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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勸人以口

百世勸人以書

恩師慈語、仙佛聖訓是上天賜予每一位白陽修士的寶典，《心燈傳燈》、《同心協力》、《無

我利他》、《願行愿行》、《精益求精》、《安貧樂道》、《誠信修睦》、《鵠的誠固》、《捨凡存

誠》、《圓我融群》、《智圓德方》、《揚善圓道》、《靈靜性圓》、《心止一境》這幾本聖訓，

皆是恩師及仙佛的心血結晶，宜廣為流傳，善緣才能廣結，也才不負仙佛苦心。

眾生若有需要，請您與他結這份方便善緣；您若有需要，請讓博德與您結下這份清淨法

緣，感恩您。



2 博德57期 一句話讀博德　Quotes from Borde

一句話讀博德

老子的輪輻為三十支，為一個月中的天數，

可能想要提醒世人二六時中都不可離道；

時時刻刻都必須回歸到至善之地，

如此在忙碌的生活當中

也不會喪失了自己的良知良能，

也不會失去了該有的清靜。

P.18《《道德經》第十一章　虛中章（上）》

存心美 觀亦美　何事何物不完美

順境隨 逆亦隨　何是何非不安隨

心煉錘 性亦錘　何長何短不得錘

內功培 德亦培　何大何小不實培

P.14《恩師慈語─實心無為》

學修善道無念深　四善啟迪復靈真⋯⋯

一以慈容笑滿面　待人接物妙方勤

二以慈心胸滿懷　持心持念正法門

三以慈行遍滿處　舉手投足有方針

四以皆大歡喜心　打罵不還隨順因

惟善行持之究竟　慈悲喜捨無量心⋯⋯

P.13《恩師慈語─實心無為》

衣 代表師承的信證

達摩祖師云：

內授法印，以契證心；

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P.32《衣 （上）》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被人需要是幸福的」，

希望每位同修都有一份心

去貢獻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才能，

藉著回佛堂服務、幫辦，

幫助自己了罪、了業與了愿，成就自己，

也成就他人，

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義與幸福！

P.48《被需要是幸福的》

恩師慈悲講「修道修心、辦道盡心」，

不是辦威風，不是辦權力，也不是辦是非。

我們擔負的責任是很了不起的，怎麼能夠

把師尊師母的精神慢慢地去改變呢？

這是我們大家都要捫心自問的。

想一想，每一位點師都是代表師，

都是能夠濟世救眾的，

我們為什麼犯了這些毛病⋯⋯

P.4《自戒自覺改作風　信條謹遵貫始終

──道學院點師班》

當您閱讀本期博德，不妨也從中挑選出一些問題，

反思自己的修辦道，進而檢討改善。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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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離開，是為了更勇敢地歸來，

無論你在外多久，

都要努力找一條回家的路。

也許五年是上天安排好的劇本，

周遭發生的一些事情都在提醒著後學，

縱然再多不捨，

仍需銘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悲歡離合在所難免，給不起承諾總會失落，

只能隨緣，不可攀緣。

但願在這有限的期緣，

能在心底留下無限的漣漪。

P.51《緣・願》

「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

雖說「改變，就從跨出第一步開始。」

然而，有時候的「不改變，只發現。」

更見成效！

我們不要一味地挖掘別人的短處，

放大其缺點；

反而要多發現他人的優點與長處，

如此更能激發其潛能！

P.53《不改變　只發現》

In fact, the kids may get bored by just copying 

our attitude towards life. We want the 

answers, we want the solutions, but we lack 

the resolution of finding meaning behind the 

whole process of what we should experience 

and enjoy in life.

P.70《I am bored》

We can make miracles work –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Often we hear. Once we walk 

our talk especially for our well-intentioned 

deeds, God is always there to help.

P.68《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Master Ji-Gong Buddha’s unconditional love 

towards his disciples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is 

boundless. His disciples sometimes forget his 

teaching, make the same mistakes repeatedly, 

and refuse to recognize their own ignorance; 

however, Master Ji-Gong Buddha will still 

teach them, guide them, forgive them, and 

most importantly not abandon anyone.

P.60《Rules: Summer Camp (Part 1)》

人就像一支手錶，要以行動來決定自己的價值。

而當你我採取行動後，我們修辦道的層次又往上提昇一步！一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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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是天天在受考

各位點傳師，大家早！

一年一次，我們再度在法會中見面，這

是很有意義。當我們年紀一天一天長、歲數

一天一天大，在修道方面，也希望能隨著年

齡步步高升。但是，想一想，我們從開始修

道一直到今天，心境總是起起落落，很難把

握得住。如果像我這個年紀，十四歲修到

九十歲，應該是道高德重，應該很了不起

了，但是我想一想：自己提升了多少？我們

每一位點師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的道學、

我的德行是不是跟年齡一樣增長？

我想連我自己在內，都覺得實在慚愧。

我到了八十歲病了之後，方才反省：自己為

什麼會病？就發覺到雖然是後天的病，但是

一個人的氣血和精神非常重要，這才明瞭道

的寶貴，明瞭師尊師母的恩德，明瞭他們的

精神在哪裡。所以這十年來我覺得很高興，

像小孩子在學爬了，沒有懵懵懂懂，也沒有

跌落下去，為什麼？因為當我們的年齡往上

增長時，修持的功夫往往會往下跌落，沉溺

下去，忘記了初發心。每個人都可以成佛，

◎前人慈悲

◎編輯組整理特
稿

自戒自覺改作風
信條謹遵貫始終
──道學院點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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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慢慢一步步走向成佛的境界時，紅塵的

引誘、事情的引誘，樣樣都來了。經歷了這

每一件事，我才懂得：修道是天天在受考、

受磨難，我們讓自己捲入這些考驗之中，卻

一點也沒有察覺。

驕傲心是我們的病根

你看，我們修道之後，從道親、辦事

員，慢慢人才、壇主，一步步高升，在我們

的心理上有沒有起變化？不要小看這種小地

方，就是助長我們修持的功夫，一步步是

升？還是降？每個人想一想好了，剛進佛堂

時，我們是一個小道親，一心一意修，等到

後來辦事，我做了壇主、我做了人才、我做

了講師，一個驕傲心，輸不起，就成了我們

的病根─我們心理的病根。還有我們好多同

修，在沒有領命之前，盡心盡力，等到領命

之後，認為自己是點師，可以代表老師了，

可以掌握一切、發揮自己的能力了，那種氣

勢、那種氣焰，不得了，就忘記了自己為什

麼要修道，慢慢被自己的脾氣、毛病、個

性、任性，還有人事、是非、種種後天的煩

惱，把我們拉下去。所以說初學道的人，一

定成功菩薩，到後來就不能了，因為中途的

變化，令我們的心站不住、拿不住。

比方說，請問我們每一位點師，如果辦

道時你在場，同修有什麼事不請示你，你們

開心不開心？會不會心裡想「不問我怎麼可

以呢？」而發了脾氣？這時如果會，就忘掉

了自己的身分、忘掉了自己的立場。你是一

個領導人，你可以發脾氣嗎？這是很簡單的

小事，為了不跟你講就發脾氣，可以這樣

嗎？你難道不知道你是代天宣化、渡化眾生

的人，遇到這種事情不能發脾氣，要耐住性

子解決事情，跟同修好好解釋：做事不能這

樣，應該要依照程序⋯⋯你會嗎？一定不

會。

不是辦權力與是非　

在這種修持功夫上，我覺得我們當了點

師的人，更加要小心謹慎。因為老師選拔我

們出來，是幫上天辦理天道，所以老師講

「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不是辦威風，不

是辦權力，也不是辦是非。我們擔負的責任

是很了不起的，怎麼能夠把師尊師母的精神

慢慢地去改變呢？這是我們大家都要捫心自

問的。想一想，每一位點師都是代表師，都

是能夠濟世救眾的，我們為什麼犯了這些毛

病，自己還不知道？還要變本加厲？在這個

修持上，實在覺得很慚愧。

所以這十年來，我儘量在修持上下功

夫，我要把自己一切的過失，不斷地天天懺

悔。我看到我們師母老人家慈悲的慈諭慈

訓，我要不厭其煩地拿舊東西給大家提一

提。認同的話，我們大家同心同德，修的是

道，辦的是道，拜的是老師，拜的是師母，

還有我們祖師領導，是向修持方面進行的。

這麼幾十年來，我們志同道合，為什麼？每

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前途，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的歷史，但是我們沒有，所以今天才跑進佛

堂，才求道、才修道，才跟著師尊老人家。

祂老人家渡化眾生雖然瘋瘋癲癲，但是辦的

事真的是特殊的，所以我們做了祂老人家的

徒弟。不是為了「這是我的佛堂，這是我的

後學」──哪有你的後學？我們自己是一個

有罪之身，應該要想到自己的罪怎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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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慈悲給我們機會，一天一天的機會增

加，但是我們修持上有沒有增加？這是很重

要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師母老人家的「自

戒十八信條」。

一、 剔積弊，啟新源，打布袋，改作風，

另換新我的氣派，實現新我的生命

「積弊」是積在心中的煩惱、痛苦、怨

氣，這是每個人都有的，修道人要不得，到

一個時間就要拿出來，每天都要反省，把這

許多的不如意、不稱心，統統除掉，過去了

就已經沒有了，這很重要，就像每天刷牙，

要把牙縫裡很小的東西去除掉，要用這種精

神。

「啟新源」是要啟發新的源頭，過去的

任何事，不管大小，就讓它過去。上天慈

悲，這十年我就是在修自己的毛病，把所有

心裡的怨氣通通趕走，並且問自己：「為什

麼你修到今天，連這一點最起碼的功夫都不

能做？值不值得？」這樣常常問自己。

「改作風」就是要改變我們的作風，我

們點師是代表聖人，我們像個聖人嗎？問問

自己：我們的作風應該怎樣？要「另換新我

的氣派」，實現新我的生命，改頭換面，好

好地重新再來，因為我們太糊塗了，被世間

法迷昧得太深了。

二、 新我覺悟，新我批評，新我審判，

新我打擊，新我學習，完成懺悔方案

我們修道幾十年了，時時要有新的我，

時時都應該要覺悟，要自己真正的批評自

己，不要老是批評人家，批評人家於你無

益，於他也無益，人家不會接受，不如管好

自己，重新開始審判自己是怎樣的，重新問

自己「為什麼要受這種煩惱痛苦？」修道是

以掃除煩惱痛苦為原則，所以從今之後，我

要重新地來學習一番，完成天天三次懺悔，

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卻都不去做，實在太可

惜。

三、 每日要「修」、「學習」、「講」，遷

善改過，實踐新的生活紀律

修學講是我們當點師不能缺少的功夫，

如果你不修，你拿什麼來引導人家？你不

學，拿什麼去教人家？你不講，怎麼可以渡

眾生？所以每天要修、每天要學、每天要

講，而且要從修、學、講三個當中來改善自

己，做個改過遷善的好人，實實在在地給自

己安排一個有紀律的新生活，不要糊里糊

塗。上天好慈悲，每天給我們三次的燒香，

每天都要有審己、懺悔的功夫，這是非常有

益於身心的。

四、 「待人以禮、行事以義、接物以廉、

律己以恥」四種新我維繫

待人要有禮貌，這是最基本的，不要認

為「我是點師，我就是權威」，我們修道人

沒有權威，因為自己是一個帶罪立功的人，

為什麼？我們的罪太深了，幾千萬、幾萬萬

年都還不清，來世間是還債，是了我們的業

力的，有機會要行功，怎麼還能夠無禮待人

呢？所以見到人要非常敬重人家，對人客

氣，這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我們老前人在

世界上也算是盡心盡力，她老人家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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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能講道、能講理，這麼多人喜歡她、敬

重她，但是不過是一個王老前人，等她生病

歸空之後，隔了一年來結緣，已經是天德菩

薩，這天德菩薩從哪裡起的？從世間法起

的，她老人家一生犧牲奉獻，一生的功勞，

才有菩薩，何時成功的呢？等她死了之後才

成功的，活在世間沒有的。所以在世間就要

把自己的身心修好，看見任何人都要待之以

禮，這點好重要。

行事以義就是做事要有節義，一定要很

有誠信；接物以廉就是對於人家交給我的東

西，都要清清楚楚，不可以馬虎；律己以恥

就是規律自己，要慚愧自己好多事都做不

到、做得不完美。這禮義廉恥四個字是新我

的維繫，我們活在這世界上一定要維持它

的。

五、 願捨己濟眾，不願借眾成己，捨己濟

眾的光明天堂佛，借眾成己的黑暗地

獄鬼，如攏絡眾人以為自己的勢力，

或以眾人的功德，以作自己臉上的

粉，是魔鬼

今天我們大家都是點傳師，都是把自己

一切犧牲奉獻出來了，自己可以濟人，可以

幫助人家；並不是利用濟人的事情來成全我

自己，讓我有名氣、有功德、有什麼，這都

不需要。如果你能這樣捨掉自己所有的一

切，有那麼大的器量，當下就是光明的天

堂，將來一定成佛；相反地，如果你借助了

大家來成就自己，好比借了人家的錢、借了

人家所有一切的功德，當作自己的，當下就

是黑暗的地獄，就是魔鬼。

如果你用手段去拉攏人，用這種方式當

成自己努力的成果與勢力，或拿眾人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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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自己的榮耀，這就是魔鬼；如果還有拿

人家的功德作為自己的，人家請你幫他燒三

支香，結果你說這三支香是你燒的，以我們

修持的立場來說，是絕對不可以的。

六、 修道根據真理，勿以人情聯絡，以權

以術，或拉或扯，搗把的手腕，傷道

誤人

修道是依據真理而修的，不要拿人情來

互相聯繫，更不要拿權位來作為手段。要知

道，在你的地位上，後天是有權的，你可以

用人，可以做什麼，但站在先天的立場，我

們的權是勸人、是救人，哪有什麼權？所以

不要拿種種方法來利用，或者拉拉扯扯，或

者用反面的手腕，這都是對道不利，也是耽

誤他人，非常要不得的。

七、 要作大事，不存大心，志要高，心要

低，負責任，不貪權，修道如修塔，

愈高愈小，高而不危，愈低愈大，滿

而不溢

我們做事要平心靜氣，把自己的能力、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付出來做，不要存有大心

─我有錢、我有力、我有權位、我有什麼，

不要用這種心；我們的志向要高，我們做的

事不是平常的事，是出世間法的修持功夫，

這個志向一定要高，我們的人格也是一定要

高的，但是做事時你的心要低下，才能感化

人家來同堂修道。講話做事要始終如一，如

果講錯話、做錯事，一定要負責任，不要推

卸，不要搶功奪果，也不要貪權，世界上的

權力很多，但是它是有限制的，你要來做什

麼？給你當全世界的總統十年、二十年，又

怎麼樣？

所以我們修道好像修寶塔一樣，寶塔到

頂是尖的，愈高愈小，愈高愈好，但是高了

不要危險；下面砌出來是寬的，愈低下就愈

寬大，雖然是滿，但它不會溢出去，要有這

樣的氣度和修為。

八、 不貪享受，不受供養，穿布衣、住破

房、少說話、裝憨相、遵真理、守目

標，對事不對人，理是理，事是事，

人是人，不能以事背理，不能以事傷

人、以人害事

修道不要貪享受，享受是有限度的，給

你一千年也會用完，所以不要貪，應得什麼

報應就接受什麼報應；也不要接受人家的供

養，受了供養就必須回報，拿你的功德作為

回報，你願意嗎？所以修道人不受人家供

養。生活要儉樸，穿的是布衣，住的是破爛

的房，平時裝作呆呆癡癡的樣子，不要多講

話，多講話就招是非，好像佛教徒，見人總

是一句「阿彌陀佛」，沒有其他話講；也要

遵守真理，守住自己的目標。我的目標就是

修道，我要成佛，所以我始終如一，怎麼考

都好，我總歸不會動心的。

做事情要對事不對人，事情的不好要討

論事情的不好，不要連人也講在一起，這是

我們的通病。理歸理，事歸事，人歸人，事

情常常會變，理是不會變的，人有他一定的

個性，他的行為，什麼好、什麼不好已經都

定了，不能拿一件事就講他以前如何如何、

以後如何如何，來決定他的終生，不可以

的；不要拿事情來傷害人家，事情就講事

情，不要講到他的人格，不要講到他的修持

功夫，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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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化除私見，不留一物，凡你你我我、

是是非非拋淨，以免誤人、傷事、

害己

要化除私見，私見是我們私人的意見，

不可見人的，所以叫私。我跟你不合，講話

就用刺，這是不可以的，修道人心中要不留

一物，一點東西都不要，這個心非常舒服，

對自己、對家人都好，為什麼為了一句話，

你就斤斤計較、你就那麼煩惱呢？世界上的

你我是非應該拋棄得乾乾淨淨，以免辜負

人、耽誤人，也不致把事情弄僵，害了自

己。

十、 抱樸守矩，嚴守新的戒律
我們應該要學老子的功夫，守住自己純

樸的天性，做任何事情則嚴格依規矩而行，

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做人低心下氣，能夠

包容所有人，要有「什麼都好」的心量，並

且要接受人家的意見。修道人不要氣傲，要

多包容他人，不可遇一點小事就批評人，並

且遇到事情要能低心下氣，要學吃虧，吃虧

是福，好比這個人心裡有氣，沒地方出，出

在你身上，你只管好好說「對不起」，這就

好了，否則他的氣永遠在那裡呀！也要能忍

受苦勞譭謗：做事辛苦點有什麼關係，我們

做媽媽的人，兒女生病，黑夜白天都服侍著

他，經過他的吵鬧，還是「寶寶，寶寶」，

不會說「討厭，哭什麼，不要你了」，會

嗎？不會！這就是耐心。

耐心之下，才可以把事做好，多做一

點、多吃一點苦就好，怕什麼？這幾年來，

我所受的、我所遇到的，都是壓力，都是誤

會，我什麼都不理，為什麼？你理它就會愈

生愈多，滿到煩惱多多，你要想是你的事，

你願意想，這是你受苦。所以我們需要把自

己的規矩和德行守住，對人、對事、對物都

是一樣，今天明天也都一樣，始終如一，任

何人到後來就會了解你的人格的。

所以修道最重要的是不要驕傲，不要有

疑心，疑是大禍，疑心最誤事；也不要貪

心，佛堂之中人人平等，你是老師的徒弟、

老 的兒女，我也是，一樣的功德，不分大

小，要搶也搶不到，要推也推不掉，事實就

是事實，所以用不著貪心妄想，也不要懈

怠。我這十年生病之後，就發覺了好多修道

的真理，一個修道人不需要煩惱，不需要妄

想─我要怎麼，我要怎麼，這些妄想都是沒

有用的，只有盡心盡力去做，把你的責任盡

好。

雖然我的身體不好，但我發願「哪裡需

要，哪有我」，不需要我，我不去，少了是

非，需要我就去，這樣我們大家修道就開開

心心，但是不可以偷懶和懈怠。像我這一次

差不多不能來的，因為血壓高一百八十幾，

我的女兒不准我來，我說妳不要急，到時候

我的血壓會降低的，前兩天真的降低，所以

飛過來了。你想，上天給你一個人能講能

做，為什麼你不出去呢？你願意守在家，真

的那麼好過嗎？希望大家愈老愈要出門，這

樣老了才不孤單，這個老人才可愛，你們講

我孤單嗎？沒有啊！到處有人陪。最重要

的，我們要真心真意，大家相處在一起都是

同胞兄弟姊妹、一 所生，還有什麼好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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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悔生智、恥造強、勤補拙、儉養廉

修道要常生慚愧心，懊悔自己太過聰

明，後悔自己修持不好，當下就能生發出智

慧來；如果你能因為自己德行不足而感到羞

恥，那麼就能激發出自己自強不息的決心；

雖然愚笨，勉勵自己：只要我加強努力，你

做一次，我做十次，勤能補拙，總能成功；

生活樸實節儉、節省，什麼都能都有餘，也

能廉潔清白。

十二、  願與眾人同修、不願高踞眾人而

獨詣

我願意與所有的人一起同修，不願意自

己高高在上。居高位那麼容易嗎？很危險

的，講話、立場，一有錯就眾人對著你，好

受嗎？所以修道什麼都不要，平平淡淡就

好，大家是共修，一 所生，一師之徒，為

什麼還要分你我？為什麼還要爭論？我認為

世界上都是一樣的，道親要到別的佛堂，讓

他去好了，他有旁的緣啊！你不要去理他，

你要說：「你要到那個佛堂去？好好好，好

好修啊！」你不要說那個點師如何如何，那

個道親如何如何，講出好多是非來，請問：

道親是你的嗎？佛堂是你的嗎？用盡方法得

體嗎？我們修的是道，大家修成團結一條

心，將來成佛一條心，這才可以。

十三、 眼光要明亮，識人識事，頭腦要清

楚，果斷爽毅，立場要坦白，不作

非理事，不交非理人，不說非理

話，不化非理錢，不去非理地

我們作為點傳師應該要眼光雪亮，要識

人識事，不要頭腦糊里糊塗，要堅決果斷，

立場要坦白，這很重要，一個修道人不坦

白，你修來做什麼？不合理的事不要做，不

講道理的人不來往，但是我們也不要讓人家

有什麼損害，至多「對不起，我沒有空，你

講的話不錯，但是我有我的困難」，這樣講

就好了。不合道理的話不要講，用錢也要合

理，現代人用錢好像用水，這個習慣真正要

改。還有，沒有益處的地方儘量少去。我有

一次在香港，看見一個和尚晚上穿西裝乘船

到澳門，後來報紙登出來才知道這個和尚到

賭場去賭錢，你想這種地方可以去嗎？我們

絕對不能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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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凡叛道、反道或有惡習者，劃地斷

交，勿縱勿貪，不近不傷

叛道就是違反道，凡是違背道場、推翻

我們的道、或有不好習慣的人，一定要畫地

斷交，你不要還跟他牽牽拉拉，將來對你沒

有好處。我們清是清，白是白，在這種地方

不要貪人家的好處，也不要發揚他的壞處，

不要接近他，但也不要傷害他，這是他個人

的根基與因緣。

十五、 謹防色財氣三大魔，色要遠、財要

清、氣要養

色、財、氣這三個字，是我們每個修道

人要小心的。在修道的途中，一路是考，沒

有一天不是考，不要認為我了不起，你不考

怎麼上升？像小學、中學到大學一樣，一定

要經過考試，我們修道也是這樣。在這形形

色色的世界上，大家都免不了要受它的引

誘，最大的就是男色、女色，修道人的難關

就在這裡，清清白白的人好少，這是真的。

在道場我看的太多了，一遇到，我心裏就

想：這事情有問題，但是不敢講，不能講，

人都要面子尊嚴，講明了，你傷了他的尊

嚴，他心不服，一定報復你，一定用言語來

反抗你，兩敗俱傷，所以這種事不可以講。

我們大家乾道、坤道都是修道人，都懂得這

個色字，來了之後不會放過你，叫你終生塗

炭，所以自己要小心。

　　

財也是，不要為了錢財失掉我們修道的

立場。我們所經手的統統是眾生的錢，是人

家拿來行功的，我們要把這個行功錢，一分

一毫用之在公。好像我，重德佛堂蓋了十

年，那個房子要蓋十年嗎？不要，但是我

從來不會說「請你們幫忙」，「請他們幫

忙」，我沒有，為什麼？各人有各人的願

力，不要緊張，慢慢來，上天自然會慈悲，

自然不會辜負，總歸把它蓋起來就好。所以

於道場上做事，我們不是像人家一樣請人來

捐錢，我們老師在《暫訂佛規禮節》當中講

了「不化緣，不捐錢」的，所以對錢財的處

理也是很重要。

這個氣，更是每個人都有，一句話就氣

得要死，為了一句話，把自己功德毀掉，你

捨得嗎？所以我們修道修在哪裡？就在每一

個小動作、每一個小地方都要照顧到，都要

修得實實牢牢的才可以。你把他搖了、晃

了，這件事過了還有呀！關考愈來愈重。你

要成功一個修道人不容易的，並不是那麼簡

單，就要受過千魔萬考，考了才了解你是真

心？還是假意？所以我們要記住，色一定要

遠，財一定要清，氣一定要養，這是我們修

道的重點。

十六、 不講天機、劫運、顯化、政治、

是非

我小的時候聽到人家講：「將來祖師當

權，十九代祖要出來了！」到了今天，祖師

也沒有出來，講得靈不靈呢？這樣就會受到

批評。所以不要去講天機，祖師出來就出

來，不出來也沒有辦法，為什麼那麼緊張

呢？還有劫運，是在於我們人的行為與修持

功夫，平時為人只要善氣滿，上天就給我們

吉祥；晦氣滿，就一定給我們劫難，早或遲

是可以收縮的，不是我們決定的，所以劫運

也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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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化也是，我有一個同修，他的先生在

英國讀書，英國很多路是單行道，他不懂，

有一次車子開進單行道，他也不知道，結果

對面的車子迎面撞上，他嚇得不得了，心想

這次完了，想起三寶，念了三寶後上天慈

悲，他的車四個輪好像有手托住，慢慢慢慢

下來，對方車子撞得粉碎，回來以後，他說

一定是上天慈悲，三寶的作用，回來謝恩，

這是真的，不假的，可是你將它宣傳，人家

看見嗎？相信嗎？所以不要宣傳，你宣傳，

人家就要譭謗，這種天機顯化是很難得的，

這個人有緣，它才會發生，沒有緣就發生不

了，所以不要談。也不要談政治，政治不是

我們修道人講的；是非更是，修道人講話要

小心，不要講空話，容易生是非，給自己、

給道場都找麻煩。

十七、 不怕人說壞，就怕自己作壞；不求

人說好，但求自己作好

人家講你不好，你不要生氣，你沒做就

不是你，你做了也逃不了，但是自己切記不

要做壞事，做壞事你逃也逃不了。也不要人

家來說「你真聰明，你真了不起，什麼事都

會做，煮又好，什麼都好」，沒有意思，但

求自己每件事要做就做得始終如一，做得十

全十美，不要講空話，這樣的修道人才是實

事求是。

十八、 現在的作風，就是未來的名譽；

 現在的功德，就是未來的福德；

 現在的享受，就是未來的真苦；

 現在的苦行，就是未來的真樂。

 欲到新世界，先得新了吾；

 欲到光明境，先得吾光明。

你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未來你要享有

的名聲，是讓人讚美？還是讓人看不起？這

全部都是因果報應，自己種的因，自己結

果；你要將來的福德，就要現在種功德；你

現在享受，就是將來真的苦惱；現在你苦

行，雖然艱難困苦，但你的犧牲奉獻，上天

不會辜負你，將來就是真的快樂；你要到一

個新的世界，先要改換自己的一切，要先改

變自己新的我；你要到光明的地方，就先要

自己光明；如果要世界太平，求上天沒有

用，求自己，你自己的心平了，他也平了，

世界慢慢就會平的。修道是先修心，先把自

己修得端端正正，管得緊緊實實，不要出一

點差錯，這才是我們接受老師的天命，普渡

眾生的標竿。如果不像的話，你對得起自己

嗎？這麼辛苦、這麼犧牲，為什麼到頭來是

一場空？你想要接受福報？還是要遭受到惡

報？全部是我們自己選擇。

今天對不起，我把師母老人家的慈訓重

新講一遍，讓我們大家腦子清醒一些，明白

辦道、修道為的是什麼。現在辦道不容易，

在一切環境當中都受到好多阻礙，但是我們

的心不要妄動，我們只求上天慈悲、老師慈

悲，天道是暗釣賢良，不是要放鞭炮、要熱

鬧。我們重德佛堂開三次荒，從來沒有熱鬧

過，連一個政府人員都不請的。大家靜靜地

修道，好好辦道，讓道場平安無事，沒有發

生問題，這是我們修來的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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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慈為宗柔心腸　　　以信為本善發揚

　　　　實踐慈字之心法　　　濟世化人聖道昶　吾乃

　　靈隱道人　奉

旨　　降來佛堂　參叩

駕　　徒兒安康　聽吾批詳　　　　　　　　　哈哈止

　　　　學修善道無念深　　　四善啟迪復靈真

　　　　信念堅固善長養　　　愛語攝眾行得真

　　　　敬人愛人無別分　　　一體同觀親親仁

　　　　信眉昂首邁步進　　　慈心三昧念念純

　　　　一以慈容笑滿面　　　待人接物妙方勤

　　　　二以慈心胸滿懷　　　持心持念正法門

　　　　三以慈行遍滿處　　　舉手投足有方針

　　　　四以皆大歡喜心　　　打罵不還隨順因

　　　　惟善行持之究竟　　　慈悲喜捨無量心

　　　　三惑淨盡無垢染　　　覺行圓滿器成金

　　　　仁義修者規矩循　　　其言藹如行亦真

　　　　不行小慧行小道　　　好古樂道德貴尊

　　　　其人之過各于黨　　　觀其過錯方知仁

　　　　干戈止息仁風揚　　　無怨無求返璞真

　　　　大慈大悲無為心　　　常無懈怠達至臻

　　　　恆求善事無分別　　　善化一切諸乾坤

　　　　從善如登上天梯　　　從惡如崩下獄沉

　　　　為善不執累真功　　　為惡不悔累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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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心美　觀亦美　　　何事何物不完美

　　　　順境隨　逆亦隨　　　何是何非不安隨

　　　　心煉錘　性亦錘　　　何長何短不得錘

　　　　內功培　德亦培　　　何大何小不實培　吾乃

　　西湖濟顛　奉

旨　　降至佛幃　參叩

駕　　諸徒修為　堅信莫退　步伐緊追　　　　哈哈止

　　　　為師執筆訴衷腸　　　賢徒細聽話語長

　　　　多少修煉多少傷　　　多少成就多少賞

　　　　問問自心有幾分　　　幾分真誠表上蒼

　　　　問問自己否實煉　　　實煉不怠功德彰

　　　　否有一顆濟世心　　　存了多少在心房

　　　　否常二目迴光照　　　觀了多少復本良

　　　　否依三畏自省察　　　敬了多少實踐往

　　　　否遵四毋謙恭讓　　　行了多少有規章

　　　　否明五恩重道承　　　報了多少體天良

　　　　否以六度育群生　　　參了多少化群蒼

　　　　否悟七善水德被　　　利了多少登慈航

　　　　否感八難遍地流　　　悟了多少自修強

　　　　否了九思貫古今　　　做了多少守真常

　　　　否遵十五條佛規　　　守了多少立標榜

　　　　二六省察身心謹　　　身心不妄性自光

　　　　時中不忘持戒定　　　戒定不亂慧明朗

　　　　爾等明白當行動　　　莫再遲疑想又想

　　　　百年光陰匆匆過　　　莫可浪費此身枉

　　　　存心無邪正義持　　　順逆無擾定方向

　　　　心性無染愛妄剷　　　功德無著蓮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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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是聞非風耳過　　　好衣好祿日當空

　　　　爾當記取美善事　　　汝心意同與師同　吾乃

　　道濟活佛　奉

旨　　降來壇中　參叩

駕　　諸徒安安　為師批衷　　　　　　　　　哈哈止

　　　　來來來來徒兒靜　　　明理實修心專精

　　　　是是非非非非是　　　明白道理何有爭

　　　　人生在世順與逆　　　因時制宜心寬容

　　　　聞道而修心且定　　　知止定靜合道行

　　　　有道德者人尊敬　　　勿嗔人語自真省

　　　　是非對錯少爭評　　　美惡好壞慎修行

　　　　自在修道樂無窮　　　見是見非自分明

　　　　明道若昧進若退　　　見境心轉樂寬形

　　　　爾等深明行自然　　　無拘無礙真實行

　　　　善人之師不善資　　　三省四勿謹心胸

　　　　修道途徑止一境　　　正心修行深觀明

　　　　明理通達貫天人　　　何事礙心阻其行

　　　　去去去去格心物　　　貪嗔痴愛當掃清

　　　　淨化心靈施無為　　　為道奉獻盡犧牲

　　　　品德修造再加勤　　　無為而為品蓮馨

　　　　學而時習無厭倦　　　明理通行復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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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裕溫柔勝剛強　　　積善於門大吉昌

　　　　齊莊中正實修辦　　　宛如止渴遇瓊漿　吾乃

　　南海聖宗　奉

諭　　來到佛堂　參叩

帝駕　　　　　　　　　　　　　　　　　　　　哈哈止

　　　　修道修心靜本面　　　面面具道無私牽

　　　　心靈淨化行無為　　　無慾無求行自然

　　　　為人處事依道法　　　守道遵規自方圓

　　　　道在日常賢士參　　　無畏無懼無礙煩

　　　　溫柔自足勝其強　　　謙卑有禮合道端

　　　　無為而行心自在　　　常持善道法法滿

　　　　修持方面自律謹　　　四威儀行勿怠慢

　　　　以身示道二六慎　　　指南標準永固詮

　　　　道場修為己明全　　　言行相顧活潑點

　　　　無是無非心專注　　　無為而行道志堅

　　　　事事難料至誠轉　　　念止一處心自安

　　　　常以自戒定慧先　　　心性光明自陀圓

　　　　萬事萬物自然隨　　　心誠則靈可免愆

　　　　自然隨意任其處　　　活潑天機達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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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荊地棘　　步步謹慎　　自得身平安

　　　　宗旨明白　　事事認清　　自得心隨緣

　　　　佛事人辦　　心心無著　　自得意志堅

　　　　壇務同心　　一一配合　　自得事滿圓　吾乃

　　活佛爾師　奉

諭　降佛軒　參叩

帝駕　　　　　　　　　　　　　　　　　　　　哈哈止

　　　　修道實心無為生　　　感化有緣入佛門

　　　　修身修口意誠生　　　三毒泯滅三學存

　　　　修去雜枝新芽生　　　細心培育花果馨

　　　　修去煩憂歡喜心　　　待人接物仁親親

　　　　修去無明菩提生　　　見道成道無我人

　　　　修去執著無為恆　　　格致誠正心行深

　　　　修去貪嗔定靜生　　　悲智雙運化乾坤

　　　　修去一切不善事　　　轉識成智入佛門

　　　　修去自是謙德生　　　抱樸守拙行深深

　　　　修去自矜厚德生　　　圓融十方萬事存

　　　　修去自伐聖德生　　　功德圓滿濟迷群

　　　　善修一切功德真　　　自觀自在自化純

　　　　修道修心無別法　　　正心修身意要誠

　　　　誠心不二念念純　　　觀省觀照識真人

　　　　天時地利備人和　　　爾心無為必契神

　　　　神人一體活潑潑　　　道法自然隨順心

　　　　徒心自明鵠的穩　　　隨波逐流何用心

　　　　善用此心施無為　　　菩提煩惱一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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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十一章

虛中章（上）
◎野雲

〈章節要旨〉

本章稱為虛中章，何謂虛中？虛者，空

也，虛空，無也，虛無。中者，不偏不倚。

老子在這章最重要在講虛、空、無。

牛頓雜誌曾經記述：「天下間的有從無

出來，空中會生出妙有出來。」現在科學家

已經肯定這件事，所以說「無」比「有」更

寶貴。當一朵花還未形成時你不能看到花，

但時間一到，花自然就由無變有了，所以有

的花都是從「無」開出來。又梅樹當冬天還

沒開花時但見只有光禿的枝，然當進入春天

時，便會吐芽出來，開出整株漂亮的梅花；

櫻花也是這樣啊！「無」比有更加奧妙更加

寶貴，因為「無」不會壞，「有」有一天終

究也會壞！

再來論「中」字，不偏不倚叫中。《中

庸》說：「天命之謂性」，天所賦予我們的

性，就是天性，這個天性是看不到的，卻謂

之「中」，這個宇宙的道也叫做「中」，

《中庸》特別詮釋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虛中章最重

要的在跟我們說：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

者之謂器。意即宇宙係由無形之「道」與有

形之「器物」所組成，兩者相輔相成，缺一

不可。而且天下之一切萬有都由「無」中所

化成，而「無」則要有世間之萬物方顯出

其作用。可知「無」為體，「有」為用。

「無」則是中與道的代名詞，而本章便是強

調「無」之妙用。

道體本是無，沒有一個確實的物體可以

讓我們觸碰到，也是很難引用有限的文字與

言語去描述表達出來的。然而，世人啊，慧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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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較淺，著相較深，所以老子聖人用心良

苦，不得不借用世間的一些器物，希望世人

可以更容易明白道之存在，也希望透過這一

些的陳述，更進一步的體悟到道的功用。

因為「無」，萬物都發揮了各自的功用，

然而值得世人去省思的是，人在這世間中，

想追求的東西很多，想擁的也很多，但是東

西拿到手了、擁有了，那又如何？我們真的

就會滿足了嗎？得到的又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東西？雙手淨能拿的也只有這麼多，是那麼

的有限，拿得到的卻又帶不走，不是嗎？

於是心中總是堆積著滿滿的垃圾，那些

種種的貪慾、痴心妄想，弄得自己內心總是

烏煙瘴氣，心中無盡的煩惱因而滋生，可是

人卻還是一直的執迷不悟，不曉得抽身跳出

這危險的漩渦以自保；反之，變本加厲，越

陷越深，實在可憐。

老子聖人要藉此章，推翻世人頑固愚昧

的思維。

〈要句註解〉

● 輻：古時代的車輪都是由三十根的輻

條，連接著軸心和輪圈（輞）。為什麼是

三十？這是取數於每月三十日的歷次。

● 埏埴：用陶土做成供人飲食的器皿。

● 戶牖：門窗。

〈白話翻譯〉

● 古時候，車輪都是以三十支的輻條，也就

是徑木，連接著外面的輪圈（輞）和中間

的軸心。而軸心外的部份叫做轂，那裡有

很多的洞孔，都是用來支撐著那些輻條

的，正因為這些空間（洞孔），讓車輪發

揮了它的功，如此車子也才能運轉。

● 以陶土揉和成的器皿，正因為中間之中空

地方，才使這器皿發揮其作用，以得盛

物。

● 建造房屋，必須在那厚厚的牆上開鑿出門

與窗，人們才能夠自由的進出、居住，如

此這房子也才得以發揮其本來的功用。

● 「有」是有形有象，給人便利，利益萬

物。「無」是虛空無物，發揮了作用，妙

用無窮。

● 有形的是給人方便使用，無形的才是活動

的空間。

● 如天地之間，因為有這虛空的部份，所以

人們與萬物可以自由穿梭並活動於此之

間，沒有了這個空間、這個「無」、這個

「道」，自己一無所有，也沒有了生存的

餘地（外在的、後天的，有那一樣自己留

得住？）。

 

〈心得分享〉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 此段所提及的「車輪」不免讓後學想起了

● 轂：（gu），車輪的軸心，中有圓孔，

是插軸的地方。

● 當其無：中間空的地方。

● 埏：揉和。埴：泥土。

軸心 Spindle 輻 Spoke

轂 Hub/Nave
輞 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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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常講的「轉法輪」，其圖案為： ■ 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 眾生就是因為無明，所以才會造下無

邊的罪業。

○ 外圈是指把所有東西彙聚在一起的正念

或三昧。

■ 三昧︰專注於所緣境，而進入心不散

亂的狀態，可稱三摩地，亦被譯為

「止」、「定」；這即是以上所說的

第一點──「破惡」。

○ 輪有二義，一為運轉，一為摧碾；佛法

如車輪旋轉心中清淨妙法以度人，轉凡

成聖，並且輾碎眾生的一切煩惱，摧毀

世俗一切邪惑之見。這裡指的是佛法無

邊，普濟眾生；這是以上所說的第二點

──「旋轉」。

● 老子的輪輻為三十支，為一個月中的天

數，可能想要提醒世人二六時中都不可離

道；時時刻刻都必須回歸到至善之地，如

此在忙碌的生活當中也不會喪失了自己的

良知良能，也不會失去了該有的清靜。

● 一本散萬殊，萬殊歸一本，始終還是得歸

回「一」；歸到靈性的這一個點。

● 這是萬法歸一處，止於至善，使心不外

馳，外動而內靜，任憑外面的環境怎麼的

變化，一心不為外境所轉，自心無礙；其

重點就在於自己的心能否「空」？

（未完待續）

● 我們常聽說轉法輪、轉法輪的，又或者說

是什麼三轉四諦法輪之類的；那究竟甚麼

是轉法輪呢？以下就簡要介紹轉法輪的來

源及其意義。

 「輪」是印度古時候的一種武器，後來卻

以輪來比喻佛所宣化的教法，而法輪是有

著以下三層的含義：

1. 破惡︰佛法可止息、破除身口意的惡

行。

2. 旋轉︰佛法普遍流傳，如車輪輾轉不

息。

3. 圓滿︰佛法圓滿無缺，如車輪渾圓。

 在佛經中，經常以佛的說法能夠摧碾眾生

一切惑業，以此比喻為佛說的法為轉法

輪。

● 看回佛家的法輪，它也是由轂，輻和外圈

組成。但是這法輪卻只有八個輪輻，而不

是三十輻，原來它有另一層的含義：

○ 整個外圈是個圓形，代表了佛教教義的

完滿；這就是以上所說的第三點──

「圓滿」。

○ 轂代表了戒律，戒律是本質的核心。

■ 戒律如：三無漏學、五戒、十善。

○ 八條輪輻代表了八正道，八正道是破除

無明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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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道學院通告
點傳師2018~2019年德業精進班、經典精研班、道親班、英文班

天恩師德，前人慈悲，重德道學院於二○一八年共開辦五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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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點傳師2018∼2019年德業精進班面授課程：計三天

 亞洲區－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上午6:50∼12月1日（星期六）下午2:00，

 　　　　於臺灣金山道院 （12月02日中午，為前人暖壽）

 美加區－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上午6:50∼3月20日（星期三）下午2:00，

 　　　　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2. 第廿四屆道親班（第四期）第一年面授課程：計四天（新班，報名才能參班）

 亞洲區－2018年12月06 （星期四）上午7:00∼12月09日（星期日）下午3:00，

 　　　　於臺灣金山道院

 美加區－2019年3月07 （星期四）上午7:00 ∼ 3月10日（星期日）下午3:00，

 　　　　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3. 第廿五屆經典精研班第一年面授課程：計五天（新班，報名經審核通過才能參班）

 亞洲區－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上午7:00∼12月16日（星期日）下午3:00，

 　　　　於臺灣金山道院

 美加區－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上午7:00∼3月16日（星期六）下午3:00，

 　　　　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4. 第廿三屆英文緊握金線班第二年面授課程：計五天

 2018年12月22 ∼ 26日（星期六∼三），於臺灣金山道院

5. 第廿二屆英文班（第三期）第二年面授課程：計四天

 2018年10月04∼07日（星期四∼日），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6. 重德道學院第23週年慶暨掃墓（拜山）活動：

 2019年3月17日（星期日），於紐約重德道學院本址

◎請填妥〈面授回函〉，於面授前一至兩個月傳至面授地點，以俾處理。

　並請學員於面授課程前一晚抵達、報到。

◎面授地點之聯絡：

 ＊臺灣崇華堂─電話：（06） 299-3269 電郵：twchonghua@gmail.com

 ＊重德道學院─電話：（212）962-5661 電郵：nychungt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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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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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經學班─

研習心得分享
◎香港　何家顯

光陰似箭，時光荏苒，歷時五載的《孟

子》經學班課程已於今年六月下旬在本德佛

堂圓滿結束了。後學在這期間的每個星期都

能聆聽講師闡述聖賢之教誨及義理，實在是

充滿法喜與感恩。古人云：「學無止境，唯

勤是岸。」雖是耳熟能詳，然自己到底又可

以做到多少呢？從前聖賢的一生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的精神，以生命感動生命，以生命

啟發生命，正就如同現在前人以及各位道場

前輩之心懷，前人的苦心設立一次又一次的

經學班，其目的就是期望我們一眾同修從學

習聖賢仙佛的教誨，來增長我們的智慧，道

德之涵養，不要做一個糊里糊塗的人，總希

望我們精益求精，青出於藍勝於藍，培育我

們能夠成為棟樑之材，從無知轉變為無礙，

在未來做一個承擔大任及處變不驚的正人君

子。

今次的《孟子》經學班，已經是後學自

求道以來參加的第七個經學班，後學於每個

經學班，不論在學習、體悟、參研上都有著

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和感受，實在難以用文字

言語表達出來，但從事相上就可感受到一個

經學班的設立由籌備直至到完結，當中實在

不知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與財力，經歷過多

少困難阻礙，才得以順利完成。正因為有很

多前輩及同修們在背後默默為我們一眾同修

學員付出時間、體力和精神，由於他們的無

私奉獻，才讓大家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地去

學習聖賢義理，所以後學在此衷心向前人、

各位點傳師、講師、導師及所有參與今次經

學班的辦事人員致萬分的謝意。

在今次的《孟子》經學班，分別有三位

講師在不同的時段先後為我們一眾學員講解

經中要義，三位講師在其講學中的演譯和精

闢要點的引用，令後學獲益良多！在學習研

討中各同修皆能發揮其獨特見解，真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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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之效，在功課方面，我們需要在每

一篇經書完結後，寫一篇讀書報告，由於每

篇的內容廣泛，後學需要參研其它書籍作補

充，因此對經中要義有進一步的認識和了

解，在道學上有了更鞏固的根基。

從前在求學的年代，時有學習到聖賢的

經典，但大都只在文辭中有所認識，當後學

從之前所參與的經學班以至今次的《孟子》

班，可以說從學習不同的經典中得到了一點

點生活的智慧，從而體悟到聖賢雖生於亂

世，在一切不利因素的考驗之下，不但激發

了生命的潛能，最終還能展現出「人」的內

在價值，人格尊嚴之完美典範，在《孟子》

一書中，孟子的一生從言論以至其具體行

動，切切實實地不帶一絲神祕色彩，因而是

人人可以嚮往及效法的楷模，經由此書找到

個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並且成就志業的更是

不可勝數。書中內的至理名言、道德準則、

人生理念，往往皆可作為終身的座右銘，使

人在委屈時願意沉潛努力，並在順遂時知道

謙虛收歛，從學習聖賢的教誨中，發覺到原

來「人生可以不一樣」，所謂的「不一樣」

是說看似平凡，其實是十分不平凡，平凡的

只是外表，再多的財富與再高的地位也無法

增益一個人的價值，因為價值是屬於人格的

評斷，而這正是不平凡之處，若能覺悟其中

的道理，人生將由被動而變為主動，而這樣

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去活著啊！

在二千多年來，傳統中國人大多依靠儒

家精神（孝、悌、忠、信、禮、義、廉、

恥）作安身立命之道，儒家思想雖然不是宗

教，卻安撫過一代代中國人的心靈，也使多

災多難的中國渡過了很多危急時刻，我們或

許能理解到，儒家之思想文化本身就有一種

類似宗教的力量，貫穿於中國傳統生活的每

一個細節，這種力量使人們在挫折與拂逆中

也能體會生活的幸福感，就如顏回夫子「一

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可

以時時撫慰人的心靈，一個人經歷到了某個

年齡，才會清晰地認識到只有生活在一個有

淵源，有傳承的文化共同體中，我們的記憶

才能保持清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才能感到

光榮，這也是人們常說的歷史感，一個人不

僅要有個人記憶，更要有關於自己民族文化

的記憶，才能真實地把握自己安身立命的意

義，一個人假若沒有了自己的理想支柱，自

然會失去自己的主張，何異走肉行屍？一個

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精神文明，自然無法立

於世界之顛，受制於人，備受欺壓在所難

免。借用南懷瑾老師的一句話：「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

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忘掉了，這就

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能翻身。」面對世

界新舊的變遷，很多時候，我們就像一群文

化的孤兒，東討一口，西乞一勺，吃得再多

也沒有了自己做的飯香，於世一些人的虛榮

作祟，阿諛奉承，生活糜爛，功利主義，佞

偽馳騁，細究起來，大都源於我們對中國歷

史和傳統精神文化的失憶有關矣！

孟子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發展史上不僅

是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人物，而且在

人的主體意識的發展鏈條中也起著舉足輕重

的作用。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統緒（聖人的

信徒），下啟宋明理學之端倪（儒學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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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直接從人之內在心性出發，發掘他所

理解之道德主體的價值和實現方式，一次又

一次地張揚著自己的主體意識。

「仁」學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孟子

繼承了這一民本思想，並發展為仁政學說，

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其仁政

學說的核心。在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

裏，民比國家重要，更比君王重要，而君王

則是三者中分量最輕的。孟子在他的仁政學

說中再三強調：王道政治就是「貴民」政

治，一切輕民、賤民、害民的行為，都屬不

義。所以，當齊宣王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

都是臣弒君的不德行為時，孟子反駁道：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還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可以看

出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民之高貴，並

不僅僅在於他們是統治者的群眾基礎或社會

依託，還在於「以民為本」，乃是因為民有

所本。民之尊貴、民之尊嚴、民之不可侵

辱，乃是天理。如果君王違背了民意，那就

違背了天意。更重要的是，這個天意，又是

通過「民視」、「民聽」來顯現的。正如《尚

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正是

依據這樣的資格和能力，天意與民意、天心

與民心渾然一體，「人人皆可為堯舜」了。

當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反覆論證：社會

上不同地位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屬造成的

時候（統治者是用金造的，輔助統治者的人

是用銀造的，農人和手工業者是用銅和鐵造

的），孟子卻一再強調「人人皆可以為堯

舜」，我與聖人同類，人人都有成為聖人的

潛能。「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

子上》）。「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孟子．公孫丑

上》）「舜，人也；我，亦人也」。「堯舜

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不唯民

與聖人同類，民與君主也同類。

可以看出：孟子和孔子一樣推崇堯舜。



重
德
道
學
院
特
稿

25博德57期重德道學院特稿

但孟子較孔子具有更強的獨立人格意識。孔

子本人從來不敢以聖人自許：「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孟子則

認為堯舜與一般人並無不同，他們是人不是

神，人們通過學習、努力，是完全可以趕上

他們的。很明顯，在張揚個性主體意識方面

孟子已經遠遠地超過了孔子。孟子進一步

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也？」（《孟子．公孫丑下》）以「天將降

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歷史責任感，

自覺承擔起社會由亂到治的歷史重任。這種

氣魄，這種志向，是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

也是孟子張揚主體意識的充分體現。

因為有了這種氣魄與膽識，孟子提出了

自己獨特的而且影響深遠的理想人格理論

──「大丈夫」理論：「居天下之廣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正是有了這一股

浩然之氣，當孟子面對君王卿相，才能不卑

不亢，在文天祥《衣帶贊》內亦言：「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可見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文天祥

他的一生以遵循聖賢教誨之道德準則來勉勵

自己，鞭策自己，以不惑之心來力踐仁義而

至死不渝，達成完美的節操和志概。實能秉

承孟子所提倡的人生目標與崇高理想。

孟子雖然四處遊說諸侯，以期實現自己

的政治抱負，但他卻從不以犧牲自己的人格

尊嚴、人格獨立為代價。他曾向弟子明確提

出自己的遊說原則，「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以高

貴自尊的人格為基礎，孟子在君臣關係上的

論述，超越了孔子一再強調的「君君，臣

臣」，「君使臣，臣事君」（《論語．八

佾》）的君臣主僕關係，把君臣放到了對等

的地位，強調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獨立。孟

子如是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離婁下》）為此他提出「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的主張。認

為對君主不能阿諛奉承，要敢於犯顏直諫，

這才是真正的君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對

於那些以權勢、地位相脅迫的發問、召見，

孟子更是不屑應答，彰顯了個性的尊嚴。

他曾明確提出對有損士人尊嚴的五種提

問堅決不予答覆，即所謂「挾貴而問，挾賢

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

問」（《孟子．盡心上》）。一次，齊王欲

見孟子，由於禮敬未周，孟子便託病不見，

堅持非禮之召不往，表現了他傲岸的個性，

也將其主體意識宣泄到了極致。

正是以這種高度的自尊與自信為基礎，

孟子在君民關係上不僅提出了震聾發聵的

「民貴君輕」思想，把民本思想向前發展了

一大步，開啟了反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先河。

而且還把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與發言權，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賢者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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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薦選拔權，不能只聽命于國君，也不

能只聽命於權臣、大夫，一定要聽取國人的

意見。「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

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

子主張選賢任能要聽取國人的意見，罷官和

殺人也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孟

子．梁惠王下》）這種以國人意願為旨歸的

思想，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人民權利意

識的覺醒，儘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不可能實

現，然而卻把春秋以來逐漸勃興的民本思想

推向了高潮，彰顯了孟子的主體意識。  

憑藉著豪邁的大丈夫氣概，孟子在戰國

時期錯綜複雜的政治漩渦裏，傲然屹立，不

媚於世。他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處世態度。

如天下有道，政治清明，仁政得以實現，有

德者應積極入世，將內聖之道轉為外王之

治，依靠自己的官位來建功立業，從而為天

下人謀福祉。天下無道，政治黑暗，德性主

體難以轉化為政治主體，內聖通往外王之路

被堵塞，士大夫則應不為「污世」所習染，

不僅要獨善其身，且能以自己的美行懿德來

影響世人，即「修身見於世」。這一思想

實際上是對孔子「用之則行，捨之則藏」

（《論語．述而》）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充

分體現了孟子強烈的獨立人格意識，在個性

張揚的道路上，較孔子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

步。

總而言之，在《孟子》一書中可見孟子

之學術理想，是以性善為中心，所有之政治

主張，教育思想，行為哲學，無不由此加以

演譯，雖然時隔二千多餘年，而其學說仍然

可以輝耀於今世，足以彰顯孟子之淑世情

懷，他的思想學說並非一廂情願的意念，而

是出於對人性的真知灼見，明白人生的幸福

何在，再苦心孤詣提出合理的觀點。國父孫

中山先生云：「國家之治亂，繫乎於社會之

隆污，社會之隆污，繫乎於人心之振靡。」

際此世風日下，人心陷溺，惡孽瀰漫，天災

人禍頻仍，我輩對於孟子的言禮義重道德之

學說，倘能多加用心去了解、研習與實踐，

相信無論是律己治人，抑或經世治民，必能

有所助益焉矣。

感謝天恩師德，上天鴻慈，前人、各位

點傳師、講師、導師以及一班前賢苦心成

全，讓我們一眾同修學員能夠得以順利完成

今次《孟子》經學班課程，期望日後能夠學

以致用，緊記「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捨我其誰也？」之氣魄，雖然任重而道遠，

無論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路途是遙遠的，

但也要藉著誠、恆、堅之決心將我們的理想

實現於天下，好讓九六原靈同歸覺路，在聖

賢仙佛的光輝照耀下，在前人的苦心栽培提

攜下，腳踏實地，不斷學，不斷行，永不鬆

懈，絕不退縮，時刻謹記，真道難逢，宜勤

修學，人身難得，慎勿空過，切勿辜負師尊

師母之大恩大德，以正己成人，繼承先聖先

賢之宏愿，延續所有在道場犧牲奉獻的前賢

大德之典範，繼往開來，成就千秋萬世的聖

業，最終能夠達至圓滿無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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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經學班─

學習心得分享
◎香港　抒懷

還記得二○一三年三月五日那天晚上懷

著興奮與期盼的心情，踏入本德佛堂，開始

參與四年的《孟子》經學班。陌生的環境、

熟悉的面容，因開班而再次見面，大家互相

問好，彼此鼓勵，因為再次有機會與大家一

起共學聖賢經典而感到幸福，心想一定要好

好把握、好好珍惜這次因緣啊！唯有努力再

努力，堅持不懈才不辜負天恩師德，前人的

慈悲，各位講師盡心的教導，各位無畏施無

私的付出，我們得以在學習中修身培德，增

長智慧。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學而篇第一》），人要時常的學

習，不只是道學的充實，而是讓理路更通

達，對道理更明白，處事更活潑。讀經就是

讓我們開啟智慧，當經過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最重要是篤行之，若能夠「學行

合一」，那麼我們與往聖先賢就相差不遠

了。研讀聖賢的經典，也就是讓我們在現今

這個多變的時代，去了解二千多年前聖賢的

心懷與抱負，守仁行義，不違背道德，不離

開真理，要讓我們來印證這個道，當我們遇

到困難不能解決時，看看孔聖人、孟夫子在

當時周遊列國，遊說國君諸侯，遭逢種種難

關，是如何面對和解決，我們所受的那些所

謂「磨考」，跟聖賢相比，真的相差很多，

但我們卻可能因此而退縮不前或放棄，用種

種的藉口來包庇自己，不知道其實問題在自

己身上，所以「不讀聖賢書，難體聖賢志」

啊！前人慈悲：聖賢是先行者和先覺者，在

我們之前，把他們的經驗和經歷過的一切告

訴我們。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可行的，什麼是

不可行的，什麼是要堅守的，什麼是要放下

的⋯⋯所以聖賢的經典是我們認識及通往真

理之路的記載，亦讓我們知道只有真理才能

恆久而不變，才能萬古長存。

孟夫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

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聖人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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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孟夫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薰習，

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又「私淑

孔門後學」，以繼承和光大儒學為畢生追

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

道」和「性善論」為主要內容的孟子學說，

為儒家學說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民本：民本思想在孟夫子的政治思想中

佔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確提出只有「保民」

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

心下》）他認為決定統治者統治地位的政

治基礎是民心的向背，民心歸服是統一天

下的決定性因素，「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

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

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比君主更重要，

基於這種觀點，他更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要

得天下，首先要得民心。天時、地利、人和

為成功的重要關鍵，然而天時稍縱即逝，地

利亦無定則，唯有在「人和」上努力，最能

見效。故知君子域民固國，威天下以道，而

不持地利與天時。古云：「得道者多助，而

天下順之；失道則寡助，而親戚畔之。以天

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必然大勝。

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夫子政治思想的核

心。孟夫子在孔聖人仁政思想的基礎上進一

步將其發揚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學

說體系。孟夫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現在養民、

教民兩個方面。

● 養民：一要制民之產，「是故明君必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

子．梁惠王上》）二要使民以時，休養生

息，徭役。孟夫子認為統治者在徵用勞役

時就以「不違農時」為前提，同時也反對

濫捕亂伐，「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

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

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梁惠王

上》）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張薄稅輕斂，

「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

● 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屢屢說：「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

子．梁惠王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育

之。」（《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

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也。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孟子．滕文公上》）他認為

教化是保證社會和諧的重要措施，教化可

以使人「明人倫，守道德」。

王道：「王道」是孟夫子提出的國家政

治的最高理想。孟夫子認為民本與仁政能

否實現，關係到能否實現「王道」這一目

標。孟夫子所謂「王道」，即「以德行政者

王」，他列舉商湯、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

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

丑上》）在孟夫子看來，實行王道之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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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而王」，就是「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孟子．梁惠王下》）

性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

相遠。」《三字經》在孟夫子思想中，性善

論是其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夫子

認為，人的本性與動物本性的不同之處在於

人有道德，即人生而具有仁、義、禮、智等

道德品質，人們都有一種先天向善的能力，

即「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其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孟子．盡心上》）意思是說，

人們無須乎學就會做的，這是他們的良能；

無須乎用腦筋思考就知道的，這是他們的良

知。兩三歲的孩童，沒有不知道愛他們的父

母的，等到長大了，又沒有不知道尊敬其兄

長的。親愛父母便是仁，尊敬兄長便是義。

為了使人們確信人性本善的結論，孟夫子進

行了論證，提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四種心向。此四種心向乃是仁、義、

禮、智發生的根源。而人的四種心向所產生

的仁、義、禮、智四種品德是屬於善的品

德。因此，人的四種心向是向善之心向，而

人之向善之心向是根源於人性的，由此可

知，人性當是善的。孟夫子認為：「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孟子．公孫丑上》）在孟夫子看來，沒

有同情、羞恥、辭讓、是非之心的人，簡直

不是個人。人有這種心向，就好比人有四肢

一樣，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這些美德，

不是由外面給予或施加的，而是人本身就生

而具有的，只不過人們不察覺而已。

從《孟子．梁惠王上》到《孟子．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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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共十四篇，每篇所含的哲理和教導都令

後學獲益良多，終身受用：「挾太山以超北

海的不能及為長者折枝的不為」（《孟子．

梁惠王上》）每個人先天都具備成為堯舜的

特質，也有能力讓自己成為堯舜般的聖人，

所以成聖成賢與否，是為不為的問題，而不

是能不能的問題。只要我們願意做，就一定

能做到，說自己不能只是欺己欺人而已。但

堅決要達到這個理想和目標，必須要有成聖

成賢的信心、決心和堅心，才能備發有為，

朝向目標努力，所以成功和失敗都是掌握在

我們的手上。

「浩然之氣」：「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孟子．公孫丑上》）何謂「浩然

之氣」？孟夫子對此也有所解釋：「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

之間。」總的來說，就是一種人生修養，也

是一種秉持著道德的精神狀態，培養的也就

是現今所說的「意志力」。因為浩然之氣是

與仁、義、禮、智為主的「善」之本性相輔

相成的，若是浩然之氣得以蓬勃彰顯，那麼

人的善性就得到體認和昇華。由孟夫子的種

種作為，我們能看到他身上浩然之氣的展

現。當齊王以無禮態度召見他時，他予以冷

冷回絕；在他國君子要送他金錢、財富時，

他仍不忘自己的初衷而謝絕之。用孟夫子

自己的話來說，浩然之氣的最終極表現便

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孟子．滕文公下》）自孟夫子說

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千古名句之後，

那種剛正、無畏的大氣魄感動了多少中國

人，並且也讓許多仁人志士群起效尤，以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為職志。而這其中的

佼佼者，自然非文天祥莫屬。「天地有正

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

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正氣

歌》）這種至大至剛、正義凜然的氣魄，如

此堅強的意志力，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有志

之士，讓人願意為了追求自己遠大的目標，

置個人的死生於度外而永不言悔。

「人格修養」：分別有自我修養和外界

教化。以自我修養為主，「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孟子．告子上》）「求放心」

「勿失本心」就是要通過自我調節和自我修

養來保持未失之本心，找回失去的本心。也

就是說， 通過自我認識、自我反省、自我

改善，提升道德境界，成為一種內在於心的

要求和外在於行的實踐。而以外界教化為

輔，「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

上》）一個人即使有再好的天賦，若不經過

教育和引導，也不可能成才，所以自我修養

是對自己的教育，但外界對其進行教育和感

化也是同樣重要的。

「盡心、知性、知天」：「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

孟夫子認為人性之中含有仁、義、禮、智

四端，是由「心」所控制的，這個心就是

人身中最神妙靈明的地方，也是身體的主

宰，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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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說涵蓋一切天地間的道理，還

能巧妙地因應萬事的變化，因此一個能竭盡

自己本心行善的人，就會明白天之所以要賦

予每個人靈明的人性，就是希望人能用這個

良善的本性行善，能夠做到盡心之眾理而應

萬事，就等於是明白自己的本性；明白本

性，也就是明白心中所具備的理，就是明白

天。所以人操存清淨靈明之心，就可以順理

而不害事，以保持本性，即是順承天理，無

論壽命長短，只是修身待命，則能保全天

賦，即是立命。要做到「盡心知性」這個境

界必須先從盡己之心開始，由盡己之心到知

己之性，再逐漸推展到窮盡所有人之性，以

至窮盡萬物之性。那麼就要從格物致知的功

夫入手，窮盡萬事萬物和人類的稟受，才可

以清楚地明白原來就是上天所賦予的，人物

之性雖有不同，所稟持的理卻只是一個天

理，然而天理的實現，卻要各自的心能做主

宰，以保持純良的善性。人的身體比如一個

小宇宙，可以自行調整管理身體的一切生理

心理的變化，就像日月星辰的運轉、四季的

更迭，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不能妄加更

改。人生在天地之間，也有屬於人應該遵循

的規矩與定律，不能悖逆天理而為所欲為。

簡單地說，人性得自於天為天理，在人為人

性，只有盡心保持善性才不失天理，保有與

天之間微妙的關係，有了這層體認，就會更

珍惜生而為人的可貴與難得，在有限的生命

歷程中，不論生命長短、不計利害得失，但

求竭盡一己之心力，發揮善性，以盡人該盡

的責任，並由此推己及人，使所有的人都能

得到盡心知性以至知天的快樂。

孔聖人、孟夫子的一生致力推行仁政，

力救濟民；竭全力，奮鬥不息，盡其在我。

對己重在知其所當然，就能嚴以律己，盡己

之忠，不怨天；對人重在所以然，也就能夠

理解人，待人以恕，不尤人。如是這樣平日

的一言一行，自然無不合乎道義，並且日復

日年復年，日積月累，能夠自然地培養產生

這崇高的道德境界。生於現今這個道德淪

亡、人心用事的時代，我們怎樣行仁義，怎

樣宏道化世、播揚真理，如孔聖人、孟夫子

那樣學行兼備以待用、將所學的充分掌握並

發揮？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見道成道，將每個

人的性理真傳，每個人的良知良能，做人的

本份宣揚傳達，由自己做起，將道發揚光

大，渡己化人，正己成人。往聖先賢以崇高

的德性來教化我們，我們亦因此而樂意效法

和跟隨。我們從學之中使德行臻於完美，校

正一個人性行為的偏失，所以教育是何等重

要，而受教的亦要勤學才能覺，覺才能開

悟，以達至成聖成賢、成仙成佛之路。

感謝天恩師德，前人慈悲、各位點傳

師、講師、導師及一班前賢大德的苦心成

全，讓我們能夠順利完成《孟子》經學班的

課程，希望今後能學以致用，以「讀聖賢

書，體聖賢志」的心懷肩負起弘揚真理與道

德的使命。如恩師慈悲就像蠟燭一樣，燃燒

自己，照亮他人。如果因為我們的努力能夠

讓人改惡向善，能夠讓人轉識成智，能夠讓

人超生了死，縱然是受苦也苦得甘甜。

讓我們大家效法聖賢仙佛、道場的老前

人輩、前賢大德一點一滴去做，去影響後

人，也朝往聖先賢的目標而行，更為達到世

界大同之理想而努力！



32 博德57期 專題

壹、前言

恩師慈悲：

心法得理貫穿，萬事無礙，心無罣礙；

止善處性歸一，萬善慈懷，行真寬懷；

一念靜正法信，萬般自在，智慧常在；

境界超為無為，萬德品栽，慧覺蓮栽。

值此末法時期，千門萬教齊發當下，最

易引發人們好奇的心態，四處尋求神蹟、訪

求具神通的師父，終日奔波，不知所止。有

鑒於這種亂象叢生，恩師為年度法會慈賜

「心止一境」班名，意即要我們這班弟子，

心能定靜安，意能虔誠不已，不要三心二意

起妄念，不要攀緣亂竄，要堅定心志，常懷

慈悲，緊守一脈相傳的真道，認清一貫相傳

衣 的意義，方不負上天大開普渡的恩德。

貳、何謂衣

一、衣 為出家人重要的法物

五祖云：

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

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

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

衣指袈裟， 是出家人用來盛施主供養

食物的食器，在佛法中著衣、飲食，一切用

具不僅是法器，更代表著佛法，代表著自

性。

《金剛經》中就記載：「爾時，世尊食

時，著衣持 ，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 。洗

足已，敷座而坐。」短短數語，道盡僧團生

活的戒律，連尊貴的世尊，亦是如實的遵守

奉行，午時將至，即著袈裟、手托 ，入城

次第乞食。其中的袈裟有不正色、壞色、染

色的意義，聚集眾色表示能調合、合作的意

義。又因其形狀為許多長方形割截的布塊，

如田畔般縫合而成，又稱為福田衣，表示要

勤耕心中的福田而不懈怠。乞食時，不是一

衣
◎楊慶和

專 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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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供養的，而是依序乞食七家合成一 飯。

中的飯菜是混雜的，不分貧富、不論菜

色、多寡，都能歡歡喜喜的與眾生結善緣，

處處在在，都示現修行的工夫。

就如詩云：

若見空 ，當願眾生，其心清靜，空無煩惱。

若見滿 ，當願眾生，具足智慧，圓滿善法。

二、衣 代表師承的信證

達摩祖師云：

內授法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衣 的授受即代表著心法的傳承，成語

「衣 相傳」就是來源於禪宗為了續佛慧

命，把正眼法藏和衣 以單傳的方式授予弟

子，這就是「衣 相傳」。中國禪宗師徒間

道法傳授，常常舉行授予衣 的儀式。如中

國禪宗初祖至六祖師徒間傳授道法，常賦衣

為信物，稱為「衣 相傳」。後來「衣

相傳」作為一個固定成語，泛指一般師徒間

學藝上的繼承，也比喻思想、學問、技能等

方面的師徒相傳。

明初畫家、詩人徐賁曾作詩，贈送給友

人慧古明上人，表達詩人對友人的讚美之

情：「聖凡同有體，飲食必藉器；如來制

石 ，匪特傳法器。偶因受餘光，相承成舊

事；遂令後代爭，紛紛起嗔戾。我願過量

人，要識拈花意。」不管聖人或凡人，都有

軀體，都要吃飯喝水，因而就必須借助於一

定器物。所以，如來以 為食器，並不是為

了傳法嗣的。如《金剛經》所云，如來到吃

飯時間，持 到舍衛大城乞食，此即「制石

」之意。

而到了東土禪宗傳法嗣時，往往以衣

相驗，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世世相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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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致使後人為了獲得正統地位，紛紛搶

奪衣 ，引起無數爭端，如六祖惠能得到五

祖弘忍所傳衣 後，南行途中，被人追殺不

已，數次命危旦夕之間。世尊在傳承時，就

特別叮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付囑摩訶迦葉。」可見，唯有器識深遠的

人，才能體悟衣 傳承的真實義。

參、一貫天道衣 的殊勝

一、正法眼藏的妙法

二千五百多年前，世尊在靈山會上，拈

花示眾。那時，與會大眾都默然，不知所

以，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就說：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

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呵迦

葉。」這授受衣 表示明白了正法眼藏之妙

法，代表明師天命傳承的信證、心法薪傳的

印可。這心傳妙法，正如我們當時求道時，

點傳師代替　師尊師母點開玄關竅般那麼的

殊勝玄妙，四祖道信大師亦云：「百千法

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頭。」所

以，既已得蒙　天恩師德，玄關一指，當要

善加護持，昔日堯帝傳承予舜帝時，就告誡

說：「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叮嚀舜帝若不

能護念寸心，不能抱守初心，以私心慾望配

身行言說時，是無法得到上天的護佑。而

舜帝傳承給大禹時，也是這般告誡的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精是明白真理，心念純靜無雜質；一

就是能誠心抱守、志心無二，如此惟精惟

一，即能反樸歸真，達到明善復初的功用。

古詩云：

心法聖宗古難聞，明心見性諸法王；

若非天命明師傳，出離生死登天難。

此詩說明了自古不輕傳的心法，現今

蒙　上天恩典，普渡三曹的因緣下，得道四

難終於一一不復存在，能得到自古不輕傳的

一貫天道衣 。得道之後，要緊守金線，終

身不退轉，如六祖云：「善知識，後代得吾

法者，將此頓教法們，於同見同行，發願受

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

法。」大家同心協力，將此聖道傳播萬國九

洲，廣渡有緣眾生同登法船。

二、一燈燃百千燈，

　　燈燈相傳，法脈無盡

有一個老和尚在垂暮之年，他想把自己

的衣 傳給一個弟子。可他的眾多弟子中有

三人悟禪極深，老和尚一時難以選擇誰為傳

人。

一個暮色蒼茫的傍晚，老和尚猜到自己

的壽命將止，該到他決定繼承人的時候了。

他叫來三個弟子，吩咐他們出去各買一樣東

西，看誰買的東西既便宜又能塞滿禪房。

老和尚給了弟子們各人一枚銅錢後，有

兩個弟子出去了，可是另外一個弟子卻端坐

在老和尚身邊打禪，沒有行動。

不久，有一個弟子回來了。他告訴老和

尚，他已買來了幾車的乾草，足可以添滿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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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了。老和尚聽後，搖頭蹙眉，非常失望。

接著，另一個弟子也回來了。只見他從

袖子中取出一支蠟燭，然後把蠟燭點燃。老

和尚見狀，口念「阿彌陀佛」，臉上露出了

非常滿意的神色。

這時，老和尚把目光盯向了他身旁的

弟子。只見那弟子起身，將銅錢還給老和

尚，雙手合十說：「師父，我買的東西就來

了！」說完他吹熄蠟燭，禪房一片黑暗，那

弟子將手指向門外說：「師父請看，弟子買

的東西已經來了！」師徒面向門外望去，只

見東半邊天上，一輪滿月剎那間從地平線上

躍出，冉冉上升，金色的月光照進禪房，禪

房裡灑滿光輝，一片通明。老和尚驚訝得半

晌無語。禪房裡一時寂靜非常。

許久，老和尚才問打禪的弟子：「你何

以想到此法？」弟子雙掌合十謙恭的向師

父，說：「乾草固然能裝滿禪房，但卻使禪

房不潔而黑暗，雖價廉而實平庸所為；蠟燭

小如手指，不值一文，然燭光能充盈禪房，

買燭者非上智而不能為也！」弟子沉吟片

刻，神情肅穆，繼續道：「月光既出，玉宇

澄清，月光可謂九天中最無價之物！月光為

何物？月明則天明；天明則地明，天明地明

則心明；然佛明四宇，佛明我心，可見月光

乃我佛也！今我不取一文得到我佛，只因我

心中有佛光！」

老和尚聞言，脫下袈裟披在打禪的弟子

身上：「你心中的佛光，乃上智中之至聰至

慧者也！」老和尚選到了傳人，我也悟出了

生活的禪意：心中的佛光，誠如我們生活中

的快樂美滿、幸福溫馨，乃至一切的真、

善、美⋯⋯。原來，只要我們心中裝有快

樂、幸福⋯⋯，生活就會像月光毫無保留地

普照我們的心裡，從而讓我們遠離煩惱、憂

愁、沮喪、消極⋯⋯。

《維摩詰經》云：「無盡燈者，譬如一

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燈代

表智能、光明、妙法、真理。我們學修道就

是要以信心為燭，以慈悲為油，以念為器，

以光為功德，點亮自心的明燈，以照破無始

以來的無明煩惱，並協助將眾生的心燈點

燃，一同達到真善美的境地。

恩師慈悲：

何謂道燈傳何要，大道無為傳何妙。

道者自身之內涵，燈者謹身行功苗。

傳承二字非是位，傳承本是延續造。

學道的要務，就是要點亮心裡的燈光；

外面的燈光縱使再亮，但是照不到自己的內

心，唯有點亮心中的般若之燈，才能照亮自

己，照亮別人。古德亦勉勵我們說：「心燈

一點無極光，真空妙有萬般藏，菩提自性從

中現，薪火相傳永無疆。」所以，今天幸得

衣 傳承，除了感恩，更當報恩，不論我們

身擔的聖職是辦事員、壇主、講師，甚至是點

傳師，都要為共辦道燈傳承的大事而努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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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淺談「校園輔導工作」

面對正處在失敗、沮喪之中的朋友，

我們大多想以反面立場勸說，「不必這麼

執著」、「勝負只是一時，下次再重新出

發」、「世事無常，勝敗非操之在我」。

但，面對躊躇不前，或者沒有學習動力，沒

有冒險精神的朋友，我們的勸說台詞則轉

到另一個方向，「人生要有目標，堅持下

去」、「不踏出第一步，就只能活在自己的

象牙塔」、「不管結果如何，一定要秉持運

動家的精神，有始有終」。這些像是人生準

則，又像勵志格言的說法，真能有效勸慰對

方？對方果真如自己所想的那般心情？有些

心理學家語出驚人地說，沮喪是正常的心理

狀態；人身上的正能量反而讓人過度壓抑自

我；看似行為思想怪異的人，也是某種意義

下的正常人。這讓人墜入五里雲霧中，不知

該挑什麼話，以對立說法使其折返原樣，還

是以任其發洩皆稱是，或來突發一場爭辯一

◎戴山

處事錦囊

起看透勸慰的技倆？

人不只在聆聽及鼓勵著朋友，也藉著當

時的情境，學著如何面對別人的情緒表達。

只是，這時我們是否即刻自省，聆聽與鼓勵

是為了扮演某些角色（心靈導師、觀看他者

痛苦的旁觀者、道德的審判者⋯⋯）？是來

自輔導手冊所要求的處理原則？還是對於某

種美好的社會關係的想像？這是我個人在輔

導學生時的困擾，不過，就算是平常朋友間

的勸慰應該也會遇上這類的自我質疑。現代

人處理心理問題不靠聖賢書，也不靠長者的

經驗智慧，靠的是心理學、教育學專業知

識、取得證照的諮商人員，再加上晤談室、

輔導中心、診所，最不濟就是依靠一些心靈

叢書。所以，我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關

心別人的內在世界，更想了解它，甚至幫助

它回到「正常」。漸漸地，這也帶來一些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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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效果：心理輔導變成儀式，雙方還未進

入交談時便已知道如何應付這類的互動。若

遇到較常接受輔導的學生，更讓人覺得自己

黔驢技窮。為此，我曾將輔導工作「自然

化」，就是藉著不期而遇，雙方在沒有明顯

的角色設定下（除了師生的身份外）閒話家

常。也許這是去標籤化的作法，效果如何，

迄今難以得知。

現代人對自己與他人內心世界的在意程

度有增無減，而且制度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

用（諮商師證照、輔導單位、諮詢中心、線

上填寫的量表、問卷、心靈提升的課程等

等），造成一個新興的現象是，學生對心理

諮詢的需求似乎也隨之增高。是否會逐漸形

成一種兩相強化的循環，尚難定論。但是，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現代人相當堅持對自己

及別人的行為期待，就算是進入諮商室，我

們仍舊期待一次、兩次或多次晤談之後會得

到某程度的療效。堅持自己的期待（不論是

正向或負面的），也許是我們對抗無常世界

的方式，不過要付出的代價是挫折感以及由

此累積而成的退縮的或躁進的人生態度。

生活中有明顯的、很客觀的、甚至是寫

下來的，像是流程圖一般循序安排的期待，

就像小孩子從知道郊遊的日期之後，無時無

刻不在期待，而且還看見同班同學的期待，

因而更加強化自己的期待。最後，這樣的期

待讓人亢奮、快樂、生活有所寄託。不過，

還有一種隨時發生著的，很難自覺的期待，

例如站在月台上，我們自然地會相信火車即

刻到站；傳簡訊之後，接著便可知道對方已

經讀過，或對方會回覆。這是一種想當然爾

的期待，是一種未來心，非自覺的，會將我

們的當下存往外延伸。因此，現代人無時無

刻都在經歷著失望或是理所當然，而且不

少這樣的經歷還會被強化，變成「別人應

該」：學校應該預先通知家長；火車班次應

該準時；對方應該接電話 ...。不難想見，當

世界不隨著應然期待而運行時，人變得易

怒，也變得更焦慮。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觀看自己每個念頭中

所牽動的一小段未來，也就是期待，並且告

訴自己，下一瞬間是充滿可能性的，可以期

待即將到來的驚訝。所以，對我來說，在校

園裡與學生相遇，在每次對話中創造一些新

的身份，與想當然的世界產生距離感，就是

一次成功的輔導，至少是輔導我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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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千
手
千
眼 分享──參加全台青少年暑

◎曾詮智　◎攝影　曾介正、曾介亭、黃銘毅、林沅睿

在分享後學參加今年全台青少年暑期國學

營學習心得之前，要先說個小插曲。後學今年

暑假是有去報名暑期兵役的，原本以為當兵會

跟國學營撞期，但是後來發現，時間剛好相差

大約一個禮拜。感謝天恩師德，讓後學能如期

參加營隊。這次的課程與活動，都相當精彩，

可見講師前賢、策畫小組以及主辦單位都非常

用心。經過這次營隊的洗禮，後學學到了很

多，自己也算是成長了不少。

在「吃虧是福」這堂課，講師在上課前，

帶了一個小遊戲。讓學員們分成好幾組，並且

以抽卡的方式將自己的「佛像卡」洗乾淨，並

用道具卡弄髒別人的佛像卡，最先將三尊佛像

洗乾淨的組別即為優勝。一開始，後學的組別

完全依照遊戲規則說的，洗乾淨自己組的佛

像，並破壞別組的佛像。但是，無奈運氣不

好，抽不到好卡，別的組別又一直攻擊我們

組，戰況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利。這個時候，輔

導員提出了一個主意：「幫助其他組」。

「幫助其他組？」後學一開始對這個建議

是相當不能理解，但還是照著輔導員的意思去

做。說也奇怪，從這個時候，我們就一直抽到

好卡。而且漸漸的，我了解輔導員的想法了。

規則說，洗乾淨三尊佛像，大家都搶著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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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國學營學習心得

的佛像，但是心念一轉，我們洗別人的佛像也

可以啊！我們吃一點虧，成全別人，他得到勝

利，我們也玩得開心，不就是所謂的「吃虧是

福」嗎？遊戲沒獲得勝利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反而我們組因為這個創新的想法，讓講師跟其

他組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會，各個大隊要依抽籤抽到的道

歌內容演戲。更特別的是，從劇本到道具，所有

的東西我們都要自己去想。期限只有一個下

午，因為時間緊湊，我們甚至將吃晚餐後的休息

時間拿來排演，還差點連道具都弄不出來。雖說

準備的時間不夠充裕，但是演出過程卻相當順

利，大家都將自己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最

後，我們這組甚至拿到最佳獎。這份榮耀喜悅

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因為在思考創作劇本

的過程中，其實有相當多的意見衝突，結果經

過大家理性討論溝通，達成共識，才完成劇本。

後學在國學營，玩得相當開心，更是獲益

良多。這次營隊是靠著許多人的付出及努力，

才得以順利進行。對於這群無怨無悔的工作人

員，不論是活動組、文書組、機動組、服務

組，甚至是廚房前賢⋯⋯都是發揮了犧牲奉獻

的精神，我們才有這麼好的環境可以學習。在

此讓後學致上最高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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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尹國偉

通天鑰匙（三）

卦配對相同，保留後天八卦以坎離為主導，以

艮卦為始為終，中央的太極陰陽雙魚圖就變了

明明上帝的佛號，以其無量清虛，至尊至聖，

為三界十方，萬靈真宰。雙魚變了「精一」和

「執中」。可謂先天不離後天、體用兼備、聖

凡雙修。

《彌勒救苦真經》曰：「雲雷震開戊己

土」， 雲者水之源，雷者火之本，雲雷是水

與火最精秀之原態，純一而無雜，謂之真水真

火，人性之中真水真火俱全。孟子曰：「民非

水火不生活」。老百姓生活需要水火，宇宙

萬物之萌動亦有賴水火，雲雷屯，物之給生

也；萬事萬物之功成果滿也是水火，水火既

濟，有過物者必濟。震者，動也（Enlighten, 

Initiate）。雲雷震開戊己土，真性經過點傳師 

（Initiation Master）一指點後（Enlightened）

開始在戊己中土上萌動，因此求道之後必須要

（三）白陽八卦之方位，以坎、離、坤、

乾排列為四正，以巽、兌、艮、震排列為四

隅，謂之後先天。後先天八卦結合了先天和後

天八卦而成為另一卦體排列，把先天八卦右旋

90度就是後先天八卦，四正、四隅與先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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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執厥中，返本還原於自性真如。成「返本

圖」。

簇，四象和合，先天八八圖教人防危慮險；後

天節氣圖，教人依世法而修道法，性命一家，

精一者也。《道脈圖解》曰：「人自有生以

後，陽極陰生，五行錯亂，陰陽不交，彼乩戕

害，真者埋沒，假者張狂，七情六慾，般般俱

有，五蘊八識，件件皆全，百憂感其心，萬事

勞其形，以苦為樂，以假作真，本來面目全

失⋯⋯。天有好生之德，借神龜泄露返還之

道，使人人歸家認祖，在性命根本上著腳耳，根

本在於何處，即中五之中」，執中者也！

從獻供禮體會到後先天八卦如何盡心、知

性、知天。獻供禮為體之呈現，體為己身之兆。 

獻供禮：

乾道、坤道站班兩旁靜觀而不動；

上首、下首執禮人員主導整個獻供過程；

四位獻供人員把供品獻上佛檯； 

一位供果人員傳遞供品。

精一者，心止一境，此境無量清虛，退藏

於密，乃自性之本體；執中者，使心同然，同

於理，同於義，所謂有理走遍天下，放彌六

合，乃自性之大用。在形而上之心性上用功

夫，越過了傳統由太極二氣為入手，是盡心了

性的上乘法。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性
退

放

合 密

藏

彌

六於

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能盡

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之道；

能存心養性就可以奉行天

道而無違；能修身以全其

天所付予的天命，即使個

人生命是長是短也不再需

要疑慮，自能安身，自能

立命。

後先天者渾然先天與

後天，陰陽合一，五行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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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供品每次以二數，進之以

盈，退之以虛，中道而行；

先獻一水一茶，代表二氣上清

下濁，

再獻五杯茶代表五行，

再而獻果廿五盤為圓滿，河圖

天數二十有五，以五為中道，

廿五盤果，直橫斜皆為五數，

中道者心之正也。

 

獻供禮莊嚴肅穆，以恭敬

虔誠之心，戒慎恐懼，一舉

手一投足如臨深履薄，敬以

直內，以謹固牢藏之敬 至中

至正、不偏不倚之直，率性而

為，天人合一，自然之道。

如果把獻供禮代以卦爻象

來表述，從太極中立身、盡

心、知天、了性。《繫辭上》

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以一

陰一陽代表兩盤供品，首獻天

地，依次下手居中獻茶彌勒祖

師，再依序上手居中，下手居

中⋯⋯獻五行供品，成水火既

濟卦，水性潤下，火本炎上，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既濟者

通亨也，功圓果滿。事之巳成

也。  

獻供圖二

獻供圖一

下首

執禮人員

上首

執禮人員

供果人員

獻供人員 獻供人員

獻供人員 獻供人員

坤道排班 乾道排班

〈一陰一陽〉

〈離下坎上，

　水火既濟〉

〈四正，四隅〉

乾
（乾道站立一旁）

坤
（坤道站立一旁）

地 天

下首居中
上首居中

下首居中
上首居中

下首居中
上首居中

離
（上首執禮）

坎
（下首執禮）

震
（獻供人員）

艮
（獻供人員）

兌
（獻供人員）

巽
（獻供人員）

中
（供果人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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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供禮是全體同修同心同德之成果，堅守

著不偏不倚，中正之道。但要謹慎，恐防始治

而終亂，彖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

亂，其道窮也」。故先聖教人允執厥中，防患

於未然，因為盛衰相因，治亂相隨，意味功圓

果滿之後便要復還缺損，要執中，要精一 在

無有終止的修持路上精益求益。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

從請壇禮體會到後先天八卦如何存心，養

性，事天。請壇禮為用之實踐，用為應事之

端。

太
極
坎

離

子

午

水

火

虛

星

冬
至

夏
至

大
雪

芒
種

小
雪

小
滿

立
冬

立
夏

霜
降

穀雨

寒 露

清明

秋 分

春分

白 露

驚蟄

處 暑

雨水

立
秋

立
春

大
暑

大
寒

小
暑

小
寒

昴

房

女

柳

胃

氐

牛

鬼

婁

亢

斗

井

奎

角

危

張

畢

心

室

翼

觜

尾

壁

軫

參

箕

壬

丙

癸

丁

交
之

交
之

交
之

交
之

春
冬

秋
夏

冬
秋

夏
春

金

木

辛

乙

庚

甲

亥

巳

戌

辰

酉

卯

申

寅

未

丑

乾

巽

兌

震

坤

艮

請壇詞之妙締，導出位至中至正，萬物載

生之本源，為育化萬物之母。二十八宿位置於

天地外環護持整個法壇。震卦為雷，巽卦為風

與東方白虎，西方青龍各顯其威嚴大用。時日

火 禮 水

義 仁

地 智 風

中

後先天八卦

 離 坎 乾 坤 艮 震 兌 巽 中

 日 月 天 地 山 雷 澤 風 土

 上 下 剛 柔 地 火 水 風 戊

 禮 智 仁 義     土

 上 下 乾 坤 獻 獻 獻 獻 供
 首 首 道 道 供 供 供 供 果
 執 執   人 人 人 人 人
 禮 禮   員 員 員 員 員

〈四大假合〉己

〈根之於心，施於四體〉     〈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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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元會運世，大小周天，莫不根於乾坤二

氣之運轉。八卦、九宮、十二地支、十天干、

五行、四方、二十八星宿、四季、二十四節氣

等⋯⋯無不依此二氣而生變化。人生於世，基

於宿世因果業力，元辰乃人之本命，應某宿某

度之時日月年而生，命運各異，雖有十二元神

之別，但各個皆俱稟受於天之本然性分。三天

大事，天人共參，請壇詞警惕要循規蹈矩，切

莫冥頑，遇難救難，遇災除焉，遇善相助，遇

事相辦，祈以義方外，變化裁制合道合義之

行，自然生成，如就拜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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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佛堂每逢初一、十五，都有獻供、請

壇禮，一年十二個月即有廿四次。當中三月、

六月、九月、十一月初十五是春季、夏季、秋

季、冬季大典，近似四時、廿四節 之分配。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從獻供禮

和請壇禮可以完全體現萬物皆備於我。再曰：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後的幸福人生就

是靠自我的切實修持。

從叩頭禮體會到後先天八卦如何安身、立

命，個人切實修持。孟子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世

人跪在佛前目的多是求神問福，向龜投錢幣求

好運，或借龜殼之靈驗來斷災祥、求趨避，但

聖人告訴我們求在我者也，自己本性上所擁有

之德性。

叩頭禮是敬天地禮神明，懺悔,謝恩等禮

儀，亦是個人修持的部份，一起一伏皆有其規

律，鍊形歸氣，自然呼吸，隨著升降有序使氣

在體內周行，調節精神情緒，調適五藏，促使

血脈暢通，鍊氣化神。安定心寧，回復本來清

靜無染之自性常態，煉神還虛。全乎一片真

誠，如龜之靈，潛心調息天地之氣，個人的小

周天與天地宇宙的大周天同步呼吸，貫通心性

天道天命之自然，天與人融合為一體。

前賢大德修性而命立，因心之正而現於叩

頭禮時處處表現崇敬，自誠明也；凡夫的我以

叩頭來約束自己，制心一處，先修命而後修

性，自明誠也。每年班期前人都會親自示範和

教授我們正確的叩頭禮，可見叩頭禮對修持之

重要性。

至今霧霾現象未見有多大改善，但晴天朗

月已重現於我們天道兒女心中，隨著道務宏

展，萬國九州亦一樣見到晴天朗月。隨著前人

和眾前輩點傳師的腳步，我們將會遇到更多燦

爛的笑容，繼往開來，傳承天道道脈，延續天

命金線，在同一天空下，不同角度，呼吸新鮮

空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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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章節要旨〉

這一段共25字，述說觀自在菩薩修行的

法門丶境界丶成就及功能，既是整本心經的概

論，亦總說出佛學的修道精神及宗旨，可以

說，每個字都是密語，甚深微妙！

〈要句註解〉

1. 觀自在：觀自在是觀自在菩薩的名號。

觀自在是梵文A v a l o k i t e ś v a r a的意譯，

Avalokiteśvara是由兩個梵文avalokita＋

iśvara拼成，avalokita意為觀照，iśvara意為

自在。唐玄奘法師意譯為觀自在。近代考

古證實，在梵文古本中，觀自在菩薩有兩

種不同的名號，1927年新疆出土的古抄本

中，以Avalokitasvara為觀音菩薩的名稱，

Avalokitasvara是由兩個梵文avalokita＋svara

拼成，avalokita意為觀照，svara意為聲音，

早在南北朝時，鳩摩羅什法師譯為觀世音，

應該就是這個版本。

2. 菩薩：菩薩，即菩提薩埵（梵文bodhisattva）

之略稱。菩提（ b o d h i）意為覺悟，

薩埵（ s a t t v a）意為有情，菩提薩埵

（bodhisattva）即覺悟的有情眾生。

3. 行深：修行甚深。

4. 般若：般若是梵語prajñā的音譯，讀作「波

野」，意為智慧。佛學指出：人的痛苦與局

限的來源，是人本身缺少智慧，因而做錯行

為，就要為行為的錯誤與不恰當，償付代

價，叫做業報。因此，成就般若便能「度一

切苦厄」。

◎美國　梁道禮

《心經》感悟（一）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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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羅蜜多：波羅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

譯，意譯為「度」、「到彼岸」。由於波羅

蜜多是形容詞，可意譯為圓滿的，完全的。

6. 時：時侯。

7. 照見：觀照洞見。

8. 五蘊：蘊是梵文skandha的意譯，又譯為陰

或聚，有積增聚合的意思。五蘊即色蘊、受

蘊、想蘊、行蘊和識蘊。色蘊是構成物質世

界的基本元素，受、想、行、識四蘊，是構

成有情精神作用的元素。

9. 空：空是心經的主題，是佛學的重要「概

念」。空是梵文Śūn'ya的意譯，音譯為舜

若。Śūn'ya是數學上的零，它的含義是無或

空。心經的空，是梵文Śūnyatā，意譯為空

性，音譯為舜若多。Śūn'ya作為名詞或形容

詞，而Śūnyatā作為抽象名詞，強調狀態或

性質的意思，可意譯為空的狀態。

10. 度：度過、解脫。

11. 苦厄：痛苦困厄。

〈白話翻譯〉

觀自在菩薩，觀修般若波羅蜜多這個法

門，由於修為甚深，圓滿的般若智顯現出來

了，觀察到五蘊（物質、色身及心識等）都是

非有，照見五蘊的本質是空。由於照見五蘊皆

空，對世間一切無有執著，打破了以往一切由

經驗而形成的相對的觀念見解，因而安然度過

世間一切的苦惱困厄。

〈心得分享〉

1. 心經的出處：
心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簡稱。般若



47博德57期小品

小
品

波羅蜜多心經，翻譯自梵文

PrajñāpāramitāH dayasūtra。Prajñā音譯為般

若，意為智慧。Pāramitā音譯為波羅密多，意

為圓滿的、徹底的。Hr.daya意譯為心，原義為

心臟，在此是心要或精粹之意。Sūtra意譯為

經。

心經分為廣本及略本兩種。廣本具有序

分、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現在

流行的玄奘譯本是略本，共260個字，亦即是

道學院所用的版本。由於心經是記述觀自在菩

薩教導如何修習般若波羅蜜多，不是由釋迦牟

尼佛所說，故不稱為經。支謙譯本稱為《摩訶

般若波羅蜜咒》。梵文本中，又稱為《般若波

羅蜜多心陀羅尼》，藏文本稱《薄伽梵母說般

若波羅蜜多心要》。但是漢譯本中，因漢地習

慣，重要經典皆被稱為經，故被冠上「經」

字。

另外，有學者認為，《心經》經文結構之

來源，大部分出於《大般若經》第二會觀照品

第三之二，即《大品般若》習應品第三。

「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一段，出

於《大般若經》第二會功德品第三十二，即

《大品般若》勸持品第三十四。咒文則出於

《佛說陀羅尼集經》第三卷，般若大心陀羅尼

第十六。故《心經》是出自《般若經》的精

髓，附加密咒真言，同時奉請觀自在菩薩為其

說法主，才完成現今《心經》組織的型態。從

這個角度來說，《心經》是由釋迦牟尼佛所

說。（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摩訶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

3. 空是數學上的零：
空是梵文Śūn'ya的意譯，音譯為舜若。

心經的空，是梵文Śūnyatā，意譯為空性，音

譯為舜若多。Śūn'ya作為名詞或形容詞，而

Śūnyatā作為抽象名詞，強調狀態或性質的意

思，可意譯為空的狀態。

Ś ū n ' y a最初的意義，是數學上的零

（〇），〇的含義是無或空。換言之，〇是有

意思的，它表示無或空的。〇顯示一方面是

有，一方面是無，所以，數學上〇這個概念，

轉為哲學上的用法，作為討論世界存在的概

念。

3. 度一切苦厄：
「度一切苦厄」，這句在梵文本是沒有

的，是玄奘大師翻譯時加上去的。這是玄奘大

師的慈悲，一方面鼓勵去讀《心經》，可以度

一切苦厄；另一方面將佛教的宗旨加上去，一

切的苦都是源於執著，而佛學正是處理這些痛

苦執著，渡一切苦厄，不失其宗。

4. 般若無形相：
六祖云：「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

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般若無形相，空亦無形相，經驗是永遠見

不到「空」的，「空」是指示性的表達，惟有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才能「照見五蘊皆

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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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文章「被需要是幸福的」，文中提

到：台灣某雜誌曾針對高中到大學進行「生命

教育」大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半數的高中生、

大學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超過四分之

一學生「有過輕生念頭」；還有許多學生認為

「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意義」，顯示台灣的年

輕人迷航在人生的道路上。但我相信：用同樣

的問題，去調查其他國家的高中生及大學生，

答案也可能差不多吧！

何謂「意義」？作者認為：意義就是發現

自己的「存在價值」。認為某個人需要你、重

視你，認為自己發揮的功能很重要，對別人有

影響力，這些都是「意義」。而事實上，人人

都希望感覺到自己是個有用的人，每個人內心

深處都希望自己對團體有所貢獻，被他人所需

要。有位醫師說：「很多人勸我不要看那麼多

病人，但其實不是病人需要我，而是我需要病

人才對：病人喜歡我、需要我，我會覺得自己很

有用。」也就是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需要。

文中也提到：當一個人無法發揮內在價

值，又無法獲得眾人重視時，必然在不知不覺

間，內心日漸遭受侵蝕而空虛，終至沮喪鬱

悶。這就是為什麼泰瑞莎修女會說：「最嚇人

的貧窮，是寂寞以及沒人要的感覺。」所以，

被需要是幸福的！通過你的給予，你就成了一

個富有的人；你能分享自己，能為別人付出，

能讓人需要你、感激你，那是非常幸福的。因

為你覺得你的存在有意義，你覺得你的生命有

意義。換句話說，我能服務更多人，我就是更

有用的人，活得就更有意思。每個人一生的言

行，無論好與壞，都會影響到無數人；換言

之，每個人都會使這個世界有所不同。

讀完這篇文章，後學想起一個畫面：公司

◎加拿大　黃潤東

被需要
是幸福的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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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下班，男主人拖著疲憊的身

子回到家中，正想好好坐下來

休息，這時，女主人走過來不

斷述說她今天的遭遇與心情；

女兒抱著玩具跑來，要爸爸

陪；家裡的狗咬著狗鏈也朝著

主人不停搖尾巴；手機又剛好

響起，一位朋友正等在手機

旁⋯⋯相信很多同修都有類似

難道我們不需要佛堂嗎？不是的，我們也需要

藉由從事佛堂的各項學習工作，來了業及了

愿。這些工作就算我們不做，也可能會有其他

同修做，但我們就失去了一次了業及了愿的機

會。所以，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們需要

佛堂，而不是佛堂需要我們去幫忙」。上天慈

悲，前人慈悲，給了我們一個佛堂的平台，讓

我們可以貢獻自己的能力，也可以藉著這個機

會去行功了愿，我們不能僅想著佛堂需要我們

幫忙，其實是我們需要佛堂去了愿與了罪──

前人曾慈悲：「我們都是罪人呀！這世是來了

罪業的」，如果不回佛堂服務眾生，藉著服務

他人，學習慈愛與謙卑；藉著服務他人，一點

一點去除自己累世以來的驕慢與嗔心；藉著服

務他人，發揮自己光明的本性，我們又如何能

順利地走上靈性歸天之路呢？

後學曾發現有些同修求了道之後，對於佛

堂工作的邀請總推說沒空；有些同修剛進佛堂

時很發心幫忙無畏施，但時間一久，慢慢對辦

事冷淡下來，不想去做，不想常回佛堂，也不

覺得行功了愿對自己是很重要的，這樣真的非

常可惜！因為我們今天求了道，老師給我們

一指點，就是告訴我們人人有一個靈明的本

的經驗，當我們因為別人的需要，而被迫必須

先放下自己的需求時，當下的感受，是煩躁惱

怒？鬱卒無奈？還是歡喜感恩呢？多數人此時

一定難以心平氣和地去接受與應對，無明火於

焉生起。然而，修道修心，何不試想：「這是

因為別人需要我們呀！表示我很有用呀！」若

能如此在當下轉念，思及自己正在服務家人與

朋友，肯定自己為他人付出的意義與價值，感

恩及喜悅的心油然而生，便能圓滿一切，皆大

歡喜。

「被需要是幸福的」，被家人、被朋友需

要是幸福的，被眾生、被道場需要，又何嘗不

是呢？清潔、廚務、講課、聯絡、拜訪、成全

⋯⋯每項佛堂的任務與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完

成，師尊師母的道場才能正常運作，也才能發

揮它濟世渡人的功能。我們有機會做，表示前

輩肯定我們的能力，更表示我們在這個殊勝的

大家庭中有存在的價值，誰能說這不是一份幸

福與榮耀呢？所以，儘管這些佛堂工作都是不

支薪水、表面上看不出報酬的，很多同修卻都

能甘之如飴，樂在其中。

其實認真思考，真的是佛堂需要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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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佛性）。也是《中庸》說的「天命之謂

性」，天命就是暗地裡有一個使命，好像天地

一樣，無為無私的奉獻，我們也可以貢獻自己

的能力服務大眾，而藉著這份無為的犧牲奉

獻，讓我們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才，這是何等

的尊貴與殊勝！

尤其在現今的社會風氣中，每一位天道弟

子都應該期許自己成為一股濁世中的清流，就

像一滴清水滴入大海之中，雖然短暫時間作用

不大，但日積月累，持之以恆，必有影響；再

加上集合眾人之力量，影響更大。若人人都有

「移風易俗，捨我其誰」的心志與氣概，相信

「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

同」的理想必能實現！

因此，除了了解眾生需要我們，也要明

白：在道場中，每個人都是很重要的─不單是

前人、點傳師、壇主，每一位道親，不管是乾

坤老幼還是年輕人、中年人，多一個人就多一

份力量，多一份道氣充滿佛堂、影響社會，所

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很多道場中的老菩薩常

說：「我老了，沒用了，沒人需要我」，其實

不是的，前人都曾經說：「我今年九十歲，上

天慈悲，還能講道、辦事，等到有一天，老到

真不能講道、辦事，我起碼還能站班，端端正

正地站在那裡護持佛堂，也能了愿。」護壇功

德無量，亦是了愿。更何況一艘船少了一顆螺

絲釘，整艘船都危險，我們同在一艘白陽大法

船上，道場裡少了一個人、一個道親，都是不

圓滿的。「一個都不能少」，眾生需要我們，

道場也需要我們，我們還能看輕自己嗎？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被人需要是幸福

的」，希望每位同修都有一份心去貢獻自己的

能力、發揮自己的才能，藉著回佛堂服務、幫

辦，幫助自己了罪、了業與了愿，成就自己，

也成就他人，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義與幸福！

健康二三事 ◎編輯組

預防流感∼

這樣戴口罩
才正確！！

棉布口罩：

沒有症狀時，可以戴棉布口罩，

避免接觸到外界的病毒，也有保

暖效果。

醫療用口罩：

當出現感冒症狀時，則需要戴醫

療用口罩，吸水面在內側、防水

面和固定鼻樑的壓條在外側。

活性碳口罩：

通常用來吸附有味道的氣體或有

機粒子，如是預防感冒用，較不

需要配戴活性碳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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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緣奇遇

承蒙天恩師德，前人、點傳師及台灣前賢

們的慈悲成全、苦心栽培，讓十年前開啟的法

會，種下了因緣種子，如今茁長了情誼大樹。

而後學有幸生於修道家庭，早從呱呱墜地便喜

得名師一指點，從小素食，在佛堂長大，才有

這個機緣參與佛堂的法會，學習服務，並與台

灣前賢們交流課後心得。高中那年更是有幸前

往高雄金山道院參加道親班，得到台灣前賢們

的熱情禮遇，且在台南崇華堂飽餐一頓呢！

回首當年高中畢業，後學選擇離鄉背井遠

赴台灣深造，被發派到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

當時後學所有的朋友都在中部和北部，因而甚

感懊惱。後來未料到當初的大快朵頤，卻與台

南崇華堂結下了奇妙的緣分，父母才安心讓後

學圓了出國的夢想。

◎馬來西亞

　葉自誠

起初參與台南青年班，發現這裡的年齡層

竟然是跨越三代，是家庭式共修的模式，後學

曾不知好歹地笑問青年班的「青年」二字如何

定義。本以為青年班的課程會因此而枯燥乏

味，殊不知每個人都有一顆搖滾的少年心態，

懂得跟對節奏抓準時機，該玩樂可以盡情狂

歡，該專注可以即時收斂，不分你我輩分，同

樂共修的默契不言而喻。

在佛堂相處的時光，後學耳聞目睹了台灣

前賢們的濃濃人情味，點傳師親和溫暖，如父

母般指引我們，卻也像朋友般陪我們共同學習

成長，後學永遠記得點傳師與小朋友同躺地板

入眠的畫面，那種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而其他

前賢們更是上行下效，如兄長般呵護關照，無

論是課程與活動，都勇於承擔起牽引帶動的責

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原來這不是空談的理想，大同世界就是

緣・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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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每個人的各司其職、推己達人與潛移默化的

結果啊！

期緣難逢

四年光景，從每週的青年班上課、暑期親

子遊、兒童營、國學營到前人祝壽演出，累積

的每份回憶難以逐個表述，全都化作一份感動

刻在心底。青年班的遠程載送、入秋思鄉時的

邀約陪伴、冬季的噓寒送暖、平日配送到府分

享的美食、夏令營的成全與扶圓補缺、意外受

傷時的默默接濟照料，何等福氣才能換來每個

人的誠摯相待，才讓後學每每回到佛堂，都能

找回勇氣，在異鄉繼續生活打拼。

佛堂不只是物資補給站，也是心靈的充電

站，我們越是想要努力投入付出，越是會莫名

收穫更多的溫情和感動。由衷感激每個前賢的

無畏施，才讓後學有這個信心，帶上朋友一同

參與課程與活動，感染這股道氣，結下這段道

緣。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巧妙安排，畢業後，

後學承諾參與台南國學營與兒童營，很奇妙地

便順利面試上台灣的工作（馬來西亞也有分公

司），簽了一年合約，才有辦法安頓生活，有

機會履行這諾言，也能在台北承德佛堂的青年

班學習一年。

這一年的期緣甚是奇妙，責任制的工作讓

後學常常通宵達旦，但考驗的其實是後學的這

份誠心與決心，是否會因為工作而選擇怠惰，

忘了三不離。真的不離道場很重要，每次回到

佛堂聽課，都能碰巧地當頭棒喝。印象最深的

是一句「悔而不改廢人也」，靜心自省後，才

發現自己遇到的每個境，都源自於自己內心的

哀怨。心中有多少怨，就會有多少苦；心中有

多少恩，就會有多少福。

傳承永續

耗盡緣分來相遇，如今離家也有五年了。

從台南出發，看到前賢們跟隨著徐前人當年漂

洋過海傳道的腳步，再走到台北，體會到每位

點傳師傳承的苦心。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原來厚德之餘仍需親民，才能引領四面八

方離家六萬年的迷徒，而這號召的力量，源自

於佛堂取之不盡的溫情、包容與成全。

陳之藩曾感悟「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

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葉」，而後學之所以能

安於他鄉，不是因為後學是堅強的落葉，不怕

隨風飄零，而是因為後學才是那隻小蠶，有片

桑葉一直護著。在佛堂不愁吃穿，還能靜心聽

講，感受正能量，真的嘗過世間冷暖，方知這

份天恩師德。 

有一種離開，是為了更勇敢地歸來，無論

你在外多久，都要努力找一條回家的路。也許

五年是上天安排好的劇本，周遭發生的一些事

情都在提醒著後學，縱然再多不捨，仍需銘記

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悲歡離合在所難免，給不

起承諾總會失落，只能隨緣，不可攀緣。但願

在這有限的期緣，能在心底留下無限的漣漪。

相信，只要我們都在修道的正途上，以後就不

難再相遇！期許我們這班天道弟子，未來都能

克服每個順逆考，發願奉行，傳承金線，道脈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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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智慧故事

◎陳基安、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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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名陶文濬，因欣

賞知行合一學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再改為陶

行知。在他當校長時，有一天看到一個男生，

用磚頭扔向另一個男生，行為十分危險，經制

止後，並叫他下午三點到校長辦公室。

不到三點男孩就到校長室門口等候，眼神

迷離無光，情緒起伏不定，內心有股能量在暗

暗湧動。沒發洩完的憤怒、錯誤行為的自責、

面對校長責問的恐懼、同學們即將看笑話的羞

愧，還有可能找家長的擔憂，這些負面思緒包

圍著這男孩。

然而這些負面的電波，卻被隔著百米的陶

校長測量到了，他到小店舖買了一包糖果；人

類最感動的教育即將上演。

不改變　只發現

陶校長準時回到辦公室，發現男孩已經等

在那裏，校長笑著掏出一顆糖說：「這顆糖

是給你的，因為你很守信，沒遲到，還提前

到。」眼前這顆糖像一顆砲彈把男孩打暈了，

完全沒明白怎麼回事？接著校長又掏出一顆糖

說：「這顆糖也是給你的，我讓你住手，你就

立刻住手了，說明你很尊敬校長，尊重別人是

最重要的品德啊！」

男孩被第二顆糖徹底擊暈了，隨著那個卑

微的自我隨之倒下，之前的那些負面情緒就四

處飛散。陶校長又說道：「據我了解，你拿磚

頭扔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這說明你很有

正義感，我再獎勵你一顆」。

這時，幾股奇妙的新能量，開始圍繞著男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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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旋轉，良知之燈塔越來越亮。男孩說:「校

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採取這種

方式。」

陶校長在孩子開口前，就收到了新的正面

信息，心花怒放的又掏出一顆糖。「你能知錯

認錯，實在難得，不得不再獎勵你一顆，我的

糖發完了，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回去吧!」

男孩手握四顆糖，眼神充滿著一種前所未

有的光亮，這光芒一直延伸照耀到，很遠很遠

的宇宙邊緣。

教育學家福祿貝爾有句名言：「教育

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這位陶校長做

到了！

雖說「改變，就從跨出第一步開始。」

然而，有時候的「不改變，只發現。」更

見成效！我們不要一味地挖掘別人的短

處，放大其缺點；反而要多發現他人的優

點與長處，如此更能激發其潛能！

在道場，對於大人們，我們需要更多

的「陶校長」啊！

心得及淺見

第一次參加家長會，幼兒園的老師說：

「你的兒子有多動症，在板凳上連三分鐘都坐

不住，最好帶他去醫院看一看。」回家的路

上，兒子問她老師都說了些什麼，她鼻子一

酸，差點流下淚來。因為全班30位小朋友，

惟有他表現最差；惟有對他，老師表現出不

屑。

然而她還是告訴她的兒子：「老師表揚你

了，說寶寶原來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鐘，現在

能坐三分鐘了。其他的媽媽都非常羨慕媽媽，

因為全班只有寶寶進步了。」那天晚上，她兒

子破天荒吃了兩碗米飯，並且沒讓她餵。

兒子上小學了。家長會上，老師說：「全

班50名同學，這次數學考試，你兒子排第40

只有你能欣賞我

名，我們懷疑他智力上有些障礙，您最好能帶

他去醫院查一查。」回去的路上，她流下了

淚。然而，當她回到家裡，卻對坐在桌前的兒

子說：「老師對你充滿信心。他說了，你並

不是個笨孩子，只要能細心些，會超過你的

同學，這次他排在21名。」說這話時，她發

現，兒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滿了光，沮喪的

臉也一下子舒展開來。她甚至發現，兒子溫順

得讓她吃驚，好像長大了許多。第二天上學

時，去得比平時都要早。

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長會。她坐在兒

子的座位上，等著老師點她兒子的名字，因為

每次家長會，她兒子的名字在較差學生的行列

中總是被點到。然而，這次卻出乎她的預料，

直到結束，都沒聽到。她有些不習慣。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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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問老師，老師告訴她：「按你兒子現在的成

績，考重點高中有點危險。」她懷著驚喜的心

情走出校門，此時她發現兒子在等她。路上她

扶著兒子的肩，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她

告訴兒子：「班主任對你非常滿意，他說了，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點高中。」

高中畢業了。第一批大學錄取通知書下達

時，學校打電話讓她兒子到學校去一趟。她有

一種預感，她兒子被清華錄取了，因為在報考

時，她給兒子說過，她相信他能考取這所學

校。他兒子從學校回來，把一封印有清華大學

招生辦公室的特快專遞交到她的手中，突然轉

身跑到自己的房間裡大哭起來。邊哭邊說：

「媽媽，我知道我不是個聰明的孩子，可是，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能欣賞我⋯⋯」。這時，她

悲喜交加，再也按捺不住十幾年來凝聚在心中

的淚水，任它掉在手中的信封上。

一句鼓勵的話，可改變一個人的觀念

與行為，甚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一句負面的話，可刺傷一個人的心靈

與身體 ，甚至毀滅一個人的未來！

在道場、職場、家裡，想讓一個人往

上提昇，就看你我願意不願意多說幾次鼓

勵的話，避免說出負面的話。

就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儘量學習多說

鼓勵的話吧！

心得及淺見

養髮最佳時辰

健康二三事 ◎編輯組

●  晚上11點∼凌晨1點，膽經值班
膽經是走額頭太陽穴的位置可用手掌

微彎成五爪或用梳子，做耳前繞往耳

後梳、再往耳前繞；此時按摩膽經，

還可幫助睡眠。若發現髮際線往後

退，可在壓力大時，在額頭位置、眉

毛上1指高位置做按摩，將手握拳，
用指關節做橫向刺激。

●  早上9∼11點，脾經值班
脾是主要消化器官，負責將食物轉化

營養用於化生氣血。這個時間點，

建議吃個早餐、做個頭皮運動，先刺

激百會穴做暖身，再用手掌微彎成五

爪，從額頭髮際線處由前往後梳，再

往下梳至肩頸，增加頭皮血液循環。

●  凌晨1∼3點，肝經值班
適合好好睡個覺、養肝血，對幫助頭

髮生成很有效，也能避免熬夜造成的

頭髮出油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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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聽過一個故事：有座山上有兩間寺廟，

甲廟的和尚經常吵架，互相敵視，生活痛苦；

乙廟的和尚卻一團和氣，個個笑容滿面，生活

快樂。於是，甲廟的住持便好奇的前來請教乙

廟的小和尚：「你們為什麼能讓廟裡永遠保持

愉快的氣氛呢？」小和尚回答：「因為我們常

做錯事」。 

甲廟住持正感疑惑時，忽見一名和尚匆匆

由外歸來，走進大廳時不慎滑了一跤，正在拖

地的和尚立刻跑了過去，扶起他說：「都是我

的錯，把地擦的太濕了！」站在大門口的和

尚，也跟著進來懊惱的說：「都是我的錯，沒

告訴你大廳正在擦地。」

被扶起的和尚則愧疚自責的說：「不！

不！是我的錯，都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前

來請教的甲廟住持看了這一幕，心領神會，他

認錯未必就是輸

已經知道答案了。

您知道了嗎？往往，我們為了保護自己而

推卸責任或與人爭吵，殊不知認錯未必是輸，

因為認錯不但能表現出個人修養，反省自己激

勵向上，甚至可以化暴戾為祥和。比方發生衝

突，只要有一方能先認錯，戰火必然馬上平息

一半。

人的一生，總會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家庭中，當子女不肖時，我們應該檢討自己

是否未盡教養之責；公司裡，當屬下績效不

佳時，我們應該檢討自己在教導管理方法

上，是否出了問題；社會上，當大家責怪環

境惡劣時，我們應該檢討自己是否就是那個

破壞環境的人。道場上，當問題發生困難時，

我們應該檢討自己是否未盡全力處理之責。

心得及淺見

轉換一下角色，今日的你或許是來日的

我，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也反省自己，那

麼，處理事情的模式將會是另外一番風貌。

渺小的你我或許並無能力為世局扭轉乾坤，

但若每個生命個體能培養勇於認錯、對自己

的行為負責的態度，相信那股內心的安然與

喜樂，將會不斷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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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Elder Koo

◎Translated by the Editors

Discipline and Awaken Myself to Change 
the Old Me, Abide by the Teachings 
Cautiously from Beginning to End

Tao Cultivation is Being Tested 
Every Day

All Initiation Masters, good morning:

Every year, we meet again in the dharma 

gathering. This is really meaningful. We grow up 

day by day. Similarly, we hope our cultivation 

grows day by day.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we always experience ups and downs in our 

hearts, from the day we started cultivation 

up until today. It is difficult to get hold of our 

hearts. Take me for example. From 14 to 90, I 

am supposed to be highly revered with plenty 

of virtues. But I ask myself: How much have I 

improved? Each of us, initiation masters, should 

ask ourselves: Have my cultivation and virtues 

grown like my age?

I think everyone is ashamed, including me. 

I didn’t start to self-reflect until I got sick at 80: 

Why did I get sick? I realized that one’s chi and 

energy are very important. I ca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ao. I came to realize the 

mercy and virtues of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I 

realized their spirit. Therefore, I have been very 

happy for the past ten years. I have been like 

──CTI Dian Chuan Xi Class

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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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a baby learning to crawl. I am not confused, 

and I do not fall. Why? Because when our age 

goes up, our cultivation tends to go down 

and we tend to forget the beginning heart. 

Everyone can become a buddha. But when we 

struggle to reach Buddhahood step by step, 

we experience all kinds of temptations, such 

as the temptations from the mundane world 

and the temptations from all kinds of affairs. 

After experiencing all these, I realized that Tao 

cultivation is to be tested and tortured every 

day. We allow ourselves to get involved in these 

tests and trials, but we are not aware of it. 

Tao Propagation is not about 
Power, nor is it about Right and 
Wrong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I think we initiation 

master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and wary. 

That is because our Holy Teacher selected us 

to help Heaven propagate Tien-Tao. The Holy 

Teacher said, “Tao cultivation is to cultivate 

our hearts; Tao propagation is to do our best.” 

Tao propagation is not about authority; it is 

not about power; it is not about right and 

wrong. The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er is rather 

remarkable. Why can we change the spirit 

of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this. Think about it. Every initiation 

master represents the Holy Teacher. Each one 

of us is to deliver the sentient beings. Why do 

we commit these sins without knowing it? 

Why do we go from bad to worse?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I really feel ashamed. 

Therefo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I put a lot 

of efforts in cultivation. Every day, I repent all 

my faults. When I read the teachings from our 

Matriarch, I want to share these old things with 

you again and again. If you approve of them, we 

should be of one heart and one mind. What we 

cultivate is Tao. What we propagate is Tao. What 

we worship is the Patriarch. What we worship 

is the Matriarch. And we have the guidance of 

Patriarch Jin-Gong,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For 

the past decades, we share the same goal. Why? 

Everyone has his/her future, and everyone has 

his/her history. But we put all of that behind 

us. That’s why we come to the temple, to 

obtain Tao, to cultivate Tao, to follow our Holy 

Teacher. The Holy Teacher may seem crazy 

when He delivers the sentient beings, but what 

He does is extraordinary. We are His disciples, 

not to claim, “This is my temple. This is my Tao 

cultivator.” Where is your Tao cultivator? All of us 

are sinned.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eliminate 

the sins. Heaven kindly offers u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Opportunities increase with each 

passing day, but do we improve our cultivation? 

This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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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eaven’s grace, Master Ji-Gong Buddha’s 

virtue, and Qian-Ren’s kindness, Chung Te Youth 

Group Summer Camp 2018 was completed with 

joy of dharma, learning, and sharing.  All the 

youths and staff had a great learning opportunity 

and had fun at the same event.  At this summer 

camp, we introduced a new set of rules, or perhaps 

easier termed as guidelines, to the summer camp 

youths, for enhancing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for ensuring a harmonious proceeding of the 

camp.  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ese guidelines 

with our readers herein.  We are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guidelines useful, supportive, and 

motivational not just at important temple events 

but also applicable in the daily life of cultivation.

Rule #1:  We demonstrate our 
appreciation.

We  a p p re c i a t e  H e ave n  a n d  E a r t h  fo r 

bestowing us  with  an avai lable  t ime and 

convenient place to learn.  Most of th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either study, work, or attend 

internship during summer.  Some students start 

their school years in early August.  Therefore, it 

requires a certain degree of efforts and balancing 

to find several days of available time to attend 

the summer camp.  Yet most importantly, timing 

is everything.  We all have experienced before 

that even the best plan developed by people 

may still not materialize because of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or unfortunate timing.  Thus, if we 

are able to find time and our plan becomes reality, 

we must appreciate Heaven’s grace.  

We appreciate Earth because Summer Camp 

is held at a place where it is fortunate to hav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ravel, freedom of 

education, safe and sound environment, healthy 

conditions, law and order, comfortable living 

conditions, available temple volunteers, well-

◎Big Sam (USA)

Rules: Summer Camp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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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pe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nd generally 

resourceful, etc.  Earth is also the source providing 

all the elements and supplies allowing all living 

things to flourish.  Earth supports all living things; 

thus, we appreciate Earth’s virtue.

We appreciate Master Ji-Gong Buddha 

for unconditionally offering us all his wisdom, 

knowledge, and encouragement.  Master Ji-

Gong Buddha’s unselfishness is what makes him a 

great teacher – a true Master.  Regardless of how 

his disciples don’t always seem to remember his 

teachings, Master Ji-Gong Buddha would kindly 

and patiently explain the truth, knowledge, 

and wisdom of Tao tirelessly to all his disciples.  

Master Ji-Gong Buddha also uses his infinite 

creativity to align his teaching to accommodate 

various discipl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Master Ji-Gong Buddha’s 

unconditional love towards his disciples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is boundless.  His disciples 

sometimes forget his teaching, make the same 

mistakes repeatedly, and refuse to recognize their 

own ignorance; however, Master Ji-Gong Buddha 

will still teach them, guide them, forgive them, and 

most importantly not abandon anyone.  His true 

wisdom, boundless creativity, unconditional lov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orgiveness demonstrate 

the greatness of Master Ji-Gong Buddha and his 

kindness.  We truly and sincerely appreciate his 

greatness.

活佛恩師慈悲：

一點慈愛　不只是積德種子　更是積福根苗

Master Ji-Gong Buddha’s Kindness:

A bit of kindness and love is not only the seed to 

accumulate virtues; it is also the root and sprout 

to accumulate good fortune.

We appreciate Qian-Ren’s k indness for 

allowing such an important learning opportunity 

to happen yet adapting a modern and creative 

approach for youths living in modern time and 

fast-changing society.  We appreciate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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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 Chuan Xis’ spiritual support as well as them 

serving as righteous role models for the youths to 

witness.  

We appreciate our parents for sacrificing 

much of their resources, including financial and 

time resources, to encourage and deliver their 

children to attend the summer camp which is a 

once-a-year learning opportunity.   We appreciate 

all the support staff, ranging from housekeeping, 

transportation, kitchen, lecturing, etc. for making 

the summer camp a reality.  We appreciate all the 

youths who attend and participate so that we can 

all learn from each, share our ideas, encourage 

ou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support our growth i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Summer camp cannot be a complete learning 

experience if we miss any one of aforementioned 

parties and their support.  

Of course, we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Learning is the true 

spirit of human beings.  If we don’t learn, we stop 

growing.  Stop-growing is the milestone which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decline and eventually 

the arrival of death.  To allow our spirit to be 

eternally alive, we must constantly lear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rule is not just about appreciation.  

Recognition of all  these elements for us to 

appreciate is a first step.  The rule demands us to 

demonstrate our appreciation.  Demonstration 

requires us to have actions, to illustrate behaviors, 

and to affirmatively reveal our appreciation.  

The summer camp is to allow us to learn.  All 

the seniors and staff are executing a harmonious 

event under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with 

one important goal in mind: to allow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learn.  If we truly appreciate all the 

seniors and staff who make the event happen, 

we must demonstrate what we learned through 

our words, behaviors, thoughts, deeds, and 

commitments.

For example, at this year’s summer camp, we 

learned about the heart of Bodhi—referring to 

compassion and wisdom.  Compassion asks us to 

tre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living 

or non-living, with equality and kindness.  We will 

always bring benefits to others and never bring 

harms to others.  Wisdom leads us to determine 

what is true and untrue and what is morally right 

and morally wrong.  Once our minds achieve wise 

determinations, our deeds align with our minds—

so we shall do what is true and morally right and 

we will not do what is untrue and morally wrong.  

We shall follow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and we will never attempt the road to 

evilness and darkness.

To demonstrate that we truly learned from 

the summer camp, our deeds must align with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shared with us.  This 

would be a true demonstration of our appreciation 

for everything that Heaven, Earth, Master Ji-Gong 

Buddha, Qian-Ren, Dian Chuan Xis, le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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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support staff, and many others offer th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with their wisdom, 

knowledge, and sacrifice.

Rule #2: We Respect Our Seniors and 
Fellow Tao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always a heart-warming scene when we 

hav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and staff who 

travel thousands of miles to attend this annual 

event.  For example, over the years, we had camp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Asia, Europe, east and 

west Canada, and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 flew over ten thousand miles to 

attend the precious learning event, i.e. Hong Kong 

and Taiwan.  

Participants subject themselves to endure 

these long, tiring, and expensive travels because 

of  one purpose in mind—they care about 

themselves.  They care about themselves because 

human lives are fragile, short, and unpredictable, 

and they want to maximize their learning, growth, 

and contribution.  They care about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want to learn new knowledge, to 

improve what they knew, to share what they 

experienced, to clarify their wisdom, to serve 

others who need help, and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journey of cultivation, within 

a lifespan of limited time.  They care about 

themselves is to respect themselves.  

They respect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s in 

pursuit of knowledge, wisdom, happiness, and 

enlightenment, unlike the majority of human 

beings whose only focus is all about fame, fortune, 

and entertainment.  They respect themselves 

because lives are short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re rare.  

The average age of camp participants is 

sixteen years old.  If a summer camp participant 

was born twenty years earlier (which would be 

over age) or twenty years later (which would 

be under age), he or she might never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summer camp and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 margin of twenty years is 

truly an insignificant speck within the long age 

of the universe estimated at 14 billion years by 

astronomers.  To perfectly align our existence with 

the tiny window of time within the vast time span 

of universe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 valuable 

learning opportunity is truly a gift from the Heaven 

and the kindness of Master Ji-Jong Buddha.

S u m m e r  c a m p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r e s p e c t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uphold the honorable 

spirit of being a Tien-Tao disciple willing to 

shoulder Master Ji-Gong Buddha’s burden in 

saving others and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to 

salvation, to enlightenment, and to Nirvana.  

The spirit of self-respect transforms into a 

respect of Qian-Ren, Dian Chuan Xis, seniors, and 

fellow Tao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respect Qian-

Ren who overcame days of travel just to be with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for a short duration 

of three days.  After the camp was over, she flew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 to attend 

other temple events immediately.  In fact, her 

cumulative travel time to and from the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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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 is probably more than the three days of the 

summer camp itself.  We respect Qian-Ren for her 

spirit, kindness, care, and unrelenting dedication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summer camp for 

developing a grea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all 

participants.  Qian-Ren kindly respects all the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because she cares 

about them.  Therefore, we sincerely respect Qian-

Ren and her kindness.

We respect our Dian Chuan Xis and seniors 

for their patience and spiritual support which 

serve as important role models for newcomers to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We respect all the temple 

volunteers who spend countless hours with their 

efforts, time, and dedication, to carry out extensive 

preparation and facilitation behind the scene.  

These volunteers clean the spaces for comfortable 

living quarters and bathrooms, prepare meals, 

snacks, and special treats for energetic yet hungry 

youths, provide reliable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for worry-free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take 

photographs for capturing beautiful memories, 

etc.  The deep sacrifice of seniors and volunteers is 

driven by one mission: provide an effective facility 

for our youths to learn, grow, and become wiser.

We respect ourselves because we care about 

ourselves.  We respect our fellow Tao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ause they care about themselves.  In 

turn, we respect them; they respect us; we respect 

each other—because we care about each other.  

We respec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sharing 

an honorable goal—to improve oneself in the 

journey of cultivation.  We respect them because 

they spend three precious summer vacation days 

to live in the temple, attend lectures, practice 

propriety, carry out altar rituals, and participate 

at ac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Besides spiritual 

enrichment, at outdoor activities, we together 

challenge our physical capabilities, mental 

strengths, and teamwork spirits with one objective 

in mind—to learn about Tao and to practice as a 

Tien-Tao disciple.

Article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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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contains many harsh chemicals like 

tar, which is for paving roads, nicotine, which is 

found in the tobacco plant that produces smoke, 

ammonia and many other chemicals that are in jet 

fuel as well as in car exhaust gas!  Imagine that a 

smoker inhales all these harsh chemicals into his or 

her lungs.  No one likes to collect trash nor toxins, 

let alone ingesting them.  Smoking is like inhaling 

trash and absorbing toxins into one’s body.  That’s 

why smoking is the number one cause of lung 

cancer. 

Smoke is an inhalant which is one of the 

four types of inappropriate drugs.  Inhalants are 

substances that block oxygen from entering the 

human body.  This type of inappropriate drugs 

can be found in many things such as laundry 

detergent and many other odors that can be 

sniffed in. Another inappropriate drug is stimulants 

like cocaine and ecstasy and even caffeine found 

in your cup of coffee.  Stimulants make you hyper 

and make your heart go crazy! 

Depressants, like alcohol and heroin, is 

another type of inappropriate drugs which make 

your heart numb and sleepy, and they can lead 

to heart failure.  Hallucinogens, another class 

of inappropriate drugs, affect your mind and 

make time feel faster or slower than the actual 

time.  This class of inappropriate drugs can 

also make you calm but sometimes make you 

anxious.  For example, marijuana is an example 

of hallucinogens.  Unfortunately, many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de recreational uses of 

marijuana legal, and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is 

mind-puzzling.

Like many other inappropriate drugs, if 

people use the drugs a lot or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y can be addicted to those 

◎Tao-One (USA)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Smart Kids 

Do Not Smoke
Advice from a nine-year old to 

other nine-year 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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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I feel bad for those people who use 

inappropriate drugs, including smoking, because 

they know that drug uses are terrible.  However, 

they might be too addicted to the drugs, and 

quitting the drugs can have unpleasant symptoms 

in return like anxiety and nervousness. 

People smoke using cigars,  cigarettes, 

pipes, and e-cigarettes.  There is also a smokeless 

tobacco.  People, who use smokeless tobacco, suck 

or chew the tobacco, then they have to spit a lot 

because swallowing tobacco is dangerous since 

the nicotine can go into the blood from the mouth 

and through the bloodstream.  Some people think 

that e-cigarettes and smokeless tobacco are not as 

unhealthy as regular cigarettes or cigars, but these 

smokeless options or e-cigarettes are just as bad 

and unhealthy for you as well as your loved ones 

around you.

Who doesn‘t like movies?  But have you seen 

the pipes in detective movies or other movies that 

have cigarettes or cigars?   Well some of those 

movie tools do not necessarily contain nicotine 

and they might be herbal cigarettes instead.   

Please don‘t think that they are better, healthier, 

or less harmful.  They can still make you cough 

because of high carbon monoxide generated by 

cigarettes, cigars, pipes, and smoke products.  

Carbon monoxide is a form of cooking gases.  It 

is odorless and colorless, yet it can kill people 

because it is poisonous.

 

Want to play soccer, baseball, basketball, or 

any interesting sport?  Just don’t smoke because 

smoke has chemicals in it that can damage cilia.  

Cilia is supposed to sweep away all the dust and 

dirt that you breathe in.  Smoke can damage cilia 

and make the smoker cough.  When you play 

sports, you breathe a lot to get your oxygen.  If 

an athlete or anybody smokes and plays sports, 

the athlete will need to breathe a lot which leads 

to lots of coughs.  If an athlete coughs a lot, there 

is no way for the athlete to perform, enjoy, nor 

succeed in the sports.  

In summary, smoking brings 

toxic chemicals to the smoker’s 

body, harms the smoker’s health, 

hur ts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around the smoker, and diminishes 

enjoyment available to the smoker.  

The same consequence holds true 

to all types of inappropriate drugs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As a 

general rule,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beings in this world, PLEASE HELP 

PEOPLE TO STOP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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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my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ao in 

many ways, there are many mistakes and sheer 

ignorance; I humbly beg the Heaven’s forgiveness 

as well as the Elder’s and all the initiation masters’ 

correction and guidance. Please bear with me:

Please go to Youtube and type “the friends 

who planted 10,000 trees”.

You may be taken aback like me when you 

see just ONLY two middle-aged men who have 

done this incredible mission, which seems a 

mission impossible to each of us! 

One of them is blind and the other one had 

lost his arms at the young age. They have one goal 

in their minds – to maintain and reserve Nature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Are they financially secure? 

No, they are not. Their earnest and sincere acts of 

kindness are hailed as “10,000 or more miracles” 

that are both enthralling and awe-inspiring. In fact, 

the video clip has shown us and shaken us to the 

core: to realize our vows and hearts come on top 

of anything else despite our physical impairment. 

This two-men team integrates impeccably 

–  l i v i n g  i n  a  p l a c e  w h e r e  w e  r e g a r d  a s 

underprivileged and even destitute. They totally 

rely on the simple tools, bare hands and each 

other to fulfill their goal to plant the greenery for 

the coming generations. These selfless acts have 

touched many hearts around the globe. Including 

you and me! 

In the verbatim, “I never feel disabled. Even 

though I am financially deprived, I am spiritually 

contented.” Doubtless to say, it is a cliche, “Money 

is a tool and definitely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level of happiness.” It is obvious! On one hand, we, 

ourselves, are Tao cultivators who are dedicated to 

◎Sulley (Hong Kong)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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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le services. From time to time, we need 

to bear in our mind and reflect deep down the 

reason why we cultivate Tao, perform such duties 

and roles. Never do we forget our hearts from the 

“beginning” since the nature is pure, sincere and 

genuine so as to reveal our Buddha’s innate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ho 

gets the most benefits? The answer is self-evident 

– ourselves! The recent and best example is our 

Elder who has been sacrificing still at this age after 

90 for us, the same as the predecessors, saints, 

sages, Buddhas… 

They will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here 

referring to us and guiding us how to cultivate 

Tao). Rarely can we stand a chance ourselves to 

remain in the track if not for their compassion, 

mercy and guidance as well as salvation. They 

never bear any complaints, grudges or even 

anything unpleasant. In contrast, they simply 

blame themselves for not fulfilling their obligations 

and vows. They incessantly hone, improve and 

sharpen their tactics and ways to save us. They 

place all the burdens on their shoulders with one 

goal in their hearts – to end our sufferings and 

lead us to the state of nirvana. 

We are their first priority. They NEVER give us 

up, not even now.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as they anxiously and 

mercifully remind us.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turn our back against them. (It is very, very 

sad.)

Now, ask ourselves: 

Are we still turning the blind eyes, the deaf 

ears? Do we still play dead or numb?

Are we still obstinate to insist on “I am right. 

No need to change” attitudes? 

A r e  w e  s t i l l  d e v i a t i n g  f r o m  Ta o  a n d 

committing all sorts of sins? 

©imgur

©imgur

©img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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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ure, we can change for better according 

to Tao. We can align with Tao. 

We are willing to discard the old selves and 

learn how to reveal our true selves. It is crucial to 

start at the solid and concrete foundations and 

work our way through step by step. We have to 

grasp this golden thread with a strong and right 

mindset. No more blockages. No more blurs. No 

more hindrance. No more deviation…  

In this ever increasingly chaotic world we are 

all in, some real life incidents around us work as 

“numerous wonders – the fresh and cozy breeze” 

to warm our bodies and souls. They will enlighten 

and inspire us to expand our scopes and abilities 

to innovate and imitate so as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hopefully far better place to reside in. 

The state of nirvana does not necessarily happen 

after we die but at this moment/ right now: Can 

we know how to detach ourselves from the three 

poisons, anxieties, worldly attachments, etc.?

After that video clip, you somehow think to 

yourselves: what can two people actually achieve, 

in spite of their impairments and their poverty? 

They have started the lofty and benevolent goal(s) 

and vow(s) no matter how impossible and trivial 

it/they seem(s). 

We can make miracles work –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Often we hear. Once we walk our 

talk especially for our well-intentioned deeds, God 

is always there to help. Do we have faith in God and 

Buddhas? The Elder started from scratch in the USA 

and we all witness how well and sound she has led 

us under her mercy and kindness. Even though 

the Elder and the seniors are continuously under 

tests and trials, they are showing their stamina by 

not deviating, not being tempted or not yielding. 

They place all the glory and gratitude back to God 

and their predecessors before them. So, they have 

provided us with the compelling demonstrations 

and examples. Now, we just follow. 

Tests and trials are indispensable for us 

to fortify and mould each one of us. The Elder 

remains intact, tranquil and forever self-improving 

according to Tao. This legacy is what the Elder 

and the seniors have passed onto us: the lineage, 

the lifelong experience, values and lessons. They 

are true manifestation of Tao. Again, now, we just 

follow.  

Unity is proven to be power. It takes two 

men as a team and honestly we exceed this plain 

number in the temples. Are we co-operative and 

united? Do we appreciate diversity rather than 

stereotypes and gaps? Do we show our true and 

sincere remorse for repentance and on-going 

improvements? 

That’s why one lecturer asser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mpty” internally to first let go of my 

ego/me, and secondly to allow space / room for 

“digestion, absorption, and growth” according to 

Buddha’s teachings.  

The “cl ick ” moment(s)  init iate(s)  us to 

embark on the path of Tao cultiva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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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ur mentality starts to tune from 

consciousness to Prajna/Buddha’s wisdom. As a 

result, the magnetic field / aura surrounds us as 

our Buddha’s nature is like a silver lining behind 

the clouds – depending on how much, deep and 

well we put endeavor, persistence and attention 

into Tao cultivation. Let’s walk our talk in every 

single moment and place. Be alert to our thoughts 

and deeds and allow them to be guided by 

Prajna and not by other factors such as stupidity, 

ignorance and recklessness. 

We should uphold the righteous conceptions 

and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ao to help us 

discern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t times of 

various circumstances, we stand firm and make 

great strides according to Tao.

Let’s grow strong together in Tao cultivation. 

May God and Buddhas be with us. 

Indeed, they always are.

 Vow-FulfillingIt’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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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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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bored.” I  have been hearing this 

phrase every day from my children after the long 

strenuous 8 weeks of school summer holidays. 

Honestly, I am quite annoyed of hearing that and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and a bit guilty as to why 

they feel this way. 

Have we not done enough with them? They 

are the lucky ones who have got everything, 

and so many choices available to them to be 

entertained. But truly I feel like that this is not w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After all, they complained 

that they are bored, not that they have got 

nothing to do; so maybe they meant something 

is lacking in what they have been doing. The 

kids nowadays are easily becoming impatient or 

changeable, like the unpredictable weather of 

late in Europe. Children want each moment to be 

different and exciting, and cannot keep still by just 

doing nothing. 

Are we also the impatient ones, like our 

kids and complaining constantly too? Aren’t we 

similarly getting bored very easily? After all, we 

are not much better than our kids these days. We 

never sit still and think through the many matters 

that are truly important to us. We rush into many 

tasks and don’t enjoy our lives in a more rounded 

way, as did the older generations before us. For 

us, meeting daily deadlines, ticking off the to do 

list, writing down a bucket list of what we want 

to achieve, and having an instant solution for 

every situation, are far more important to us than 

finding the true meaning of what we should do 

day in and day out. In fact, the kids may get bored 

by just copying our attitude towards life. We want 

the answers, we want the solutions, but we lack 

the resolution of finding meaning behind the 

whole process of what we should experience and 

enjoy in life.

◎Winnie Cheung (UK)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I am b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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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Quotes

No one would talk much in society if they knew 

how often they misunderstood others.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German poet, novelist and dramatist.

Ninety-nine percent of all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s start with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develop as a result of differing viewpoints 

and conditioning.

—Unknown Source

Communication is depositing a part of yourself in 

another person. 

—Unknown Sourc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communication is to 

hear what isn't being said.

—Peter F. Drucker (1909-2005) American writer 

and management consultant.

Two prisoners whose cells adjoi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y knocking on the wall. The wall 

is the thing which separates them but is also thei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t is the same with us 

and God. Every separation is a link.  

—Simone Weil (1910-1943) French Philosopher

I t  i s  r a r e l y  p o s s i b l e  t o 

find time to sit still and think 

a n d  m e d i t a t e  o n  o u r  l i v e s . 

We do things spontaneously, 

without planning and go with 

the flow. It is beneficial for our 

well being,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if we just give 

ourselves some time out; for 

by our doing not ver y much 

once in a while, it will help us in 

different ways. It can allow us to 

have some breathing space, to 

rest our minds, and maybe even 

expand our creativity as a human 

being. Modern life forces us to 

rush and to compete, to have 

a full schedule lined up, so we 

won’t waste time and lose our 

competitiveness. We will probably 

gain more by “getting bored”; 

we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constantly stimulated; and it is 

definitely best for the children to 

find a meaningful way to spend 

their time when being bor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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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ounds like it 

should be instinctive.  But all too often, when 

we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omething 

goes awry.  We say one thing, the other person 

hears something else, and misunderstandings, 

frustration, and conflicts ensue.  This can cause 

problems in your home, school,  and work 

relationships.  Whether you’re trying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spouse, kids, boss, or 

coworkers, learning some communication facts 

can deepen your connections to others, build 

greater trust and respect, and improve teamwork, 

problem solving, and your overall social and 

emotional health.  The following is a story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barrier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got into 

a major argument with a boy in my class. I have 

forgotten what the argument was about, bu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e lesson I learned that day.

I was convinced that “I” was right and “he” was 

wrong – and he was just as convinced that “I” was 

wrong and “he” was right. The teacher decided to 

teach us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She brought us up to the front of the class 

and placed him on one side of her desk and me 

on the other. In the middle of her desk was a large, 

round object. I could clearly see that it was black. 

She asked the boy what color the object was. 

“White,” he answered.

I couldn’t believe he said the object was 

white, when it was obviously black! Another 

argument started between my classmate and me, 

this time about the color of the object.

◎Nancy (Taiwan)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Black 
or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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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 told me to go stand where the 

boy was standing and told him to come stand 

where I had been. We changed places, and now 

she asked me what the color of the object was. I 

had to answer, “White.”

It was an object with two differently colored 

sides, and from his viewpoint it was white. Only 

from my side it was black.

Sometimes we need to look at the problem 

from the other person’s view in order to truly 

understand his/her perspective.

In the story, the two students were fighting 

and did not want to apologize to each other, and 

the argument seemed not to stop at all.   Luckily, 

the wise teacher figured out a good idea to help 

the two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y 

had.   The student who saw the black object was 

surprised to realize that the other student saw a 

white object because from the other student’s 

position, the ball was white.  The same problem 

occurred in the other student.   From the story 

above, we get the idea that people often see 

things in their viewpoints, from the position they 

stand.   Only when they are in other people’s 

shoes can they realize that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viewpoint, their blind spots, and their difficulties.  

The deeper we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the more 

thoughtful and understanding we will become.  

And thus, we can build a better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have a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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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全球常州道親，「博德」陪伴諸位

已經走過無數個晴雨及寒暑，感恩大家長久以

來的鞭策、鼓勵與支持。人生的真諦和目標到

底是什麼？與其回顧美好的過往，不如珍惜現

在、把握當下，且做好迎接光明未來的準備。

讓我們一起加油！

白陽常州道場，為因應末法眾生根器，除

經常開辦相關經典、道學、心性各種法會外，

仙佛恩師亦會藉由借竅顯化、為文批訓、棉紗

寫字賜墨寶，以輔助道務拓展，增長白陽修士

之信根！這其中，又以訓文的流傳與影響最為

廣大深遠！在每一期的「慈語甘泉」，有恩師

慈語及仙佛慈諭，大家務必好好研讀參悟！

各位前賢，師母老人家慈訓的「自戒十八

信條」，您還記得嗎？本期特稿，前人在道學

院點師班「自戒自覺改作風　信條謹遵貫始

終」中，重新闡述詮釋，告訴我們「明白辦

道、修道為的是什麼？」以及「大家靜靜地修

道，好好辦道，讓道場平安無事，沒有發生問

題！這是我們修來的福。」前人是我們常州至

寶、人生導師，她老人家的這一席話，確確實

實讓您我獲得莫大的感動與啟發！

此外，從55期起，我們於英文版文章部

分，節錄了前人之特稿，讓前人慈語法音的精

華，滿足全球道親多元的需求，敬請大家用心

展閱！

大家可曾認真思索過這個問題：「是佛堂

需要我們嗎？還是我們更需要佛堂呢？」當我

們用各種理由藉口推託佛堂道務幫辦時，不單

只是錯失自身的學習與提昇；更錯過了愿、了

業、了罪的大好良機，非但可惜，實屬不智

啊！誠如小品文章「被人需要是幸福的」中所

言：「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被人需要是幸福

的。」我們要「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義與幸

福！」大家一起努力吧！

不容否認，青年人是國家的主力、先鋒，

在道場亦然！年輕人是我們的棟樑、未來希

望，肩負承上啟下的責任與使命！來自馬來西

亞青年人撰寫的小品文「緣‧願」，令人動

容，各位不妨細細體會！

   常言道：「小故事，大道理」，但也有

可能是「知易行難」！幸運的是在「生活智慧

故事」中的所有故事，皆能帶給我們不同的感

受和省思。只要我們用心發現，或去嘗試改

變，身體力行，便能體現更美好的生活！本期

的三則故事，同時印證了古哲的話：「原諒別

人的過失是美德；讚揚別人的美德是功德。」

有位儒醫熊伯伊曾作一首「四季讀書

歌」，讚嘆頌揚讀書的美妙，傳為佳話！而一

年出版四次的「博德季刊」，編輯組有幸與您

分享文章，共嚐閱讀滋味。真好！！

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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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伸、詹美霞

顏水仙   
先人蔡安靜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馮荺真、蘇文卿、

曾永善、周向南、

陳超群

林裕鈞

姚榮吉

賴玉梅

陳冠廷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詹美霞

研習班

溫哥華普德佛堂

林美英

孔麗萍

李勤芳

謝翠雲

黃沃霞

程澄

程澈

羅錦財

楊麗娥

謝彩平

何錦梅

 600
 15,000 
 15,000 

 1,000 

 1,000 
 10,000 
 500 
 2,500 
 500 

 2,000 
 500 
 1,0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50
加幣 100
加幣 400
加幣 300
加幣 3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50
加幣 100

姓　　名 金　額

簡聚倫

黃小慧

羅小英

三藩市志聖佛堂  
李婕熹

波士頓貞德佛堂

亡靈：譚賜成

累世冤親債主

亡靈：阮細妹

桃園天衢佛堂

桃園天衢佛堂

張森堂

林罔受

群德佛堂

張翠萍

徐以謙

信弘佛堂

李姝嫺

張杜預

（迴向冤親債主）

張必昌

（迴向冤親債主）

張家彰

（迴向冤親債主 
祈學道向善）

張家銓

（迴向冤親債主

祈學道向善）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美金 100

美金 25
美金 25
美金 200
 2,000 

 1,000 
 2,000 
 3,000 
 1,500 
 1,500 
 1,500 
 500 

 1,000 

 500 

 500 

 500 

姓　　名 金　額

洪秀蓁

（迴向冤親債主）

顏足恩

（迴向冤親債主）

陳威伸、詹美霞

香港博德佛堂同寅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

301、317班
亡靈：李陳花、

王黃月、李承儒

袁德福、黃蕙貞

文貴玲迴向先靈 
麥健發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陳惠琴、

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李耀祖、唐穎妮 
合家

所羅門唐卓聘、

馬瑞芬合家

（迴向冤親債主）

張淑珠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500 

 500 
 600 
 175,152 

 1,000 

 1,000 

 1,000 
澳幣 200

澳幣 200

 1,000

澳幣 100

澳幣 200

 1,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吳嘉頡

傅芊霓、黃深

范姜士勳、

范姜永宸

陳亭妤、陳韋綸、

陳研希、李盈妍、

李彥偉、莊庭蓁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陳惠琴、

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葉火銀、葉邱益妹

葉木義、葉莊永妹

王勁楷全家

張嘉城、李淑霞、

張毓軒、張庭維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陳惠琴、

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周慧慈

范姜復順、范姜士

勳、范姜永宸、

陳亭妤、陳研希、

陳韋綸、李瑩妍、

李彥偉、莊庭蓁

 2,000
 1,000

 400

 600

 1,000
 5,000
 5,000
 2,000

 2,000

 1,000

 1,000
 2,000

 1,000

助印功德林 自二○一八年六月一日起至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註：若有錯誤，請通知以便更正。

李王麗花、李宇翔、

李欣芸、林建安、

林依穎

張溥軒、張浩寬、

曾耘湘、曾雋卿、

黃旭寬、黃旭鰴、

黃于玲、黃宥寧、

黃筠庭、魏詳蒲

郭照國、梅碧珠、

郭俊麟、丁盈如、

郭品妤、郭品言

郭姿吟、蘇毅、

蘇韋翰  

 1,000

 5,000

 3,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郭芳季、郭和家

程鏡國、胡燕玲

張恩僑、張恩輔、

張芷帆

（迴向冤親債主）

吳順生、林足、

黃曉峰、陳柔安、

吳俊賢、黃立宇

張艷玉

陳茂雄、吳華珠

無名氏、無名氏

陳盈廷、王麗菀、

陳昱丞

 500
 500

 5,000

 1,000
澳幣 200
 1,000
 1,000

 1,500

姓　　名 金　額

陳裕廷、沈育年、

陳元泓、陳采筠

陳政雄

吳啟新

蕭作永、林玥君、

蕭晨瑄、蕭榆閎、

蕭渝璇

林承賢

邱瑞興、林秀虹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李後慶、王珠鑾

焌盛企業有限公司

 2,000
 500
 500

 1,000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羅科顯、羅昱虔、

羅雅宣、黃寶玉、

黃毓婷

傅芊霓、黃琛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廖雪娥、

陳惠琴

（迴向冤親債主）

 3,000
 1,000

 2,000

「博德」季刊

從2004年9月發行至今，

即將邁入第十五年！

常州前賢對博德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言，

或者想閱讀瞭解相關方面的文章資訊，

歡迎電郵至以下電子信箱：border201855@gmail.com 

博德信箱



◎梅碧珠食譜

材料

百合1顆、白果12顆、逢喜菇1/3包、薑3

片、甜豆仁少許、胡蘿蔔泥少許、太白粉

少許、素高湯180cc。

作法

1. 百合去掉蒂頭底部後，握在手中，剝下

每一片沖洗，不要分開依順序組合原來

位置，中間不必撥開，只要沖水即可，

握在手中的整顆百合，放入飯碗蒸大約

8∼10分鐘，蒸透明備用。

2. 逢喜菇切下頂部備用。

3. 鍋內入油爆香薑，放入高湯，加入其餘

材料與調味料，煮1∼2分鐘，勾薄芡。

4. 百合移至盤中，淋上勾芡汁即可。

調味料

糖、醬油、鹽、胡椒粉、香油各少許。

調味料

鹽、黑胡椒、油少許。

材料

黃、綠櫛瓜各1條、蘑菇1盒。

作法

1. 櫛瓜洗淨，切0.6公分厚圓形，蘑菇洗淨

切片。 

2. 蘑菇放入鍋內，不加油，炒香備用。

3. 鍋內入油將櫛瓜煎至兩面金黃，放入蘑

菇拌炒，最後撒黑胡椒、鹽即可裝盤。

翡翠百合

櫛瓜蘑菇



美國夏威夷　松德佛堂

Hawai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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