　　　　一旦審度不周處　　　事倍功半易損人

　　　　對己人事當有餘　　　無餘難補救其性

　　　　處事規矩合中庸　　　順乎天理德自融

　　　　理事相融和合僧　　　法天行健大化功

　　　　志向抱定有準繩　　　置心一處事竟成

　　　　人而有信如車輪　　　言出身行令服從

　　　　所謂輕諾必寡信　　　駟不及舌謹心胸

　　　　口乃心靈之藩籬　　　修道守口自先行

　　　　藩籬不守失主宰　　　謹言慎行自守心

　　　　守口不密失主軸　　　洩盡真機自招損

　　　　防意不嚴失主張　　　走盡邪蹊自棄輕

　　　　口舌禍門滅身斧　　　心口相應立道風

　　　　率口惠而實不至　　　怨懟災禍必近身

　　　　言辭心靈之圖畫　　　言辭肅容行動影

　　　　語言週到勝雄辯　　　先己後人模範存

　　　　措辭適當勝恭維　　　貴人賤己謙讓尊

　　　　禮不妄說不費辭　　　禮不踰節得通行

　　　　中節和諧正修心　　　言當盡義三思行

　　　　言多必有數短處　　　巧言令色鮮矣仁

　　　　護短飾非毒害身　　　理路清明道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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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不言善自應　　　不爭善勝德服人

　　　　見賢舉之見善揚　　　處事合中和無爭

　　　　⋯⋯

 

 　　　　揚善圓道為班名　　　賢徒起身一邊靜

　　　　潛移默化感群賢　　　大音希聲化乾坤

　　　　道場圓滿靠大家　　　各司其職志同行

　　　　斷疑生信無偏倚　　　見道成道堅志行

　　　　不怕困難再三磨　　　只怕心存長志行

　　　　不怕虎生三張口　　　只怕人懷兩樣心

　　　　話到嘴邊留三分　　　未可全拋一片心

　　　　壇中徒兒深思量　　　修行功夫否增進

　　　　是否東說又西道　　　是非長短多批評

　　　　是否東拉又西扯　　　顛三倒四失中庸

　　　　是否東怒又西怨　　　遷怒他人不自省

　　　　是否東扶又西倒　　　難以扶持無恒心

　　　　是故君子有三愆　　　出口慎防躁瞽隱

　　　　道聽塗說德之棄　　　慎言語而養德品

　　　　開口鑽石沉默金　　　忠言逆耳利身行

　　　　古有云　一言之非　　駟馬不能追

　　　　　　　　一言之急　　駟馬不能及

　　　　壇前徒兒各表心真　　寡尤寡悔言行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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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在自然界所演化的功用：

道是無形無象的，無聲無息的，他的本

體，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道是宇宙的主宰，

天地、萬物、萬彙之母。

《道德經》十四章曰：「視之不見名曰

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而不得名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由此可知

「道之本體」的玄妙，難以言詮了。

《清靜經》開宗明義曰：「大道無形，

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

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現在就勉強的將老子所言之「道沖而用

之」，作個膚淺的解釋：道是「無形之形，

無狀之狀」的本體，由靜極而動，沖和之氣

◎侯榮芳不盈章（功用章）
《道德經》第四章

（上）

講述 

老子於本章開示：「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使沉淪於苦海中的眾生

皆能乘上法船，而親證菩提自性、涅槃妙

心，得登覺悟之彼岸。

人人將迷失之本心重顯，湛然寂淨之

「真我」又是誰之子？他來自何方？他的母

親又是誰？老子指示我們故鄉在何處？直言

不隱的說：「象帝之先。」

同時在此我們也體悟到「此身誰作主，

何處是吾家」之真諦。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此段乃是老子闡述大道之功用，我們以

兩方面來探討老子所開示：大道之功用的涵

義：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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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生，然這混然之氣，一靜一動，產生

陰陽二氣，互相運行不息，如此宇宙因之演

化而成，天地也因之而形成，萬物也在天地

陰陽二氣的沖和之過程，五行互相動盪之中

而產生，但這道之造化宇宙、天地、萬物、

萬靈之過程，其奧妙如第一章所曰：「此兩

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

妙之門。」「道沖而用之」，我們靜心來參

悟，文外之玄，絃外之音，真是生生不息，

無窮無盡啊！自宇宙之始，迄今仍未一刻一

秒休息過，但至今仍生生不息，源源不斷的

生育，長養萬物，仰天而望、數不盡的銀河

星系、星光點點一望無際，道之玄妙真是淵

深、博大、精微至極，難以測度，老子在

此才讚嘆道之妙曰：「淵兮，似萬物之宗

啊！」各位，我們是否能夠體悟到道之妙

用，而能與聖者老子一樣的讚嘆：大道之玄

奧呢？

(二)	道在人生所產生之玄德功用又是如何

呢？

道乃是人得之於天之性理，也就是人的

佛性，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道就是人人所得之於天的性理，也就是

人人本具之道心，真我、佛性、良知、天

性，雖名詞各異，但其所指者一也。因之佛

曰：「萬法歸一」。儒曰：「執中貫一」。道

曰：「抱元守一」。耶曰：「默禱親一」。回

曰：「清真返一」。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神得一以靈，人得一以聖。此一者道

也，釋曰自性佛也，人人本自具有而不自

知，迷失而不自覺，故須待聖者之開示點

化，方能醒悟、覺知此本自具有之道心。

至聖先師曾對其弟子曾子開示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此含意極深，我們應參悟領會

之。

六祖惠能大師有一次在法會中向諸弟子

開示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

字，無面無背，諸人還識乎？」那時弟子

中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

性。」

六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

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

解宗徒。」

老子在此開示一切眾生本具之道心，

而一切眾生悟道後應「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今將此句以文辭字義淺述之：

道者：人之天性、道心、佛性也，

沖者：發露、展現、流露、沖和之氣也。

用者：道本具有之功能，而能自然而然

的發露展現在人的行為，舉止言行中，因道

本具五常、八德、萬善、萬德且一切玄德也

不離自性。《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亦言在此也。

「道沖而用之」：就是能夠將我們人人

本具之天性，率性而行，萬德展露，在一切

言行、待人處事、日常生活中，二六時中不

離此道、此德，因之五常之仁、義、禮、

智、信，八德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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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心本具而發露於行為言行中。亦為待人

處事應盡之行為，道之功用發揮之能力，佛

曾開示曰：「一切眾生本具五眼、六通、無

師智、般若妙智，千百億化身佛，無量光，

無量壽。」雖然我們有此靈力，無量無邊功

德，但我們也應謙虛自處，不可自滿，高傲

驕慢，所以老子才曰：「或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此句乃老子讚嘆

「自性本體」之奧妙，亦是《中庸》所謂之

「至誠如神」，高深莫測一樣！顏回落實修

道，一日體證大道後，喟然嘆曰：「夫子之

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

六祖惠能在體悟大道之妙，贊曰：「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

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

萬法！」與老子所言之「淵兮！似萬物之

宗。」相互映輝。

因此老子所言：「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這一段乃是在啟

示一切眾生要體悟自性，明白道心，而發露

道心之功能，本具之一切萬法於行、住、

坐、臥、起心動念，揚眉瞬眼，舉手投足，

待人處事之間，雖利益社會，造福人群功德

無量，又不自滿自傲，更低心下氣，謙卑虛

心自處，那本具之道心之妙，精微淵深之潛

能，千百億化身佛之能事，就能顯現於塵

世，而又能將自性本體之萬丈之光芒普照一

切眾生，度無量無邊苦海中的眾生，盡登覺

岸，共登聖域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老子看到眾生沉迷塵世，執著形相，追

名逐利，煩惱妄想，身心被情識慾念所牽

引，言行背道而馳，造業招愆，罪、過、錯

於生活中常犯而不自覺。又不能將本具的自

性本體善用，率性而行。以致內心污染不清

淨，行為離道遠矣！

老子於此施法藥，期眾生突破迷津，解

開業力之束縛，挫平言行的尖銳利角，使之

圓融，解開格除內心的惡習，使之清淨光

明，心性之光發露。又能和光混俗於塵世，

不自命清高，不憤世嫉俗，於火中栽蓮，似

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內心之光和宇宙之光相

和合。

⑴挫其銳：

挫：挫平，革除之意，挫乃妙智慧之展現。

其：這個、這一切的。

銳：1. 尖銳利角之言行、心念。

　　2. 會傷害他人，又傷害自己之銳角。

　　3. 內心不平而動氣，此氣漸形成銳利之

氣，會刺傷他人又傷害自己。

身為進德修業者，應時時反觀自己之內

心及一切言行，若有會傷害他人、破壞社

會、傷風敗俗之尖銳利角之氣，應以妙慧

劍、智慧之挫刀，將此尖銳利角之所在挫

平，使之圓融、化暴戾之氣為祥和。與人相

處想圓融無礙，就要挫到連一絲一毫之尖銳

利角完全消除淨盡，讓處在我們周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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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我們和藹可親，與人相處圓融無礙。

致於挫其銳之要點，概要舉例如下，以供參

考：

改變自己的壞脾氣，及毛病、不良的壞

習慣，初步如吸煙、喝酒、賭博、惡口、妄

語，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說人家之是非，

不守社會之秩序。

調整自己、不穩定的情緒、惡化的情

緒，做好EQ管理，情緒管理，不驕傲、不

怠慢，不殺、盜、淫、妄、酒。

這是老子之法藥，服之身心健康、提升

自己、心性圓融、顯無量光、閤家平安、社

會安寧、處處圓融、祥氣顯現、大家和睦相

處。

⑵解其紛：

解：解開，解脫，解散，解是用慧劍判解一

切由塵緣情識，所產生之貪慾、嗔恨、

愚痴等綑縛吾心之情絲繩索，因這些使

吾心妄念紛飛，妄想纏繞不去，須動用

慧劍判解，解開心中的千千結，使吾慧

心解脫自在。

紛：紛雜紊亂，吾心執著六塵相，致邪思妄

念似無形的絲繩，層層綑縛著我寂靜的

心，因之散亂不能安靜、穩定，亦使本

具之妙智慧迷失，執著形相，致迷真逐

妄，而造業束縛自己，不得解脫自在。

老子慧眼觀察眾生，迷昧之原因，乃因

六塵境及一切聲色所誘惑，故愈陷愈深而不

能自拔，提出解脫妙方，期眾生醒悟自覺，

展出本具之慧劍，斬斷一切，擾亂心性之塵

緣情識，使紛亂的心，恢復清淨安寧，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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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安寧之後，諺語云：「老神在在」了，那

神通廣大之靈力就能在塵世顯現。

《清靜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

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

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

生，三毒消滅。」故「遣慾澄心」，乃是解

其紛最佳之方法。《道德經》十二章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

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再三叮嚀，期望眾

生要「少私寡慾」方能「見素抱樸」。若能

如是心自安定，神自清明，「天真」自然顯

露矣！

孔夫子為使世人能明其明德，而親民、

止於至善。曾開示了五步「解其紛」之工

夫。《大學》云：「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世人若能遵循聖人所示之階梯而進

者，定能達到定、靜、安、慮、得而臻至心

明性見，至誠如神之境。

《壇經》定慧品：六祖惠能大師開示眾

曰：「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

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又

曰：「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此乃六祖惠能大師：啟示眾生「解其紛」之

妙法也。

《西遊記》第六十四回：唐三藏與徒弟

孫悟空、悟能、悟淨一行人欲往西方取經，

途經一條長嶺，嶺上荊棘牽繞叢生，取經之

路前進走不得，悟空騰空一望，一望無際的

荊棘將攀藤橫生，真不知如何前行，正在苦

思無計可施時，那悟能豬八戒對師父說：

「師父莫愁，看徒弟闢路吧！」悟能（豬八

戒）搖個身一變身高二十丈高，那釘鈀也變

長又大，九爪釘鈀悟能舉起，使盡渾身解

數，左開右闢，說時慢，那時快，不一會兒

悟能已將滿山嶺之荊棘闢開出一條平坦的大

道，師徒就往前走取經而去，走到了荊棘嶺

的盡頭，路邊立了個石碑，上面刻著「荊棘

嶺」三字，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刻寫著：

「荊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無人行。」

八戒見了笑曰：「等我老豬與他添上

兩筆：『自今八戒已開闢，直透西方路盡

平。』」師徒一行再往西取經去了。

故知修行之道路上，最障礙者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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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奉化的布袋契此和尚，就一實例：布袋和

尚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

示時人、時人皆不識。」

濟公禪師：「裝傻假瘋顛，到處扶貧濟

困，處處度世化眾。」

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證悟大道後，已成就

佛道，但為度化眾生說法四十九年，願同其

塵，來指導不同時機因緣諸弟子之聞法要

義。偈云：「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

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

載。」

至聖先師孔子，五十五歲至六十八歲前

後十四年，與諸弟子為推行仁道於世，一車

二馬，樸僕風塵，受盡風霜之苦，雖櫛風沐

雨亦不辭其辛勞，雖在陳蔡絕糧，仍絃歌不

絕，以解諸弟子之辛勞。歸魯途中，經山

谷，而聞幽蘭之芬芳，故絃歌一首依蘭操。

歌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

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

逝邁，一身將老。」孔子為度世和光混俗，

千苦萬苦我不苦。

我們應體悟老子「同其塵」的真義，不

但自己落實修持，不可憤世嫉俗、自命清

高、孤芳自賞，而應和光混俗，士、農、

工、商，各司其職。內心要與諸佛之光相和

合，外表之身雖混俗同塵，當藉此相處之機

緣，度化天下有緣佛子，共返極樂為要務。

（未完待續）

心中的八魔：貪、嗔、痴、愛、酒、色、

財、氣。此八魔乃因著相而生之心魔，也是

使心紛亂的根源，如能將此心中之八魔用智

慧釘鈀將他解闢，使之心中清淨，一塵不

染，而自性之無量光明，普照著往理天之路

徑。故學道者應持守八戒以免八魔入侵，而

得證「理天雖遙、不移一步即至，天君雖

貴、舉眼即在目前。」

⑶和其光：

和：和合，融和為一體。

光：諸佛、菩薩、聖者、諸真人之佛光。

前二句：挫其銳、解其紛是修內聖之工

夫，後二句：和其光、同其塵是行外王之道。

「和其光」之意是說：我們幸受明師指點，

啟關竅、開心門，而後心已恢復本來之清

明、一塵不染、一絲不掛，此時自性已發露光

輝，與宇宙本體、諸佛菩薩之佛光相融和，

此謂和其光。無量光芒，普照著娑婆世界。

⑷同其塵：

同：和合相同、同其外相、同處紅塵。

塵：人世間現實社會裡、塵凡世界、滾滾紅

塵、娑婆世界。

諸佛菩薩大慈大悲、雖自己已證悟佛

道、成就聖者、但還是掛念著，流浪生死還

在塵世間的眾生，為渡眾生離苦海，而願留

凡塵做教化的工作。諸如：

彌勒佛為度眾生、時時示現人間現凡夫

相，混跡紅塵，到處度化眾生，教導眾生修

心養性、行道於世，倒駕慈航於五代轉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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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師德，前人慈悲，重德道學院於二○一五年共開辦五個班，課程及面授時

間地點如下，懇請各負責點傳師協助代為公佈及轉達貴地區佛堂同修。

1. 點傳師2015∼2016年德業精進班面授課程：

亞洲區─2015年11月19日∼21日（星期四∼六）計三天，於臺灣．金山道院

（11月22日中午，為前人暖壽）

美加區─2016年3月21∼23日（星期一∼三）計三天，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2. 第十九屆道親班第二年面授課程：

亞洲區─2015年11月26∼29日（星期四∼日）計四天，於臺灣．金山道院

美加區─2016年3月10∼13日（星期四∼日）計四天，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3. 第十七屆講師班第三期（僅限臺灣區）第三年面授課程：

2015年12月02∼12月06日（星期三∼日）計五天，於臺灣．金山道院

4. 第十八屆經典講師班第二年面授課程：

亞洲區─2015年12月9日∼12月13日（星期三∼日）計五天，於臺灣．金山道院

美加區─2016年3月15∼19日（星期二∼六）計五天，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5. 英文明理歸真班第一年面授課程：（新班，須報名，須審核通過）

2014年12月15∼19日（星期二∼六）計五天，於臺灣．金山道院

6. 講師班（第一期）畢業典禮暨重德道學院第20週年慶暨掃墓（拜山）活動：

2016年3月20日（星期日），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以上課程，學員報到日期：請於面授課程前一晚抵達。

◎附上「面授回函」，請於面授課前一至兩個月傳至面授地點，以俾處理。

以上，如有任何疑問，請與道學院（或貴地區中心）聯絡，感謝協助。

敬祝　道安！

　　重德道學院　謹啟

2015.08.30

重德道學院通告
點傳師2015～2016年德業精進班、講師班、經典講師班、

道親班、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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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如何斷血心，以復本真？

修「戒定慧」，三不漏學。

戒定慧，是修身、入道的門徑，勤修戒

定慧，可以熄滅貪嗔痴， 這個三不漏學，

是有連貫性的，因此，必須同步進行，才能

收到實際的功效。

所謂的戒，就是防非止惡，達摩祖師

云：「戒者，能斷諸惡，能修諸善。」所以

說，戒是斷惡的根本。這個戒，也就是規

戒，活佛恩師云：「規戒如良師，可以指示

方向。規戒如軌道，可以規範進退。規戒如

甘霖，可以醍醐灌頂，使人能大徹大悟。規

戒如水囊，可以解渴滋潤。規戒如城池，有

防護的作用。規戒如明燈，可以照明前程。

規戒如瓔珞，可以莊嚴法身。」

這個戒，也是戒律，是反求諸己的工

夫，以修道而言，叫做遵守佛規，藉著佛

規，來引導、帶領咱們，走向修道的方向，

藉著戒律，來收攝咱們的妄心，佛規、戒

律，亦是成佛的天梯。道中的佛規禮節，就

如同指南針，能指引咱們走向正確的方向，

契入咱們的心性，而能與大道、真理相契、

相合，與上天老 ，合而為一。

活佛恩師慈悲：「持戒，是性命最好的

保護傘，是遠離諸惡的途徑，用戒律的森

嚴，糾正惡念、惡習，用戒律的光明，彰顯

正心、正行，能走向持戒的人，才有機會邁

向聖賢之路。」

其次，講到定。定，就是內心不亂，此

身雖是處在名利、聲色的環境中，但是心不

住著於六塵境，不同流合污，叫做在塵不染

塵，這個定，也就是定力、定向。

修道若是有定力，就不會受到塵境的引

誘與迷惑，所謂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能

如如自在，完全不受外境的影響。當面對六

塵境時，而能眼看心不亂，耳聽心不煩，觸

境心不動，就是因為有定力。

《六祖壇經》云：「若見諸境，心不亂

者，是為真定。」假使在面對一切外在境遇

時，而心性都不會受干擾，能達到如如不動

專 題

求本，先斷血心（下）求本，先斷血心（下）

◎莊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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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這樣，才是真定的工夫。

至於定向，就是指方向、目標，身為天

道弟子，當要認清楚，咱所走的路，方向要

走得對，目標要看得準，人生若有定向，精

神就有所依歸，意志自然堅定，就算塵俗紛

紛擾擾，心也不再紛亂，若然則無有煩惱與

執著，妄念不生，自然就能達到清靜、無

為。

再來，講到慧。慧就是智慧，有智慧，

才能分辨真假、善惡、邪正，在萬教齊起的

末法時期，就不會走錯路，有智慧，才能認

得清是非、好壞、輕重，那麼，當面對凡

情、聖事選擇之時，有智慧的人，就曉得要

忙裡偷閒，走向修道的路。仙佛云：世人盡

從忙裡過，有誰肯向死前休。所以說，真正

能放得下的，所佔比率還是少數。

智慧並不是向外追求來的，智慧是天賦

自性的流露，有智慧，才能提昇自己的道德

素養，改變自己。在進德修業過程中，才能

以智慧返觀自照，自我省察，樹立明確的目

標。

那麼，身為修道人，為何未能與真理契

合？原來就是念頭太多，執著太深，從來不

曾與咱自己的本心對話，沒給智慧顯露的機

會，智慧是自性的能源，修道必須要轉識成

智，有智慧才不會生發妄想心、執著心。所

以說，想要斷血心‧以復本真，就必須要從

勤修戒定慧，三不漏學來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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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懺悔，改過自新。

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來修道的呢？

是不是期願將來能有一個好的歸宿呢？因

此，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對道多用點心，

因為現在的心境，是將來的歸宿，俗云：愛

拼才會贏。為了自己心性的提昇，必須時時

反省，反省能淨化心靈，是改善自己的工

夫，效法曾子的三省，顏回的四勿，時時觀

照自己，《六祖壇經》云：「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反省、懺悔能減少過錯，才

能夠切實來改過自新。

所謂反省，就是省察改進，所作所為不

愧於天地，不欺於人我，而內省不疚，能得

自性圓融，止於至善，達到事事可對人，念

念可對天，叫做君子坦蕩蕩，從言行舉止、

起心動念當中，落實返觀內照的工夫，省察

自己的心，反省是學習的第一步，只有真誠

的反省，對自我德業的修持，才有實質的幫

助。

諸天神聖告誡我們：「靜坐常思己之

過，閒談莫論他人非，話到舌尖留半句，禮

從是處讓三分。」這個反省就是回照的明

鏡，是進德的階梯，是修道的醫生，是挖掘

錯誤的鋤頭。一個知道自我反省改過的人，

才能得到他人的寬恕，才有進步的空間，不

但能減少過錯， 也能提高德性的涵養。

再來，講到懺悔。在《莊子‧南華經‧

則陽篇》有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春秋時代衛國的賢大夫蘧伯玉，當他到

了六十歲時，還在自我檢討，在過去所做的

過錯，確實是一位日日求上進，善於懺悔、

改過的人。所謂懺悔，就是知道改過自新，

叫做懺其前愆，悔其後過，平時的我們，都

只是看到別人，不過，有時也要回過頭，來

看看自己，叫做返觀自省，孟夫子云：反身

即良，才能由懺悔當中，來得到自救的機

會。

懺悔是要洗刷咱六萬年來，因為無明所

造下的罪愆、孽債，藉無形的真理法水，來

淨化心靈的污染，現在是上天開赦期，也是

清算期，皇 慈悲將我們累世所犯的罪過

錯，加以赦免，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活佛恩師慈悲：「徒有三分心，師助七分

力。」所以，我們要拿出至誠的心，來真心

懺悔，懺悔是咱們修道決定上昇、下墜、成

功、失敗的重要關鍵。

師尊慈悲講：「罪過錯包良心，實難返

本；真懺悔洗心性，方能還源。」人由於無

明，造下了很多的罪過錯，將良心覆蓋住

了， 才使得本性無法發揮功能，我們若能

真心懺悔，用懺悔的法水，方能洗淨我們的

心靈，回復我們本性的光明，將來才得以返

本還源。

總之，要斷血心‧以復本真，就先反省

懺悔，改過自新吧！

提昇心性，少私寡慾。

修道要提昇心性，必須要從內德涵養做

起，才能愈學愈和氣，愈修愈歡喜，讓咱自

己成為一個快樂的修道人，心中真正無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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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痛苦，能安然自在，達到心性提昇的境

界。

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達，帶給人們物

質生活的享受，同時，也使得人的慾望，相

對的提高，所謂愛河千尺浪，慾海萬丈波，

人的慾望永無止境，當然，生活上所需要

的，我們要吃、穿、住、用，這叫做正欲，

但是若超過，就變成貪慾，叫做慾望，這個

慾，會蒙蔽咱們的自性，世間是苦海，就是

因為有太多的煩惱與痛苦，其實，都是由貪

慾招惹來的。

所謂的少私寡慾，就是要能夠淡泊以養

身，寧靜以致遠，人會有煩惱，皆是因為慾

望太多，所以，老子聖人云：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不要讓眼睛所看到的，來擾亂我們

的心境，我們人一旦多慾，就會蒙蔽自性，

事情一多，心頭若煩，就無法清靜，所以

說，要清心先寡慾，寡慾則精神爽。人若能

減少慾望，自性就會比較光明，可見慾若寡

自然心就清，心清才能得見自己的佛性，當

知這世間一切，只是暫時借用而已，包括這

個身體，也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一

個有智慧的人，便會利用這個假體，借假修

真，存養省察。孟夫子：養心莫善於寡慾。

就是要知足，因此，想要清心寡慾，就必須

要除慾戒貪。所以說，想要斷血心‧以復本

真，就必須從提昇心性、少私寡慾做起。

嚴守戒律，克己復禮。

這個戒律，是天道弟子，所應當遵循的

道場規矩，叫做佛規禮節，也就是天戒律，

遵守佛規，以規戒自己的身、口、意，時時

存好心，講好話，做好事，對於言行舉止，

要自我檢點、約束，才不會讓放縱的心，變

成慾望的奴隸。 

身為天道弟子，既然已經進入修道的行

列，就必須接受戒律的規範，以做為遵循的

標準，這個戒律也就是修道的規矩、準繩，

藉著嚴謹的佛規，引導我們走向修道的路，

戒律猶如交通規則，開車遵守規則，才能平

安到達目的地，人人能遵守規則，則事事可

得圓滿，理事能得圓融，立身處世，自然就

得平安。

而所謂的克己復禮，就是克制自己的私

慾、妄心，使言行能回復古禮，所謂禮者理

也，一切言行皆能符合道理，符合良心、本

性。因此，修道必須要除我見、去我執，人

的理性，如能戰勝私慾，一旦慾去性自明，

所謂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方能回復固有德

性的清明，以契合天心，回復本來面目，這

就叫做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是期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從

克己、知足、知止的理性節制，進一步，發

展成好禮、尊重、利他的人文素養，共同建

立一個文明理想的社會。

至於這個己，就是己土，以五行來說，

中屬土，叫作中央戊己土，戊土屬陽，己土

屬陰，也叫陰土，這個陰，也就是陰私。這

個土，有能生的涵意，所以，才講萬物土中

生。這個己土，包括了私心妄想，偏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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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逞強好勝、自我意識等等，前輩時常勸

導我們，修道要存陽去陰，這個陰私，也就

是指偏私的行為，以及私心、雜念，全部都

要去除淨盡，落實內聖修持功夫，讓自己的

缺點，能夠愈來愈減少。

那麼，修持克己復禮的工夫，是要從何

處著手呢？孔夫子教導顏回云：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要由

持守四勿做起，使視、聽、言、動，都能夠

合於禮，換句話說，也就是從六根、感官方

面修起，至於這個四勿，也就是四項不可以

做的事情，如果去做，就犯了四非，四非就

是罪，面對紛擾的凡塵俗事，唯有去盡私

慾、雜念，方能與上天契合。

顏回夫子因為持守四勿，而成就復聖。

孔夫子開了這帖「治心病」的「四勿湯」，

不但能補身也能補心，若能長期服用，對我

們修道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教聖人，傳授心法的教言，孔夫子是

以「克己復禮」，老子是以「歸根復命」，

世尊是以「離相為宗」，講法雖不同，不

過，原理相同，叫做言殊理同，因為【道本

一體，理無二致。】

所以說，想要斷血心‧以復本真，就必

須要從嚴守戒律、克己復禮做起。

伍、結論： 

所謂講道不離身，修道不離自性，因為

道在自身，身外無道，今天我們探討「求本

先斷血心」，主要是在啟示我們，心雖是一

身的主宰，卻是變化多端，不容易掌握，那

麼，在進德修業過程中，究竟要如何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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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動向，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存

什麼心念，就過什麼日子，是由自己作決定

的，悲觀、樂觀，總是影響自己的人生觀，

因此，只要將心念轉個彎，生命展現就會無

限的寬。

我們都知道「心」有「道心、人心、血

心」的不同，為何一心化為三心以後，才要

再靠著修道，將三心復歸為一心呢？因為這

個「心」，有「理、氣、象」，三種境界的

分別，至於修道，是愈簡單愈好，唯有化繁

為簡，才能回復到赤子之心。

大成至聖：「窮理盡性至善玄，人慾淨

盡天理全，窮神知化知其止，定靜安慮見本

源。」

「窮理盡性至善玄」，窮理就是探求真

理的本源 ，以達到明理，明理才能盡性，

這個理與性是一體的，叫做理性。這個至

善，就是明師指點的至善地。所以說，修道

要明理，才能契入自性，克盡性德，以達到

至善的玄妙境界。

「人慾淨盡天理全」，人慾若減少一

分，天理就增長一分，人慾若除盡，天理自

然就純全無缺，所謂人慾淨盡，天理流行，

天理勝人慾，即為君子，人慾勝天理，即為

小人，君子上達，成仙作佛；小人下達，淪

落凡俗。

「窮神知化知其止」，窮就是追究、探

討的意思，探求真理，要追根究底，達到出

神入化，登峰造極的境界，才得以應機而

化，甚至應化自如，這也就是能瞭解到止於

至善的妙境。

「定靜安慮見本源。」修道能瞭解自性

止處，心就有定向，就有定力，有定力，才

有智慧，才不會受到外塵境的紛擾，而亂了

方寸，心才能清靜，處理事情自然心安理

得，至於這個慮，是以眾生為慮，這個親民

渡眾的外王事件，才能思慮精詳，一旦功圓

果滿，才得以達本歸源。

我們說修道要「求本」，這個「本」，

就是我們人的「自性理體」， 是本自具足

的，並非是向外去「追求、找尋」來的，而

是必須從自己的「自性、良心」去下手，所

以說，若是能瞭解到我們的「自性處」， 

才算是找到了「根本」。

最後，祝福各位前賢大德，都能夠「明

本返本，自在安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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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道者如何以規矩成方圓？

一、孟子：「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

木匠和車匠，只能把做方圓的規矩、方

法傳授給人，卻沒辦法使人的心思靈巧、心

靈手巧。意指必須要主觀努力，不能單單依

靠客觀條件。如你想成為大匠，只有親近

他、熟悉他，在了解原則後，不斷觀摩練

習，加上自信心，才能精微其藝。

修道的過程亦同，我們應把握當下，

珍惜美好時光，做到：聽課要專心，求教要虛

心，學道要真心，修道要修心，辦道要盡心，

做事要用心，待人要愛心，處眾要誠心，清靜

得慧心，無私有公心，事事合天心，天天都開

心。以達學修有成，功圓果滿的一天。

二、守矩道：自戒十八信條第十條守矩道 

守矩道：勿嗔、驕、貪、奢、妄、懈、

惰、疑。

（一）勿嗔：

嗔是世人最嚴重的根本毛病。有人個性

浮躁激烈，稍一不如意，就會發脾氣，疾言

厲色，無謂的糾紛於焉而生。故我們修道必

定要去掉嗔心，否則時時忿怒、發脾氣，起

無明火，做事顛三倒四。修者最忌起無明

火，因「一把無明火，燒掉萬里功德林」。

無論你行幾大功、立幾大德，如果嗔火一

動，你的功德由此燒光，所以真心修者，必

慎而謹防。

（二）勿驕：

驕傲是進道的阻牆。修者，不做驕傲自

大之人，要做謙和敦厚之人。沒有我慢、自

高自大、分別心、瞧不起別人，使善緣失

去。

（三）勿貪：

貪是自私之本，乃世人通病。芸芸眾生

誰能無貪？貪財、貪色、貪名、貪利⋯⋯。

例如去餐廳用餐，多拿面紙、牙籤，也是

貪。賭博十賭九輸。賭博害英雄，英雄墮此

中，只為貪婪不懨，輸時失色廢前功。

此外，對「名、利、權」沒妄念。堅守

專 題 ◎古月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下）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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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本位，不要貪求，名利到頭一場空；

也不要執著，人往往出了名，就受「名」的

牽絆，怕破壞自己形象，而為名所困，為名

所害，為了名利而失人和，值得嗎？

要修道，就要先破這些名相，否則，爭

一個名，爭一個贏；到最後呢？不過是孤魂

野鬼一個。師說：「徒兒若要求名，當求

『萬世名』，要求利，當計『天下大利』。」

功名財利，英雄蓋世，終難躲無常！

（四）勿奢：

不奢侈浪費、追逐潮流。進德修業者以

端莊樸素為佳，不追求虛榮。要惜福、知足

常樂。

（五）勿妄：

六祖云：「起心即是妄」。一念動處，

群魔召感，就被自己的卷髮限制了。勿妄是

不癡心妄想，對人實實在在，不打妄語，不

惡口，不兩舌，不綺語。

（六）勿懈：

懈怠為修道第一病，當以精進之。凡人

生在世，不論居在何等社會，做何種事業，

若不用心， 則萬事皆不能成。我們進德修

業是學超生了死，修性煉命之大道，若不立

沖天大志，怎能修得成功結果。

（七）勿惰：

俗語：「觀人起臥之早晚，即知此人之

慵懶」。我們幸得大道性理真傳，這修行之

事，非一日、兩日能修得成功，須經年累月

用心學習，方能成功。古云：「受得苦中

苦，方為人上人」。可知必向勤中修、苦中

煉，煉到苦盡而甘來。倘若有畏難怕苦，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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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好閒，並喜吃好穿，如此慵懶之輩，不但

無益，如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半途而廢，

反而犯了洪誓大愿。

（八）勿疑：

疑是有惑而不能決斷。疑佛不真、道不

真、天命不真，對事或對人不信任，在團體

中不與人互動，久而久之，就沒有朋友和共

事的夥伴。

不疑是信奉不渝，理清路明。修者要信佛

真，舉頭三尺有神明，處處有佛監視，不敢

背理；信道真，拳拳服膺，死守善道；信天

命真，則不敢踰矩、失儀，自尊自重。

  

三、嚴五戒：殺仁、盜義、淫禮、酒智、妄信

文殊菩薩：「欲入佛門必先守戒，欲入

鸞門也是一樣，必要守戒，如此方能避免一

些不守規戒者，影響佛門鸞門之清譽。」

師母慈悲「修持要點」：一、守戒：五

戒。二、守禮約：四勿。三、守規條：行

十五條佛規。四、守身份：修士先天五倫。

戒如指南針，有指南針可引導方向，人

生才不會走進歧路。戒如軌道，有軌道的正

確行走，人生不會落入險境。

● 戒殺生，仁德為本──仁

戒殺生者，即禁止殺害生命也。上天有

好生之德，人也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其異於禽獸者幾稀？修道之人應體

會上天之意，以仁慈為本，切勿動輒屠殺生

靈，以貪口腹。常體天地好生之德，為守一

戒也。

● 戒偷盜，以義為本──義

戒偷盜者，即禁止偷物奪財也。不做竊

盜之行為。修行人雖無鼠竊狗偷之行，但男

子不可私取人一草木，女子不可取人一線一

針，常存聖人廉潔之操，為守二戒也。

● 戒邪淫，名節為本──禮

戒邪淫者，即禁止邪事淫行也。修行人

雖無踰越城牆苟合之舉，然亦不可穿華美之

衣，不談淫污之言，不可眼觀邪色，不可意

追邪情，常學仙佛，清靜之身，為守三戒

也。

● 戒酒肉，清濁莫混──智　

戒酒肉者，即禁止飲酒葷食也。修行人

雖無葷食，然亦不可貪濃厚之滋味，不可嫌

淡薄之菜蔬，常存萬物一體之意，護道謹守

齋期，不食牛犬鯉肉。

酒能興奮神經，一旦多飲而酩酊大醉，

人立即變態，神氣昏迷，失去清靜之主宰能

力，致使神經渾渾噩噩，口無遮攔，語無倫

次，亂發脾氣，不知廉恥，不知羞愧⋯⋯，

故酒後失禮、失言、失事者多矣！為守四戒

也。 

● 戒妄語，言而有信──信

戒妄語者，即禁止妄言亂語也。欺騙，

誇大不實、不實際。修行人雖無亂說亂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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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紀律，然許人一物，邀人一往，皆要言行

相顧，內外無欺，常法陰陽一定之序，為守

五戒也。

四、遵綱紀：執持德行就是綱紀。

綱是首領、帶頭。紀是紀律，一定的原

則、原理。恩師慈語：「依照古聖經訓，見

賢思齊，恪遵綱紀，慕德以進，千萬莫把仙

佛或個人當偶像去崇拜。」

家庭倫理：孝、悌、慈

百善孝為先。世上有兩件事不能等：一

是行善，一是行孝。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

深。修天道，要從人道做起，父母是兩尊活

菩薩，應把握光陰好好孝敬父母、體貼父

母、端正品性、言語溫和、態度誠懇。行善

立功積德，以顯揚父母，才是真正行孝。

真孝子不敢怠惰自己、菲薄自己、亦不

敢輕慢他人，仇恨他人，更不敢破壞生命的

秩序，擾亂人際之和諧。

小孝，以物養親，口體之養，盡心奉養，

使父母衣食無慮。中孝，以順以親，順親之

志 上體親志，使父母順心安樂。大孝，以

善榮親，諭親於道 行善濟世，使父母光耀

門庭。大大孝，以德拔親，行道立德，使父

母超脫輪迴。

悌是兄友弟恭，兄弟有序，一團和氣。

兄弟原來同氣連枝，姊妹相親，兄弟和氣，

家興族盛是不虧悌道也。

古人言：「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兄弟

如左右手，所以兄弟之間，理應相互友愛，

有了痛苦，共同分擔。

據史料記載，宋太祖趙匡胤非常友愛其

弟太宗趙匡義。有一次獲悉太宗病重便去探

視，親自燃燒艾絨熏灸，太宗感覺很痛；太

祖也燃燒艾絨熏灸己身；表示分擔痛苦。故

事因此被傳為千古美談。

慈是予人快樂，是慈心，悲天憫人之

心。神聖仙佛皆有慈悲之心，以渡人濟世

為美事。例如：阿彌陀佛，起初只是一小

和尚，因慈念眾生無法出苦海，對天發下

四十八大愿，以其誠感動了天地，震撼了山

河，當下便成佛。祂祈願眾生在娑婆世界，

能勤修實煉，死後便可往生極樂世界；祂願

親自往迎，不會再使輪迴。

觀世音菩薩以千手千眼之法力，生生世

世度化眾生，尋聲救苦。

因此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成就天上人

間最受尊敬的神祇。俗云：「家家觀世音，

戶戶阿彌陀。」故要處處心存慈悲、惻隱之

心，渡人濟世，汝之子孫永昌矣。

道場規矩：遵守佛規禮節

佛規有外在的十五條佛規。禮節是修道

最重要的四門功課之一。禮者理也，禮門義

路是修道之本，知理循理，效法聖賢。禮節不

只是佛堂燒香叩頭，對人對事都要以禮為

先，禮能合眾合人群，事事克己復禮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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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方面也少不了禮之為用。稱呼或請

示，或報告事項，或謝意，或講話，都要慎

重，不可失態而無禮，凡事要以禮來感化

人。

遵守佛規禮節要確實做到：聖凡要清，

不要藉著道場去做私人的生意，不要藉著道

場謀取私人的利益。錢要清，公家的錢，絕

對不拿來私用。男女之間，需要清清白白，

乾道坤道講話要有一段距離，不要碰來碰

去，打鬧嘻笑。要知道仙佛時常在看著我

們，報事靈童亦在記錄著我們的功過，不可

不慎。

「佛規禮節」必須循規蹈矩，按部就班

勿亂為。在食、衣、住、行方面，也有細節

要注意。例如：穿衣服端莊素雅，整潔樸

素。不穿無領無袖衣，不著短褲到佛堂。口

含食物不說話，吞下後才說。前輩未動筷，

須給前輩夾菜，碗筷不可比客人先放下。禮

讓博愛座，敬老尊賢⋯⋯。

伍、結論：

呂祖慈悲：「修道憑藉規矩用，守正明

辨行中庸。」修道應守法則，以天命為重，

以佛法為尊，以普渡為心，以善言為寶，以

賢才為命，以規戒為法。尊師要敬，重道要

嚴，道念要真，行持要好，任勞任怨，抱道

奉行，實行懺悔，照此而行，修可成矣。

必須持守端正，身、心、言、行，各得

其正。方能顯出道之尊貴與高超；這也是修

道者，所應有之具體表現。誠能如此，才是

名實相符，問心無愧，符合中庸之道。

不執不著禮法也，禮也權也當明通。修

道以不執不著之心，放下自在，心胸開朗，

凡事依禮規法則。禮本出於內心，至誠表現

於外。若禮節好，自然道氣就高，若失禮

節，逞野氣，好高騖遠，任你功德多大亦枉

然。

按部就班行聖道，內聖外王合一行。修

道是去其本無，還我固有，恢復本來面目而

已。行道是共覺共度，兼善天下，盡我天職

本份而已。修道與行道，都是咱們的份內之

事，須要一步一腳印，去踐行聖人所留下來

的道理。此二者是內聖外王並行之功，也是

真正悟道者的自然發展。

修行真實功天下，培德養慧性光明。道

的寶貴，是要經修道而悟道方可。修行的

直解是修道，實際卻又是修道與行道；但

「修」在前，「行」在後。明白就要真正去

做，實修實煉，不是外面的行功立德，而是

要真正的內參自省，內外合一，知道那裏行

到那裏，知一分行一分，知二分行二分，如

此即能愈來愈圓滿！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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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攝影：羅彥明

>佛規禮節班紀實
2015年臺灣區

老人家不要我們的淚水，

她希望見到實踐後的汗水；

她要的不是我們的掌聲，

只是一心為眾生；

四天，她為了完成使命而搏命！

法音流傳，但願您我皆是知音！

常州千手千眼記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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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震天下，撞鐘醒迷津！」

幽揚的鐘鼓聲劃破清晨的寧靜，餘音

響亮迴盪，為台灣區佛規禮節班揭開序

幕，也如暮鼓晨鐘般地振奮了在場每一位

班員的心。

繼美加區、香港區的佛規禮節班之

後，前人此次於台灣高雄金山道院，又開

設了為期四天的佛規禮節班。來自台灣及

印尼、馬來西亞、澳洲等地的八百多名班

員共聚莊嚴的佛殿，聆聽法音。在四天的

班期中，前三天全程由前人親自慈悲，內

容分成「佛規禮節」、「責任與承擔」與

「我們的天職」三大部份，第四天則有侯

榮芳點傳師講述活佛恩師於美國重德佛堂

「佛規禮節班」慈賜的訓文，以及學員心

聲迴響等。

第一天的佛規禮節，前人首先闡釋師

尊親撰的「暫訂佛規」一書，對書中列

舉於佛堂中應有的容止動靜、應對進退

等，前人都不厭其詳地一一叮嚀，讓後

學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各種佛堂禮儀的內

容與細節。接著，前人闡釋佛規禮節的

定義與重要，說明佛規的意義在於規範

自己，以達「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禮節則著重誠內形外，節制以合自然。

前人並補充數則對佛規禮節的認識與說

明，期盼所有常州弟子於專心誠意中，

表現出天道之美。

第二個主題是「責任與承擔」，前人

勉勵各壇主、道親同修：修道修心以變化

氣質，秉著「捨我其誰」的精神辦道盡

心，重要的是：不論修道、辦道，都能樂

在其中。所謂「人道圓滿天道成」，前人

在這個主題下，特別傳授大家「圓融人際

關係」的方法，希望每位班員都能在肯定

自己、尊重他人之下，達到人我和諧的境

界。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由此看

出，前人的佛規禮節，已真正契入聖賢心

法，前人的用心，便是一步步引領我們走

入聖賢的境界！　

由於參加這次的班期必須清口，故班

員大多為道場中的壇主人才、辦事員。因

此，前人在第三個主題「我們的天職」

中，慈悲每位班員要以靈修來提昇自己、

保護自己，進一步能勇於承擔道務、推動

道場。同時，前人也以「如何走過修道這

一生」為題，暢談自己畢生的修辦道心得

與體悟。接著，前人又親自示範佛堂禮節

中的叩拜動作、請送 燈，以及獻供時供

盤端拿的正確姿勢等，並指導班員實際演

練。

四天的學習，既豐盈充實又感動莫

名，可說法喜充滿，滿載而歸。現在，特

別邀請三位班員分別就不同的主題，整理

自己的見聞和心得，跟各位同修大德分享

法會殊勝與參班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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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皇天開恩，諸天神聖、彌勒祖師慈

憫，師尊師母的大德敦化，前人的大慈大悲，

設立「佛規禮節班」四天，弟子何其有幸參

班，如是天恩師德，百思無以回報，特分享參

班中，對前人講述「佛規禮節」的心得於下，

祈能拋磚引玉。

何謂「佛規禮節」？

佛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佛；規

者，畫圓的方法工具。故知佛規乃使我們覺行

圓滿、成證佛道的方法工具。

禮者，誠中形外的身心表現；節者，氣度

節操也。

天時有節則甲子和順，地利有節則萬物生

焉；日月有節則風調雨順，星斗有節則十方位

定；竹木有節則堅實強韌，骨骸有節則彎曲自

如；作息有節則神清體健，情欲有節則美滿幸

福；烹飪有節則色香味全，交通有節則出入平

安；樂音有節則感人心，人心有節則明禮義；

進退有節則知榮辱，修道有節則寡過愆。故知

禮節乃天禮之節文、處世之制宜，調養自性，

用禮來調節身心，氣度節操誠摯無妄。

一、暫訂佛規：師尊於民國二十八年於濟

寧頒定「暫訂佛規」，內容規定如「稱呼禮」

──在聖為對仙佛的稱呼，在凡為對人世的

稱呼；以及「燒香禮」、「行禮」、「獻供

禮」、「紀念日」等，其中「愿懺文」乃修道

人日常功課，對我們每日的修行極為重要。每

次燒香叩頭畢都須誦讀懺文，懺悔過後更須改

過遷善、日新又新，此點是不能輕忽的。獻供

的供品則貴乎心誠，不在供品之豐菲，量力而

為，亦可表達最高的敬意。

    

其他重要的規程如壇主規則、乾坤道親到

佛堂規則、聽講經訓規則、勸道行功要則等，

也詳列在師尊的「暫訂佛規」之中，作為我們

成佛的圭臬。

二、佛規禮節的認識與實習之遵守：除了

>
◎咸離庸叟

佛本凡人作 規復聖賢心
──佛規禮節班參班心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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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訂佛規」的內容外，前人還

補充了許多佛規的細則，這些可

說是我們行道、修道、成佛的心

法要訣，同時也讓我們學習到仙

佛的人生態度與心靈格局。 

首先，前人提醒我們：來到

佛堂就是談道論德，莫談凡事，

修道第一步，即是斷惡業惡因，

故清口茹素斷口業，談凡事即生

是非、荒廢聖事；又學修講辦要

以至誠不二、堅忍不拔的心，清

靜無為、體念天心，才能全始克

終。此外，前人還慈悲我們：天

道之美就美在佛規禮節，很多人

就是受到莊嚴禮節的感動而修

道，更多人由此找回心性，得證

品蓮。故佛規可說是修己的最佳

寶物，而禮節則是送人的最佳禮

物！

總之，佛規禮節就等同心性

的鍛煉。不求之於心性而求之於

動作表現，猶如朝三暮四的猴

子，只是修持於投射的虛擬道場

中。佛規是圓融的，禮節是玲瓏

的，理應來往無礙。就如同前人

慈悲說的：「在修辦中有缺點，

是自己工夫不到家」。最後後學

也期勉自己，要達到佛規禮節的

最終精神，不斷精進！在覺悟的

基礎上，無私奉獻，以大慈大悲

精神奉獻人生、奉獻道場、奉獻

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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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前人慈悲，今年七月（27∼30日），

在高雄燕巢區「金山道院」舉辦一場為期四天

的佛規禮節班，有來自全省各地方同修大德及

海外志同道合前賢們，共計八百餘位齊聚一

堂，參與此年度盛會。

四天法會班期中每天都有不一樣的主題論

述，得全天由前人慈悲。前人智慧如海，諄諄

教誨、法雨滋潤，如同深入經藏般。而讓後學

更感到心領神會、且願於學習「學、修、講、

辦、行」中踐行此殊勝使命的，便是天道弟子

應該具備的基礎素養—─責任與承擔。

每個人一出生，就背負著對自己、對家

庭、對團隊、對信仰、對社會、對國家的責

任；生命本身，追求木本水源的因緣就是責

任。責任是利濟眾生、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行

為，是勇者的擔當，更是一仝為實現共同抱

負、信仰而努力的理念及胸襟。　

何謂責任？人既付我以責任，就應該勇敢

的擔當。有責任感的人，只問事之當為不當

為，不計成敗得失；有責任感的人，不計事情

的難易，必能全力以赴，完成他人的託付。

責任感是人間最高貴的情操。負責任的人

都是有為者；不負責任的人，不管能力再強，也

是庸才。一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要負責任，只要

負責任、肯擔當，世間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承擔」能給人力量，也可以具足信心；

人只要肯承擔，就能有成就。人不僅要勇於承

擔責任，更要有勇氣承擔自己的錯誤，承擔、

懺悔，就能進步。犯錯時，不敢承擔悔過，反

要執著、反要諉過、反要找人護航說情，則事

情怎麼會有成功之望呢？前人慈悲的「聽過不

如見過，見過不如做過，做過不如錯過，錯過

一定要改過。」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反省、

體悟。

一個人在學習過程中，不怕沒有人重視，

不怕沒有機會發揮，最怕的就是自己沒有負責

>
◎黃永吉

責任與承擔
──佛規禮節班參班心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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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勇氣；一個人能承擔多少責任，就能成就

多少事業。有責任感的人自己可以克服困難，

自己能夠開創良機；怕負責、怕承擔，最後只

有一敗塗地、一事無成而功虧一簣。

人生是由許多經驗累積而成，所以在跨出

第一步時，要「敢」，只要敢負責任、敢擔

當、敢接受、敢嘗試，天下沒有不能完成的

事。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必害怕，重要的是自己

是否有力量承擔，而承擔的力量來自於生忍、

法忍；忍就是力量，就是承擔，就是智慧。一

個人能夠吃得起虧、忍得了辱，還能面不改

色，甘之如飴，才能造就包容天地、忍耐異己

的胸襟。

謙讓是美德，但謙讓要有理性，不應讓而

讓，是不盡責任；應該讓而不讓則是戀棧，我

們要有當仁不讓的態度。做人處世，在名利上

要淡泊，在責任上則要認真。要培養承擔責任

的力量，首先要從自我認識、自我訓練做起，

尤其不必諱言或逃避自己的短處缺點，能夠勇

於面對自己的缺點，並且加以改進，這不但是

自我的責任，也是自我的承擔。

 

前人在法會第二個主題「責任與承擔」

中，非常慈悲且語重心長地勸化所有參與法會

之有緣同修大德：修道修心，不居功、不顯

能，首先要能先安頓好自己的心，也要立聖賢

志、立成佛志，以「改脾氣、去毛病」及學習

孔子的四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來變

化自己的氣質；辦道盡心，永保初發心愿，持

之以恆，且與人相處能放下身段、尊重包容，

容納忠言。 

前人特別強調：修道要生歡喜心─喜歡佛

法的滋潤，喜歡自我覺悟。然而喜歡修辦道，

又不如能享受修道、樂在其中。所以修辦道

時，要讓自己法喜充滿、樂在其中，如此才是

逍遙，才是自然。就能像孔子一樣，樂在其

中，不知老之將至。此點令後學們印象最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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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人人恍然大悟：原來佛規禮節並不是嚴厲

枯燥地要求自己與他人，承擔責任更不是苦悶

的壓力，任重道遠，懂得「樂在其中」，才能

恆誠不輟、貫徹始終。

最後，前人提醒我們「人道圓滿天道

成」，要有溫暖的心、冷靜的腦、適宜的情緒

與成熟穩定的人格來達到圓融人際關係，多尊

重與包容別人，多傾聽他人、鼓勵他人。最重

要，達到人我和諧的要訣就是「絕不要求他人

和自己一樣」，否則就是清一色的世界了。

後學懇請各位前賢大德，一起來審思、體

會、篤行，共同領悟前人的慧心、慈心及用心

良苦，讓每位有緣眾生在修身立德路途上，能

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

總而言之， 前人慈悲整整四天的課程，

部分雖「言在此，意在彼」，然他老人家在在

耳提面命、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要我們一般

弟子領悟責任與承擔之真諦，藉此要我們常州

這是一個「上上下下同聲同氣」的班期，

使每位參班同修凝聚在「心同德同」之中；這

是一個「開開心心共辦聖事」的班期，使全體

參班學員感染在處事平和氣氛當中；這是一個

「和氣致祥心燈傳燈」的班期，使所有參班學

員體悟責任與承擔的要義。

      

感謝前人慈悲開辦此佛規禮節班，讓我們

從中改正許多往昔習以為常、自以為是的心

態，以及禮儀動作、姿勢與節奏等等細節，

真是受益良多！從現在起，讓我們一起遵照

前人對所有常州弟子的殷殷期許，真誠學習

孔聖人之「四絕」，好好地「改脾氣、去毛

病」，好好地躬行實踐、變化氣質，用歡喜

心，堅恆心，平等心，包容心，柔軟心，慈

悲心，去落實體現道心，並能於一教一學之

中，成己成人、利己利人，勇於承擔，勇於負

責，勇於學習六祖惠能大師「立志作佛」的決

心與志節。

 

讓我們一起以此互勉！

弟子負其上天

給予我們的殊

勝責任，承擔

引領芸芸眾生

皆上常州法船

之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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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世

恪守天職 奉獻眾生
──佛規禮節班參班心得（三）

經過兩天的法語滋潤，學員們對佛規禮節

的內涵以及自身該有的責任與承擔，相信都有

了更深一層的體悟。畢竟能入這個班的學員，

都必須具備一個必要的共同條件──清口茹

素，意味著所有的學員，在道場都已有一定的

根基，且都具有堅定的修道理念。

清晨，不到六點，住宿佛堂的學員就已陸

續起床盥洗，準備迎接新的一天；而因為場地

限制，不能留下住宿的台南及高雄地區的前賢

們，就得每天來回奔波，他們犧牲付出的精

神，確確實實將前人對我們的期許，在日用生

活中表露無遺。

七點開始的早香禮，六點半就有學員進入

佛堂排班，除了人多，晚一點到的人可能要站

在樓梯口，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對佛規禮節的

重視，不只是對仙佛的敬重，更是尊重自己的

行為。昔日張良受書圯上老人，也正是因為他

能謙恭低下，所以得授太公兵法，由此拜將封

侯。今日白陽修士收到的寶，遠勝過兵書一

卷，成就的功名，絕非公侯將相能及，怎能不

更加精進，以報答天恩師德的浩瀚。

班期的第三個主題是「我們的天職」，前

人勉勵我們要明理修道，並且堅持到底，成為

一位快樂的修道人。同時也要不斷地提升自己

──利用每日三次的燒香來反省己身，有錯認

錯，有過改過，有罪懺悔不再犯；平時要善用

智慧來學習道學與史學、國學、外文、寫作技巧

等，以補自己闡道技能的不足；以生活規律、

作息正常來保持身體的健康；以遇難排解、遇

困淡定、遇考突破來保持心理的圓融；以虛靜

低心、博愛平等的精神來推動道場、替師分

心，成為一位幫助上天救世救人的棟樑之才。

為使大家更能勇於承擔天職，前人特別慈

悲「如何走過修道這一生」之主題，以自己畢

生修辦道心得的精華來期勉每位班員。課程內

容有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要樹立點師壇主道親的風範。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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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修道不是為了名聞利養，也不是要勝過

別人，更加不是為了立功立德而修道，應該是

為明白真理，幫助眾生而修，是為了立愿了愿

而修，更是為了消冤解孽，改毛病，去脾氣，

除煩惱而修道。

第二、要常心生慚愧。心鬼為愧，斬心為

慚，常慚愧的人便能常斬除心中之鬼。修道人

以自性當家作主，心中常生浩然正氣，一旦有

愧良心，便有如心中生鬼，即生邪氣，此時惟

有學習「慚愧」一法，邪氣方不敢近身。

第三、修道之人不談顯化及政治。這一點

其實困擾許多人，因為人們認為顯化最是神

奇，只要提到顯化，就能立刻吸引眾多的信

眾，這是渡人最快速的方法；至於政治，是每

個人身邊的事，攸關自身權益，怎能不關心？

然而前人慈悲開示說：顯化雖然神奇，卻不是

人人都能靈驗，每個人因緣不同，發心不同，

發生在某甲身上的顯化，在某乙身上不一定靈

驗，因此不能一概而論；不談政治不是漠不關

心，全不理會。修道人正己修身，並推己及

人，改善社會風氣，使國家社會安定，這就是

真正在幫助政府做好政治。修道之人的心志是

如此崇高偉大，行為舉止卻又謹慎低調，只求

事情能圓滿，對名利毫無棧戀，那麼就可悠遊

於無窮之境。忘去自己，無心用世，修成至德

之人；忘去立功，無心作為，修成神明之人；

忘去求名，無心勝人，修成聖哲之人。

第五、大道本是自然，因人而生名相，有

成就有毀，是相應而生，所以不可執著一己之

見，當一任自然，止於平衡，物我各得其所，

並行而不礙，方才是道的本體。

第六、物資貧富有限，精神貧富無限。所

以要懂得充實精神糧食，一個擁有精神糧食的

人，方才是強者、覺者與樂者。如何做到呢？

很簡單，只要掌握當下，一念「存好心，做好

事，做好人」，這一念把握好，就是有大智

慧、靈糧充足的人了。

前人提到現在道場上有一種很差的東西，

就是不健康的「心態」，也就等於是心理的變

態。後學深有同感，好比「愛發脾氣」就是其

中一項，這就是精神的貧窮。前人也慈悲我

們，要努力學習佛規禮節最終的精神，要無私

的奉獻、要精進，正確的路和不正確的路，一

切皆由我們的念頭開始。

前人的話總是如此簡潔中肯，平實又深富

哲理。不論年長年幼，不論識不識字，一聽就

能夠明白，因為前人告訴大家的道理，不只是

用說的，更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躬身力行，清楚

明白的示現在每一個道親的眼裡。所謂「言教

不如身教」，再多的道理都比不上親身去實

踐，前人用他一生的行誼為學員上了這一課。

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依照道理實在的修行，除

掉無明，顯露光明自性，有朝一日同返聖域，

共登賢關，成為名符其實的修道人。

靜態的課程到此暫告一段落，接下來是前

人親自示範演練各項禮節的課程，這堂課程也

是所有的學員引頸期盼的。這些年來，道場的

禮節在前人及許多點傳前輩的關注下，日趨完

善，各個地區也都依照禮節備忘錄所詳載的內

容施行，所以不管到何處，都能很快的融合在

一起。但是動作上細微的差異在所難免，因此

上課之前，許多人猜測前人會藉這個班，統一



各個地區禮節的動作。但顯然不是這樣，前人

對禮節的要求，是讓學員真正明白其內涵與

精神，從而修煉心性，借假修真，而不是依

樣畫葫蘆做相同的動作，卻不知所云。所以

整個課程之中，前人除了親自示範之外，還

詳細解釋這樣做的原因，讓大家明白其中的

道理。

在課程中，前人先示範恭請佛光、作揖叩

拜、點香、獻供端果以及請壇經的念法，每示

範一項之後，接著就由點傳師，壇主及人才各

一位代表再當場學習一遍。俗話說得好「看過

不如做過，做過不如錯過」，很多看似稀鬆平

常的動作，學員實際做起來卻彆彆扭扭，引來

旁觀者不是哈哈大笑，就是驚呼連連，完全不

像以往學習禮節嚴肅沉悶的氣氛，但又能牢牢

記住學習的內容，甚至有進一步的省思，從不

同層面瞭解禮的精神，真是獲益良多。

上了三天佛規禮節的課，前人從各種不同

的角度引領學員認識佛規禮節，有些內容早已

耳熟能詳，卻也有很多地方從來不曾注意，而

今方才驚覺自己多年的疏失，不禁讓人再次反

省，人難以詳知所有的佛規禮節，很多狀況的

發生令人措手不及，但是在事情發生的當下，

必須要有所處置，這時候天理良心就是權衡的

基準，在不違背天理良心的前提下，圓滿人事，

不正是佛規禮節所要引導世人修行的方向嗎？

修道的路本不好走，更有許多岔路橫亙其

中，稍有不慎，便入歧途。自古以來，修道者

多如牛毛，成道者少如牛角，探究原因，不能

始終如一，半途而廢居多之外，當屬不明真

理，背離真道最是常見，勞苦一生，白忙一

場，真是可惜！如在修道之初，就能以佛規禮

節做為導航，腳踏實地，認理歸真，則道成天

上，名留人間，指日可待矣。

尾聲

此次，在佛規禮節班前人慈悲的所

有課程中，前人不辭辛勞，以八十八歲

的高齡，全程站立授課且親自板書；第

三天的禮節演練，對每個動作之細節

處，前人也一一親自示範和指導，如此

之毅力、如此之身教，令在場的每位班

員無不動容！也因此，心聲迴響之際，

來自各國、各地的前賢紛紛爭相上台，

真誠表達自己內心的感謝與感動。

期盼所有參班大德能牢記這一份感

動，進而身體力行；更深盼此次未能參

班的同修，下次千萬不可錯過──不要

再錯過任何一場可讓自己法喜充滿、感

動無比的殊勝法會！

（編者按：台灣區佛規禮節班前人慈

悲的所有內容，將刊於46期之博德季

刊）

恪守天職　奉獻眾生　──佛規禮節班參班心得（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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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的學運引發教師與家長們質

疑，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為什麼不認真求

學，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為什麼在國會裡面

對部會首長近乎瘋狂地指責、叫囂？算了，

大學生已是成年人了，他們有主張一己權益

的自由，也必須為行為引起的後果負法律責

任。但，這兩三個月來，竟然高中生也加入

抗議之列。這群未滿十八歲的學生靜坐，對

著教育部官員怒吼，衝入國會，為的是反對

歷史課綱。顯然，他們未成年，也就是未成

熟，怎能辨別是非，更沒有能力對史學知識

置喙，因此，也沒有能力知道自己要什麼。

一般人如是想，許多國高中教師也對此大肆

批評。

記得好多年前，大學餐廳裡發生一件師

生為了座位爭吵的事件。據說，教授堅持校

園裡應尊師重道，禮讓教師。但學生不接受

這套規範，尤其遇上雙方為了自身利益（座

位）而爭時。上學期，大學舉行敬天祭祖活

動，一群學生拿著麥克風衝入禮堂，指責校

方沒有權利強使學生參與具宗教意識型態的

活動。許多人不解，大學生為何不好好求

學，提升自己未來的競爭力？為何不能心平

氣和地坐下來溝通？

如果上述的情景換上不同的角色，是否

仍有相同的批評？例如，將學生換成工會成

員，或是被強制退休的教師，或鎮公所的職

員。我們對於學生行為的批評，總是立於一

相當不對等的角度，從一開始就將他們當成

不成熟的，衝動的，脆弱的，易被煽動的。

而且，這種不對等的假設往往強化學生更強

烈反抗。強烈的反抗則再次坐實先前的不對

等假設。在上述的事件發生後，很少聽到老

師們反省自己心目中對學生的「想像」，更

少有老師願意跳進學生的遊戲規則。

如果這個時代的學生不如過去，那麼提

升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告訴自己，這群學生

已經比我們過去的表現還來得優秀。這不是

催眠，而是改正自己的偏見。同時，這也是

新的契機，提醒我輩教師，該重新思考，如

何建立新的校園共生關係？如何主動地尊重

向年輕人學習 ◎戴山

處事
錦囊



一、脂肪種類：

⑴飽和脂肪酸：室溫中大多為固體，

過量會造成膽固醇升高。如：豬牛

油、椰子油、棕櫚油。

⑵不飽和脂肪酸：室溫中為液體，稱

為順式脂肪。如：橄欖油、花生

油、葵花油。

二、何謂反式脂肪：

⑴飽和碳鏈：多數動物油都是飽和脂

肪酸。

⑵順式碳鏈：順式脂肪易氧化酸敗，

不耐久炸。

⑶反式碳鏈：氫化後，脂肪由順式變

反式，較為穩定。

三、反式脂肪來源：

⑴人工：氫化植物油形成。

⑵天然：牛、羊反芻動物腸內細菌合

成，存在肉與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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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個體性？如何能在教育體制的獎懲手

段之外，重新獲得學生的信任？老師已經在

「教」這個字上面停留太久了，只曉得教別人

怎麼學，卻遺忘了自己如何學。

上學期，本系一些學生在社團裡發起抗議

女生宿舍夜間門禁的連署活動，之後並與校方

多次商討，甚至最後發生肢體碰撞的情況。我

在上課時，便乘機讓這些學生抒發自己的想

法、與校方交涉的經驗，並引導他們與所學的

專業知識對話。坐在教室裡，對照著各種理論

與角度，他們為自己找到其它觀看問題及解答

的可能。他們也讓我上了一堂課，因為我在年

輕時，根本沒有連署、在校園遊說、製作宣傳

單、架設網站、與教師及校方管理人員辯論之

類似的經驗。這些行動與經驗會使閱讀更為深

刻，而且可能比我更透徹。    

我，或者說我們大家，怎能不向他們學習

呢？（作者為台灣大專院校社會系教授）

健康
二三事

◎編輯組

認識
「反式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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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泰道（1907∼2009）是日本佛學大師，臨濟宗

妙心寺派，東京龍原寺主持。1972年出版《般若心經入

門》，1989年榮獲第23屆佛教傳教文化獎。他以推展佛

教生活哲學，把一般人難以理解的佛學經典佛家智慧，寫

成易於被大眾理解的著作，《般若心經入門》一書出版

後，聲名大噪，廣受好評。

在他101歲時，記者訪問他長壽的秘訣？他爽朗地笑

說：「哪有秘訣？我從來不知道自己能活這麼久。」他的

長壽並沒有遺傳的基因，母親在他3歲時就病逝，父親在

他30歲時腦溢血猝然辭世，他從小體弱多病，身體差到

連參軍入伍的資格都達不到。

長壽既然無遺傳因素，記者再度請教松原泰道大師，

還有其他原因嗎？他說了以下幾個故事：

一、他在大學時得了腎病，差點喪命；幸好遇到一位

慈心仁術的醫生，這位醫生誠懇地對他說：「孩子，你太

憂鬱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引起的，我們能不能來個

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來治，心理的病由你來治。」這

般溫暖人心的話鼓舞了他，他開始建立信心，積極樂觀地

配合治療，腎病很快就好了。這次的康復給他一個強烈的

啟示：心態的健康最重要。

二、有一次，他應邀到外地講學。午間到一間餐廳吃

便當，便當裡有一個裝筷子及牙籤的紙袋，上面印了一闕

歌詞：「見也難，別也難；有哭泣，有歡笑；時光像秋風

匆匆吹過，一生見了這一回。」當時，有三個藝妓表演這

闕短歌，優美而感傷。第二年，他再度重遊，景物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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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是已經見不到這三人了，他意識到：人

世間的無常，一切稍縱即逝，對人對物都要用

心珍惜。

三、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廟請他去講

經，臨出發前，天氣預報颱風登陸，對方來

電通知他不要上船，於是他退了票，換乘另一

艘船。沒想到，原定的那艘船，果然被颱風襲

擊，全船沉沒，死了1,200人，聽說船上有一

個美國牧師，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個女人懷

抱孩子卻沒有救生圈時，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給

了那個女人，女人與孩子獲救，他卻淹死了。

這場悲劇震撼他的心靈，從那時起，松原

泰道覺得，他的生命是別人給的，他要學著多

捨少取，回饋他人，要用懺悔和布施之心創造

萬物共生世界。他的精神養生就這樣形成了。

精神養生法有個「三不」原則：

一、不勉強：指的是不好高騖遠，做脫離常規

的事。

二、不浪費：指的是珍惜時間、珍惜身邊事

物、珍惜他人的善意。

三、不懶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讓別人去

做，不管年齡多大，都要鼓足熱情繼續學

習。  

松原泰道的座右銘：「終生學習，至死方

休」他說：我們只需盡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

及的事，就交給蒼天吧！各位前賢大德，精神

養生並不難，如能從日常生活中去實踐力行終

生學習，相信在我們修辦道上，定有很大的助

益；且能延年益壽，百歲人瑞可不是夢啊！

（作者為國小退休校長）

四、為何要用反式脂肪：

⑴氫化油價格較低廉，可降低生產企

業成本。

⑵穩定性高，可以耐高溫油炸。

⑶可延長食物保存期限及原來風味。

⑷可使食物口感更加鬆脆美味。

⑸使油炸食物外形完整美觀。

五、反式脂肪食物：

（以100g計算。然會因烹調時間、

用油等情況不同，反式脂肪含量亦可

能有所變動。）

例如：

⑴三合一咖啡0.1g

⑵油條0.15g

⑶鬆餅0.3g

⑷鳳梨酥1.1g

⑸冰淇淋0.28g

⑹起司蛋糕0.45g、奶油蛋糕0.68g

⑺薯條4.399g

⑻爆米花9.46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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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病會在修道人身上出現的，稱之為──禪病。

為什麼修道竟會修出病來？

一位來自北京廊坊管道學院講師最近送了一本他的新

著作書籍給我，內容有關管道保護之專業防腐技術。本人

並非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管道保護這個學科與我本不相

關，也不認識其技術和學問，但管道破壞所引發的災害就

可能與我們息息相關。

本人曾深深體會過管道破壞所帶來的災難。童年時

候，我和父母親、祖母、兄弟妹一家七口住在一所窄小的政

府房屋，小小房子，水、電、煤氣齊全，電線、煤氣管、自

來水管和污水管都是直接入屋，接駁至廚具和廁具上，十

分方便。有一年仲夏晚上，鄰居跑過來告訴我們廁所的污

水管塞了，今晚千萬不要使用抽水馬桶，因為兩戶人家的

去水管是連在同一條主去水管上，而鄰居的去水管接得較

低，當去水管淤塞時，污水無法正常排出，就會從鄰居的

抽水馬桶湧水。於是兩夥人連夜合力用毛巾和木棍把抽水

馬桶堵塞，到第二天早上還是一切平靜，父母親照常外出

工作，兄弟妹如常上學，祖母急忙到管理處找人來維修，

只留下我一個人在家裡把關。誰不知大災難竟然在這時候

爆發，表面完好的管道，但因內裡老化和腐蝕加上受壓而

破裂，不一會，污水連帶穢物一併湧進屋內每處地方，情

急之下，連忙拾起洗面盆把湧出的東西從十樓窗戶送到街

上去，自此之後左鄰右舍都認識了這個救災小英雄。

以上可以當為一則笑話，一笑置之，但下面的就不可

作玩笑。回想去年台灣高雄市深夜發生地下油氣管洩漏，

引發連環爆炸和大火，前鎮區和苓雅區方圓十公里的地方

受破壞，變成一片廢墟。最近中國大陸天津危險倉爆炸，



禪病 47

方圓三公里的人要全部撤離。兩件爆炸事故都

造成嚴重人命傷亡。

危機總是潛伏而不容易察覺的。隨著社會

繁榮，需要修建大量的輸送管道和儲罐，從偏

遠荒僻的地域，經過高山、森林、沙漠、海洋；然

後再密密麻麻地分佈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再

而進入每一座大廈和每一戶人家，因此我們不

能忽視這些管道和儲罐的安全。管道學院講師

終生致力於防腐蝕技術，目的是防止腐蝕事故

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環境污染和人命傷亡。

「自然界中，大多數金屬是以化合狀態存

在的； 化合態金屬元素通過煉製，被賦予能

量，才從離子狀態轉變成原子狀態。然而，回

歸化合狀態是金屬的固有本性。金屬與周圍的

電解質發生反應，從原子變成離子的過程就是

腐蝕。」  

把以上一段定理從另一角度去看：紅塵世

界中，大多數眾生是以可善可惡狀態存在的；

眾生自性本善，通過修道鍛鍊，可以發揮天賦

本具的能量，成為化惡從善而擁有原佛子心的

修道人。然而，貪瞋愛慢，諂曲嫉妒是眾生的

劣根性，修道人對境生心，被凡塵俗務影響，

六、反式脂肪對人體的危害：

⑴增加失智風險：研究指出，65歲

以上老人，每天吃超過1.8公克反

式脂肪，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增

加2.4倍。

⑵降低記憶力：研究指出，平均每日

多攝取1公克反式脂肪，會相對少

記0.76個單字。

⑶引發心血管疾病：使壞膽固醇

（LDL）升高，降低好的膽固醇

（HDL），使血管發炎反應增加，

增加動脈硬化心臟疾病等風險。

⑷形成血栓：會增加人體血液的黏稠

度和凝聚力，形成血栓。

⑸增加罹癌風險：研究指出，過量攝

取可能增加乳癌、大腸癌機率。

⑹不利胎兒：懷孕或哺乳期的婦女，

過多攝入反式脂肪食物會影響胎兒

健康。

⑺影響發育：誘發哮喘、過敏等疾

病，可能對兒童生長發育和神經系

統產生不良影響。

⑻容易發胖：反式脂肪易造脂肪堆

積，研究顯示，反式脂肪使糖尿病

併發症風險增加。

七、各國政策：

⑴WHO：目前並未針對反式脂肪進

行限量規範，但呼籲減少攝取。

⑵美國：須標明反式脂肪實際含量；

三年內全面禁用反式脂肪。

⑶澳洲、紐西蘭：反式脂肪攝取量僅

占總能量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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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概要表】　《中庸》第一章　天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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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佛子心又轉變回凡夫眾生心，這個過程就

是禪病（腐蝕）。

修道何嘗不是在修建傳輸管道和儲罐， 

由個體的每一個人修築通往無極理天的路

徑，儲罐內存放的都是回天的資糧。正如

《中庸》一書共三十三章就在我們內心中埋

下了三十三套通天的管道，把誠存在儲罐，

從天命之性通往盡性達天之路。

自從學習第一本經典，《大學》─經一

章；傳十章，到後來的《中庸》，三十三

章，《道德經》，八十一章⋯⋯至今日的

《孟子》，前輩的諄諄教誨，如在內心修

建大量的輸送管道和儲罐，貫三教、通三

天， 內聖外王，經過實踐，行功立德，為

日後歸家認 準備資糧，本是理想的修道

路徑。

末世眾生，去佛漸遠，賢聖隱伏，邪法

增熾。迷人在這花花世界，千門萬教之中尋

找修道路徑，是何其危險。社會上有太多似

是而非的說法，偶一不慎，便會走進歧路徬

溪，使其進退失據。  

欲真修行者，一要知人，二要除病。求

善知識，正知見人之引導，此人當應：心不

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

恒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

入不律儀。同時，這位善知識所證的妙法，

應離四種病：作病、任病、止病、滅病。此

四種病有如損壞傳輸管和儲罐的腐蝕物，破

壞修行人的通天管道和萬善萬德的儲罐，因

此修道不要忽略防腐工作。

作病者，以為靠表面造作，藉個人思維

計度的行為，欺騙自己，欺騙別人，有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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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某種修持目的。 

任病者，以為不斷生死，不求涅槃，無起

滅念就是隨順法性，彼不知這只是隨順凡夫之

妄見，任意流轉。

止病者，以為刻意地阻止心念之萌動就是

寂然平等，其實沒有認真面對，到忍無可忍之

時，一發不可收拾。

滅病者，以為斷滅一切煩惱，空無身心，視

根塵為虛妄，把寂相當做寂滅，其實只是把煩

惱塵勞越隱越深，外相寂滅，而非根本寂滅。

只有能夠遠離及正視上述四種病的修道

人，才知道真正的清淨自性，此之謂「正

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邪觀者不斷被腐蝕，因學不精，行不篤，

有教理，而無行果，理義不明，自以為是，離

道越遠，以為是行忍，其實是淤塞，說病為

法，當病入膏肓之時，借事借人而引發內心積

存之業識塵垢爆炸。是驚天動地的大爆炸，不

單是個人的大病，甚至自立門戶，誘使同修離

道、謗道、敗道，使九玄七祖同墜，所謂一人

迷而萬人隨其下墜，斷眾生慧命，依賴智慧來

長養的法身因此而亡失。 

治病的良方就是三不離：不離佛堂，不離

經典，不離善知識；三不離是腐蝕探測器，可

以監測修道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腐蝕。實心懺

悔，藉懺悔向上天表白，不久且能勇敢面對過

失，清除淤塞，回復原佛子心，前面的每一段

路自能光明通達。

⑷香港：目前沒有強制標示。

⑸台灣：每百公克／毫升食品中反式

脂肪逾0.3公克，無論天然或人造

食品，都必須明確標示；若反式

脂肪含量在0.3公克以下，或每百

公克／毫升食品總脂肪不超過1公

克，反式脂肪可標示為0。

八、每人每日攝取量：

不宜超過飲食總熱量的1%。例：成

人一日需2000卡熱量，反式脂肪不

宜超過2g。

九、如何避免：

⑴看清標示：凡標示植物奶油、氫化

植物油等，都是反式脂肪；或以一

份、每10公克來計算含量，混淆

反式脂肪總量。

⑵軟質較硬質為佳：軟質的植物性奶

油所含反式脂肪較少；愈硬，反式

脂肪含量愈高。

⑶減少油脂攝取：避免攝取人造奶

油、酥油等，少用奶精。喝茶或咖

啡時，以牛奶取代奶精。也不宜攝

取過多動物性油脂。

⑷少吃反式脂肪烹調的食品：包括油

炸、烘焙及加工食品，如多層、酥

脆的糕餅或西點麵包、餅乾、薯

條、甜甜圈、洋芋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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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詩是這樣說的：「苦惱由來貪慾多，為名為利動

干戈；若能知足可常樂，百病不生氣血和。」的確如此，

人生一切苦惱的根源，可說都是為了私慾所產生之貪求而

引起的。人的慾望有如無底洞之深淵，是永遠沒有辦法填

滿的，就因為人心之不知足，慾望無窮，眾生不得解脫，

當困於輪迴內，怎會快樂呢？

之前，後學對於自助式的「吃到飽」，覺得很划算，

畢竟價格還OK，又可以吃到多樣化的美食，算是物超所

值。但是漸漸地，現今覺得「buffet」對後學而言，反而

是負擔。因為上了年紀，吃的量有限，拿不了幾盤，就吃

飽了，其實還有很多食物都尚未享用呢！但是，假使再貪

取，卻吃不下，是白白浪費食物、糟蹋食材。如果硬要再

貪吃，卻是苦了自己的腸胃，花錢又受罪，何必呢？也

唯有我們的「心」，處於「理」勝於「慾」，才是「知

足」，也才能快樂！

有人說：「知足常樂，最是人間富貴人。」《格言聯

璧》書上也寫道：「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

意。」尤其我們求得聖道之後，認識了本性原來光明神

聖，也了解人生無常，更應該改變觀念，修正方向，不要

再汲汲營營人間數十寒暑的富貴名位啊！就如同恩師慈

悲，點醒我們：「功名一幅紙，富貴一場空。」人生，爭

什麼呢？有何好爭呢？

我們知道人的最大通病，就是喜歡「比」。只要一比

較，就比出了許多的煩惱和心障。想一想，「比上不足」

是一種痛苦，難道「比下有餘」就真的能得到快樂與滿足

嗎？無論如何，一位不知足者，等於浪費生命力，因為他

把時間、精神，甚至是生命都投注在物慾的追求及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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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是太可惜了。何況我們修道之人，更不

應為身體物慾所累，反而要把握時間，多加

參悟，以假培真，如此自能常樂，過有意義

的人生！

在《菜根譚》有這麼一段話：「都來眼

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總出世

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告訴

大家人世間的千頭萬緒，若懂得善用眼前環

境，對人對事都能有滿足之心，則有如處於

仙境之幸福快樂，反之則不然。而我們要如

何做到「知足之道」呢？後學有四個淺見，

在此和大家分享！

（一）多多行善，為善最樂：

各位是否發現，有些人特別喜歡批評、

指責他人？這是由於我們自身感到不滿足，

所以看到別人有財富、有地位、有能力，心

裡產生嫉妒，忍不住就酸言酸語了。要如何

改善？那就必須培養智慧，並且多多行善。

想想看，當我們有餘力幫助他人時，自己身

心所獲得的成就與滿足，絕非筆墨可以形容

的。所謂「送人玫瑰，手有餘香」啊！而著

名的英國明星奧黛麗赫本，有句名言，令人

感動，她說：「正常無意外的話，我們都有

兩隻手，請用一隻手幫助自己，另一隻手去

幫助別人。」沒錯，積善成德，這是幸福

的營養素之一。我們要「知足」，想「快

樂」，那就趕快從第一步「行善」做起吧！

（二）減少物慾，生活簡單：

從前有一位不快樂的小王子，想要去尋

找快樂。有一天，他遇見了一個快樂的樵

夫。小王子好奇地問樵夫：「你只有一間破

屋，我有一座大宮殿。然而，你為什麼卻比

我快樂？」樵夫並沒有直接地回答。他只是

轉個彎問道：「如果拿我的快樂和你的宮殿

交換，你願不願意？」王子遲疑了很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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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不願意。」這時樵夫微笑地道：

「所以，你不快樂。」小王子因為害怕失去

宮殿，捨不得放棄物質的擁有，相信他仍然

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所謂：「養心莫善於

寡慾」，我們追求健康、談養生之道，最重

要的還是以少私、寡慾為主。總之，我們要

守法、守道德、守良心，可與社會同步，但

不可同流。唯有生活過得越簡單，越能保持

平靜、安穩、不浮動的心境。如此，少慾少

惱，知足常樂，隨遇而安，當可擁有愉悅自

在的人生。

（三）改變人生價值觀

凡人的快樂，幾乎都是以享受物質為

樂，以滿足慾望為主。但是聖人卻將這些視

之為痛苦的根源。聖人之樂，在於恢復自性

的清靜光明。因為不必再受心物的累贅與牽

纏，心中無所罣礙，豁然開朗，當然自在快

樂。既然我們修了道，就要逐漸改變自己執

著的觀念，慢慢的從「有」進入到「可有可

無」，再提昇到「無也沒有關係」的境界。

總之，要隨著真理，一直不斷地改變，修正

自己的價值觀，提昇自己心靈的境地。到最

後，當與聖人的價值觀合為一體時，我們也

有機會成為聖人了！

（四）常懷惜福感恩心

我們大家能常懷惜福感恩、知足之心，

也就是用同理心站在他人的位置、立場、角

度，來看待人、事、物，如此將心比心，相

信更能圓融生活，創造大眾的共同幸福。

祝願我們大家趕快藉由

修道，回復心靈本有的純真

和自在，領悟「單純是快

樂」、「平凡是幸福」的人

生哲理。

最後以下面這一段話，

和大家共勉！

　「還活著是種幸福，

　　有健康是份禮物，

　　飽暖時要懂知足，

　　有家歸應感滿足，

　　人生本來就是空，

　　最後你總會發現，

　　原來平凡就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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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水的木桶，叫水桶，眾人用著；

 裝酒的木桶，叫酒桶，眾人品著；

 裝糞的木桶，叫糞桶，眾人躲著；

 裝錢的木桶，叫錢桶，眾人愛著。

 一樣的木桶卻因內容物不同，命運也大不相同！

 人生亦如是：

 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有什麼樣的人生；

 有什麼樣的做法，就有什麼樣的生活。

● 苦─才是人生；容─才是智慧；

 累─才是工作；靜─才是修養；

 變─才是命運；捨─才是得到；

 忍─才是歷練；做─才是擁有。

● 不責人之小過，

 不發人之陰私，

 不念人之舊惡，

 從謙虛之中去體驗樂趣，

 從忍辱當中去培養美德，

 從自制當中去克服物慾，

 從寧靜當中去安頓身心。

● 鐘錶，可以回到起點，卻已不是昨天；

 日曆，撕下一頁簡單，把握一天卻很難。

 昨天，刪去；今天，留著； 明天，爭取。

 對的，堅持；錯的，放棄。

 壞的，叫經歷；好的，叫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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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謹戒計較心、比較心，則喪失圓滿心。

 修道謹戒懈怠心、懶惰心，則喪失精進心。

 修道謹戒輕慢心、藐視心，則喪失敬畏心。

 修道謹戒圖利心、虛偽心，則喪失君子心。

 修道謹戒諂媚心、奉承心，則喪失道義心。

 修道謹戒嫉妒心、嗔恨心，則喪失歡喜心。

 修道謹戒痴妄心、貪婪心，則喪失實在心。

 修道謹戒殺盜心、淫妄心，則喪失赤子心。

 修道謹戒自私心、袒護心，則喪失公正心。

 修道謹戒是非心、撥弄心，則喪失祥和心。

 修道謹戒分別心、想像心，則喪失自然心。

 修道謹戒含糊心、隨便心，則喪失公正心。

 修道謹戒自卑心、自暴心，則喪失理智心。

 修道謹戒拒諫心、排斥心，則喪失省思心。

 修道謹戒猜忌心、懷疑心，則喪失融洽心。

 修道謹戒報復心、懷恨心，則喪失仁德心。

 修道謹戒誇大心、輕浮心，則喪失穩重心。

● 如果生活以「金錢」為中心，會活的很「辛苦」；

 如果生活以「兒女」為中心，會活的很「疲累」；

 如果生活以「情愛」為中心，會活的很「傷痛」；

 如果生活以「攀比」為中心，會活的很「苦悶」；

 如果生活以「寬容」為中心，會活的很「幸福」；

 如果生活以「知足」為中心，會活的很「快樂」；

 如果生活以「感恩」為中心，會活的很「愉快」。

 所謂「富在知足，貴在感恩」，

 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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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為自己加分

有一年吃尾牙的時候，一個朋友喝醉了。他

半閉著眼睛，口齒不清地跟我說，現在老闆真不

好幹。他抱住我的頭，貼著我的耳朵，很小聲的

說，這裡面有幾位重要的幹部就要離職了。我沒

說什麼，但我知道他有種被背叛的感覺。

為錢出走？

但願我能想出許多安慰的話，但我想不出，

因為，現今做老闆，真的和以前不一樣。

就拿人員離職率而言，你覺得該用什麼方

法，才能留得住員工呢？我想你會說，那些「出

走」的人還不都是為了錢。別的公司待遇稍微高

一點，他們馬上就跳槽。坦白說，我以前也是這

樣想，人工作就是為賺錢，哪裡待遇好往哪裡

走，不是嗎？

 

但是，你注意到了嗎？這幾年工作觀念起了

很大的變化。仔細觀察一下，你會發現很多人，

特別是年輕人的想法跟我們以前不一樣了。有一

次，一群卡內基的學員聚在一起，每個人都要想

一段自己工作生涯中的黃金時段，也就是我們一

生中工作的最開心、士氣最高，全力以赴，而且

工作成績也最好的一段時期。

尋找成就感 

經過了一番思索之後，有的人表示已經很久

沒有這種感覺了，但每一位分享的人都表示，他們

工作得最賣力的時候，常是覺得自己最有成就感

有人說：有書陪伴的孩子，

加倍幸福！也有人說：我們每一

個人本身，就是充滿一連串驚奇

的故事！

如果人生是一本書，我們希

望故事如何展開？

故事可以讓我們成長，開闊

視野，豐富生命，體驗人生。

本單元就是希望藉著一個又

一個故事，提供大家心靈良方！

且成為您生活的「指南針」，引

領您抵達生命的綠洲！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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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而這種成就感常是來自他的老闆。

 

老闆的一封信，幾句感謝的話，還有出

自內心的讚賞，都會使員工努力的進入忘我

狀態。他們得到了歸屬感、重要感——這正

是今日人們希望從工作中獲取的。

　

常能滿足他們這種需求的公司，一點都

不用擔心員工會跳槽，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

他們最想要的部分。

 

我跟你是同路的，

讓我們攜手並進，彼此協助。

我們在這裡逗留不了太久，

仁慈的死神就要回來搖我們入睡，

讓我們好好地相互扶持吧！

──英國詩人 莫禮斯（William Morris） 

 

可以給你一點回饋嗎？

好主管、好父母，不但自己一直在進

步，還能幫助周遭的人突飛猛進。 關鍵在

於他們必須學會做正確的指導。記得多年前

與國外來的一位主管一起去拜訪顧客。

　

我們剛坐下不久，我就迫不及待，向這

位顧客說明我們的產品性能，還有我們能提

供的服務，不但講得頭頭是道、如數家珍，

而且還做了不少比喻。當時真的頗為得意。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我的主管問：「你

在不在意我給你一點回饋？」 我立即回答

說：「當然可以。」 

　

於是他就告訴我，在與顧客談話的時

候，應該先探索顧客的需求，最好的方法就

是問問題。因為一般而言，人喜歡自己買，

不喜歡被推銷。換句話說，我們要做的是幫

顧客買，因而不需要忙著推銷自己的產品。

 

化批評為分享 

我當時聽了後，印象頗為深刻，但迄今

對那次談話最難忘的，還是他一開始講的那

句話：「我可以給你一點回饋嗎？」你看，

簡單的一句話，竟將「批評」轉變為「分

享」了！ 

　

人人都不喜歡批評。批評會引起反感，

甚至迫使人為自己辯護。當你批評一位業務

員上個月的業績太差了，他立即的反應就是

最近經濟不景氣，或選錯了廣告媒體，所以

效果不佳。他甚至會反駁，別的業務員上個

月的業績也好不到哪裡

去。

 

卡內基更將「不批

評」列為人際關係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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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原則，他認為批評他人相當危險。因為

你可能會傷到那個人的自尊，人在尊嚴受到

傷害的時候，就很難由衷地和你合作。而在

今天這個工商業時代，全心的團隊合作是多

麼不可或缺。

 

真誠分享心得

 然而，做主管、做朋友，特別是好朋

友，必須幫助他學習、進步。該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在說明之前，要真誠的問

對方：「你不在意我跟你談一下我的心得

吧？」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即使是老同事，

即使是夫妻，我覺得在提出批評之前，都要

先說類似這樣的話。不但要說，語氣還要溫

和，千萬不要不耐煩，或一語帶過。

 

接著，在批評的時候，對方做得好的部

分也要提到。真心讚賞對方的優點或好的表

現之後，他會更樂於接受你的指導。優點絕

不該因過錯或缺點而被抹煞。你要指正他，

就該讚美他的優點，這樣他才會進步，才會

成長。 

 

一生都需要成長

我們的一生都需要不斷地成長。孩童階

段、青少年階段、成人階段，都應該成長。

無論是在家庭或工作中，或在社會中，但願

我們能一直不斷進步。然而有的人成長得很

快，有的人進步緩慢，另外有些人根本停滯

不前。

 

只有當一個人願意被影響的時候，溫

柔、客觀的勸告才有被接受的可能。⋯⋯你

想贏得他人贊同你的想法，一定得先使他相

信你是他真心的朋友，這就是捕捉他心靈的

一滴蜜，得到了他的心。人就是這樣，想要引

領他，必須先了解他，即使是為了他的好處。

在進德修業當中，我們每一天都要學習並努力為自己加分，雖然我

們不必為錢出走，不過你如果想在道場多承擔與奉獻，也許會看到很多

前賢及自己遇到很多困難與挫折。當碰到困難時，如何將「批評」轉變

為「分享」、如何幫助他人學習、進步，「可不可以給前賢們一點回

饋？」與前賢們真誠分享心得。好前輩、好父母，不但自己一直在進

步，還能幫助周遭的人突飛猛進，讓前賢們無論是在家庭或工作中，或

在道場中，都能一直不斷進步，不斷地成長。

讓我們就從現在開始，每天都為自己加分！

心得與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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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團隊）不是人多，而是心齊

一個道場（團隊）必備的五個基本要

素：信任、慎重、溝通、換位、快樂。

一、溝通

獅子和老虎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

爭，到了最後，兩敗俱傷。獅子快要斷氣的

時候對老虎說：「如果不是你非要搶我的地

盤，我們也不會弄成現在這樣。」老虎吃驚

地說：「我從未想過要搶你的地盤，我一直

以為是你要侵略我！」

二、信任

兩隻鳥在一起生活，雄鳥採集了滿滿一

巢果仁讓雌鳥保存，由於天氣乾燥，果仁脫

水變小，一巢果仁看上去只剩下原來的一

半。雄鳥以為是雌鳥偷吃了，就把牠啄死

了，過了幾天，下了幾場雨後，空氣濕潤

了，果仁又漲成滿滿的一巢。這時雄鳥十分

後悔地說：「是我錯怪了雌鳥！」

三、慎重

兩隻烏鴉在樹上對罵起來，牠們越罵越

凶，越吵越激動，最後一隻烏鴉隨手撿起一

樣東西向另一隻烏鴉丟去。那東西擊中另一

隻烏鴉後碎裂開來，這時丟東西的烏鴉才發

現，自己丟出去的東西原來是自己一隻尚未

孵化好的蛋。

四、換位

小羊請小狗吃飯，牠準備了一桌鮮嫩的

青草，結果小狗勉強吃了兩口就再也吃不下

去了。

過了幾天，小狗請小羊吃飯，小狗想：

我不能像小羊那樣小氣，我一定要用最豐盛

的宴席來招待牠。於是小狗準備了一桌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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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骨，結果小羊一口也吃不下去。

五、快樂

小豬開始學做蛋糕，但牠做出的

蛋糕總是不好吃。牠問公雞師傅，公雞想

了想，問牠做蛋糕的原料是什麼。小豬說，為了怕浪

費，做蛋糕用的全是一些快要壞了的雞蛋。

公雞對小豬說：「記住，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最好

的蛋糕。」

心得與淺見

　心得與淺見：相互溝通是維繫前賢、道場之間的一個關鍵要素。有什麼話

不要憋在肚子裡，多和前輩、前賢交流，也讓前輩、前賢多了解自己，這樣可以

避免許多無謂的誤會和矛盾。

前輩、同修之間要相互信任，很多幸福團結的道場就毀於懷疑和猜忌。所

以，對前輩、同修要保持信任，不要讓猜疑毀了道場。

遇到事情要冷靜對待，尤其是遇到問題和矛盾時，要保持理智，不可衝動，

衝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最後受損失的還是整個道場。

有時候，己之所欲，也勿施於人。凡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他人，遇到

問題的時候多進行一下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想想，這樣，你會更能理解

前輩、同修。

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蛋糕。同樣地，只有用快樂的心情才能構建起

蓬勃幸福的道場。所以，在您走進道場之前，請把在外面的煩惱通通拋掉，帶一

張笑臉進來。當所有道場的前賢都能這樣做，那麼道務一定是宏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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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e explore what our strengths are?  It is 
because we can exploit the strengths and enhance 
their utility and our competitiveness.  Why we seek 
out what our weaknesses are?  It is because we 
can identify areas for correction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so our weaknesses do not turn 
against us in the future.  I am positive that most 
people can quickly name their lists of strengths 
with extensive details about their ut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 suspect that most people will not have 
the equal amount of weaknesses to be shared.  
This is a common bias in human beings’ thinking 
that emphasizes our l ikes and then reinforces 
our perceptions of things that we do like and 
deemphasizes and then diminishes our perceptions 
of things that we dislike.  It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at we tend to remember our successes and forget 
our failures.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we will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as a result of us not knowing and 
correcting our weaknesses.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said “Human 
soul’s weakness is the emphasis of enjoyment.  
Human beings thirst for high positions and wish for 
unrealistic favorable outcomes in the future for which 

they have not worked to deserve.  Human beings are 
greedy on unreal glory.  Sounds, forms, possessions, 
and fortune are true confusions.  The more polluted 
the deeper corruption and the more confused and 
lost of directions.  People forgo their roots and chase 
after the tips of branches which misguide the true 
tranquil souls.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seek the Bodhi-
nature and the mystical root.”  Within these words 
translated from his original six Chinese sentences, 
our minds should be awakened for knowing these 
weaknesses.  Only fixing these weaknesses can 
prevent us from committing more mistakes and sins 
in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Tien-Tao.

Who does not love enjoyment?  We all indeed 
love enj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verage 
TV cable subscriber has 190 available channels 
being streamed to his or her home.  The satellite 
radio operator Sirius XM has 150 channels available 
to all its subscribers.  Apple has 1.4 million apps 
available for its iPhones and iPads.  Google has 1.5 
million apps available for the Android devices.  Online 
music libraries have thirty million songs available for 
listening.  According to some researches, the world 
movie producers produce more than six thousand 

The Weakness 
of Human Beings

◎ Big Sam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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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films a year, including productions from movie 
producers in Los Angeles Hollywood, Jap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China, India, and Europe.  For 
the online video-viewing lovers, on average, about 
three hundred hours of new video files are uploaded 
to YouTube every minute—that is equal to 432,000 
hours of new video files uploaded every single day 
of a year.  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ontents for people to be overly immersed within all 
these enjoyment overloading their six senses: eyes, 
ears, nose, tongue, body, and mind.  

Master J i-Gong Buddha kindly said that 
materialistic desires distract our original heart 
(i.e. original nature).  Our greed can never be fully 
satisfied.  We never get bored in taking on more 
greed and more enjoyment.  The ancient fable tells 
an insightful story.  There was a thirsty rat living in a 
field with no running water.  The rat sought out water 
sources before it faced dehydration.  It saw a small 
river within a half day of walk.  It also saw a huge 
river located at a distant land.  The rat considered 
the two options and decided to go for the jackpot—
the rat chose the huge river so that it could never 
become thirsty again since the huge river came with 
abundant supply of water.  The rat kept walking and 
walking.  The longer it walked the more tired it felt.  
The delay of replenishing its body with fluids also 
caused disorientation.  The rat never made it to the 
huge river—it got lost in the journey and died from 
dehydration.  Needless to say, the story ended with 

a tragic conclusion.  The rat did not need a lot of 
water.  The rat only needed tiny sips of water in order 
to live; yet its greed confused its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made it select the wrong path—the path 
to death.  

The story of a thirsty rat is an awakening 
reminder to all Tao cultivators not to follow its 
path—the path of death and hell.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taught cultivators to deemphasize 
fame, fortune, power, and position and instead to 
emphasize the luminous righteous goal.  To achieve 
this noble goal, we must let go of all the materialistic 
desires.  Although 190 TV channels are available to 
most homes, an average TV cable subscriber only 
watches seventeen channels out of them.  The most 
expensive house in the U.S. is under construction 
near Los Angeles having a space of 100,000 
square-foot, yet no one would ever need a bed with 
space larger than seven feet times three feet or an 
area of 21 square-foot for a comfortable night of 
sleep.  Some ladies might have several dozens of 
handbags yet only a handful of those would be used 
in a given year.  I used to know a person who often 
ordered eight to ten dishes of food when he and his 
girlfriend went out for dinners at restaurants.  Most 
of the time, they consumed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the food ordered and the remaining portions were 
all discarded.  People might desire to have many 
choices of food with large quantity available yet we 
only need to fill up our stomachs one meal at a time.    

Master Ji-Gong Buddha: 

Human beings thirst for high positions and wish 

for unrealistic favorable outcomes in the future 

for which they have not worked to deserve.

Ultimately,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all of us have 
limited lifespans.  History can 
lecture us with this fact.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Emperor 
Qin Shi Huang, only ruled for 
ten years before he died and 
his kingdom only lasted tw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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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in total before it 
was overrun.  Although 
the Mongolian Empire 
had a landmass even 
bigger than the Roman 
Empire, Genghis Khan 
only had thirty years of 
ruling before he died.  
Our top priority task is 
to achieve Tao and to 
become enlightened 
within a few decades 
of t ime—before our 
physical bodies and 
mental capacity start 
to  de te r i o ra te  due 

inexperienced cultivators to overcome challenges, 
obstacles, and evil trials if we have not refined 
ourselves to get rid of anger unde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Letting go of our burdensome 
attachments, becoming undistracted from the 
ultimate goal, and properly training ourselves to 
overcome obstacles and trials can save us, others, 
and the world from the Third Epoch of destructive 
calamity.

Chung Te Institute of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CTI) is the place where we can learn about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so we can utilize our 
strengths and transform our weaknesses to gain 
the wisdom to save ourselves and to deliver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time-honored values of Tien-Tao’s learning and a 
dynamic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earning, a CTI education prepares students for life-
long achievement measured by how deeply they 
challenge themselves spiritually, how devotedly they 
support their temples, and how selflessly they help 
the world have a better future.

IN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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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natural law of aging.  Our physical capability 
of delivering ourselves and delivering others would 
decrease over time.  If we continue to spend most 
of the productive and energetic period of our lives in 
chasing after fame and fortune which are unreal and 
low priority, we won’t have our golden periods to 
pursue the real and top priority tasks—learning the 
Tao, cultivating, correcting ourselves, helping others, 
delivering us, delivering others, and bringing peace 
and harmony to this sentient world in support of all 
Saints, Buddhas, and our Master Ji-Gong Buddha.

Cleansing our hearts and getting rid of sentient 
pollutions could return us with tranquil ity and 
calmness to help us see further and travel further.    
We don’t see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Tao 
when our sights are narrowly staring on materialistic 
delusions in front of us.  We can’t deliver ourselves 
to the divine destiny at 108,000 miles away when 
we are burdened with attachments of unreal 
possessions.  We cannot ferry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to the land of Nirvana when we are ignorant 
of locating the righteous path and following the 
moral direction.  We cannot guide newcom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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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Recently 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and we spoke of the real meaning of being active 
and engaging in charity work to help and benefit 
others. Honestly, I love the idea of participating 
and helping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allow me mor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ao to others. But because of all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 have faced recently 
in my life, I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even the 
minimum of work for any charity organisation.  

 
I know many people who are active in charity 

work, and although they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with charity events, they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that charity begins at home. Tao members should 
understand this point very clearly, which is that we 
need to be kind and friendly to the people around 
us, starting with those who are most close to us, 
before we offer our compassion and help to those 
further afield. 

 
It is very sad to notice how many peopl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their loved ones, those who are 
most close to us. It is not just the apparent lack of 
care shown that is of concern, but also the lack of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existence: they appear 

to have totally forgotten those once so close.

Shocking are the daily news stories which 
tell of the plight of the elderly, of children and 
dependants, who are being neglected, abused or 
abandoned. Charity does begin at home. Does 
that mean we are not to help others? Of course 
not. That is just the beginning, and it should not 
and does not end there. But we should never be 
helping others to show we are charitable persons, 

Tao Starts From Home 
as Charity Begins at Home
◎ Winnie Cheung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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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y trying to impress our peers.
 
The real meaning of charity begins at home. It 

should start with our loved ones first and extend to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it should then extend 
further, without any limitation. It is not always easy 
for us to love the ones who are supposedly closest 
to us. The simple things that we can do to help 
to bring about a harmonious family life seem at 
times not easy to achieve, be it through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or our impatience. Do we spend 
enough time with those most close? Do we love 
them unconditionally? Do we show compassion, 
patience and are we truly forgiving? 

 
Many of us, even those who have followed 

Tao for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seem to forge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is to settle our 

It’s Vow-Fulfilling Time!!

home first, before thinking how to save the world. 
We can talk exciting words and can think big 
thoughts, with many wonderful ideas on how to 
promote and expand Tao and open more temples. 
But if we cannot treat our close family and friends 
in a respectful way and be settled in our home, 
what can the other great ideas achieve? We aim 
for the bigger goals, but the first priority is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Be kind, respectful and loving to our loved 

ones; then others will follow and will touch and feel 
that care and concern first hand. Charity begins at 
home, and with there being no shortcut to follow 
Tao, there is our one and only starting point.

 
Establish your home foundation, influence 

others around us, and they will change the world.

All of us Tien-Tao disciples have taken the Ten Great Vows upon receiving Tao. Have you 
ever worried about how to fulfill the vows? You need look no further. Borde Quarterly is 
the right place for you to share your ideas and fulfill your vows all at once. 

Don’t hesitate. Write now. Better yet, 
let us know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submit article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become one of the columnists. 
Or you can encourage your fellow 
Tien-Tao cultivators who are also 
competent writers to start their 
submissions of articles.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to: multice@ms34.hinet.net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ctober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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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Across
5. Kneel and touch the ground with the forefead 

in worship manner
7. a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quality or skill; 

refinement
8. according to Zengzi, he does this upon three 

things everyday
10. plant based diet
11. quality of being fair and reasonable
15. sympathetic pity and concern for the suffering
16. ambition of achieving something; goal
17. which gr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together
18. a place where we learn Tao
19. Wisdom, Benevolence, and 

Down
1. kindness; compassion
2. truthfulness
3. one of the eight 'virtues'
4. the quality of being friendly, generous, and 

considerate
6. path; 'the way'
9. able to be relied on as gonest or truthful
12. cause and effect
13. accepted standards of behavior or morals
14. more than just intelligence

The answers are on p.68.

Crossword ◎ Small Sam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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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perseverance” is defined as 
“steady persistence in a course of action, a 
purpose, a state, etc, especial ly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obstacles or discouragement."  It is a 
virtue ingrain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eavily 
emphasized by all the great saints and sages.  I 
vividly remember when I was a child I learned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fable called "Old Man Yu 
Gong Moved the Mountains." The story is about 
the 90-years old Yu Gong's decision to remove 
two huge mountains in front of his house with 
nothing but the bare hands of his family. While the 
moral of this fable stresses heavily the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 I always have doubts about its 
truthfulness - How could anyone without the help 
of any modern technologies manage to remove a 
mountain? 

 It wasn't until I heard the real-life story about 
the Guo-Liang tunnel that put my doubts to an 
end. The Guo-Liang village is situated in a valley 
surrounded by 1700-meter-high mountains in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The ancestors of the 
villagers founded this village hundreds of years 
ago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military conflict and 
political unrest.  The only way to go in and out of 
the village was to go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path 

ironically named as "stairways to Heaven", which 
is essentially a series of irregular staircases carved 
out of the mountainside.  Over the centuries many 
people died from falling off the cliff when traversing 
this route. The poor condition of this one-and-
only road way into the village practically severed 
all t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successfully kept 
the village away from any social turmoil for many 
years.

 Unfortunately, as we fast-forward to the 
20th century, this poorly-conditioned roadway 
turned from being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village 
into a blockade to economic prosperity. Many 
young villagers left the village to pursue bette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outside world and 
never returned. Several seniors from the village 
gathered together one night to have a meeting and 
decided they had to do something soon or else 
the village would soon vanish. Finally they agreed 
to embark on a seemingly-impossible mission - 
to dig a 1.2 km long, 5 meters tall and 4 meters 
wide tunnel through one of the mountains. To put 
this mission in perspective,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e time. The digging 
of the tunnel officially began some time in 1972, 
at which time China was mired in unprecedented 

Perseverance
◎ Thomas H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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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truggles with virtually zero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or a countryside village 
like Guo-Liang, getting their hands on any modern 
equipment to help with the digging was nothing 
but a pipe dream. This lack of proper equipment, 
however, did not deter the villagers.  

  In March 9, 1972, thirteen brave men from 
the village began digging with the most primitive 
tools such as sledgehammers, steel chisels and 
explosives. In order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limited explosives, they need to dig small holes 
off the granite cliff of the mountain for precise 
insertion.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is was to 
string themselves with ropes, slowly climb down 
to the right height off the cliff and then begin 
digging. At one point they ran out of money to 
buy ropes and had to instead string together the 
ropes used on the harnesses of plowing cows as 
replacements. 

 For any poor remote countryside, scarcity 
of resources is always an ongoing problem and 
it is no different with the Guo-Liang village.  As 

the thirteen men never managed to have a full 
meal over the course of the entire mission as 
their daily food allowance is a measly 12 cents. 
By 1975, the entire tunnel-digging mission had 
reached a pivotal point, and unfortunately the 
village had also run ou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uy any more sledgehammers and explosives as 
they had sold absolutely everything possible. But 
the unflinching resolve of the villagers kept their 
spirit high in spite of this major setback. They 
gathered absolutely everybody together from the 
entire village to walk 5 km to a nearby mountain 
slope to make money by digging "fishscale pits"(a 
kind of soil preparation method on steeply sloping 
land.). They ended up making about 3100 dollars 
after working tirelessly for almost six months, and 
once again they poured the entire sum into buying 
more tools and explosive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ir near-impossible mission. 

 After 5 years of incessant digging and 
breaking 4000 sledgehammers and 12 tons of 
steel chisels and removing 26000 cubic meters 
of hard granite, their hard work had finally paid 

a  resu l t  o f  i ts  h igh 
altitude, the villagers 
in Guo-Liang vil lage 
can  on l y  f a rm one 
crop every year due 
to its extraordinarily 
short summer season. 
Each year the entire 
v i l l a g e  c a n  b a re l y 
produce about 80,000 
kilograms of food for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bout 900 people 
in total. Despite their 
tough grind at di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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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On May 1st, 1977, the Guo-Liang tunnel was 
officially open to the public and at the same time 
rendered the "stairways to Heaven" obsolete. 

There are a few lessons we can learn about 
perseverance from this story. Much like the Guo-
Liang villagers, we often encounter dire situations 
in life where we simply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to 
tackle. Most people would simply throw up their 
hands and give in to destiny.  They fail to realize 
"perseverance" is their best-and-only weapon 
when confronting harsh circumstances. Despite 
the lack of resources, the Guo-Liang villagers 
knew that building the tunnel was their only future 
and there was simply no turning back from this 
ultimate goal. Any physical hardships can be 
overcome with endurance and sincerity. Many 
of our seniors in the Tao community faced the 
same situation as the Guo-Liang villagers when 
they first brought the Tao overseas to Taiwan and 
Hong Kong decades ago.  Almost all of them went 
overseas with an empty pocket. Yet they also 

knew clearly their mission was to spread Tao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y steadfastly remained 
on this path regardless of the poor conditions they 
had to endure. 

It was also said that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he village, all the way from 70-year-old men to 
early teens, were at some point involved in helping 
out in digging or removing debr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tunnel simply wouldn't happen without the 
approval and involvement from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Likewise we need everyone's solidarity 
and support when it comes to persevere through 
challenges within our Tao community. As the old 
adage goes, "many a mickle makes a muckle". 
Great achievements don't happen instantaneously 
but rather are results of many baby steps put 
together through relentless efforts. The sacred 
mission of sav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bringing 
salvation to the world is by no means a small feat 
and requires perseverance from each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cross:
5. kowtow
7. cultivation
8.	 reflection
10. vegetarianism
11. justice
15. compassion
16. aspiration
17.	affinity
18. temple
19. bravery

Down:
1. benevolence
2. sincerity
3. loyal
4. precept
5. kindenss
6. tao
9. trustworthy
12. karma
13. propriety
14.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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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st 2015, the four of us checked in at 
Phnom Penh International Airport from Cambodia 
at 10:30 am and arrived at Taipei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3:20 pm. We were surprised with our 
first flight from our homeland. The airport is bigger 
than Cambodia’s, with modern equipment and a 
large parking land.

That evening, we stayed at Tien Ien Temple. 
On July 2nd 2015, we headed to Chin Shan Temple 
(Chin Shan Divinity College) in southern Taiwan, 
and we arrived at the temple at around 3:00 pm. 

The night passed quickly. The first day arrived. 
There were many students and initiation masters 
coming from different areas. They were so friendly. 
Everyone had a smiling face to each other. Nearly 
all of them were Taiwanese. To my knowledge, 
there were 4 foreign students, a Malaysian and 
three Cambodians (that’s us). At 8:30 am, the 
Opening Ceremony started with the remarks from 
the leading initiation master, Liu Dian-Chuan-
Shi. He asserted tha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nnual 
summer camp were the Objectives of Tien-Tao. He 
encouraged us to purify our heart, make the world 

A Joyful and Inspiring Trip
Experience of the 2015 Youth Summer Camp 
at Chin Shan-Divinity College in Taiwan

◎ Rithy VA (Cambodia)

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Ch in  Shan  i s  a  ve r y 
pretty large temple located 
on the waist of the mountain 
surrounded with a beautiful 
forest. We arrived there while 
the event’s organizers were 
preparing beverages, food, 
water, sound system and 
lecture hall to welcome th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the  nex t  day.  We g lad l y 
helped with the pr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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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ful, be friendly, and have solidarity. After his 
speech, many educational games were played for 
a full day until 6:00 pm. Those games were really 
fun.

For the three days in Chin Shan Temple, I was 
so happy to be here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initiation masters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Cambodia. There were 
many courses and new experiences to know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and live a peaceful life. I 
enjoyed the camp very much. All the participants 

who jointed this camp were so 
friendly and talented.

A l l  the  programs were 
well organized and smoothly 
scheduled, especially the BBQ 
at the first night of the event. 
There  were many k inds o f 
vegetarian foods. They were 
so delicious and unforgettable, 
especially the local snack Koa 
Shuing. The taste and smell was 
so good that I think the snack 
came from heaven.

All in all, I’m so happy and feel happiness and 
warmness during this trip in Taiwan, and feel like 
we are a family. We have learnt and brought many 
experiences from Taiwan to Cambodia, especially 
the dynamic team-leading styles in which there 
were so many surprises and wonderful new things. 
After we came back, we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our temple in Cambodia, 
Cher Shin Temple, and help it grow as strongly as 
the templ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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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goes the saying, opportunity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It means if we want to achieve 
something, we have to prepare for it beforehand.  
The preparation may include a plan, seeking for 
some people’s advice, and doing a survey or 
research.  But how much should we do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how long should the preparation 

This last week I saw a course I wanted to take if 
only I had the time to take it." 

WHEN knew exactly how IF felt. "Yeah," 
replied WHEN, "I too saw a course and I am going 
to register when I get enough money together."  
WHEN then said, "well what about that new job 

IF and WHEN
◎ Nancy (Taiwan)

take?  The following is a story about the 
preparation before a goal is achieved.  
Let’s see what lesson the story will teach 
us.

IF and WHEN were friends.  Every 
week they met and had lunch.  Their 
conversation usually centered on all the 
things they were going to achieve.  They 
both had many dreams and they loved to 
talk about them.  This particular Saturday 
when they met, WHEN sensed that IF 
was not in a great mood.  As usual they 
sat at the table reserved for them and 
ordered their lunch.  Once they placed 
their order, WHEN questioned IF.  "IF 
what is wrong with you?  You don't seem 
your usual cheery self?"  IF looked at 
WHEN and replied, "I'm not sure, I just 
don't feel like I am making any progress.  

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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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sorry, but I couldn't help hearing your 
conversation. I think I know how you could solve 
your problems." 

IF smiled and thought, how could a complete 
stranger know how to solve all of their problems. 
If only he knew.  When he realize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solve their 
problems! Curious, IF asked the gentleman, "How 
do you think you can solve our problems?" 

The gentleman smiled and said, "You only 
need listen to yourselves. It reminds me of an old 
proverb:  'If and When were planted, and Nothing 
grew'."

IF and WHEN looked puzzled.  The gentleman 
smiled and said, "Start counting how many times 
you use the words 'if' and 'when'. Rather than 
thinking 'if and when', start doing, take action, 
stop talking about 'if and when'."

you were going to apply for.  You were so excited 
about it last week, did you apply?" 

IF responded, "If my computer didn't break 
down last week, I would have applied. But, my 
computer is not working, so I could not type my 
resume." 

"Don't worry about it IF. When you are ready 
another job will come through.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also, but I will wait 
and when the weather gets nicer I will look then."  
WHEN then went on to tell IF about his week, 
hoping that it would cheer him up a bit. 

The man at the next table couldn't help 
overhear WHEN and IF.  They both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this and if that. Finally he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Excuse me gentlemen," said the 
man. IF and WHEN both looked at the man and 
wondered what he wanted. The man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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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ck is what happens when preparation meets opportunity.
 — Darrel Royal

2. Successful leaders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action while others hesitate.
 — John Maxwell

3. First ask yourself: What is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Then prepare to accept it.  
 Then proceed to improve on the worst.
 — Dale Carnegie (1888-1955) American writer.   

4. In the field of observation, chance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s.
 — Louis Pasteur (1822-1895) French scientist.   

5. Look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take what comes.
 — Unknown Source

◎ NancyFamous Quotes

IF and WHEN both looked surprised, and 
suddenly realized that what the gentleman had 
said was so true.  Both of them were guilty of 
thinking, acting and living their life for the "ifs and 
whens".  The gentleman left and IF and WHEN's 
conversation changed.  They made a pact that 
when they met for lunch next week, there would 
be no "ifs and whens"; they would only talk about 
what they accomplished!

From the story above, we can understand 
no matter how much preparation we have made, 
how much we have considered, if we just sit there 
doing nothing except for wondering WHEN and 
IF, nothing will be achieved.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preparation is important, but taking 
action is even more important.  Without enough 
preparation, we may confront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process, which may frustrate us and 
make us give up the goal half the way.  But if we 
just keep thinking about when the best time is 
and what the best condition is, nothing will be 
done.  Of course, we may not face the difficulties 
resulting from our ill preparation, or we may avoid 
the sense of frustration in the process. However, 
we may also lose the opportunitie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obtain the fruit of success 
from our hard work and struggles. What a pity it 
is!  Always remember,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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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位媒體工作者，曾說：「我們這個

時代，紙本書幾乎被臉書和line取代⋯⋯，唯

有透過讀書來建立自己的靈魂，不致在乏味的

勞動裡失去自己。」

的確，「書」不應只是商品甚或淪為擺

飾；相信藉由文字的傳遞與故事力量，能帶給

我們大家不一樣的人生風景！尤其是一年出刊

四次的「博德」，更是提供全球常州道親的最

佳「精神食糧」。

每年，  恩師會慈賜班名，作為一般弟子

修辦道的指針和目標。今年班名為「揚善圓

道」。前人慈悲，又分別慈示提點五個方向：

「心同德同」「言教不如身教」「處事平和」

「靜渡己  動渡人」「完善圓滿成佛道」，期

勉我們在修持功夫方面，更加精進圓滿，進而

帶動世界眾生！本期的恩師慈語，千萬不容錯

過！

前人特稿，乃延續她老人家在「重德道

學院經典講師班」慈悲的「繼往開來 承擔使

命」。前人法語，如暮鼓晨鐘，在在敲醒大

家：我們要勇於承擔責任與使命，同天心，齊

協力，一起努力開辦道務！

編輯小語 ◎編輯組

天恩師德，前人慈悲，七月在台灣高雄又

再一次開辦為期四天的佛規禮節班。有來自東

南亞及澳大利亞⋯⋯等八百多位的前賢道親參

與盛會。多年前，前人曾經以「規矩成方圓，

繩墨分正斜，禮節顯和貴，節制度長短。」期

勉大家，足見佛規禮節對修道人的重要性！本

期特別邀請多位與會的同修，撰寫參班心得、

感言跟大家分享。

在「精神養生」文中，提到日本佛學大師

松原泰道，他的座右銘─終生學習，至死方

休。跟另一篇文章「向年輕人學習」，其闡述

和傳達的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現今社會風氣

丕變，人們彼此也越來越不容易對話了。您我

學習的對象和時程，有必要隨時修正調整。

「活到老，學到老。」雖人人皆知，卻知易行

難！希望這亙古不變的道理，我們能躬身實

踐，身體力行。

眼看夏之艷即將褪去，秋高氣爽、月圓人

團圓的中秋佳節就要來臨。人生四季便是如此

這般，各具風情的綿延流轉。當大家在追求生

命中的繁花盛景，我們可別忘了，要時時耕耘

一畝福慧心田，為人生增添風味！為自己。為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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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40
港幣 130
港幣 40
港幣 60
港幣 64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300
港幣 6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100
港幣 50
港幣 310
港幣 970
港幣 65
港幣 65
港幣 11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500
港幣 100

詹雲妹祖先

任學熙祖先

詹惠芬祖先

譚月蓮

譚國權合家

岑偉盈合家

馮彩

譚希婷

譚伊杰

任世文

譚國權祖先

周培熙

林本

周璟頤

麥志堅

詹順南

詹惠芬合家

羅麗珠合家

鍾桂萍合家

羅成銓

羅成展

羅成志

黎惠花

羅佛水

江梓謙

岑偉盈祖先

何麗芳祖先

何麗平

何麗芳

岑偉盈

岑銘立

無名氏

劉曉敏冤親債主

劉德生冤親債主

譚國智

譚金啟

譚國權

詹偉珍

卓德佛堂許秀芳

葉仕強

姓　名 金  額



一、 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 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台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
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 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 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 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 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

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

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

填寫，以利處理。

七、 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

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

便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

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

局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

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

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

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 寄 款 人 注 意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註：若有錯誤，請告知以便更正。

曾銀珍

林勝

吳金妹

葉啟輝

葉秀琼

葉秀婷

林長蓮

歐潤滿

余潔茵

雷洛裴

鄭成安

黃  妹
張秀英

羅瑞儀

鄧振南

梁美娟

陳靄芝

陳偉邦

羅榜豪

歐潤蘭

羅國才

羅國威

黃慧儀

張凱喬

葉素雯

葉浩龍

葉杰雯

李婷華

張善淇

張偉明

曾潔芳

梁炎培

梁紫霞

岑膺勳

陳梓濂合家

梁炎培

劉碧玲

梁紫霞

曾潔芳

黃妹

鄭成安

張秀英

葉素雯

張善淇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230
港幣 150
港幣 150
港幣 13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20
港幣 20
港幣 20
港幣 100
港幣  4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10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50

姓　名 金  額
港幣 50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2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3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50
港幣 50
港幣 100
港幣 50
港幣 80
港幣 70
港幣 300
港幣 200
港幣 50
港幣 200
港幣 100
港幣 10
港幣 20
港幣 20
港幣 1,000
 1,000 
 1,500 
 500 

 1,500 
 3,000 
 3,000 
 3,000 
 1,000 
澳幣 1,000
馬幣 10,000
港幣 500
港幣 500
港幣 500
港幣 500

許秀芳

羅榜豪

歐潤蘭

羅國才

羅國威

羅瑞儀

羅寶瑩

張凱喬

黃慧儀

歐潤滿

蔡振民合家

蔡振豪合家

蔡振傑合家

楊林合家

蔡偉

梁笑

林長蓮

張偉明

恒德佛堂黃沛材

陳麗嫻

黃振祺

陳秀珍

彭 渝

黃柏豪

彭紫蘭

明德佛堂李紹同

李松筠

梁嘉聰

陳蓮

施承德、施承琳

信弘佛堂

李姝嫻

李陳花、王黃月、

李承儒（亡靈）

澎湖群德佛堂

徐以謙

張翠萍

研習班

澳洲陳氏佛堂

馬來西亞揚德佛堂

所羅門李國權

所羅門李彬影

所羅門鄭健堂

所羅門周秀貞

金  額姓　名

 2,000 
 3,000 
 30,000 
 500
美金 100
港幣 300
港幣 200
 2,000 
 1,000 

 500 

 1,300 

 500 

 500 

 2,250
 1,000
 1,000

 600

 600
 500

 500

 1,500

 2,000

 500
 1,000
 1,000
 1,000

 600

 600
 1,000
 1,000

澳洲楊國麗

古慶賀

陳 苗

王怡芳

正德佛堂陳惠連

興德佛堂李潤嫻

興德佛堂詹劍波

天衢佛堂

林佳儀

傅懋乾迴向往生之

第二女兒

傅俊憲迴向夜晚坤

道吵鬧冤親

傅俊榮迴向累世冤

親債主

傅郁雯迴向累世冤

親債主

邱益興、蔡梅玉、

邱詩雯、邱繼寬

張家銓 
張浩寬、曾雋卿

張恩喬、張恩輔、

張芷帆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

吳嘉頎

陳亭妤、陳韋綸、

陳妍希、莊庭蓁、

范姜永辰

鄭佳宜、鄭暐霖、

鄭弘翊 
蘇燦煌、黃鈺茹、

蘇郁喬 
蘇玫陵、蘇毓樺、

鐘志偉、蘇洺慧

洪界美、蕭勝文

吳振榮

廖欽峰全家

張恩喬、張恩輔、

張芷帆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

張佑安、張廷睿

趙美玉、陳曉端

姓　名 金  額
 5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
 1,000
 1,000

 5,000

 600

 600

 2,500

 1,000
 500
 1,000
 1,000

 1,500

 2,0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吳嘉頎

李元釧、謝蓮嬌、

李安閔、李安傑、

陳雅瀅

吳順生、林足、

黃曉峰、陳柔安、

吳俊賢

焌盛企業有限公司

李後慶、李汪霖、

李劉李、李雅雯、

李思儀、王珠鑾、

洪銀霞、簡彩雲

葉施惠、吳浩恩

洪秀蓁

洪界美、蕭勝文

張李貴美、

張嘉城、李淑霞、

張庭維、張毓軒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

張恩喬、張恩輔、

張芷帆

郭照國、梅碧珠、

郭俊麟、丁盈如、

郭品妤

郭姿吟、蘇毅、

蘇韋翰  
郭芳季、郭和家

陳茂雄、吳華珠

無名氏、無名氏

陳盈廷、王麗菀、

陳昱丞

陳裕廷、沈育年、

陳元泓、陳采筠

陳政雄

吳啟新

邱瑞興、林秀虹

張淑珠全家

張佑安、張廷睿

姓　名 金  額



辣泡菜

燒臭豆腐
材料：辣高麗泡菜、臭豆

腐、金針菇、綠花椰菜、

香菇、玉米筍、香菜。

調味料：素蠔油、高湯、

鹽、薑。

油滷桂竹筍
材料：桂竹筍、梅乾菜、素

羊肉、鴻喜菇、枸杞。

調味料：高湯、薑、鹽。

1. 臭豆腐切成四小塊，然後先煎香；金針菇去頭切段；香菇切

絲；玉米筍切片；綠花椰菜、香菜均洗淨備用。

2. 鍋中倒入 1大匙沙拉油燒熱，放入薑片、香菇爆香，加入調

味料及玉米筍、金針菇、臭豆腐、泡菜等煮滾，轉小燒至入

味，熄火前加入香菜即可。 

作法：

1. 桂竹筍洗淨，撕成大塊，切段；梅乾菜洗淨，切碎；素羊肉撕成條狀；

鴻喜菇洗淨均備用。

2. 桂竹筍、梅乾菜一起放入滾水中煮 10分鐘，撈出沖冷水備用。

3. 鍋中加入 3大匙沙拉油燒熱，放入薑末、素羊肉炒香，再加入其餘材

料及調味料，大火煮滾，改小火煮至入味即可。

作法：

◎口述：邱美淮　◎文：羅智遠

食譜



Johor, Malaysia. 馬來西亞柔佛  宏法佛堂

Bo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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