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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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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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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期 一句話讀博德　Quotes from Borde

一句話讀博德

仙佛慈悲：

「聖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智者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心。」

恩師慈悲：

「莫使物動心之靜，莫使意亂心之寧，

　莫使慾擾心之安，莫使情困心之靈。」

P.25《煉戒定慧（中）》

《無量壽經》講了三個真實︰

1. 「住真實慧」

2. 「惠以真實之利」

3. 「開化顯示真實之際」 

P.16《《道德經》第十一章　虛中章（下）》

未開的花，希望

半開的花，生機

開著的花，實現

開過的花，經歷

P.42《步步高升》

南屏道濟：

「萬教齊發百千門，惟善為寶一貫真。

　隨喜自在實修造，直指見性王法門。」

P.21《惟善為寶（下）》

師尊慈悲：

天道無親善人與　開心見誠吾所居　　　　

乾坤運轉賢才舉　光大發揚心法語　　　　

道而不徑舟不游　安不忘危慎心續　　　　

院仁同悅和氣凝　座滿道風席無虛

P.13《仙佛慈諭》

師尊慈悲：「善意一動，勝過千方百計；

　　　　　　善事一件，勝過金銀財寶；

　　　　　　善人一個，勝過才子佳人；

　　　　　　善氣一股，勝過風和日麗。」

P.4《實心無為歡喜修　誠意正心自在行

──實心無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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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9《無物無慾是道場（上）》

濟公活佛：

「心定無慾可容理，清靜無為能應物。」

心達到定，有方向，有目標，

沒物慾的牽纏，行住坐臥不起雜念，

則可容納真理。

依良心自性應一切萬事，

達到清靜，自然不爭，

能無為而為去應對一切事物的變化，

能應對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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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兩件事最難，一是放下，二是承擔，

但⋯⋯，放下談何容易，承擔更不簡單。　

放下什麼？放下一切的貪嗔癡愛，　

　　　　　放下一切的怨恨惱怒煩。　

承擔什麼？承擔一切的使命責任，　

　　　　　承擔一切的酸甜苦辣鹹。

P.52《心靈SPA》

講空，是純粹對理性（意識，第六根）

的批判，對經驗（感性，前五根）的批判。

由於「空」不是經驗的對象，

在經驗之中找不到「空」，

在「空」中亦沒有心識經驗，沒有色蘊，

亦沒有種種內心的造作。

故此，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P.45《《心經》感悟（三）》

群居守口，獨坐防心是修養之要。  

「獨居與防心」是修身的要旨，

做人的境界。

獨處之時，恰是守心的考驗。

守心不是一時之事，不能速成，

是需要時時自我省察，事事反觀自照，

持之以恆才能有成就。

P.48《群居守口　獨坐防心》

Therefore, we should learn to admire 

everything happening in our life, since it might 

be something influential for our life but does 

not appear to a big thing on the surface.

P.59《The Last Ride》

Like that sole tree which supplies me oxygen 

tonight,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me 

around over the weekend to make this dharma 

gathering a success all contributed honestly 

with no further intention other than sharing 

the spirit of humanity.

P.66《Able Body and Healthy Cultivation

Huan De Temple, Chennai, India

“Honest Heart without Intent” Dharma Gathering

8th – 9th December 2018》

The fact most human seedlings remain as 

remnants on Earth indicates that all have 

forgotten and are not aware of what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about. Such Truth has been 

embedded in all religious teachings expounded 

by God‘s Messengers.

P.60《The Three Noble Treasures  (Part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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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博德59期 特稿

特
稿

最好境界　就是無為

一年一次班期，今年老師來慈悲我們。

老師渡化人就是這麼妙，但我們這班徒弟實

在頑皮，就像小朋友一樣──懂不懂？懂

了！不到三天又忘記了，需要老師時時來提

醒。老師好像父母一樣，不厭其煩地，你一

天叫他十次，他十次都會來，為什麼？愛徒

心切，愛我們一班徒弟的心實在太深切。但

是我們有時乖、有時不乖，雖然這幾年來一

路開班，我們總是聽歸聽、做歸做，原因就

在於這個心把握不住。

所以今年老師賜給我們「實心無為」的

班名。「實」是實實在在，一點都無虛假。

我們問一下自己：生活當中，我的心有沒有

實實在在？老師希望我們的心能實實在在，

為什麼？修道修心，如果心修不好，道就無

法在我們的身上發揮作用，我們就會不斷流

浪生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心要

做到怎樣呢？無為。無為的心是不用心機

的，它是自然的。人生不知有幾件事可以做

到無為？我們做每一件事幾乎都是有為的，

所以這「無為」兩個字實在不容易。但是如

果無法達到這個境界，就不合修道的原則。

◎前人慈悲

◎編輯組整理特
稿

實心無為歡喜修
誠意正心自在行
──實心無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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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如來佛，身為太子，他可以繼承王

位，可以有權、有勢、有錢，受人服侍、受

人奉承⋯⋯樣樣都有，但他卻年紀輕輕就出

家，放下這些，要到世界每個地方去看一

看、去追求真理、追求真心、追求無為。為

什麼生來有這麼好的福報他都不要，還要在

艱苦當中去過活？由此可知，修道人最好的

境界，就是你的心能「無為」。  

心能誠實　方可無為

「無為」從何而來？能「實心」就一定

「無為」。你看，父母對子女的付出就是無

為的愛，認為犧牲是應該的，他的心實實在

在，好真誠的。所以「實」的上面要再加一

個「誠」字方可，能誠實，就表示你的心是

不動的。今天我們修道，任何事情就要有

誠、有實，這個心方才可以達到無為。

故修道要想達到「實心無為」的境界，

就必須要了解這個「誠」字。「誠」是真

誠，一點虛偽都無──無妄無為，沒有妄作

妄為，是專一無二，沒有第二樣參與進來，

始終不變。「誠」是我們人生一舉一動、一

切環境當中的源頭，如果沒有這個「誠」

字，源頭就失落了；失去了源頭，你說我們

做人還有意義嗎？所以，如果沒有了誠，道

無法推展，理無法實踐，事無法成就。因為

只有「誠」才能始終如一；如果你用虛偽、

妄為的話，你只能做到一半，顧不到全局，

最後總歸失敗，無法成功。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孟子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物

質，上天都為了人準備在那裡，我們樣樣

都有；但是你要回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在什麼情形下可以做到萬物皆備於我呢？

這就是很實在的因與果的道理。因種下去

是甜的，果就是甜的；因是苦的，果就是

苦的。只要好好種善因，上天不會辜負，

這時候的快樂何等快樂呢！你看修道人為

什麼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卻能天天開心

呢？他的樂在哪裡？因為他有一個至誠，

任何事情拿真心出來，其他的，一點都不需

要去驚動。

　　

至誠是內在自性流露。一個至誠的人看

到一個遠來的客人，開心得不得了，緊抱不

放手，這是不是至誠的流露？假如我跟你不

是很相識，「好好好，請坐」，又是流露

呀！所以至誠就是一種內涵，是人們生活中

將五常之理──仁、義、禮、智、信，自然

發露在外，完全合乎道，這就是至誠。

　　

因此，至誠的展現與表露一定要借由

人，以及事物境遷──所有人生境遇的投入

或變動，才可以體會出來。我說我很至誠，

但只坐在那裡不動，你們知不知道呢？一定

要做一件事出來、發表出來。若是發乎至誠

的，你們會說：「前人做得好！」；如果做

錯了呢？用手掩住嘴私底下小聲講：「不對

喔！」是嗎？從這些表現出來。

一個人的誠是上天所生、上天所定的道

理，這個道理不可移、不可抹；誠來自上

天，與人關係密切，所以人一定要非常小心

地擔當這個誠，這樣才叫做「天之道」，也

就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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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明命給我們的這個叫做性，我們本性的

流露就是誠。

行五倫八德　回復至誠

誠的道理就是人生的道理。人本無不

誠，本來就完全具備的。你看：剛生出來嬰

兒樣樣不懂，你給他什麼、不給他什麼，他

都好，沒有一點分別心的；但等到落入後

天，受氣稟、物慾所蔽，原有的誠已經失

掉，完全沒有了。為什麼會這樣？你看小

孩子，跟他說：「乖，我給你糖吃，你要

笑，笑才給你，喏，在這裡，不笑不給。」

他想要吃糖，沒辦法，勉勉強強對你笑一

下；「叫我一聲阿姨啦，不叫就不給你花生

吃！」為了吃花生叫聲「阿姨」，這些都是

跟我們學的，都是後天的引誘及物慾蒙蔽。

等到長大以後，好多世間事事物物等各種境

界不斷地引誘，我們就變得無法皆誠，必須

加持力量，加以復之。所以修道就是給我們

加持的力量，幫助我們拿出本心來，將物慾

一點一點地去除，這種精神力量能有多少拿

多少，但要擇善固執，力量才推得出去。

《中庸》云：「修道之謂教」，這些就是教

化──你身上沒有了才叫做「修」，只要生

命存在一天，人就得修，總歸修得不夠，為

什麼？身一動、心念一動，善變成惡，前功

盡棄，所以修道是終身都要修的。在哪裡修

呢？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

人，不可以為道。」道是不離開人的，我們

個個身上有道，如果因為道太珍貴了，而離

開人群去修，如此，則永遠無法達到真道的

境界。聖賢云：「修道修身」，在五倫上躬

行實踐；做人方面，做好「孝、悌、忠、

信、禮、義、廉、恥」八德，就是修道了。

 

「孝悌」，大家都知道要孝順父母、友

愛兄弟姊妹，其實天地中整個世界都是一

所生、一師之徒，全世界都是兄弟姊妹，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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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孝順先天老 ；

「忠」，是忠心於事物、忠心於人類，若連

兄弟姊妹都不忠心，還能講什麼？「信」，

講話做事一定要有信，一定要始終如一；還

有「禮」，禮貌對我們修道人很重要，其實

就算不修道也要有禮貌。現在的世界我們看

一看：小孩子有禮貌嗎？沒啦，「喂！」叫

爸爸媽媽都是這樣的，禮貌在哪裡呢？為什

麼要有禮呢？禮就是分出你的年齡、分出你

的立場而已；「義」，任何事情做出來都要

有一個適宜、適當的地位，有沒有做錯？有

沒有違反？也要清「廉」，兩袖清風，於世

界任何地方做事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最重

要是「恥」，人生有了恥，終身用不盡的，

讓我們不做錯事，錯了一點就八德不全了。

這八德我們一定要實實在在去做，好好地保

持。

道，為理，為體。道是什麼呢？是理，

理路不通，你做人就不通；道也是本體，本

體就是一個原則。有了原則，什麼事情都沒

問題，所以這個體非常重要。達到最高的道

就是修性了命，修性就是五倫八德所有一切

道理都要完備，如果失去一樣，就叫做失

性。一個人如果失性，別人如何與你相處

呢？如果能達到修性了命的話，就是至道，

我們的心就與天心合在一起了。　

德，為履，為用。德就是實踐，所有一

切表現出來。至德是三綱盡、五常備，三綱

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能夠達

到這三綱，家庭社會全部包括在裡面，可以

當作盡了人道；五常，仁義禮智信，這五常

具備，就叫做至德。

至誠感人　契合天心

至誠是動人感天的力量。至誠的心可以

感動人，也可以感動天，它的力量就是這麼

大，連天都能被你感動，你說還有什麼事做

不成呢？上天慈悲，我修道這麼多年，全憑

至誠的心來感動天、感動人的。上天真是無

微不至，你所要的、你想做到的，憑我十四

歲修道，學問、人事、道理，一樣都沒有。

我們配天才的，見到人某先生好，某太太

好，有沒有同你們交談、攀緣？沒有呀！所

以我不懂講話，不懂社會應酬的，你說怎樣

去感動人呢？因此，修道以後，以合乎道的

舉動、能力去感動人，它的力量好大，是無

法以人的知識去衡量的。就像我，以至誠的

心辦道、至誠的心修持，用至誠的心與各位

相遇，我們才有今天。

要知道：世界上所有萬事萬物，皆是在

陰陽消長與五行相剋之中生滅。但是陰陽五

行的氣數都是由一理所發出的，而至誠的人

已無人我的執著，沒有你、我、他的煩惱，

做事依理，所以沒有陰陽消長、五行相剋。

他的心與上天契合，要下雨就下雨，要順風

就順風，要橫逆就橫逆，他能知世界的萬

理，好自然就合理，也可以依理推數而知一

切。所以修道人好像什麼都通曉的，其實是

「一理通，萬理徹」。聖賢仙佛怕因，故不

敢亂理，並著書立典，「其言為後世則，其

行為後世法」，近的地方可以化民渡世，所

謂「小德川流」；遠則可以立萬世不變之綱

常，這都是至誠的力量。

盡心　能力就出來

可惜，人常為了要面子、要尊嚴、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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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自以為聰明，而不自覺地自欺欺人，

違反自己的立場。一不小心，一句話「氣死

我」、「笑死我」，這就是心中有物；當我

們有身物、有是非煩惱時，所謂「身有物難

以誠，心有物難以誠」，這時誠就拿不出

來，故必須時時謹慎。《大學》說：「慎心

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在好隱微的地

方我們要小心，不論好事、壞事，念頭出來

都不要發得不正，千萬別種因，告訴自己盡

了心就好。聖人以盡心而知性，所以老師說

「辦道盡心」，我們盡到心沒？老師要我們

「渡盡萬國九洲」，能力從哪裡來？能盡心

力量就能出來。好比隔壁小孩跌倒，你不理

他，這樣有盡心嗎？你去攙他，他的媽媽出

來說「你推我小孩，你那麼黑心！」那麼你

又如何呢？好像盡心而已，我沒推嘛！盡心

而知性，你盡心了，人家冤枉你、加你好多

罪，無所謂呀！自心如如不動。所以不用

怕，你的心性是真誠無為，上天一定慈悲。

我們大家原本都是完美的人，因後天受到種

種引誘、氣稟，現在變質了；但只要願意改

過，盡心則知性，誠就在其中了。

修道者學理、知理、明理、行理，知道

什麼應該、什麼不應該；應該做的就做，

不應該的千萬不要做。現在道場好多人說

十九代祖出來了，記住：十九代祖不是這麼

亂的當中就可以出現的，他一定有他的聖

蹟與奇蹟，讓我們一班弟子在紅塵世界中

有依據和印證的。所以不要輕信，方是明

理。若能事事與理合在一起，則為見性，

方才叫無心、無物、無慾，樣樣都無了，就

是至誠。

　

身體力行　存乎一善

所以修道無他，求了道，道的寶貴是真

的，我們就當它是真，不要當它好像講一句

話，考慮一下──做一件事之前先想一想，

就不是無為了。所以不用考慮，我們所做的

是合情合理、修性了命、回返本來，其他都

是配角──行功立德這些都是後天的事情。

你有能力出一元就一元，再有能力出一千

元、一萬元，都可以，沒能力不出錢也可

以，道就是這樣地自然，你富有富的做法，

窮有窮的做法，不需要憂慮好多。進了道

場，我們第一天不懂，第二天明白，第三天

一起合作，身體力行，這就是道的教育。教

育我們成功人的圓滿，人圓滿自己之後，方

才可以渡化他人。否則的話，「他天天跑佛

堂，天天罵人喎！」喜歡嗎？當然不喜歡

了；「不是喔！你看，哇！他以前脾氣好差

喎！現在好多了！」人家一聽、一看。好，

跟他走，求道去。這叫做身體力行。所以我

們以身體力行為原則，不要自己騙自己。

修要真修，真修才是「實心」，才能「無

為」，「無為」才有真正的功德。　

師尊慈悲我們：

「善意一動，勝過千方百計；

　善事一件，勝過金銀財寶；

　善人一個，勝過才子佳人；

　善氣一股，勝過風和日麗。」

人只要心中的善意一動，發出實際的行

動，就可以勝過好多。所以什麼都不需要與

人爭，只要爭這個「善」字就好；善氣一

來，他的家庭、他的人、他的氣色、他門戶

的氣氛就不同，勝過風和日麗，風和日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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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會遇到狂風暴雨，太陽也不見的。世上

的人，最重要，一個「善」字當頭；我們能夠

修道，渾身就是善，意念都是善，心都是善，

一動一靜都是善，這樣才可以叫做成功。

無為　自然生智慧

好像我們大家，在任何的環境之下，只

要能夠聽老師一句話：「實心無為」，好好

地拿出真心實意來，樣樣做事無為，能夠真

修道，這個「無為」自然就能夠讓你長命、

讓你生智慧。我以前不懂，到八十歲才懂。

八十歲之前修道，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

的。為什麼？明明知道應該原諒人，但是，

我對你好，你卻對我不好，我的心中沒辦法

抹去它，一看到你即刻想到「你待我如何如

何」，這樣叫做修道人嗎？這叫「記仇」。

我一直想改，但怎麼改都改不了；直到八十

歲病了之後，方才知道：原來我們人生的

病、苦、窮都沒關係，最重要，就是心情要

舒服；而心情要舒服，就得心不作怪，心一

作怪你怎樣都不舒服。你的心中若還有昨

天、前天、明天這麼多煩惱，那你的心永遠

都不得舒服。要想讓心天天舒服，先放鬆，

將你的心、你的意、你的念全部放鬆，直到

心中什麼事都沒有，一點一點慢慢地，把世

間的事全部放下。世間的人、事、物都是一

樣，就是你、我、是、非，在那裡煩來煩

去。我們既然要修，就得統統放下，就要照

著老師教我們的「實心無為」。你的心無為

之後，做了事，過去就算，不放在心中，就

什麼煩惱痛苦都沒有了；如果放在心中就是

煩惱痛苦。我執最傷身，除執方自然，他要

殺你就殺囉！你逃、你避，逃得過、避得過

嗎？避不過的。

 

這次老師慈悲的班名，令大家法喜充

滿。從今天開始，我們回到家之後，就過這

種法喜充滿的生活，重新來過，煩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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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非、你我，太煩了，不如法喜。法喜

充滿，人生就有衝力、有精神。老實講，以

我的年齡、我的身體，應該躺在床上的，為

什麼還有這樣的活力？就靠法喜，如果沒有

法喜，我會來嗎？就是因為一看到同修，法

喜就上來，所以聲音也大了，力氣也有了。

最奇怪的：我的腳這幾天抬都抬不起來，兩

隻手得去捧它，但是一上到這個樓梯，我就

能走上來，一拿起粉筆就能寫，在這兒轉來

轉去寫字；可是等到我講完課把粉筆一放，

走下台去，腳抬不起來了喎！你說妙不妙？

這個法喜的衝力，就讓一個沒精神的人會變

得有精神、沒發心的人會變得肯發心，我們

一定要過這樣的生活。

守住己心　是真法喜

在我們一生的修道路程中，任何事情都

要從「法喜充滿」來改造我們的心，最重

要：讓心完全變化。怎樣做到？就是一心一

意的修道。要嘛，不求道；求了道後，就要

認真，就要一心一意。你看六祖修道為何能

成功？就因為他本心不昧，一心為道。我

十四歲求道，今年九十一歲，能走到今天，

也就是因為我對道一天都沒動過，為什麼？

當我受到魔考的時候，心要動了，我就問自

己：「你十四歲跑進佛堂做什麼？要名？要

利？要錢？要地位？為什麼你不早點要，等

到現在才要？」自己無法回答。我跟自己

說：「我為了要修！」既然要真修，就要無

為，要隨順、隨喜，方才合乎自然。

因此，在工作、生活、飲食起居方面，

我們順從自然。有什麼工作就順其自然去

做，有多少能力就盡多少能力，隨便什麼生

活我們都要過，有什麼吃什麼，而給予眾生

真實的利益，讓眾生吃得好、住得好、靈糧

也充滿，這是積功累德的快樂。你看我們今

天，如果不是你們點師、壇主、同修同心同

德，把道場辦得好，會有這麼多道親嗎？哪

個來恭維你？「某點師」，「前人」，哪裡

來的？都是大家的苦心，不是單靠哪一個

人。如此同心同德，大家相處下來就有一股

道氣，樂此不疲，愈做愈快樂──這幾天廚

房快不快樂？看大家吃得開心，愈做愈歡

喜，對嗎？（對）修道就要這樣盡心盡力，

無欲無求，聽其自然，心境始終如一，守住

自己，這才是真正的自在、真正的法喜。

總之，修道無他，最重要就是心。修道

修心，老師講「實心無為」，心要無為，因

為道就是無為的；你有為就有作用，有作用

就要破產了、沒用了。所以天下的事，老師

教我們一切真心無為，這是修道的根本。現

今的世界，天氣、時局時時都在變，希望我

們師兄弟、師姊妹，要趕快拿出無為的力量

來付出。大家既然一起修、一起了、一起

成，就要一條心，不要生出千千萬萬的心

來，好不好？（好）真的？（真的）好！謝

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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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真克己深深觀　　　慎心隱微一念禪

　　　　培德安己坦坦然　　　遏意動機一心參

　　　　行直正己處處善　　　成人成物一理寬

　　　　品高修己心心謙　　　解脫罣礙一品蓮　吾乃

　　爾師濟顛　奉

命　　來到佛殿　參叩

駕　　問聲賢徒　均安　　　細聽為師　批宣　哈哈止

　　　　修行頤養身心性　　　慎身修永振道風

　　　　收攝六根無邪妄　　　止觀雙運心法融

　　　　耳目見聞為外賊　　　攝心不染識本宗

　　　　情欲意識為內賊　　　公心不昧賊無蹤

　　　　心之修養主乎靜　　　靜以安神性自寧

　　　　身之修養主乎動　　　動以循環血自通

　　　　口之修養主乎默　　　默以寡言氣自平

　　　　意之修養主乎觀　　　觀以息妄靈自明

　　　　心體光明無垢塵　　　暗室青天善光重

　　　　念頭不可稍暗昧　　　白日厲鬼心驚恐

　　　　學道之人當善護　　　三業清淨復本容

　　　　五味口爽心發狂　　　五色目盲五音聾

　　　　不可乘喜語輕諾　　　不因痴醉嗔怒生

　　　　不可乘快而多事　　　不可怠倦而鮮終

　　　　身淨不染心泰安　　　意淨無別性自寧

　　　　心淨無煩行無愧　　　菩薩道行志相同

　　　　一切唯心所造下　　　善惡分明深行懂

　　　　禍福無門人招惹　　　慎心無著破頑空

　　　　修道身心琢磨煉　　　自在放下行從容

　　　　千魔萬考志不改　　　認清目標立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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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欲知足修心本　　　浩然正氣照乾坤

　　　　人人有一無價寶　　　何羨世俗百寶珍　吾乃

　　活佛師尊　奉

旨　　降來佛宸　參叩

駕　　諸徒安怡　聽吾批文　　　　　　　　　哈哈止

　　　　直心修持入正定　　　定而能靜性安平

　　　　自覺無他觀自在　　　一切無染信心銘

　　　　心無染著為少欲　　　少私寡慾誠則靈

　　　　無物無慾真道場　　　道真場和壇務興

　　　　多欲之人求利名　　　苦惱甚多理難明

　　　　少欲之人無住心　　　免此禍患身心清

　　　　是故雖降百寶雨　　　人心不滿慾貪盈

　　　　人心不足蛇吞象　　　去甚去泰安其心

　　　　覺他無心心自在　　　六度引渡深力行

　　　　正己成人無所別　　　六根清淨合道凝

　　　　善修身心性歸一　　　捨凡存誠固本靈

　　　　心靈淨化日常運　　　改惡遷善復靈明

　　　　人心用事事著魔　　　道心行事易成功

　　　　一心無別去貪欲　　　妄貪邪思擾動心

　　　　真修之人思無邪　　　養心修身性歸中

　　　　中庸善道行至遠　　　抱樸守拙勇前行

　　　　少欲淨心念念平　　　知足感恩契師心

　　　　心心無染直心應　　　見道成道道場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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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亦來　去亦去　　　因因緣緣隨心走

　　　　是亦是　非亦非　　　分分明明認理修

　　　　長亦長　短亦短　　　平平等等不爭鬥

　　　　有亦有　無亦無　　　心心念念若水流　吾乃

　　正覺帝君　奉

命　　降至佛樓　參叩

駕　　感今憶昔為道修　　　還望弟妹精益求

　　　　久盼天乾已成軸　　　有勞 妹細心籌

　　　　內心歡喜亦感愁　　　日後同道同志謀　哈哈止

　　　　茂德豐功真心捐　　　田園風光同心虔

　　　　呆若木雞虛心獻　　　父析子荷道心連　吾乃

　　茂田呆父　奉

命　　降佛軒　參過

帝駕　　賢弟賢妹盡心田　　　只爭朝夕大事完

　　　　兄不多言靜一邊　　　　　　　　　　　 止

　　　　鸞音鶴信傳人間　　　鼓樂齊鳴震地天

　　　　諸佛群仙同挽賀　　　佛事齊辦動坤乾　吾等

　　關張岳呂　四位法律主　同奉

敕令　　降至佛壇　參叩

帝駕　　護法齊嚴　不多示言　肅立一邊　　　　 止

　　　　久旱逢甘霖　　　　　心蓮朵朵馨

　　　　難中有救星　　　　　性定念念

　　　　苦蒂瓜果甜　　　　　圓融事事欣

　　　　逆耳利身行　　　　　滿懷仁仁興　　　吾乃

　　南海觀音　奉

諭　　來到佛宸　參叩

駕　　賢士各歡欣　　　　　一一煥然新

　　　　各方道氣凝　　　　　一一加慇懃　　　哈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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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無親善人與　　　開心見誠吾所居

　　　　乾坤運轉賢才舉　　　光大發揚心法語

　　　　道而不徑舟不游　　　安不忘危慎心續

　　　　院仁同悅和氣凝　　　座滿道風席無虛　吾乃

　　道濟天尊　爾師來了　奉

旨　　降至佛地　參叩

駕　　賢徒好　自我期許　不驕滿　如臨如履

　　　　良辰吉　十方齊聚　修道方　自如伸屈

　　　　心連心　腹實心虛　道場和　同志師與

　　　　言不多　靜心靜語　無人我　行深前屈　哈哈止

　　　　一一真誠佛壇臨　　　見事行事展愉欣

　　　　修道自如為何事　　　生死事大了明分

　　　　師心連連常寄語　　　師徒父子當連心

　　　　責任負起莫比評　　　各司其職大功勤

　　　　日積月累功程建　　　事事商量為道營

　　　　今日有緣諸賢會　　　各獻真誠日日新

　　　　道法常轉心靈靜　　　自律無他淨六根

　　　　根塵不斷心染著　　　無我去妄顯真心

　　　　道場盛事當明白　　　真心行持了業因

　　　　佛家一文大須彌　　　勿忘初衷顯真勤

　　　　賢徒當明立愿堅　　　恆志無他感迷群

　　　　事事正反毋別分　　　直心行道德固凝

　　　　十方圓融十方成　　　無拘無礙無我人

　　　　道化常心德自在　　　了業愿行上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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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具臻完善美　　　導德齊禮賢才歸

　　　　興邦興仁言行正　　　後來之秀善護隨　吾乃

　　活佛濟顛　奉

旨　　降臨佛幃　參叩

駕　　諸賢安好喜相會　　　修道真誠初衷追

　　　　福至心靈禍害退　　　見道成道增妙慧

　　　　各司其職勿憎恚　　　修心無別行無為　哈哈止

　　　　祉德法船　善籌營運　意和同悅　道志同心

　　　　不分上下　前後隨行　有道有德　無為無行

　　　　孔情周思　以德繼志　孟母之心　斷杼擇鄰

　　　　汝行天道　莫行私心　秉公至誠　了業了命

　　　　善道志行　導德無心　依理而進　禮下彬彬

　　　　信道無妄　循規真行　真妄畢見　自在存心

　　　　存養心性　內觀自省　省而又省　苟日又新

　　　　無別無分　重作新民　了道行道　以德化群

　　　　群心同力　為壇旺興　爾師歡欣　至壇同慶

　　　　汝等明白　修道指南　方向確立　逆水前進

　　　　聖道綿綿　凡心放棄　勿專其執　合力同心

　　　　善駕法舟　上下一心　前後相隨　依道理遵

　　　　凡聖分明　公私了心　清淨身心　養靜正神

　　　　勿畏風波　擾動初心　一心了道　愿發深行

　　　　深行心正　正道德進　二六時中　勿忘真人

　　　　真人在此　境擾聖心　徒兒靜淨　去妄存真

　　　　大道場行　心連連心　莫爭高下　無我無人

　　　　人是人非　自穩道定　以德善化　慈航穩進

　　　　立愿了愿　時存歡心　見道成道　菩提花馨

　　　　善用一切　真實妙法　轉識成智　了脫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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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十一章

虛中章（下）
◎野雲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 一間房子，如果沒有門沒有窗，又如何住

人？

● 一間房子最有價值的是裡面可以使用的空

間，因為一間再好的房子，如果沒有什麼

可用的空間，誰又會垂青？

● 沒有門沒有窗，沒有陽光照射進來，那房

子裡面一定是黑暗一片，陰森森，誰會住

得舒服、開朗？

● 人何嘗不像是一幢房子，本也有著那正門

（玄關）和窗戶（眼睛乃是靈魂之窗），

可是現在這門窗都堆滿垃圾，使得目盲、

耳盲、口盲、心盲（於第十二章裡將會提

出更多），使得阻塞不通，久而久之，越

積越厚，陽光（真理）根本就無法照射進

來，從此，心中有物即暗黑一片，苦的人

生因而滋長。

●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門」有「窗」，只

不過堆積了許多的垃圾（執著、脾氣毛

病），如今鑿的就是要鑿掉那些堵塞已久

的垃圾，這就是修。千萬別學那「儵」

（ ）與「 忽」（ ）那樣，為求好心

切，為報恩，多事的去給「混沌」一天鑿

一個洞，七天之後害死了「混沌」。

● 《南華經．應帝王篇》︰「南海之帝為

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

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

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

之』。日鑿一竅，而混沌死。」

 譯文︰南海的天帝之名字叫：儵。北海的

地帝之名字叫：忽。天地中央的帝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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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混沌。

 儵與忽時不時的來到中央之帝的處所相

聚，混沌做為主人款待儵與忽二者甚為周

到友善。時間久了，儵與忽二者甚覺對於

混沌的熱情周到友善的款待過意不去，每

思要報答其情意。

 儵與忽二者覺得：人人都有眼、耳、鼻、

口、前陰（小便）、後陰（肛門）、毛孔

之七竅，眼能視萬物之事以飽眼福，口能

品嘗五味以飽口福，耳能聞五音六律以飽

耳福等等，得以享受人生的快樂。而混沌

卻都沒有，這還有什麼歡樂呢？儵與忽二

者就設想要為混沌鑿出七竅。於是儵與忽

每天為混沌鑿出一竅來，誰知道鑿到第七

天，當七竅全鑿成之時，混沌卻因而歸西

了。

● 以上，老子聖人藉由輪、器、室三樣的比

喻，提醒世人對道的認知且明白「無」的

功效。

● 這三樣東西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是都有個

「空」間。就因為有了這一個「空」間，

才能讓「有」發揮出其功效啊。

● 「有」為肉體，「無」為靈性：

○ 有肉體（利），沒靈性（用）：不見虛

中之理，有如行屍走肉。

「無」在中央
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

「無」在體中
埏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

「無」在空處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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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肉體（利），有靈性（用）：不能顯

道。

○ 有肉體（利），有靈性（用）：二者俱

備，方能顯出道之妙。

● 陰陽乃一大輪也，有消長之功。天地一大

器，有覆載之功（第五章︰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而宇宙一大室，有容納之

功。

● 世人著相，所以往往注重於「有」的利

益，而忽略了「無」的功用及存在性。

● 萬物的「生」是來自天地間的「無」，沒

有了這空間，萬物又如何立足於這天地

間？

● 人與人之間，夫妻、朋友、同事等，又何

嘗不是需要這「空間」，讓大家可以互相

尊重，和平的相處在一起。

● 同樣的，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也是需要

那一點點的空間，讓自己可以在百忙緊迫

的生活中悄悄的來偷個閒？讓自己可以靜

下來喘一口氣，沈澱自己？

● 如何為自己提供所謂的「空」間呢？以承

載、容納世間種種不同的苦及是是非非？

那就得問問自己可否曾讓自己心靈歸零

過？

● 什麼是「歸零」？歸零是︰

○ 不埋怨，不再擁有任何的藉口，清除內

心裡的一切，好的壞的，沒有任何的保

留，為的就是要沈澱自己，止於至善

（回歸到本源處），回歸平靜。

○ 放下身上所有的包袱。

○ 重新找回自己、面對自己、回歸自己。

○ 重新啟動我們內在的能量，重新出發。

● 心「歸零」了，心量即能擴大，才能彌六

合，才能來去自如，才能與天地合而為

一，才能秉持天心，才能大公無私，這樣

自然無為公平。

● 歸零，是人生再出發的契機。

○ 從今天起，將心態歸零，你會發現原先

的烏雲已散，因為看事情的心態不同

了。

○ 從今爾後，將心態歸零，你會發現原先

的盲點已除，因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

了。

○ 從此以後，將心態歸零，你會發現原先

的敵意已消，因為看事情的觀念不同

了。

○ 從現在起，將心態歸零，你會發現原先

的障礙已走，因為看事情的喜好不同

了。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 一切有的利都是來自於無的用，如果能明

白這一個「無」，能達到這一個「無」，

我們定能放開一切的恩怨，定能放下、達

觀、從容；此時心中的那一份智慧自然油

生，心中自然也會悠閒、自在一片，就像

那鏡子、水一樣，虛 而無爭。

● 可是人的問題點到底出現在那裡呢？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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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不能觀到「無」的價值點？且因世人

看重的只是「有」，為了這個「有」，去

爭、去對抗（與內心）、去計較（事事都

要談條件、不可吃虧），而忘了如何去關

愛，忘了支持，忘了給予、接納與包容。

這樣真的有比較好？

●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以「有之以為

利」為例，就好比我們現在所做的每一件

事，其實都有個「利」的存在，就以參加

經典班來說，自己希望可以明白道理多一

些，以讓自己可以在進德修業上有所進步

提昇，這也是一種「利」。

● 在日常生活當中也不都是如此？上班為的

是賺錢糊口，去看場電影是為了鬆弛，與

朋友閒聊是要吐吐心中的悶氣，所以一切

都有一個「目的」、有個「利」的存在，

然而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背後的那一個

「無」，這是我們的心態與動機！是有為

的心態？還是無為的？在處理一件事情的

時候，自己用了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求

表現強出頭？陷人於不義？自己的所作所

為，所謂的這一個「利」是利益眾生呢？

還是唯利是圖？相信只有自個兒最清楚。

● 就以一把刀來說，可以切菜煮一道素菜與

人結緣，但是同樣的可以用來殺人做壞

事，可是刀總歸是刀一把，它沒有想法，

它的用途是好是壞，全取決於其使用者的

動機。

● 另外談到「利」字，這一段所說的「利」

其實是個「實利」，即真實之利。什麼是

真實之利？在佛學中有說到利益眾生的四

種原則。

 《無量壽經》講了三個真實︰

1. 「住真實慧」︰住菩提心，住真誠清淨

平等覺，真實的一片慈悲，無條件的愛

護、幫助一切眾生。

2. 「惠以真實之利」︰惠是給，如布施供

養。布施供養一切眾生真實的利益。眾

生就是佛性，眾生就是佛，佛性就是自

己，所以眾生就是自己。

3. 「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真實之際就是

自性，即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這是真

實之利。修學是真實之慧，布施供養給

眾生，幫助眾生破迷開悟，是真實之

利。

 佛用什麼方法落實？四悉檀與四攝法。這

兩種方法能使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人與

自然環境盡其美好。古人生活在大自然

中，與大自然合為一體，才是真正自在美

滿的幸福。迷在五欲六塵的眾生，不知道

享受大自然，偶爾見到沒有被破壞的自然

環境，心裡亮了一下，但是瞬間又迷了，

無法保持。

 四悉檀是四個原則，「悉」是中國字，

「檀」是印度梵語。

 「悉」是普遍，「檀」是布施、供養。

「悉檀」的意思就是平等的、普遍的、無

條件的，布施供養一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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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破迷開悟，這就是度眾生。

3. 「對治悉檀」︰如果沒有很深厚的關

係，那如果想要去渡化一個人，那個人

可能會懷疑，認為「你對我好，是別有

企圖」。因此，如果可以先建立良好的

關係，然後再勸導他，告訴他事實真

相，他就會接受。

 事實真相有理論、有事相，對於上根利

智的人講理論，將宇宙人生真相講解給

他聽，他能接受。

 對於中下根性的人則講事，事就是因緣

果報，跟他講善因善果，惡因惡報，並

舉出事實讓他自己去體驗，他會恍然大

悟。

 此目的是教他斷惡修善，離苦得樂，這

是初步，但仍不究竟。換言之，這是勸

導他決定不造三惡道的業，不墮惡道，

得人天福報，這是大部分人樂意接受

的。

4. 「第一義悉檀」︰給世人真實的利益，

勸他明心見性，勸他作佛。而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一指見性」。

（全文完）

1. 「世界悉檀」︰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心，

一切眾生包括一切人事物，虛空法界都

是眾生，即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與

人接觸，令人生歡喜心。但如何令其生

歡喜心？以真誠、清淨、平等、大慈悲

心，常養菩提心。

 天地鬼神，肉眼見不到，但他看得見我

們。我們在一切時、一切處，心地真

誠、恭敬、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天地鬼神個個歡喜。敬神如神在。

2. 「為人悉檀」︰人與人的交往，第一個

大前提要「為人」，一定要利益對方，

不要求利益自己。現代人總是把「我」

字、「利」字擺在第一。諸佛菩薩的

觀念卻與凡夫不一樣，從不想自己的利

益。

 佛菩薩與大眾相處，能令人愛戴，令人

尊敬，因為佛菩薩表現的是捨己為人。

譬如供養佛菩薩的形像，最常見的是

燈、燭、香，這三種供養皆表示「燃燒

自己，照亮別人」。最明顯的是蠟燭，

表現「犧牲自己、成就別人」的精神。

 覺悟的人與不覺悟的人交往，覺悟的人

是捨己為人，讓不覺悟的人漸漸覺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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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至善佛寶的行持

古德云：百善孝為先。能盡人道，

　　　　則近乎天道。

孔子是一位非常重視孝道的聖人，認為

孝是所有善行的根本，更是一位君子進德修

業的基礎。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若能孝順父母，其他的德行與善行也

會自然齊備。例如將孝行擴展到兄弟姊妹就

是「悌」的德行；延伸到鄉里、朋友就是

「信」的德行；涵蓋整個國家就是「忠」的

行為；延伸到全天下，就如同天降甘露，澤

披蒼生，不但流露出「恕」的德行，更是一

種大慈大悲的精神。

《中庸》更清楚明白的指出「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其中的「仁」原本是先天

的一點真理，落在我們的身上稱為本性；而

「人」是指後天的色身。先天的本性賦於後

天的色身才能成為一個人。「親親為大」有

兩層意思，第一是本性要親近其根源，就是

我們的　老 娘，更是先天的那一點真理；

第二則是色身要懂得親近後天在家的老菩

薩，就是我們的父母雙親。使先天、後天都

能找到歸宿，親近其所從來處，也就是他們

的根源，這就是「親親為大」的含意。我們

大家若都有一顆順應父母的誠心，再把孝道

做到最圓融的境地，我們的本性自然能順應

天道。這一切的關鍵，都是那顆至善的心所

流露出來的德行。

《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

　　　　　　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善有兩種，一個是有為的善，另一個是

無為的善。有為是有漏的善，就是心中時時

掛著，所得到的每一顆善果，念中刻刻不

忘，所種下的每一個善因。無為是無漏的

善，就是對於善果心無所得，對於善因念無

惟善為寶
◎默然

專 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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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凡人所作所行的善行，大都存有福德

可得的心。有了這種可求、可得福德果報的

心，就是執著有為的善。稍有一點執著，就

失去了原本清淨的心，所做出來的善就不是

清淨的善行了。這裡，所謂清淨的心，就是

沒有能得、所得一切善果、善因的心，這

是要這樣能所不住於心，才能顯現出清淨

的心。什麼叫做清淨的心呢?一塵不染謂之

清，一念不生謂之淨。這種清清淨淨的心，

所散發出來的善行，不留任何痕跡，才是真

正的善。這種清淨心，首先要從斷除心中的

一切惡念，生發出菩提心。六根無論是接觸

到善境（順境）或是惡境（逆境），內心依

然保持不亂，因為世間的善惡，都是我們分

別心起的一個假相，一切都是因緣和合。再

以智慧觀照自性，雖修了一切善，心中也無

任何執著；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而

顯得自在無礙。但是，不可因為不思善不思

惡而斷了一切善行，應該不即不離，與眾生

一同行這個善，色身雖在塵世，自性卻融入

如來的性海之中。無斷無滅以修一切善因而

無所住，也就是不執著；證一切善果無所

得，也就是不受一切因，不貪一切果；打破

無始無明，直到無老死盡。

所謂的至善心就是隨時保持那顆心的清

淨無染。真正的善行是沒有一顆能行善的

心，與所行善的我。施者與受者平等，而非

施者高於受者。秉持「是法平等，無有高

下」，以行持無上菩提之法。是法指的是我

們每個人本自具足的「自性覺體」，這個

「自性覺體」我沒有比你多，你也沒有比我

少。我們大家本來就是佛，只是暫時迷昧而

已。行一切善不能落入能所的對待當中，當

下只是暫時藉此機緣給它一個名字，稱作善

行。布施行一切善的初發心（善法之因），



23博德59期專題

專 

題
不可存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一

旦有人我眾生壽者諸相，貪嗔癡愛即如影隨

形，久而久之，行善的初發心即無法持續下

去。總而言之，所謂淨心行善，就是在發慈

悲心的當下，內不執著能行善的我，外不執

著所行善的他，更不執著有善可行。不著我

相(四相)、法相、心相，而修一切善法，才

是妙行此一至善法寶的最佳方式。

道濟天尊：

修圓性滿無缺陷，一切功德達至善。

至善心歸止一處，返璞歸真靈貫天。

其實，「清淨心」與「行善」是一體的

兩面。從這邊看去是清淨心，從另外一邊看

過來就是行善。清淨心等同於真如本心，這

也是釋迦牟尼佛講的般若實相，正是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的心。也是如

《中庸》說的「天命之謂性」，這一個本自

具足的清淨心，乃是上天所賦予我們的。我

們若能夠做到率性，即已與道相感應，猶如

兩條琴弦相互感應所產生的共鳴，這就是圓

滿無缺陷的善，眾善奉行是出於自然的流

露，沒有善惡的對待，才能成就一切功德達

到至善的境地。

孟子曾經說過：譬如現在有人看見一個

小孩，將要跌入井中，無論他是怎樣的一個

人，都會有憐憫傷痛的心情且想去相救。這

種心情完全出於天性，這是一種純然、無

私、自然的天理流露，並不是想藉此結交那

孩子的父母，更不是想博得鄉里朋友們的掌

聲（不是為了得到善名），更不是怕會落得

殘忍的噓聲（不是為了避開惡名）。

善行完全是出於自然的流露，才能夠把

善心運用出來，所以當一心清淨，正是自性

流露，也是真如本心展現之時。這一顆真如

本心是每個人的自家寶藏，六祖慧能大師聽

到了五祖給他開示，馬上讚嘆出五句的「何

期」，那五句的「何期」最重要的是前面跟

最後面的兩句，「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

自性能生萬法」，上天給我們的，流露在身

上的本來就是這麼的清淨，這就是清淨心；

我們的自性不但是如此的清淨，還能生出萬

法，能生萬法就是行善。

 

然而，活佛師尊提醒我們「至善心歸止

一處，返璞歸真靈貫天」，把心依止於不動

之境，不隨世間法而流轉；不思善、不思惡

的不二法門，也就是平等法，最後連所依止

的境都要放下。

我們絕不可追求善法的名與相，而忘卻

自性的真菩提，僅僅以造作之善為善，也就

是有為之善為善，一再追求行善的美名，而

沒有行真善的誠心，變成一種鄉愿。所以才

需要將一切善法都歸攝於自性，放下心中一

切善法的妄心與虛名（無住），離開一切善

法的假相（離相），應該反觀自照自己的自

性，由自性生發出一切真正的善，這正是老

子「守樸」的道理（空理）。

古德云：契寶悟自性，以道同存理。

　　　　萬善功德滿，永覺圓性空。

老 娘曾慈悲，我們所傳的道，所求的

道，在於這「虛無妙靈」。此物本體虛無，

若以語言文字形容，越離越遠；心念一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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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斷失。世間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的寶，佛

家講的佛、法、僧，我們常講的關、訣、

印，其意義不單單只在於求平安、躲災劫，

更是在於藉由世間一切的至善法寶，能證

悟、能契入自身的「虛無妙靈」。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有為法，通通不是真

常不變的「正法」，都應該看淡而不留、不

住於心，唯有歸止於如如不動的先天本覺

上，這才是不來不去，不斷不常，不生不

滅，不一不異的真常的道。除了放下我相與

法相，甚至連心相中的根塵識也都應放下，

清淨自心以行一切善，才能與道同存一理。

伍、結論

南屏道濟：

萬教齊發百千門，惟善為寶一貫真。

隨喜自在實修造，直指見性王法門。

世界上的教門很多，其宗旨都在於化人

為善，教人要樂善好施，化惡行為善行，藉

此累積後世之福報。我們歷代祖師與師尊、

師母所傳下的「道」，宗旨在於啟發眾生的

虛無妙靈，使眾人可以歸根認 ，恢復自性

為清明，而返回故家鄉。

一個國家以善人為寶，善人以靈明本性

為寶，真真實實修好自己，成就一切善而離

一切善，才是一切善，體證契入性、心、身

一貫之聖流。世間上所有的善，都是因緣和

合而形成，絕非常而不變的善，真正的善在

於自己的身上，但不可看輕身外的善。應該

要不即不離，所謂的不即，是沒有被綁住；

不離就是你懂得去運用它，藉假修真，這個

叫做不離，這個境界才是真正的離，當我們

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就是隨喜自在，那真的

是非常圓滿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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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煉戒定慧之體悟：

（一）持戒─防非止惡、管好自己。　　

　　　（養身）

持戒是幫助大家解脫生死，不是束縛，

好比火車行軌道，離開軌道就危險，我們持

戒，是幫助自己發出慈悲心，降伏自己妄

念，走上無上菩提，持戒也是超生了死根

本，若不能持戒，無形中會造了許多罪過，

雖然有行功立德，但是沒持戒會消滅的，因

此持戒能減少很多罪業，斷一切惡的根本，

所以每一位修行者，一定要持戒。規矩法度

是引正，也就是先用有作為戒律，戒除染著

的心。所有違背良心，不好的壞事不去做，

而所有好事都會去實行，最後達到無為而

為，不用教自己也會做，不用戒律，自己也

會去持守，而走向完善的菩薩行。

防非止惡：持戒能預防，阻止我們做不

對的事，因此要以戒為師。要守佛家的戒

規，行儒家的禮儀，用道家的功夫。

守五戒：殺、盜、淫；妄、酒。儒家的

五常，不殺生而仁慈，不偷盜而重義，不邪

淫而有禮，不飲酒而智清，不妄語言而有

信。守五戒，主要是教我們去惡向善，由持

戒協助修行，用持戒作基礎，修持到最後究

竟解脫。

在修道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難免會遇到

阻礙，如果因小小的阻礙與考驗，就半途而

廢，又要怎樣建功立業呢？修道的阻礙，其

實不是外來的，是自己本身招惹的。所以

「外魔易治，內魔難治。」難管的是任意作

為，難防的是慣病不改：嫉妒心、邪見心、

狂妄心、慢人心、自是心、一切不善的心，

若不革除，是修持上的絆腳石，所以要管好

自己。要刮別人鬍子前，要先把自己的鬍子

刮乾淨，要管別人，先管好自己，要管自

己，先管自己的心。

要管好六根：眼、耳、鼻、舌、身、

煉「戒定慧」
◎呂秀惠

專 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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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眼睛看的，耳朵聽的，鼻子聞的，嘴巴

吃的，身軀所做的，意念所行的，這六根是

我們煩惱的根源，因為六根觸動六塵，所有

的罪、過、錯都從這六根生出來的，這是我

們累世的業力，前世與今世的病根，所以要

管好我們身、口、意，管好我們的一念一

動，守住本分，守住自己原則。

院長大人慈悲：「男女界限清，三清四

正嚴，正容並正色，正心並正言。」男女乾

坤要分班；聖凡清，錢財清，男女清，心

正，身正，言正，行正要嚴守；正容色，言

行各得其正；四正言行，心無愧。

身心，言行各得其正，無不當之處，才

能顯出道的尊貴與高超，這也是修道人要修

持的。 

聖凡清：聖事與凡事要分開清楚，不得

假公濟私，公、私一定分辨明白。

錢財清：經手的錢財賬目要公出公入，

錢財收支也要清楚，「佛家一文錢，大似須

彌山，欺心無實報，披毛帶角還。」佛家的

一文錢財，大過須彌山，若是欺騙自己良

心，不實在，不報告清楚，將來做牛做馬，

也要清還。」

男女清：男女界線更要分別清楚。院長

大人︰「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男女不

親授，乾坤不並肩，乾坤勿私語，私室勿交

談，同車勿並座，路行分前後。」在瓜田之

下，不要蹲下綁鞋帶；在李下就是帽子歪

了，也不要整理帽子；男、女之間授受不

親，不要並肩行走一起、不要私底下講話，

造成對方困擾，不能共處一室，坐車時，不

能坐一起，走路時要分前後。就是避嫌意

思。

守四正：心正：一切思想合於中道，一

片公心，共辦道務。身正：舉止合禮。言

正：所言都是道德，真理，有依據的理論。

行正：修道人一切行為，所思所想都是坦蕩

磊落，合於道德。

生活要有規律，該吃飯就吃飯，該休息

就休息，生活正常，身體就不會有毛病。更

要有勤勞習慣，且做事活潑玲瓏。修行是快

樂的事，保持愉快心情，待人接物和藹可

親。這都是在持戒，養身。

（二）禪定─身不妄動、心不攀緣。　

　　　（養心）

禪定：外不著相，叫作禪；內不動心，

叫作定。禪定是平息我們思慮，放下一切攀

緣，外離一切相的執著為禪，內能明悟自

性，不擾亂我們心性是定，所謂「攝心者，

回歸自性，心就定」，勤於精進，修煉定

著。能定著，心就不散亂，既然我們來學修

道，是要知道修回正確的思想，安頓身心，

就是達到禪定的妙意。

身不妄動：身驅不會胡作非為妄動。我

們不生發妄想心，嘴巴不亂講話，身驅不胡

亂做，這就是修身、口、意。我們隨時觀照

自己，在外不欺侮人，對上沒欺騙上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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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刻都能依道奉行，不會違反做人規矩，

也能謹慎自己獨處的時候。

心不攀緣：「攀緣」是一種煩惱，心隨

境在轉，勉強求得。「攀」就是執著，抓著

不放，因為執著，因此而做出貪、嗔、癡的

行為。「攀緣」的人，做事常常被外境所

轉，事情還未到，心就貪愛，事情已經過去

了，而心卻放不下，所以我們要隨順機緣，

這是一種智慧，不用勉強。隨緣的人像鏡

子，相來則現，相去不留，絲毫不罣礙，用

平常心去看待身邊的事物，隨順當前的環境

因緣，從善如流，以平靜淡泊的心面對一

切，因此看破、放下，每天觀照自己的念

頭，遵循真理。總之，未成佛道，先結善

緣；我們修道不「攀緣」，要結善緣。

仙佛慈悲：「聖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

佛不求心。智者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

心。」

佛曰：「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爾

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聖人只求「自淨其心」，不向佛求，有智慧

的人，自我觀照，當下就知道，自心與佛無

二樣，便是迴光返照。戒律的作用，就是在

收攝那個妄動的心，就是心念啊！

愚癡的人天天求佛拜神，向神明求平

安，求財富，求順利，卻不知道反求自己的

心，不知道自己的心，才是無盡的寶藏。

有智慧的人，懂得調伏自己的心，遠比

追求長命百歲重要，因為心是萬法之本，所

以平時要以戒來對治貪心、以定來對治瞋

心、以慧來對治癡心。

愚癡的人往往只注重身體，吃好、穿

好、用好，卻不知道要調心、觀心。

呂祖云：「心有所貪慾而性辟焉，心有

所嗔忿而性塞焉，心有所癡奢而性蕩焉，心

有所愛妄而性遷焉。」未能控制人心，則道

心日亡；能控制住人心，則道心日現，為仙

為佛，為聖為賢，就不難了。

恩師慈悲：「莫使物動心之靜，莫使意

亂心之寧，莫使慾擾心之安，莫使情困心之

靈」。不要讓聲色貨利，動亂我們清靜的

心；不要讓心猿意馬，擾亂我們安靈的心；

不要使世間六慾，擾動我們安穩的心；不要

讓世間七情，困住我們靈靜的心。

（三）智慧─轉識成智、常應常淨。

　　　（養靈）  
真正有智慧者，能破除惡念，顯現真

智，能降伏邪妄癡心。智慧是無明黑暗大明

燈；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智

慧是一切病者之良藥。我們的本性，本來清

靜，只因落入紅塵，而染著所有罪過錯，今

日我們已求得真理大道，要用智慧功德水洗

盡世間所染著的塵垢，自己了斷愚癡愚昧，

反觀自照，生出妙智慧。只要三毒了盡，就

不會有疑惑，能脫離生死輪迴，使我們自性

恢復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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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識成智：六祖常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

惱塵勞，如此修行，定能成道，變三毒為戒

定慧。六祖慈悲說：「要用大智慧打破五蘊

（色、受、想、行、識）、煩惱塵勞。」

有一個修行人在山上修行，一天晚上從

外面回來，突然發現有小偷，在裡面偷拿東

西，這個修行者知道，裡面沒什麼物品好

拿，這小偷他會沒東西可拿，修行人就將外

衣脫下，站在門口等他，突然間，小偷看到

門外的修行者，嚇一跳，當小偷要逃走時，

只看見修行人將手上的外衣披在他身上，輕

輕說道：「沒有什麼東西好送給你，這件外

套，你就披著吧！晚上啊山上天氣很涼，你

自己一路要小心！」小偷當下不知所措只想

趕快離開，這位修行人看了天上潔白、光亮

的月亮，感慨地說道：「真想要將一輪明

月，也一起送給他。」這句話，那小偷聽到

了，但是他卻頭也不回、趕快逃走了。隔天

早上，天亮了，修行者打開門，發現他披在

小偷身上的外衣，已經摺的整齊放在門口，

修行者滿心歡喜：「終於把一輪明月，送給

他了！」

這就是慈悲與智慧的教育，其實人的心

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有時會禁不起外境的

引誘而犯錯，我們若用平靜的心，以智慧來

開導，往往對方善良的本性仍會展現，最重

要的是要常常培養歡喜心、理智和感恩之心

待人，如此人生就會更快樂幸福。

                                    

常應常靜：詩曰：「風來疏竹，風過而

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

這亦是我們常說的「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不管天有雲無雲，不管心有事無事，常常像

無心，無心之心，是為道心，是清靜無染之

心也，可應萬境萬變而永恆不變之心。因

此，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君子如

果內心超然，就能不受外物影響，不被外物

所傷，對過往的萬事，不會執著不放，才真

正懂得放下。這是很高的人生境界。

天靈靈→天三寶：日月星，自然運行，

日照萬物，風調雨順；地靈靈→地三寶：水

火風，各守其位，地生萬物，萬物生長；人

靈活→人三寶：精氣神，人清氣爽，聖人住

世，救渡眾生。

培養我們的心靈就要改過遷善，去除脾

氣毛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掃除世間所

有染著，聲色貨利，名利恩愛。更要去稟物

慾而修持達到正等正覺。這是智慧，是一切

病者之良藥，也才是養靈。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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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成聖成賢的修行人或大德者，或有

智慧的人，在修行路途上莫不是受盡考魔，在

修行路上要不斷行功立德，為了更上一層，

首先要訂下一大愿力作為自我修行目標，時

時提醒自己不要在順境中，貪圖享受而離道

背師。所以我們要效法古聖先賢為道不顧一

切，犧牲奉獻的精神，作為我們修行的典範。

無物無慾是道場的意涵

何謂無物？

無即不受時間，不受空間，不受外在的

環境，不受內在的情緒染著。事來則應，事

去則靜。無物亦是無身物、無心物。無身

物就是身上沒有沾染酒色財氣、脾氣毛病

⋯⋯，無心物就是心上沒有貪嗔痴慢疑、不

正見⋯⋯。因為身物與心物都是阻礙我們自

性光明的障礙物，我們必須去除。

何謂無慾？

慾是慾望，人對金錢、物質、感情、名

利、地位⋯⋯的貪求。求得到還好，求不

到，心就不得安寧，就會想盡各種辦法，甚

至不擇手段，以致煩惱痛苦因而產生，所以

慾是我們的苦根，是萬惡的根源。無慾就是

身心沒有七情六慾，如嗜慾、慾念。對金

錢、物質、感情⋯⋯的貪求。我們要有智

慧，要時時格除慾望，遣慾澄心，即格物。

要清心寡慾，如此，我們的自性才能清明。

何謂道場？

道場是能讓人學道修道且渡化眾生，使

眾生能出離生死苦海，達到超生了死的地

方。「直心是道場，生活是道場，道務是道

場，眾生是道場。」諸佛如來大道所在之處

叫道場，古聖先賢行道之處稱之為道場。生

活是道場，每一種環境都是對自我的考驗，

都是人生的修煉，你的責任，你的工作，都

是你的修行道場。我們在那個地方，那個地

方就叫道場。不一定是指什麼寺廟庵堂，不

是的！釋迦牟尼佛在世沒有一棟建築，所以

無物無慾是道場
◎文馨

專 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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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道場在那裡？他在那裡，那個地方就是

道場。總歸一句，只要有眾生的地方，就是

道場。因此以有形道場而言，大家一起同修

共辦，人在事上磨，刀在石上磨，藉事磨

心，護持這個道場，才能達到了愿的目的。

至於無形的道場，人人都有尊自性佛，在人

的自身中，自性佛即是道場，所以人人都有

自心道場。

直心是道場。直心是平直、正直、率

直、一直心。心中沒有人我、是非、好壞、

分別、對待執著的心。在日常生活中，須時

時反省檢討自己，去除心中的貪心、嗔心、

痴心、慢心、疑心、邪見的心，即心中的眾

生眾念叢生的心。如能時時保持一顆清淨的

心，隨時隨地思慮清明，這就是自心道場。

所以我們修道，不但要好好的修好自己，更

要大家同心同德，同修共辦，渡化眾生。 

修道當要無物無慾：

修道當要無物無慾，使心清明的方法：

求其放心：把泯滅、喪失的良心找回來。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六祖壇經》：「菩提般若之智，世人

本自有之，只因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

識，示導見性。」覺道、覺性的智慧，世人

本來都有的。在佛，不多一點點；在眾生，

也不少一點點。但因為有迷，迷即執著，所

以不能覺悟，不能自己明白。所以必須藉著

大智慧者，開示因果報應循環的道理，及以

心印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來開

示引導成全，使我們能明心見性。求放心就

是把放馳的心收勒回來。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小鳥都能找尋最好、最安全的地方，

作為牠棲息之所。至於萬物之靈的人，卻不

如一隻小鳥，只得在塵世中流浪生死，不得

解脫，其因是因貪求之心的緣故。所以我們

要透過修持的工夫，一切都要用心去觀，透

過妙智慧觀照，要內觀其心，從自己的心性

上下工夫，開啟自己的自家寶藏，才能讓心

靈清靜。也就是借外渡內，借假修真，如能

改頭換面，將凡夫心轉為菩提道心，才能見

性成佛。

治心：先以儒家的四勿（勿言、勿聽、

勿視、勿動）把心管理好。我們的感官看到

就會著相，一著相，就會心猿意馬。所以治

心，可先做到眼不見形色，耳不去聽好聲，

口不去食好味。眼不見心不亂，耳不聽心不

煩，不觸境心不動， 此為消極工夫。

再進一步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雖看到外面的五光十色，

就如同沒看到似的；聽到好聽的，如同沒有

聽到一樣；吃到好吃的，也不會著相於要怎

麼煮才好吃？什麼味道才好吃？達到眼見心

不亂，耳聽心不煩，觸境心不動，不動心的

境界。如此七情六慾，喜怒哀樂無從發生，

心才能保持中庸清平。但人因太看重這個身

體，對於物慾的追求太過了，而使靈性迷失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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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說要看輕、看淡、看破、看透四大

假合的假體。人來到世間，只不過是過客，

就好像住進旅館一樣，住了豪華的套房，固

然舒服，也不可能賴著不走。住進了設備差

的旅館，也不可能只躺著不睡，因為旅館只

是短暫的休憩場所，終非久居之地。所以，

修道人要修養自己，使內心清靜無慾，把本

性外的枝枝節節修掉，內心有枝節，妨礙本

性光明，一一修掉才能顯露本性光輝。如竹

子一樣，要變成可用的竹竿，必須把多餘的

枝節修掉。養就是養我們本性，良知良能，

如此報著一心一德，專一心志地去一直養，

將慾望降到如初生兒一樣的赤子之心。

定心︰心不被是非、煩惱、悲傷、憂

愁、生死所轉，叫定心。心穩如泰山，如如

不動為定，不是指身體姿勢或身體動與不

動，是指心的不動。

 

至於如何定心？心是所有行為的主宰

者，要勤於內心的淨化與提升，做到平心靜

氣、心平氣和、身心平和、把心安定下來，遇

事才不會意氣用事。再來學會以同理心，慈

悲的胸襟為人群默默的付出，渡化眾生，唯

有定心才能擺脫障礙，為自己的目標向前。

禪宗有一則「老婆禪」的公案：過去有

一個非常護持佛法的老婆婆，供養一位禪師

參禪修道，一供養就是二十年。有一天，老

婆婆很想知道禪師的修行如何，便叫她的孫

女兒送東西給這位禪師，她說：「妳送東西

給他的時候，不必同他講話，只要過去抱住

他，看他怎樣待你？」孫女果然依照老婆婆

的交待去做，結果禪師一動也不動，冷冷的

說：「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意思是

說：「我已經修到很有定力，我的心已經不

為外境所動了。」

孫女兒回去把情形告訴老婆婆，老婆婆

一聽，很失望、很難過，一氣之下就把禪師

趕出去，不再供養他了，同時把供養禪師參

禪修行的茅屋放一把火燒了。她說：「我

供養了他二十年，竟然供養了一個『自了

漢』。」因為老婆婆認為禪師只執著於坐禪

求開悟，並沒有渡眾利他。

禪師離開以後，便到各處去參學，過了

幾年，又再回到老婆婆的住處，要求老婆婆

能再護持他修行。三年後，老婆婆又叫她的

孫女兒再去試探禪師，這回當孫女兒上前抱

著禪師的時候，禪師也回抱她，並對她說：

「這種事只有你知、我知，千萬不可以讓老

婆婆知道。」

孫女兒回去把這話告訴老婆婆，老婆婆

一聽，她說：「我終於供養一個人間菩薩！」

（枯木逢春，遇到了機緣，又有了生機。）

濟公活佛：「心定無慾可容理，清靜無

為能應物。」心達到定，有方向，有目標，

沒物慾的牽纏，行住坐臥不起雜念，則可容

納真理。依良心自性應一切萬事，達到清

靜，自然不爭，能無為而為去應對一切事物

的變化，能應對自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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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　卓姿吟

時光飛逝，轉眼間又要舉辦冬令營了，這

是年年的大事。在去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火車之

旅後，相信在學員心中對於冬令營的印象，不

再只是冗長的法會流程與課程。

今年後學已經開始就業進修，因此在整個

籌備過程並沒有參與很多。但後學自告奮勇的

協助了自己能力所及的文書以及活動組的工

作。並在這次的合作中，盡力的指導重回佛堂

的後輩青年，有關活動晚會活動的構思與準

備。對後學來說，指導協助後輩是件很新奇的

任務。因為向來都是後學擔任活動組相關的工

作，且擔任這個繁重任務很久了，這次雖有如

釋重負的感覺，但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

這次的行程來到了三仙台風景區，在天候

不佳，加上冷氣團來襲的情況下，活動組必須

提早到達進行路線導覽，學員與工作人員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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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使班冬令營

武裝的走過了三仙台的拱橋，通常在這樣惡劣

的天氣下進行外出活動是很辛苦的。但在這一

路走來直到回到休息區，享用著工作人員準備

的豆花，都沒有聽到學員們有任何的抱怨或表

現負面情緒。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天竟然是

冷氣團來襲威力最大的時候，但學員和工作人

員竟然無人反對的完成這次的戶外行程，這樣

的回饋，看在規劃行程以及主要工作人員的眼

裡，無疑是最大的動力和安慰。如今想來，這

碗豆花更格外的溫暖與甜蜜。

結束了三仙台的行程後，我們來到花蓮春

日的天宣佛堂借住一晚。享用完佛堂前賢精心

準備的晚餐後，接下來就是整場活動最精彩的

活動，也就是晚會。本次的活動主題為「誠實

與愛」。在晚會互動遊戲時，要將主題主旨融

入其中，中間雖然有一些因為不熟悉而出現的

小狀況，但是透過學員的表現與互動的熱絡程

度來看，其實是非常成功與精彩的，可見新加

入的青年同修舉辦活動的能力非常堅強。

晚會結束後學員都就寢，後學獨自留在講

堂剪輯活動照片並準備上課影片。看著一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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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無意間被捕捉的笑顏以及認真的神情，後

學笑了。也不禁想著：自己是從幾歲開始參與

這項年年舉辦的活動呢？從擔任學員開始，一

路從活動組、輔導員、到司儀還有活動組長這

樣一步步、一路的深入參與了整個活動的幕後

製作過程。想想也覺得驚訝，這樣年年擔任工

作人員，驚奇以及新鮮感卻不因經驗增長而減

少。反而在每一年的活動中，這樣的感覺與情

緒每每都會被高高的激起！

自從就業後，每日繁忙的工作已經讓我身

心俱疲，尤其在這次活動開始前的籌畫工作，

時常因為這樣負面的心態而想著乾脆不要參加

吧！平常都已經夠累的，為何要為了佛堂的幫

辦事務而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這些想法在活

動結束後快要一個月的現今仍在。沒錯，後學

還是很忙碌。但現在敲著鍵盤，臉上卻浮現了

欣慰的笑容，因為我正為自己歡呼，幸好沒有

因為這樣想法而失去了為佛堂付出的寶貴機

會。說真的，情緒是會互相影響渲染的。為何

學員會如此愉快？自己不也樂在其中嗎？這樣

的歡樂不也是放鬆嗎？在冬季溫差甚大的春

日，內心卻是溫暖的。

隔天在進行蔡孟谷老師的課程「愛」時，

有進行貼愛心貼紙給自己在這次活動中最喜愛

的人員或是夥伴的橋段。後學很幸運，在這次

的橋段得到滿滿的貼紙，我既驚喜又感動。在

這次活動中我並沒有參與到很多，露臉的機會

也只有晚會協助進行的工作，能被這麼多學員

喜愛，當下，我突然領悟，為佛堂幫辦的這幾

年心血並沒有白費，得到的不是金錢以及名利

的回饋，而是充滿著純真、毫無心機的愛。

這回首次擔任協辦的角色，從旁協助後輩

青年構思晚會活動以及流程。讓後學感到欣慰

感動的是，這次有多名回來佛堂的青年加入，

讓活動超越去年的成功，不但增添許多趣味，

更為這些青年心中種下了

盡心協助的決心。而這次

給我的收穫不再只是過去

關於吸收輔導員以及活動

相關的經驗，而是真心

的、誠實的面對，這樣初

心的自我；並從中體現，

日常生活的真誠、愛，以

及自身的反省。

天氣依然冷冽，但懷

抱著滿滿的愛，相信明年

的活動會更加美好。

常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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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元旦正是一年

生機的開始，也是位於台

灣台南市新化區虎頭埤的

天乾道院開光佳期，來自

全台以及國外嘉賓們紛紛

蒞臨祝賀，為了如期讓佛

堂開光，台南各區在12

月就陸續邀集道親們前來

打掃整理，並有各區輪流

日夜在佛堂駐守，工程也

繼續加緊趕工，將原本的

工地模樣，不斷更新，直

更添無數祥瑞光彩，彷彿諸天仙佛也在等待開

光一刻來臨！

吉時一到，前人親自帶領所有點師們開啟

佛堂大門，進入佛軒，來自各地的前賢們也紛

紛上到佛堂，見證這歷史的一刻，所有參與的

前賢們都歡喜感動不已！隨著獻供後的請訓，

更感受到上天的恩典，不僅正覺帝君徐前人與

院長大人齊來祝賀，活佛恩師更對我們勉勵叮

囑再三，因為，今後這艘大法船，需要更多人

的投入運行！

崇華堂天乾道院
開光幕後之回首來時路（一）

◎編輯組　◎攝影　陳俊儒

到開光前一天，不僅五樓佛堂主體已經佈置莊

嚴，其他各樓層也整理就緒，就連看似凌亂的

四周坡地亦整理出可供人車通行的通道！

是日清晨五點多，就有工作人員陸續到達

各自樓層崗位，準備開光事宜，不僅負責佛堂

開光流程的司儀點師，來回穿梭叮嚀招待人員

細節，連前一天就進駐的遠地前賢們，也雀躍

地上佛堂由旁邊一窺堂奧呢！

只見原本莊嚴的大殿，在燈光交相輝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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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土地變更合法遙遙四難化解路

回首天乾道院的籌建歷程，從他人想買的

風水寶地卻讓道場順利購得，到今日能順利開

光，轉眼一等就超過20多年的歲月，其幕後

為了土地變更案，前輩們與政府拚搏，殫精竭

慮將四難轉化，成功跨越特種農業區的藩籬，

突破國家風景特定區的限制，排除文化遺址的

疑慮，化解水土保持上游區認定的爭議，政府

單位終於同意天乾土地能夠變更，這不可能任

務的推動史，實值得我們玩味再三！更感到前

人大德，上天的慈悲默佑！因為，天乾道院的

地是附近唯一申請通過合法的宗教用地，這種

奇蹟，連政府官員也百思不得其解！（詳見博

德第35期∼38期）

回首舊建物合法補證克服萬難行

就在102年土地地目變更完成合法化，前

人主持動土後，卻又必須解決另一道難題，因

為，地上建築也必須是合法的宗教建築！原

來，舊有的天乾道院只是一般農舍建築，必須

申請變更為宗教建築才能建新佛堂，原本民國

93年公所行文通知，因為我們是既成的寺廟

事實，就去申請寺廟登記，但只是登記並無正

式使用執照，法人根本不是合法的宗教法人，

為了正式的寺廟登記證，就必須申請補辦。

當前輩們將法令一翻開，才發現不得了，

新的法令對於建築物的要求很嚴格，為了早日

取得法人執照，前輩們克服萬難，一步一步依

照主管單位之規定和要求去處理改善。例如拆

掉鐵窗、重做防火逃生門等，待檢查人員檢查

並拍照存證，最後在所有單位都審查通過後，

102年底才取得合法使用執照，103年終於取

得合法寺廟登記證，106年再核發中英對照證

書，這一法人申請過程，前輩們在沒有辦法中

想辦法，最終上天慈悲，當執照申請通過時，

前輩們莫不歡欣萬分，所有的陰霾都一掃而

空，所有努力終於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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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納骨塔登錄在案逢良機

當初前人想要讓天乾道院的土地規劃有三

種功用，即佛堂、納骨塔和前輩安養。佛堂已

經指日可待，前輩安養也有機會，唯獨設立合

法納骨塔是可遇不可求，不僅當時資金不夠，

想要成立納骨塔更是一件不簡單的事，除了我

們是位於水庫旁邊外，這件事還要當地的居民

都蓋章同意才可以蓋，一般人也不願與納骨塔

為鄰，實在難辦！

但上天慈悲，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天公

所來了一張公文，針對早在某一年度之前就已

設立並有放置骨灰罈之寺庵要在規定期限內提

報，經公所派員查驗屬實後，要登錄在案，但

公文夾在門邊放置多日都沒發現，直到了提報

期限前三天，前輩才發現，打開一看，這真是

大好機會！踏破鐵鞋無覓處，政府竟然能讓我

們登錄，絕不能錯過良機啊！

前輩們當天馬上為此事開會，會後決定將

原先放置骨灰罈之處重新整理布置，並備妥提

報之文件，迅速向公所遞件，三天後公所來查

驗骨灰罈，其中，我們往生前賢的登記時間也

都是符合政府規定的，上天慈悲，在最短時間

內讓我們登錄了這可遇不可求的塔位！

接下來就是如何設計規劃天乾，以完成前

人與常州後學們的寄盼了！這對一向外行的點

師們來說，是要如何使命必達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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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但強大

若說，虛擬世界逐漸進入我們的真實世

界，那似乎假設著，有一個真實的虛擬世界

正隨著科技的進步而緩緩逼近我們的生活。

其實，今日，我們已在可能性的虛擬之中。

科幻電影喜於啟示錄的情節，指出某個

被數位技術、人工智慧宰制的世界終將到

來，屆時，人也許完全滿足於人工式的感官

世界，或，人更全面控制生活環境，或人已

不再由人形外觀來定義。關於自己是什麼，

為何而存在，往哪兒去，所有這些問題似乎

難以在傳統智慧中找到解答，不過，我們從

電影、小說裡也不是要找答案，反倒是要找

更多的可能性：自己還能如何地與當下的自

己不一樣？這樣，我們便擁有一個未知的未

來自我。所以，消費產品不只重視功能，還

◎戴山

處事錦囊

要滿足使用者對未來自我的想像（一般稱此

為符號消費、文化消費）；公共建築物不只

要求安全，也設想各種未來可能發生的情

境，模擬人在緊急逃生時的集體行為；資料

庫除了將學生的表現記錄下來之外，也可連

結到其它的資料庫，算出未來可能的就業機

會、薪資，而且，從收入財富還可再算出未

來可能的休閒活動。

未來就這麼湧入日常生活之中，豐富了

我們對自己的想像，但，這樣的想像是虛擬

的嗎？早在19世紀，愛情小說裡以書信格

式來虛構對遠方愛人的思慕之意，既滿足當

時讀者對個人獨處的心理狀態的好奇心，也

讓社會開始對之模仿並假設愛情時所需的內

心經歷。至今，我們還不斷地透過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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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理治療、小說等等媒介，推動一波

波的愛情想像，然後將之實現。孰為虛構，

孰為真實，已難分解了。義大利社會學家，

Federico  Varese，在研究黑手黨的生活時發

現，匪徒老大喜愛將自己當成《教父》這部

電影裡的角色，Don Corleone；反過來，則

有與幫派親近的人試圖拍攝黑手黨的真實生

活。如果在路上 遇到一眼即可辨識出的黑

幫份子，真不知他是貨真價實的黑幫，還是

演員？同樣的道理，我們的生活到底是實實

在在地從過去而來，還是由從某個的未來

（從未到來的）的角度所搭建的？

後，使得當下存在的虛擬可能性更形複雜，

不可控制，一張照片最終會在意義之河漂向

何方，成為何物，不得而知。已經有愈來愈

多人遭遇這個時間問題。大學時曾為社會議

題發聲而立於街頭的照片、發言被公司人事

部門搜尋出來，莫名地失去面試機會；父母

十多年前上傳小孩兒時的糗樣照片，不時被

搜尋，成了同學間的取笑對象。虛擬可能性

既能豐富生活，也能帶來傷害，網路上的污

名、霸凌現象即是一例。如何解決，如何減

少負面影響，至今仍無最終的解方，只能自

我要求，謹慎為之。

不論是生活，還是自我認

同，「未來的可能性」已經捲

入生活的當下。Facebook裡的

一張小學大頭照、Line群組裡的

同學會聚餐照片、部落格裡的意

見立場，都摻雜著某種考慮：日

後自己與別人會如何感受這些照

片與文字？網路世界裡，每個人

的未來是不同步的，有時在不同

軌道上，有時交錯，有時你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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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年假期剛剛結束，春節過後人群流向

又再移動，人們重新投入各自工作崗位，社會

活動又再繁鬧起來。商舖開市營業，車站擠滿

趕上班上學的人，每個人臉龐上掛著喜悅，見

面時並互相祝福。

春節期間，家家戶戶，各行各業都喜歡擺

設年花度新歲，寓意新的一年前程有如花開錦

開，還要一朵一朵向上開；簡單地說：每枝花

要包含開著的花，半開的花和未開的花。總之

過年期間，隨處可以看見繽紛盛放的花。

植物開花過程形成一條上升軌跡，人們把

它比喻步步高升的徵兆，象徵進步、提昇、跨

越，一步一步踏上成功之路。經歷過風吹雨打

的花枝，通過春雷雨澤，孕育出美麗的花朵，

◎香港　尹國偉

小
品

步步高升

繡，而春天也是充滿希

望與蓬勃生機的季節。

春天賦予人們新的活

力，她滋潤了每一顆心

靈。春節年花成了人們

的寵兒，心意的象徵，

花開的狀態便成為一種

徵兆。因此選購年花有

一種共同意向，就是

說：花要美麗，花要

未開的花，希望

半開的花，生機

開著的花，實現

開過的花，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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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們經過歷練，理想得以實現，為生命帶來

生機，為未來燃點希望。

花的寓意與人生和現實環境息息相關，她不

單單代表一種吉祥徵兆，也可以是一個計劃。企

業需要時常重複這個上升軌跡計劃來保持業務的

競爭力，當企業失去競爭能力時， 便難逃被淘

汰的厄運。失去競爭能力的原因很多，因長期虧

損而倒閉、被強競爭者壟斷了市場、內部人事不

和、員工知識水平不足、產品或服務品質未能切

合實際需求，企業形象信譽受損等⋯⋯，要抵禦

被淘汰的厄運，企業要求不斷提昇，良好信譽，

善用資源以穩固健全財政，人才培訓為企業注入

生機，開發新創科技產業為企業帶來希望。

人生有別於企業，但一樣會面對厄運、貧

窮、疾病、戰亂、罪惡等問題，有如洪水猛獸般

困擾著這個世界，現代人要活得好就不得不努

力，天天趕路、上進彷彿成為人類生存的方向。

孩子剛出生，父母已經為他們積極備戰，怪獸家

長，現代孟母三遷，千辛萬苦為孩子們爭取所謂

的：贏在起跑線上。面對來自生活的挑戰，與其

嚴陣以待，倒不如想辦法把敵對的情緒化解，人

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更美更好的人事物最終

都敵不過時間，隨成住壞空而流逝。生命太短而

人生路遙，要做的事又太多，顧得到起點，卻走

不到終點，遺願未竟而鬱鬱終生。《傳道書》

3:11「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裡」。因得其時使理想得以實現，

因永生為生命帶來生機，為未來燃點希望，冥冥

之中自有安排，但幸福非偶然，福祉聚心，若果

存心不好，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若存好

心，所謂福至心靈，幸福自到，心也變得靈巧。

健康二三事 ◎編輯組

護眼——
抗藍光 6 招
光線可分為「可見光」與「不可見

光」。「藍光」是屬於「可見光」，

也是能量較強的光線。其實在生活

中，藍光無所不在！

手機螢幕、電腦、筆電、電視螢幕，都

會發出藍光，對眼睛與情緒產生傷

害，長時間在關燈狀態下使用3C產
品，除了傷眼，還容易造成失眠、情

緒變差。如何保護我們的靈魂之窗，

為您介紹以下6種方法：

選擇有廠牌的藍光保護貼1

選擇阻隔率為15至20%的
鍍抗藍光膜眼鏡

2

使用一小時應閉眼休息10
至20分鐘3

雙眼與螢幕保持30至50公
分距離，避免躺著或行進

間使用

4

避免在關燈使用，建議用

暖色系檯燈改善過暗或過

亮的光源

5

多攝取深綠色蔬菜、黃色

水果、莓果類，還有蛋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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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心＿

實心無為

心止一境

未開的花，希望

半開的花，生機

開著的花，實現

開過的花，經歷

沿途有恩師打氣，但在艱辛的修持路上還要靠

自己流過的汗水去完成，竭盡其力往前跑，山

是高，水是深，鼓起勇氣、力量，放下是非得

失，清心寡慾，不灰心，不氣餒，便可一步一

步完成心愿。 

愿的意思是可以達成的希望。希望是生機

的前驅，生機是隱藏在生命中的動力，力量來

自對真理的參悟，單是空想，空說成不出事

來。恩師慈悲：「深行無妄逆不亂，深行無偏

魔難侵」。就如船負重物於風高浪急之深水中

航行，本是危險，卻因為船的操控者和船製造

者素有經驗，一切可以化險為夷；深行者能負

重致遠，靠多領悟和智慧，通過經歷而獲得

的，參透真理是一種閱歷，通過見聞而獲得經

歷；深行是一種歷練，通過親身之身體力行而

獲得的經歷，沒有深行和沒有經歷的人有如一

個人不懂泳術又沒有配帶任何裝備投入深海，

是何等危險的事情，閱歷配合歷練可以抵禦所

有阻力。天道沒有修不成的心愿，祝願大家新

的一年，步步高升，也自勉之！

恩師慈悲，這十年來慈賜班名均示現上行

升勢，訓文如花開朵朵，按年一個一個往上

開，先以「誠」為中心設了四個班名，後又用

「圓」設了另外四個班名，現在用「心」為主

題已經賜了兩個班名。一股無形動力，教我們

修得靈巧。

捨凡存誠

鵠的誠固

真誠無妄

誠信修睦

靈靜性圓

揚善圓道

智圓德方

圓我融群

聖道綿綿，有如春雨，滌洗我們的心靈，

提昇智慧，持續學習，不斷修行，使可以負

重，可以承擔，可以完成,於波濤洶湧的娑婆

世界中逆水前進。祂賦予我們希望、生機，從

個人不同經歷中實現聖凡兼修，遇有躊躇不前

時，有如春雷喚醒愚迷，有如春雨滋潤群生。

人生長跑中，雖有父母幫助贏在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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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章節要旨〉

觀自在菩薩，在未破十二處與十八界之

前，為了加強舍利子對空的認識，再次呼喚其

名，並且舉出三個對立，六個概念來說明之。

生滅、穢淨、增減，是心識世界的經驗，是六

根對六塵起六識的結果。

講空，是純粹對理性（意識，第六根）的

批判，對經驗（感性，前五根）的批判。由於

「空」不是經驗的對象，在經驗之中找不到

「空」，在「空」中亦沒有心識經驗，沒有色

蘊，亦沒有種種內心的造作。故此，空中無

色，無受想行識。

〈要句註解〉

1. 是：代詞，作「此」或「這個」解。

2. 諸法：諸法：一切法。森羅萬象的一切事物

和現象。緊扣主題，諸法是指色、受、想、

行、識，人的生命的這五種現象。

3. 空相：空的狀態。

4.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世間一切

物事，可以從其「體」、「質」、「量」來

了解。不生不滅是指物體無生滅；不穢不淨

是指性質無好壞；不增不減是指數量無多無

少。世間的對立無數，只是以「不生不滅，

不穢不淨，不增不減」三者來顯示出「空」

的含義。

5. 是故空中無色：故此，在這個空的狀態，是

◎美國　梁道禮

《心經》感悟（三）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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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色身及外在的物質世界。

6. 無受想行識：沒有人種種的感受、思想、執

取及識別等內心活動。

〈白話翻譯〉

舍利子啊，我們的心識看到生命的種種現

象，包括色身、物質世界以及精神活動；然而

這個各種現象的空相（空的狀態），卻是沒有

這些經過心識的識別而來圖像；人的生命的種

種經驗：物事的物體有生滅，物事的性質有好

壞，物事的數量有增減。但是，「空」不是

經驗的對象，在經驗之中找不到「空」，在

「空」中亦沒有經驗意識，空的狀態是「不生

不滅，不穢不淨，不增不減」的呀！因此，在

這個空的狀態，是沒有色身及外在的物質世

界，亦沒有人種種的感受、思想、執取及識別

等心識活動。

〈心得分享〉

1. 「是」字的用法：

有關「是」這個字在《心經》的文法及用

法，有學者作出研究，在先秦時代，「是」

字主要只有兩個用法，就是「此」的意思和

「是、非」的意思。

「是」字作為繫詞的用法，是東漢以後

才逐漸產生的。例如：天空是藍色的。（The 

sky is blue.　句子中的is便是繫詞。）依照玄

奘大師翻譯當時的語言風格，「是」字一般都

作「此」字用。

「是」這個字，在《心經》一共出現四處：

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

②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③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④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在上面的例子中，「亦復如是」、「是諸

法空相」及「是故空中無色」，很明顯的，都

是「此」的意思。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解釋為：「色

即此空，空即此色」（色就是這個空，空就是

這個色）。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

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可解釋為：「故此，我們知道般若波羅蜜多這

樣的大神咒、這樣的大明咒、這樣的無上咒、

這樣的無等等咒，能夠消除我們一切苦難。」

《心經》的另外一個譯本，《唐上都大興

善寺三藏沙門智慧輪奉　詔譯》，譯文如下：

「舍利子！色空，空性見色。色不異空，空不

異色。是色即空，是空即色。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其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翻譯成了「是色即空，是空即色」，可

見《心經》此處「是」這個字，是代詞，作

「此」字解。

2. 空的含義：

空是梵文Ś ū n ' y a的意譯，空性是梵文

Śūnyatā的意譯，Śūn'ya的原意是數學上的



47博德59期小品

小
品

零（0），0的含義是無或空，換言

之，0一方面顯示有（有意思的），

一方面顯示無（無數量）。所以，

數學上0這個概念，轉為哲學上的用

法，作為討論世界存在的概念。

人之所以有煩惱痛苦，是因為缺

乏智慧，錯認世界，以假作真。人認

識世界，是通過感性（前五根）的攝

取，產生圖像，然後經理性（第六

根）的整合，形成概念，成就知識。

但資料的攝取，不是靜態的進行，而

講無：五根攝取回來的資料，是心識的作

用所得，在真實世界是「無」的。

講有：第六根整合出來的圖像，畢竟是有

根據的，真實世界的存在是「有」的。

換言之，世界存在是真，但將攝取回來的

資料，當是真實世界就錯，這些攝取回來的資

料，在真實世界是沒有的。一方面講「有」，

一方面講「無」，兩面同時理解，兩面的意義

統一，才能理解空的含義，才能理解真實世界

的存在狀態。

因此，在經驗世界之中，見到的事物，聽

到的聲音，聞到的氣味，嚐到的味道，覺到的

軟硬，這些都是有感性經驗與之相對應的。例

如：青山綠水、風聲雷鳴、花香臭味、甜酸苦

辣及柔軟粗細等等。而「空」不是經驗的對

象，在經驗之中找不到「空」，在「空」中亦

沒有經驗意識，「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識」。

是經過心識的識別而來；然而人將攝取回來的

資料，與客觀世界確立（identify）起來，看

成一樣。一個是主觀的心識世界，一個是客觀

的真實世界。佛學指出，這主客二分，便是一

切煩惱痛苦的來源，因為自以為認識了世界，

於是執著自己的觀察，執著自己的經驗。主客

二分是認識世界的格式，人受經驗的限制，不

能打破局限。

世界的存在，既不能講有，因為所謂

「有」（圖像的呈現），是自己所觀察，是心

識的作用；但又不能講無，因為呈現出來的圖

像，畢竟是有根據的，不是無中生有。用空的

概念，作為討論世界存在的概念，空顯示一方

面是無，一方面是有，空既不是有，亦不是

無，空是「非有」「非無」，要兩面的意義統

一，才能理解空的意思。

講空，是對理性（意識，第六根）的批

判，對經驗（感性，前五根）的批判。空，含

義著「有」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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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同修在處事上，會因口舌招尤是非，

在不經意間講出一句無心快語，以為小事，言

者無心，聽者有意，讓同修朋友誤解產生怨

氣，卻還懵然不知。要經別人轉告，向人解釋

道歉後，才冰釋前嫌。可見修道者「群居守

口，獨坐防心」，是何等重要！ 

活佛恩師經常慈悲訓勉，修行人要「修心

養性」、「厚德載物」，培養「內聖外王」的

道德品格，從內聖外王的修持中，修口德，最

重要是群居守口。

「群居守口」可以防止禍從口出，與大眾

在一起時，要小心防範。所謂「禍從口出，病

從口入」，確是真理，不可隨便亂講話，免得

惹出麻煩，最好是守口如瓶。多言多語難免有

過，尤其是在公開場合，不少禍患就是因禁不

住自己的舌頭而起。人多嘴雜，你一言我一

語，說到口沫橫飛時，警覺心降低了，出言不

夠慎重，難免在無意間得罪了人，正是「言多

必失」。

春秋時代，有學生問墨子：「多說話有沒

有益處？」墨子答：「青蛙整天日夜不停的

叫，口乾舌燥也沒有人注意牠的存在；公雞每

天按時啼叫，一啼天下就知道是天亮了，可見

說話多了沒有什麼益處，只要說的時機恰當就

行了。」

「群居守口」守的是什麼？在日常生活

中，守住原則，要嚴以律己。最重要是：第

一，不講違背良心的話。其次，不議論他人是

非，不吹噓個人瑣事。第三，不責人小過，不

尋人隱私，不講人舊惡。第四，不要亂開玩

笑。能做到以上四點，才勉強稱得上是一個守

口德的人。

◎香港　黎鏡波

群居守口
獨坐防心

小
品



49博德59期小品

小
品

力四處皆是，說話愈多，愈見爭端。

 

一句恰到好處讚美人的話，可以使人心生

歡喜，廣結善緣；一句傷人心的話語，可以使

多年知己反目成仇，失去和氣。前人慈悲法會

課題「修身口意」，教導我們修十善業，口業

佔了四項，即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

口，如果因說話而令人斷絕希望，等如殺生。

恩師云：「趨惡人者蛇蠍心」。所謂「良言一

句三冬暖，惡言一句九月霜」，要學說好話，

存好心，行好事。

「獨坐防心」，主要是說一個人獨處要防

心。心如樹的根，說話是枝葉，根深才能葉

潤，心防得好才能言好。有一顆修養的心，是

仁心，才能在群居時守口。換句話說，群居守

口，先要從修心開始，說話必需三思過濾，第

一：這話是真的嗎？第二：這話是善的嗎？第

三：這話是必須說的嗎？後學覺得還要多一

面：是刻意讓當事人聽到嗎？因為非議別人的

話很可能會傳到對方耳朵裏，成為是非，反目

成仇。常在心裏帶著這些念頭，就不會有無聊

的話出口，從而傷人傷己。 

「獨坐防心」，是指一個人在無人見之時

要堅守本心，潔身自愛。自己獨坐的時候，要

謹慎防心，在無人之處防住自己紛亂之心，尤

其是淫慾的念頭，修道人特別注意，要管住自

己的心，不要滋生無益的妄想。

防心要防心念。在妄念起時，要知道運用

方法來控制它，不讓它興風作浪。用什麼方法

呢？活佛恩師慈悲教導修行六要，其中第一

活佛恩師在「實心無為」班，慈悲聖訓：

「修煉口德第一門，玫瑰蒺藜有別分；　

　出言不慎有麻煩，傷人傷己品格損；　

　口吐善語氣場好，一身正氣受敬尊；　

　謹言慎行立身基，化腐為奇德乃真；　

　一言興邦一喪邦，素位而行克己精；　

　親賢人者若芝蘭，趨惡人者蛇蠍心；　

　多言繁稱取人厭，虛言詭說取薄信；　

　輕言肆口取人侮，巧言令色忘乎仁。」

說話真是一門高深修德的學問，是溝通人

際來往的工具。古往今來，對於說話的重要

性，有不少至理名言，例如在《論語》孔夫子

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西方諺語：

「上天給人二隻眼，二隻耳，一個口，要人多

看多聽而少說話。」孫子云：「贈人益言，貴

比黃金，傷人之言，惡如利刃。」所以說話要

恰到好處，適可而止，切勿因失言而取禍，更

勿因多言而令人生厭，或因說虛妄之言而被人

瞧不起，乃至因輕言而為人所辱。

說話亦是關係一個人的事業前途。外國有

一名政客，因為侮辱一名政黨女黨魁「人格比

妓女還差」，被警方拘捕，他被控侮辱女性、

破壞和諧和鼓吹仇恨等罪名，女黨魁要求把他

繩之於法，人民亦把他驅逐政黨。

說話如同射箭，射出去的箭就收不回來，

因此要慎言，世間上大多數的麻煩都是由說話

引起：上司和下屬因一句話而失去互信；好朋

友因一時失言而反目；多少情侶因一句無意的

晦氣話，從此各走各路。現在網路年代，言論

傳播快速，人們表達意見的機會更多，語言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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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守玄來克念，時時惕勵己向前。守玄觀心

就能知止。活佛恩師慈悲：「守玄然後知平日

之氣浮，守靜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2016年南海古佛慈悲「靈靜性圓」法會

班名，前人慈悲應南海古佛班名出了一講題

「修無念行」，就是要我們看到念頭的出處，

及控制念頭。終日糊糊塗塗，顛顛倒倒，不會

有成就。所以今天老老實實，要降伏其心。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就是把念頭控

制下來，不讓興起。如果不能修念頭，縱使修

到八萬大劫，也如同煮沙為飯，無有是處。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擇善而從，不善而

改，這是修道人最基本的觀念。有人明知自己

的過錯，錯而不改，這種人，明知故犯，實在

不堪造就。在《論語．公冶長篇》孔夫子的弟

子宰予，能言善辯，說話頭頭是道。起初，孔

子很喜歡這個弟子，認為他很有出息。可是沒

多久，聽其言觀其行，言行不一，宰予露出

懶散不長進毛病，經多次勸勉仍不悔改。 一

天，孔夫子講課時，宰予缺席，原來在白天睡

大覺。孔夫子呵斥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圬也。」意思是腐朽的木頭無法雕

刻，糞土的牆壁無法粉刷，形容一個人始終無

法改造，品質敗壞到極點，無藥可救。我們也

要深自反省，自己不愛護自己，自己看不起自

己，旁人怎會看得起自己呢？

我們一舉一動都不離自心，要「獨坐防

心」。要守備我們心不被外邊的六賊所擾亂，

眼不要被名色所轉；耳不要被聲塵所纏；鼻不

要被香塵所擾；舌頭不要被味塵所拘；身體觸

覺不要被觸塵所牽；意識不要被法塵所縛；如

果這六塵都收拾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萬

慮不生，能夠這個樣子，這就是修持得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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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悲課題「煉戒定慧」，在火宅中鍛煉，不

被外緣所轉是戒，不被外邊的六根、六塵、六

識所擺佈，就是定力，就能生發智慧。

修心是無人知，無人見，不耐超脫是人生

遺憾，不會守心是做人缺陷。守的到底是什

麼？就是守住自己內心的道德底線、價值底

線、人格底線。而獨處之時，恰是守心的考

驗。

所以防心不要心外求法，不要到外邊去

找，不需要到遙遠的地方去找，心就在身藏。

我們若真能把自心認識了，這個心猿意馬——

心像野馬似的，意像猿猴似的，我們能把心馬

牢牢拴住，把意猿也看得緊緊的，這樣子修行

才能有所得。

群居守口，獨坐防心是修養之要。 「獨

居與防心」是修身的要旨，做人的境界。 獨

處之時，恰是守心的考驗。守心不是一時之

事，不能速成，是需要時時自我省察，事事反

觀自照，持之以恆才能有成就。因此，一個人

的時候，提高覺醒，守住一顆人之初性本善的

心，守住一顆修行的心，守住一顆淡泊名利的

心，守住一顆平常心。 

《中庸》三十二章引用《詩經》大雅抑之

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相」

解作看，「爾室」解作我們的居室，意思是在

心靈深處，一個人獨居自處時。「屋漏」，屋

的西北角，古代大屋西北角設有一小處，安藏

神主，若神靈鑑察。兩句解釋：是說一個人獨

居在室內深處，如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對得

起自己西北角的神靈（即是自己良心），沒有

做出任何慚愧的事，是自修慎獨，存誠的功

夫。

《大學》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

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在獨處時，心之所發本乎

誠，從自性流露真實無妄，能毋自欺，人的本

性直接反應，如厭惡惡臭的氣味，不會聞惡臭

說香，愛好香氣味是自然真切，不會說香成臭

（這種香是一般性的香味），不愧暗室依天性

這本然之反應而處萬事萬物，人才能自謙，自

謙是自足，快意，喜悅存於心內。更要慎心物

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致良知，才可以誠其

意，不欺自心，不欺天，才是修養最深功夫所

在。

孔夫子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難以哉！」搬弄是非，甚至無中生有，

賣弄小聰明，蜚短流長，此種行為鄉婦尚有不

如，何況學道人! 欲知心中事，但聽口中言，

一個人所言之事正是他內心的反影。古語云：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群居之談，是

衡量一個人修養最直觀的尺規。

後學以「群居守口，獨坐防心」作為修持

的座右銘，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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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興

心靈SPA

◎世上有兩件事最難，

　一是放下，二是承擔，

　但⋯⋯，

　放下談何容易，  
　承擔更不簡單。

　放下什麼？

　放下一切的貪嗔癡愛，

　放下一切的怨恨惱怒煩。

　承擔什麼？  
　承擔一切的使命責任，

　承擔一切的酸甜苦辣鹹。

 
◎學什麼　學天地之奧秘   
　修什麼　修內在之不足  
　講什麼　講聖哲之典範  
　辦什麼　辦生死之大事  
　行什麼　行自性之圓滿  
 

◎從辦事的過程裡累積經驗

　從挫折的洗禮裡堅毅心志

　從人際的互動裡學會包容

　從奉獻的機會裡獲得法喜

　從開創的愿行裡看到奇蹟

 
◎一個堅字　除去了多少的困頓  
　一個諒字　少掉了多少的紛爭  
　一個忍字　省下了多少的麻煩  
　一個勤字　增加了多少 的學問  
　一個信字　交到了多少的好友 
　一個善字　累積了多少的福份  
　一個恆字　帶來了多少的希望 
　一個愛字　平添了多少的溫馨 
 
◎白陽天使要有突破逆境的決心 
　白陽天使要有敢於擔當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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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陽天使要有分別真假的智慧 
　白陽天使要有犧牲奉獻的精神

　白陽天使要有寬宏大量的胸襟

　白陽天使要有修己渡眾的能力

◎不管你是與道場中的同修相處，

　或處理家庭中的人事， 
　如果還會有口角、 爭執， 
　還會有心情不順、不圓融，

　這都是因為你的心還不夠柔軟，

　還要爭那口氣。

 

◎凡事自己有說錯話，有做錯事的，

　都要勇於說一句「對不起」。 
　而且，被道歉的也要虛心來接受，

　並說：「沒關係！沒關係！我也有錯。」

 

◎人跟人相處不愉快的時候，

　能忍之於口、忍之於面、

　進而忍之於心。

　在你的臉上既不會看到生氣的樣子， 
　在你的心裏又沒有一點介意的念頭，

　那你的修行才算是有點功夫了。

 
◎忍受你周遭的考驗　以成全自己

　捨去你最愛的享受　以解脫煩惱

　淡泊你執著的成敗　以達致坦蕩

　端正你不平的思想　以提昇心境

　排除你計較的心理　以化作無為

　改變你傲慢的行為　以表現真實

　糾正你固執的想法　以恢復圓融

　養成你良好的習慣　以健全發展

　振起你低沉的士氣　以奮發淬勵

　維持你抖擻的精神　以精進不懈

　激起你純真的愛心　以洋溢道情

　增長你無比的意志　以慎始敬終

 
◎演好生命的角色　使之偉大

　珍惜生命的存在　使之勃發

　點燃生命的火炬　使之輝耀

　散發生命的光熱　使之昇華

　開拓生命的領域　使之無垠

　叩向生命的深處　使之永恆

　領悟生命的真諦　使之達觀

　創造生命的內涵　使之珍惜

　付出生命的精誠　使之豐足

　面對生命的坎坷　使之茁壯



54 博德59期 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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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蕾莎修女是阿爾巴尼亞裔，印度籍羅馬

天主教修女及傳教士，生於1910年8月26日，

全名AnjezeGonxheBojaxhiu阿涅澤.岡婕.博亞

久，12歲時立志當修女，她進入修道院後，

被命名為Mater Teresia德蕾莎修女，後來被派

往印度。

德蕾莎修女18歲來到印度之後，就再也

沒有離開那裏。1952年夏天，她為窮人找到

愛與尊嚴，在印度加爾各答建立「垂死者之

家」。   

一個18歲的姑娘，自己都居無定所，而

每天做的事，就是推著小車在垃圾堆裡、水溝

裡、教堂門口、公共建築的臺階上、去撿回那

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遺棄的嬰孩、垂死的老

愛無止盡─德蕾莎

人，然後到處去找食物餵他們，找藥給他們治

病，求醫生幫助他們⋯⋯。

許多人親眼看見，德蕾莎修女從水溝裡抱

起被蛆吃掉一條腿的乞丐，看見她把額頭貼在

瀕死病人臉上，看見她從一條狗的嘴裡，搶下

還在哭叫的嬰孩，看見她把愛滋病患者緊緊地

摟在懷裡，告訴他：「耶穌愛你，祂在天上等

你。」

1 9 7 9年，德蕾莎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

獎。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紗麗走上了

領獎臺。不論是和總統會面，還是服侍窮人，

她都穿著這件衣服，她沒有別的衣服。臺下坐

著珠光寶氣、身份顯赫的貴人，她視而不見，

她的眼中只有窮人。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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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美金的

資產，但是，她一生卻堅守貧困，她住的地

方，只有兩樣電器，電燈和電話。她全部財產

是一尊耶穌像、三套衣服、一雙涼鞋。她努力

使自己成為窮人，為了服務最窮的人，她的修

士、修女們都要把自己變成窮人，唯有如此，

被她們服務的窮人才會感到尊嚴。在她看來，

給了愛和尊嚴，比給予食物和衣服更為重要。

她在全世界的1 2 7個國家有6 0 0多個分

支，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在全世界發

展慈善機構，僅在1960年一年內，她就在印

度建立起了26所收容中心和兒童之家。

但她總部只有兩個修女和一臺老式的打字

機，辦公室裡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她接

待全世界來訪者，總是在她工作崗位上：貧民

窟、棄嬰院、臨終醫院、痲瘋病院、收容院、

愛滋病收容所⋯⋯，在她那裏服務的卻有銀行

家、大企業家、政治家、大學生、演員、模特

「這個榮譽，我個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

上所有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領獎的，因為

我相信你們願意藉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

有尊嚴」德蕾莎修女這樣說。以窮人的名義領

獎，是因為她一生都以窮人的名義活著。

當她知道，諾貝爾獎頒獎大會的宴席要花

7,000美金時，她懇求大會主席取消宴席，她

說：「你們用這錢只宴請135人，而這筆錢夠

15,000人吃一天。」宴會被取消了，修女拿到

了40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

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的售款連同獎

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獎牌如果

不能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文不值。

從1 9 2 8年德蕾莎修女隻身到印度直至

1980年，她的志工超過13.9萬人，分佈在全世

界。她的志工沒有任何待遇，甚至連證件都沒

有，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們唯一要做的就

是犧牲和奉獻。



56 博德59期 小品

兒、富家小姐、美國加州州長⋯⋯。

在臺灣曾擔任過大學校長的李家同博士，

也千里迢迢去那裏，做了他一輩子沒做過的事

情：洗碗、給病人穿衣服、餵水餵飯、洗衣

服、送藥、搬運屍體⋯⋯，之後他寫道：「現

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著人類的真正窮困

和不幸，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愛過。」

後來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內戰，德蕾莎修

女去問負責戰爭的指揮官，說戰區裡的婦女及

兒童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跟她說：「修女啊！

我想停火，對方不停啊！沒有辦法！」德蕾莎

修女說：「那麼，只好我去了！」德蕾莎修女

走進戰區，雙方一聽說德蕾莎修女在戰區，雙

方立刻停火，當她把戰區裡的婦女及兒童帶出

來後，兩邊又打起來了。

這個消息後來傳到了聯合國，聯合國秘書

長安南聽到這則消息讚嘆道：「這件事連我也

做不到。之前，聯合國曾調停了好幾次，南斯

「失去了母親」。印度總理說：「她是少有的

慈悲天使，是光明與希望的象徵，她抹去千千

萬萬人苦難的眼淚，她給印度帶來了巨大的榮

譽」。

印度為德蕾莎修女舉行國葬。出殯那天，

她身上覆蓋的是印度國旗，就在她的大體被

12位印度人抬起來時，在場的印度人全部下

跪，包括當時的印度總理。大體抬過街道時，

大街兩旁大樓上的印度人，全都下樓跪在地

上，向這位愛的天使，表達最高的敬意。

德蕾莎修女一生，「不為自己求安

樂，只為眾生出離苦」慈悲喜捨、悲天憫

人的大愛，超越了任何文化和人性的存

在，她是全世界所有愛與美的化身，她永

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心得及淺見

拉夫的內戰始終沒有停

火，可見德蕾莎的人格魅

力。」

德蕾莎修女在印度逝

世後，她的祖國塞爾維亞

希望她能回國安葬，印度

總理為此特意打電話給塞

爾維亞領導人，希望讓她

安葬在印度。後來塞爾維

亞同意把她安葬在印度。

她的去世，被印度人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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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經驗歸零 」

人生的經驗最好隨時「歸零」，否則，你

可能會越過越無趣！

 

和朋友相邀到北海道來一趟溫泉之旅，第

一天下榻的飯店，擁有二十幾種不同療法的溫

泉池，從鹽泉、泡泡池、按摩池、三溫暖到露

天風呂，設備豪華舒適，洗得人人大呼過癮。

 

有了第一天的美好經驗，大家期待「下一

個旅館會更好」，到了下一個溫泉旅館， 才

把行李推進房間，大夥便迫不及待跑去看溫泉

的設備如何？

當「過去的經驗」，成為一個個「比

較的標準」後，人生就很難再找到樂趣。

在修道的人生中，倘若你不想讓每天的生

活沉淪於「失望」與「無趣」中，請試著

學會把經驗歸零 。

 

心得及淺見

而且，活在「失望」中

的人，似乎特別喜歡提「當

年勇」。「你們現在做事真

輕鬆，哪像我們當年那麼認

真！」「我的前任男友對我

百依百順，不像你一點都不

溫柔體貼！」「你不曉得，

歐洲有多好玩，哪像這裡只

有爛石頭，難玩死了！」

「哇！怎麼只有4個溫泉池？我還以為會

有更多不同種類的溫泉池呢？」

「這裡也沒有按摩椅，待會兒洗完溫泉，

就不能舒舒服服躺著按摩了！」

 

失望之聲此起彼落，大家轉而把希望寄託

再下一個旅館。不料，下一個旅館的設備還更

差。 隨著溫泉設備越來越差，大家的旅遊心

情越來越低落。為了重新提振精神，我們決定

把「經驗歸零」。也就是說，每至一家旅館都當

成是「新的開始」，不再跟前面的旅館做比較。

這才發現，每家溫泉旅館都有獨特的景致。

 

一個人如果不學著把經驗歸零，就很可能

會陷於「失望」中而不可自拔。 

 

有這樣一個朋友，不管你請他去那一家餐

廳吃飯，他都會說「這家餐廳的菜普普通通，

同樣一道菜，某一家餐廳做的比較好吃。」每

次都讓好心請他吃飯的人覺得很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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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Elder Koo

◎Translated by the Editors

Honest Heart without Intent, Cultivation 
with Joy; Making the Mind Sincere, Rectifying 
the Heart, and Practicing with Ease

Exerting Your Heart to the Fullest and Your Abilities 
will be Developed

It’s a pity that people often try to save their face, to preserve their dignity, 

to put on an act, or think they are smart. As a result, we unconsciously deceive 

ourselves and others, compromising our position. If we are not careful, we can 

make reckless comments like “I hate it” or “It’s ridiculous.” In that case, we have 

attachments in our hearts. When we have physical attachments, right and wrong, 

and worries, we can’t have sincerity. Thus, we have to be prudent at all times. Great 

Learning admonishes: “(A cultivator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his/her mental attachments in the subtleties, and cease the evil thoughts in their 

stirrings.” We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small details. Whether it is a good th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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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ad thing, our thoughts have to be righteous when they arise. We need to spare 

no effort in avoiding the cause (as opposed to the effect). We just tell ourselves, 

everything will be ok if we exert our heart to the fullest. Saints exert their hearts 

to the fullest to fulfill their nature. Therefore, the Holy Teacher said, “Propagating 

Tao by exerting one’s heart to the fullest.” Have we exerted our hearts? The Holy 

Teacher wishes that we can deliver all corners in the world. How can we develop 

the abilities? If we exert our hearts to the fullest, we can gain the power. For 

example, the kid next door falls and you ignore him/her. Do you exert your heart 

to the fullest? You may help him/her to stand up, but his/her mother blames it 

on you, “You pushed my kid. Why are you so mean?” What’s it to you? You merely 

exert your heart to the fullest. You don’t push the kid. As I mentioned above, “Saints 

exert their hearts to the fullest to fulfill their nature.” You have exerted your heart 

to the fullest. Even if people misunderstand you and blame everything on you, it 

doesn’t matter. Your heart doesn’t move or sway, so you do not fear. Your heart is 

sincere, without intent. In that case, Heaven will bestow blessings on you. We were 

perfect, but we have been tainted with all sorts of lures and obsessions. As long as 

we are willing to correct our errors and exert our hearts to the fullest to fulfill our 

nature, sincerity is within our g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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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Huan De Temple in Chennai was 

officially opened by Qian Ren on 5th April 2015. 

Since then nearly a thousand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received the blessing. Most of them 

were first timers. The success rate is rather high, 

signifying that India is the birth place of Buddhism. 

The strong Buddha affinity and their customs of 

visiting temples and places of worship to mark 

their auspicious days like birthday, marriage 

anniversary, business incorporation day of the 

business, etc, have indeed brought them as visitors 

to our temple every now and then. Sometimes 

when initiation masters are not in town, temple 

keepers would take down their mobile numbers in 

the visitors’ record book and would invite them to 

come back to the temple to get the blessing and 

receive the Three Treasures during the master's 

next visit. Sad to say, most of them would not 

respond positively despite their promises to do so. 

The dropout is also very high. 

When first-time visitors see the decorations 

and the set-up of the Temple, we will need to 

explain in details to them to defuse the local Indian 

visitors’ perception that it is a Chinese Temple from 

Malaysia. Instead, it is a temple of Heaven for all. 

This is the Temple where one could receive their 

Three Treasures from the enlightened Master, 

who has Heaven’s decree. It is a temple in which 

the noble Three Treasures could be re transmitted 

through a special Puja. (”Puja” is an Indian word 

denoting certain temple protocols that need to be 

carried out solemnly, before one could receive the 

Three Treasures.) There is no religion conversion 

here. It’s more like sharing the Three Treasures 

and advising each and every human being to be 

home again, once his/her mission assigned in the 

secular world is completed. The fact most human 

seedlings remain as remnants on Earth indicates 

that all have forgotten and are not aware of what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about. Such Truth has been 

◎Mak (Malaysia)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The Three 
Noble Treasures

(Part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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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in all religious teachings expounded 

by God‘s Messengers.  The Truth of T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ere expounded by God's Messengers at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different 

customs, different beliefs, different civilisations. 

They look so differently superficially. Conflict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re very real under current 

trends of human civilisations. Worse still, faith of 

the same religion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in the 

hand of sectarian heads. They slaughter others 

for not conforming to the beliefs, ethics, and 

practices. Such contradictions to the Messengers’ 

teachings are indeed very worrisome and could 

be the time bomb for the third world war. Modern 

technology aggravat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fferent sectarians of the same 

religion. These chaotic pictures really butt heads 

with the love and peace from the Almighty. All 

religions’ Truth remains unchanged. We have been 

very blessed by the Almighty. Many religions’ 

sectarians still could not see eye to eye over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in conforming to the Truth. 

For the benefit of all Tao Disciples, Tao lineage 

is documented via the 28 “Western” Patriarchs 

of Buddhism. The remaining 36 Patriarchs were 

passed down in succession from one Master to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Tao lineage, human 

civilisation was in fact practised in India and China. 

The Heavenly Portal
Most of the time, during our courses, we use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to illustrate this most 

important Truth.

We stress and highlight that every human 

being has a ‘cross’ in the head. This could be easily 

proven by the fact that Jesus was crucified at the 

age of 32 by his enemy on a “cros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is was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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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 Being God’s secret, Jesus’ mission 

had been achieved by being crucified on the “cross” 

accompanied by two thieves on His left and right 

sides. Everybody has an invisible cross that we 

now term as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story of Gautama Buddha stated that 

2,500 years ago, Buddha held a lotus flower in 

front of His eyes silently during the closing of 

the last Dharma Gathering, in which nearly 3,000 

disciples were in attendance. Only Ananda Kayyap 

responded with a smile to Him. Being God’s 

secret, Gautama anointed Ananda Kayyap as the 

first Patriarch of his teaching after knowing that 

Ananda Kayyap could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God’s secret hidden in the Eye. 

Bodhidharma was the last of the 28 Patriarchs 

of Buddhism who was instructed by the 27th 

Patriarch to bring the secret teaching to China 

1,500 years ago. Just imagine, Bodhidharma knew 

no Chinese and forewent his luxury of palatial 

status of the Prince of Kingdom, in Kancheepuram 

District in Tamil Nadu State.   Bodhidharma’s 

historical journey to China was phenomenal, 

bringing no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sutras with 

him. It serves as refreshing testimonies that 

the Secret Dharma was indeed transmitted by 

words of mouth from one patriarch to the next, 

secretly. In the spirit of this renowned journey of 

Bodhidharma, we proclaimed that we Malaysians 

brought back this Secret Teaching back to India.

Most Indians are God fearing persons. The 

initiation master uses her / his finger to unlock 

the door of the soul on behalf of Ji Gong Living 

Buddha. It is the same teaching founded in South 

Continent by the Siddhartha Prince in search of 

the Truth about why man could not escape the 

suffering of reincarnation. He was later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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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 as The Founder of Buddhism called the 

Gautama Buddha. 

Once the door is unlocked, by simple analogy, 

it is re-joining the soul’s light and the Heavenly 

Mother’s Light. Once this is reconnected, one shall 

be able to transcend the cycle of reincarnation, 

and will be home with the Heavenly Mother 

eternally, when one is due to be called home 

by Lord. It shall be blissful and forever happy in 

unison with the Mother Nature. If a person has not 

had the chance to get connected back with the 

Heavenly Mother, he or she will end up on the 6 

Paths of Reincarnations when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eyes, ears, nose, mouth, navel 

hole and the vertex. The soul will have no other 

alternatives but could only gain exit through 

these 6 apertures when being called home by 

Lord. 

Again we shall highlight to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all shall gain merits by sharing these 

with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by 

bringing them to temple to receive the Three 

Treas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fresh the 

Three Treasures themselves by sitting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sessions of the Three Treasures to the 

new receivers.

We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t 

Hinduism, one of the oldest religions founded in 

India 5,000 years ago, also knows that it is God’s 

secret that the door of the soul is at the cross. It is 

their custom to place the dot of black and white 

or red on the forehead in between the eye brows 

rather than at the Cross to avoid revealing God’s 

secret. 

We also highlight to them that anatomically 

there is indeed a very minute hole at the Heavenly 

Portal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ross. Three inches 

from the Portal situates the Pituitary Gland, the 

master control gland of all others in the physical 

body. It is also the centre pivotal point of one’s 

head where one’s soul is in unison with the 

heavenly light. In fact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Portal 

the mystical fine hole.（玄關竅）

The Heavenly Portal is a very well protected 

part of one’s body. It is situated at the most 

secured site whose existence is unknown to most 

people. It is a well-known and established fact 

that our eyes are the windows of the soul. We see 

lovers communicate intimately without saying a 

word during courtship, and that their souls are 

in communication. In one's daily life, eye contact 

could connect one another deeply via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e Heavenly Mantra
These are the five-worded mantra, which 

has never been recorded in any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utras.  Sometimes we call it the “Wordless 

M antra”.  Unfor tunate ly,  some s landerous 

accusations of some religions allege that we 

have used their teachings to infer the Truth and 

published in details of how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transmitted. However, readers who have accessed 

and read about them gained no spiritual benefit 

on the salvation of the soul. This again 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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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eaven’s decree of the 

enlightened master.

Being God’s secret,  and for purpose of 

sharing in this article, we would call the Heavenly 

Mantra “One,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Four and 

Five denote the name of Maitreya Buddha. In 

Sanskrit “Mi-Le” means “Benevolence”. To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use the Sun and the Moon 

to illustrate these unconditional, universal love 

showered upon us regardless of who we are. From 

the rich and powerful to the poor commoners, one 

receives the same amount of energy from the Sun 

indiscriminately, equally and fairly.

The first word of the Mantra denotes the 

heavenly world. It is where all souls originated 

from. When we say “all God’s children are equal”, 

it means all human souls are gifted by God and 

are embedded with all attributes and elements 

of what God have - not more nor less; all of 

us are gifted the same.  Souls give us all the 

functionalities and abilities of all organs, tissues, 

senses and cells. They give us life. In the purest 

state, human is the bridge to connect the Heaven 

and Earth as One.  This heavenly kingdom is the 

original home where one shall reside. This is 

the very original home of all human beings. In 

Buddhism we call it a “Void”. We say “all beings will 

return to the Void. From the Void we gain image, 

shape, weight, form and feelings.  The Void is, in 

fact, plentiful.

The second word is where movements start 

to evolve from absolute quietness. This mystical 

energy from the Void transforms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forms of energy.  This spiritual world 

denot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mystical energy and 

slowly and surely transforms into the secular world 

full of images and forms. The reproduction of life 

comes from here. It is the interactions that give 

and produce all beings on this planet.

In Taoism, we illustrate these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ergies of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For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ish to keep it simple by again using the 

Sun as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the Moon as the 

negative energy.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energies,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ccurs. For example, the 

reproduction of living creatures is the interaction 

of man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woman (the 

negative energy). 

In short the Sun and the Moon give life from 

the quiet form to the active production.

The third word refers to the images and 

material secular world. All beings are actively 

living in this worldly space. The attractions, 

materials, sounds, smells, tastes, feelings have 

overshadowed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We have 

been attached and drowned in these materialistic 

world so much so that most of us are lost. These 

have given rise to all senses and organs of ours in 

search of fulfilment to the fullest. Our cravings and 

desires generate the wants and wishes. These have 

slowly nurtured the three poisons of greed, anger 

and ignorance. Illusions and imaginations run 

wild. Our minds will be disturbed running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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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like a horse and a monkey that never will be 

able to settle down. The constant changes slowly 

cover up the True-Self which will lose the control 

of the physical body. The thoughts will be twisted. 

Self-interest, self-benefit, self-centred intentions 

will dominate one’s days, months, years, and life. 

Though these three worlds—the Void, the 

Yin and Yang, and the material world—coexisted 

as One, three hearts are generated—Blood Heart, 

Human Heart, and Tao Heart. Blood Heart is always 

bad. Human Heart will sway between good and 

bad. Tao Heart will be pure all the time, reflecting 

on why we need to engage in cultivation to correct 

all the wrongs, irregularities and shortcomings. 

One could not erase all cravings and desires, but 

could curtail and regulate the wants and wishes 

so that things will not go out of control and will 

be in moderation. This brings about the result 

that our minds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he Tao 

Heart all the time. The Tao Heart will manifest as 

the rightful owner of Conscience that will direct 

and dictate one’s life on the right path.  One 

will  be able to conduct life in accordance to the 

five bonds（五倫）in the community  that will 

exhibit  the Eight Morality Values of Humanity（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i.e. Filial Piety, Brotherliness, 

Loyalty, Trustworthiness, Propriety, Righteousness, 

Integrity and Shamefulness. Humans by nature 

will discriminate and differentiate to serve one’s 

needs. However, i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we shall 

eliminate these shortcomings slowly and surely, 

while realising that we are borne to fulfil the holy 

mission at God s’ disposal and calling. In short, we 

live here to fulfil God’s mission.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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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ust came home from rendering some 

temple services at India’s HuanDe Temple. And as 

usual, with the full speed wi-fi connection, the first 

thing I did was to scroll my phone and share the 

few photos I had in it. Then Uncle David proposed, 

“The title of your article should be ‘Able Body and 

Healthy Cultivation’.”  I thanked him profusely for 

the inspiration. 

Ironically, though being fully inspired, I had 

nothing to write about. I sat quietly in the balcony 

of my home. It is my space of solitude and space 

for breathing the oxygen supplied by the only tall 

tree that is still standing outside my apartment. 

Then I thought why Uncle David suggested such a 

title? 

Looking at the dark silhouette of the only tall 

tree, I suddenly knew that Uncle David must have 

felt the inconveniences he had during his four 

days of services with us. Had he felt that losing 

the agility of one leg slowed him down? Had he 

thought further of how handicapped people had 

persevered through life, which inspired him to 

strive more?  I guess, ultimately Uncle David must 

have felt so much gratitude for his inconvenience.

Uncle David injured his leg from a marathon. 

He had sustained a minor injury on his knee before 

the run. Ignoring the pain, he went on for his run 

across the Penang Bridge. As a result, the injured 

knee became inflamed and spilled over to the 

ligaments and muscles. Consequently, movement 

became slow and painful. Recovery was even 

slower because being Uncle David, he carried on 

with his work despite the pain. Now, he has to 

have a walking stick to assist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body weight so that the injured leg will carry 

the less burden and can ease its way through 

recuperation. 

◎Michelle Mak (Malaysia)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Able Body and 

Healthy Cultivation
Huan De Temple, Chennai, India

“Honest Heart without Intent” Dharma Gathering
8th – 9th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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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many of us, small inconveniences 

like this had not deterred Uncle David’s will from 

fulfilling his duty as a speaker and administrator in 

the annual dharma gathering at HuanDe Temple. 

He came with his walking stick and requested 

for a wheelchair in the airport. He stood through 

the prayers, and bowed as usual for every prayer 

including the long repentance (confession) 

protocol.

Have we not once made up some small 

excuses to exempt ourselves from our regular 

prayers? Uncle David’s spirit humbled me. 

This year’s dharma gathering sailed through 

smoothly, though attendance could be better. I 

took a back seat and saw much more through an 

eye of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small details of 

what others did. 

I saw ladies helping each other despite feeling 

jet lag and tired. Aunty Soo and Aunty Jessy were 

very prompt as if they were put on an auto-pilot, 

preparing all the necessities for each prayer. They 

too prepared all the calligraphic writings and log 

book records. As soon as someone came into the 

temple, they immediately halted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ushered the more junio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the altar and made them feel at home. 

I saw Rajesh the Indian brother who helped 

around the temple errands, rushing everywhere 

to get the electricity and water pumped up, and 

then rushing back to the kitchen to fix dinner 

and lunch for everybody. “What a multi-talented 

man!” I thought – he cooked, fixed, listened and 

performed.

What was more, in the kitchen this year, I 

saw happy faces for two newly widowed ladies, 

working in the kitchen hand in hand with fellow 

sisters and brothers who were strangers at first, 

and later turned buddies.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also very 

impressive. Sister Fong, for example, who doesn’t 

read a word of Chinese, could administrate all the 

protocols in Mandarin. Angeline, an 8-year-old 

Indian girl together with her mother, could also 

administrate the protocols in perfect Chinese! 

Uncle Lim and Uncle Hou who are volunteers at 

HuanDe Temple now speak simple English and 

emceed the ceremonies in English. 

Speaking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 Master Tai, in his very advanced age, could 

touch hearts through nods, smiles and respectable 

bows, piercing our hearts with his bountiful 

spirit of benevolence. There was not a single 

sight of jet lag in him. And although we needed 

two translators to send his messages across the 

audience, Master Tai did not keep any essence of 

cultivation to himself. He brought God’s message 

across, simply, sweetly and precisely. Nothing 

dampened the spirit of sharing and delivering 

another soul to the other river bank or rather, 

across the rough sea to the safety of the next 

shore. 

I must mention too, what had also hum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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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was Master Soong’s and Master Mak’s tireless 

preaching and they reached out to have more 

attendees in this dharma gathering. Master 

Soong is still getting herself fit in her physical 

health. Nonetheless, I could see her up early 

every morning, manning the kitchen followed by 

managing the flow of the day’s schedule. At night, 

I could see her busy whatsapp-ing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me and join the gathering. Only then 

she would start to breathe on her bed, retiring into 

deep sleep before the next sun rise. Yes, I think she 

did not breathe because I saw her gulping down 

food without tasting the meal!   

Master Mak strived with his handicapped 

hearing ability. He could not hear low decibel 

sounds. He could only hear sounds that hit his ear 

drums at the right angle. He could have chosen 

to live in peace. But he had chosen to utilize his 

feeble muscles to carry heavy  bags, his sight and 

alertness to weave through the Indian traffic and 

his brain muscles to translate and preach scriptures 

to all of us. Efforts of self-improvement were made 

in silent readings and studies. He would say to me 

with a jovial smile on his face, “Each time I read the 

same scriptures, I get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Some are intellectually comprehensible. Most are 

heartfelt.” 

Which is why, I guess, I am always taught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th is a journey of 

tasting the sweetness and bitterness of humanity. 

Scriptures are only lengthy words if we do not 

walk that path of self-refinement. 

Of course, a dharma gathering will never be 

of any success with no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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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tuality is often a shortcoming in the 

Asian community. I was so very impressed and 

touched by our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me to attend all morning prayers. And others 

who came, who couldn’t make it for the morning 

prayers were punctual to be at the lecture hall 

when the sharing started. Some came from afar! 

From what I have known, Indians run on 

packed daily schedule.  They even work on 

weekends. For this weekend, I saw our Ind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prioritizing time for the 

dharma gathering. They must have scheduled and 

re-scheduled their tasks to be able to sit in and 

listen to the valuable sharing! 

While I sat at the back of the lecture hall, 

listening to the lectures that were presented in 

English, I listened to the Tamil translation too! 

Brother Balu and Brother Raghu are veterans in 

translating. But Brother Manikam and Brother 

Moorthy together with Sister Priya were all first 

timers. I knew no Tamil. But I think I understood 

their translation to be accurate, for during the 

feedback session of the dharma gathering, when 

inspired audience went on stage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I could feel their spirit radiating through 

their speeches, seemingly enlightened and 

instilled with an unreserved ambition to cultivate 

more with awareness to be a better human each 

day – the teaching of Tao is indeed the teaching 

of a universal Truth. And we are all set to discover 

our true Master,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it is 

conveyed. 

I stared now again at the sole tree beside 

my apartment, which seemingly has no special 

function on its own. 

Like that sole tree which supplies me oxygen 

tonight,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me 

around over the weekend to make this dharma 

gathering a success all contributed honestly with 

no further intention other than sharing the spirit 

of humanity.  

So much in line with the year’s theme, “Honest 

Heart without Intent.” I believe, nothing, especially 

one function as sacred as a dharma gathering, will 

ever be a success, if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came with an ulterior, selfish motive. The sacrifices 

made and the energy rendered were all in unison 

and synced perfectly although we had never 

rehearsed any part of the show. Although we are 

of different complexion and colors, although we 

are of different societal status and upbringings, 

when it comes to selfless, holy services, we all sang 

and danced in harmony. 

What then was the secret? 

My best guess, of what didn’t stop Uncle 

David despite his pain and inconveniences, was 

his love to others and his trustworthiness, for a 

promise is promise not to be broken. What has 

become the locomotive of the sacrifices of all our 

Masters to guide us through the darkness was 

their compassion for delivering us to a heavenly 

state in our everyda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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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ll handicapped in a certain way. But 

with awareness of it, we find ways to overcome 

our shortcomings because we sincerely want 

to. Having an able body brings all convenienc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our thoughts and hearts. 

However,  once a disabil ity presents itself, 

cultivation becomes more profound and healthy, 

because we suddenly become aware how blessed 

we are having a complete body. This told me to 

always empty our hearts of pre-conceptions so 

that they are not filled with pride. Pride prevents 

improvement. 

Humbly I thank God for this up-lifting journey 

to India. It opened up my eyes and enlightened 

my heart for there was so much love that self-

interests just vaporized in thi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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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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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ch a busy and fast-paced modern world, 

how do we deal with everything happening 

in our life?  Very often, we just keep checking 

our lists to make sure that we finish everything 

important in our schedule.  But this way, we will 

just focus on the lists of schedule and may easily 

miss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in our life which 

appears to be a trifle on the surface.  The following 

is a story telling a situation like this.

I arrived at the address and honked the horn.  

After waiting a few minutes, I honked again.  Since 

this was going to be my last ride of my shift, I 

thought about just driving away, but instead I put 

the car in park and walked up to the door and 

knocked.

“Just a minute”, answered a frail, elderly voice.  

I could hear something being dragged across 

the floor.  After a long pause, the door opened.  

A small woman in her 90s stood before me.  She 

was wearing a print dress and a pillbox hat with 

a veil pinned on it, like somebody out of a 1940s 

movie.  By her side was a small nylon suitcase.  The 

apartment looked as if no one had lived in it for 

years. All the furniture was covered with sheets.  

There were no clocks on the walls, no knickknacks 

or utensils on the counters.  In the corner was a 

cardboard box filled with photos and glassware.

“Would you carry my bag out to the car?” she 

said.  I took the suitcase to the cab, then returned 

to assist the woman.  She took my arm and we 

walked slowly toward the curb.  She kept thanking 

me for my kindness.  “It's nothing”, I told her.  “I just 

try to treat my passengers the way I would want 

my mother to be treated.” “Oh, you're such a good 

boy”, she said.

When we got in the cab, she gave me an 

◎Nancy (Taiwan)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The Last Ride



72 Borde No.59 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address and then asked, “Could 

you drive through downtown?” “It's 

not the shortest way”, I answered 

quickly.  “Oh, I don't mind,”she said.  

“I'm in no hurry. I'm on my way to a 

hospice.”  I looked in the rear-view 

mirror. Her eyes were glistening.  

“I don't have any family left”, she 

continued in a soft voice.  “The 

doctor says I don't have very long.”  

I quietly reached over and shut off 

the meter.

I  opened the trunk and took the small 

suitcase to the door.   The woman was already 

seated in a wheelchair.  “How much do I owe you?”  

She asked, reaching into her purse.  “Nothing”, I 

said.  “You have to make a living”, she answered.  

“There are other passengers”, I responded.  Almost 

without thinking, I bent and gave her a hug.   She 

held onto me tightly.  “You gave an old woman 

a little moment of joy”, she said.  “Thank you.” I 

squeezed her hand, and then walked into the dim 

morning light.

Behind me, a door shut.  It was the sound 

of the closing of a life. I didn't pick up any more 

passengers that shift.  I drove aimlessly lost in 

thought.  For the rest of that day, I could hardly 

talk.  What if that woman had gotten an angry 

driver, or one who was impatient to end his 

shift? What if I had refused to take the run, or 

had honked once, then driven away? On a quick 

review, I don't think that I have done anything 

more important in my life. We're conditioned to 

“What route would you like me to take?” I 

asked.  For the next two hours, we drove through 

the city.  She showed me the building where 

she had once worked as an elevator operator.  

We drove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where 

she and her husband had l ived when they 

were newlyweds.  She had me pull up in front 

of a furniture warehouse that had once been a 

ballroom where she had gone dancing as a girl.  

Sometimes she'd ask me to slow in front of a 

particular building or corner and would sit staring 

into the darkness, saying nothing.

As the first hint of sun was creasing the 

horizon, she suddenly said, “I'm tired. Let's go 

now”.  We drove in silence to the address she 

had given me.  It was a low building, like a small 

convalescent home, with a driveway that passed 

under a portico.  Two orderlies came out to the cab 

as soon as we pulled up.  They were solicitous and 

intent, watching her every move.  They must have 

been expecting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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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that our lives revolve around great 

moments. But great moments often catch us 

unaware - beautifully wrapped in what others 

may consider a small one.

Author: New York City taxi driver

From the story above, we will find that 

the ride is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of the old 

lady and the taxi driver because it is the last 

ride for them.  For the old lady, the ride is a 

way of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world since 

she will enter a hospice and will not live 

long according to her doctor.  The taxi driver 

also never thinks that his last drive of his 

occupation will be ended in such a touching 

and heartwarming way.  His little help gives 

the old lady a retrospection of her life and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imself.  If he is 

impatient in the beginning, or if he is carefully 

driving his car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ld lady’s story, would the ending of the 

ride still be that touching and meaningful?   

I guess not.  Therefore, we should learn to 

admire everything happening in our life, 

since it might be something influential for 

our life but does not appear to a big thing 

on the surface.    The schedule of daily life is 

important for the way to success, but it will 

never be that important to our life.  From 

now on, try to see this world with our mind 

rather than just lead our life according to our 

schedule.

Famous 
Quotes

There are two ways to live your life. 

One is as though nothing is a miracle. 

The other is as though everything is a 

miracle.

—Albert Einstein

When you can’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 adjust your sails.

—H. Jackson Brown Jr.

Death is not the greatest loss in life. 

The greatest loss is what dies inside us 

while we live.

—Norman Cousins

Every man dies. 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

—William Ross Wallace

Life is either a daring adventure or 

nothing at all.

—Helen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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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圓滿、吉祥的己亥豬年已經報到，編

輯組在此祝福全球常州道親同修：諸事大吉，

平安喜樂，道務宏展。

「一張好照片的影響力，勝過千言萬

語。」今年元旦，是台灣台南市新化區虎頭埤

的天乾道院開光佳期。前輩們是如何走過那段

「從無到有、篳路藍縷」的艱辛歲月？從本期

封面、從開光照片集錦，我們深刻感受體悟

到：感謝天恩師德，感恩道場的前賢同修，他

們的愛在此停格，更為天乾道院寫下最動人的

篇章。有關崇華堂天乾道院興建始末與點滴，

本期有詳盡的報導，各位務必參閱啊！

語言，就像一把雙面刃，有時稍不留神注

意，可能會傷人亦害己。我們要如何運用說話

的智慧與藝術，真的是一大學問。何妨學習偶

爾「閉嘴」，是我們給自己，同時是對別人，

最大的恩惠。「群居守口，獨坐防心」一文，

給我們諸多點醒與惕勵，值得再三咀嚼。

在「無物無慾是道場」文章中提到：佛家

要世人看輕、看淡、看破、看透四大假合的假

體，因為我們都是過客，終究無法在人間久

留！所以更要把握修道良機。首先要做到無物

無慾，使心澄澈清明，有哪些方法？又有什麼

發人深省的故事？各位前賢可以先睹為快。

從「記2019臺東天震佛堂小天使班冬令

營」文中，欣見許多年輕人投入佛堂道場，以

善良純正、真誠無私的心念，勇敢承擔，接受

挑戰；知善行善，散播愛與溫暖。的確，與人

為善，施人以愛，得到的回饋和福報，有時會

超乎想像！本期生活智慧故事「愛無止境─德

蕾莎」，不就是最佳印證嗎？《太上感應篇》

有云：「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

善，三年天必降之福。」期盼更多的道中棟

樑，持續不斷、持之以恆的為常州大道場奉獻

付出，讓愛生生不息，道務源遠流長！

    

每年恩師及仙佛藉由法會慈賜班名，為文

批訓，作為白陽眾弟子一年修辦道的指針與目

標。去年的《實心無為訓文集》已出刊，竭誠

歡迎大家向各公共佛堂索取研讀。

編
輯

 

小
語

  春天，百花盛

開，將大地妝點的萬

象繽紛。這個春天，

讓《博德》一篇又一

篇的經典感悟，故事

文章，以及生活經驗

分享，常伴您我身

旁，滿懷法喜，迎接

美好嶄新的一年！  



香港博德佛堂

香港元朗廣德佛堂

鄧品容

伍潔英

關就寬、李伍

關宅　關開滿

關宅　關清華

關宅　李溢彩

黎杏蓮

關宅、關成寬、

崔銀有、關茂 、

關秀姬

李宅　李景坤、

何素初、陳四妹、

李溢榴、李冠雄

黃梓霈

陳惠蓮

吳秋玲

林寶琴

潘鳳儀

研習班

加拿大華德佛堂

王珠清合家

何鳳琴

胡澤甜

莊銀珍

粱翠廉合家、

梁順和、宋子賢

蘇仁祥

馬笑娣

戚錦鴻（亡靈）

加拿大仁德佛堂

劉振興合家

林貴達合家

陳金珠

張兆基

劉式興

李翠金

瞿產明

加拿大敬德佛堂

徐晚清

港幣 36,720

港幣 1,000
港幣 2,0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300

港幣 300
港幣 2,000
港幣 8,000
港幣 1,000
港幣 100
港幣 900
 1,000
加幣 500
加幣 2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1,5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500

加幣 300
加幣 200
加幣 200
加幣 200
加幣 300
加幣 100
加幣 200

加幣 100

姓　　名 金　額

戴菁菁

梁啟源

粱軒綸

粱軒瑋

戴天民

容煥萍

曾鳳梅

伍應心

雷鳳儀

伍家樂

伍家賢

伍惠文

呂穎芬

呂繼順

呂幼怡

鄭秀儀

粱敏妍

馮偉雄

邱惠敏

蔡嫦好

何達堅

何達強

陳筱蕙

邱少祺（亡靈）

陳輝（亡靈）

容祥適（亡靈）

伍長江（亡靈）

蘇順銀（亡靈）

庾撰青（亡靈）

蘇萍（亡靈）

鄧玲（亡靈）

加拿大滿地可

成德佛堂

伍艷嫦

（迴向冤親債主）

黎順才

（迴向冤親債主）

卓國雄

（迴向冤親債主）

卓兆倫

卓敏思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10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100

加幣 10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姓　　名 金　額

林社洪

伍秀珍

甄國輝

郭妙玲

關金玲

黎顯基

粱佩珍

張福賢

陳啟鴻

周久發

司徒而貞

周巧文

馮惠兒

劉玉旨

甄德安

甄德邦

江秋蓮

卓耀揚（亡靈）

黎作（亡靈）

粱金（亡靈）

劉甜姑（亡靈）

卓日初（亡靈）

吳曼莉

黃濱

黃健

粱智強

張錦祥

李銀嬌

陳玉娟

李佩玉

葉渭年

彭麗群

李銀娟

馮桂蘭

吳金蓮迴向給小狗

小獵離苦得樂

印尼映德佛堂

許彩

楊淑美

詹英朝、程雪

陳威伸、詹美霞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50
加幣 30
加幣 30
加幣 3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20
加幣 30

 2,000 

 1,500 
 300 
 600 
 600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周慧慈

潘浩銘

林樹基

廖杏章

葉漢強

（迴向冤親債主）

葉鎮邦

（迴向冤親債主）

李賽珠

（迴向冤親債主）

菩德佛堂黃蕙貞

張小雲

李佩賢

懷德佛堂方六有

方靖兒

曾玉珍

方文俊

方文迪

甄嘉麗

彭勇嫦

甄炎羽

Thomas Anton 
Iepubino
無名氏

香港智德江煒

香港智德李秀英

張秀純迴向

亡父張淮水、

亡母陳玉燕

英慈佛堂陳偉蘭

梁秀蓮

香港浩德佛堂

劉國常

馮秋蓮

大良佛堂

劉子慧

胡永南

浩德佛堂

毛氏佛堂

香港天玄佛堂

尹國偉

 2,000
港幣 10,000
港幣 1,000
港幣 1,000

港幣 1,000

港幣 1,000

港幣 1,000
港幣 570
美金 500
台幣 500
英鎊 30
英鎊 40
英鎊 25
英鎊 30
英鎊 10
英鎊 10
英鎊 10
英鎊 10

英鎊 10
英鎊 100
港幣 500
港幣 500

 1,000
英鎊 70
英鎊 20

英鎊 200
英鎊 50
英鎊 150
英鎊 30
英鎊 1,100
港幣 3,000
港幣 3,000

港幣 1,000

助印功德林 自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夏錦容

尹子揚

吳詠嫻

荷蘭勤德佛堂

馮壽如合家

伍宜雅

楊八華

余志榮

Agnes Helbers
劉惠恩

劉子聰

劉佩詩

劉佩兒

余春月

張國駒

鄧觀春

張正儀

張正禮

余志榮

張杏儀合家

劉豐年

郭門歷代祖先

梁國然

林門陳氏四位嬰靈

張海基

陳群𡛕

陳祥穩

霍門歷代祖先

張門歷代祖先

陳天送

張仲軒

Geertgan Tax
黃門歷代祖先

紐西蘭昶德佛堂

吳國榮合家

黃秀琴

林貴梅

余佩芳

趙浩泉

趙浚銘

陸詠娟

港幣 500
港幣 300
港幣 200

歐元 100
歐元 50
歐元 10
歐元 10
歐元 20
歐元 200
歐元 50
歐元 50
歐元 50
歐元 6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10
歐元 10
歐元 10
歐元 10
歐元 100
歐元 50
歐元 50
歐元 3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歐元 20
英鎊 20

紐幣 2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姓　　名 金　額

吳錦麒

吳碧芝

吳碧茵

吳錦輝

黃婉蕙

陳楚君

余佩貞

陳東弟

蘇瑞吟

李藕開

李馬田

李海棠

庾詠銓

葉荔青

庾志豪

盧水和

潘月麗

澎湖群德佛堂

張翠萍

徐以謙

蔡許緣

蔡連

桃園天衢佛堂

天衢佛堂 張森堂
陳玉雲

李姝嫺

信弘佛堂

亡靈： 李陳花、
王黃月、李承儒

祥德佛堂

陳笑芳點傳師

何麗容點傳師

伍尚偉

李惠燕

高得寶

蘇美玲

李醒喜

李淑儀

鄭燕橋

劉沐鳳

譚誠泰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10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50
紐幣 30
紐幣 20
 3,000 
 1,500 
 1,500 
 10,000 
 10,000 
 2,000 
 1,000 
港幣 300
 500 
 1,500 

 1,500 
港幣 2,000
港幣 300
港幣 200
港幣 500
港幣 200
港幣 2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200
港幣 100
港幣 500
港幣 100

姓　　名 金　額

葉麗芳

伍尚基

李蕙蘭

李偉賢

朱鳳薇

高溢珠

鄭財興

方淳德

屈麗明

屈孝銳

黃坤玉、吳麗香

陳超群、周向南、

曾詠善、蘇文卿、

馮筠真

董凰慧

詹英朝、程雪

陳威伸、詹美霞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陳惠琴、

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陳怡廷、陳怡安

邱瑞興、林秀虹

林承賢

蕭作永、林玥君、

蕭晨瑄、蕭榆閎、

蕭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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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芳季、郭和家

葉育綸

吳柏伸、胡金花、

吳梓右、吳珮禎、

吳旻芸、吳婉麗

港幣 100
港幣 2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港幣 100
 1,000

 
 1,000 
 1,500 
 500 
 500

 1,000

 2,000

 1,000
 1,000
 1,000
 500

 1,000

 3,000

 1,000
 500
 3,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簡金柱、簡琴南、

簡秀晏、簡士傑、

柯美鳳

（迴向現世報）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陳惠琴、

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李王麗花、

李宇翔、李欣芸、

林建安、林依穎

（迴向冤親債主）

蘇燦煌、黃鈺茹、

蘇郁喬、蘇玫陵

鍾志偉、蘇洺慧、

鍾宇洋

程良智、蘇毓樺、

程妍

黃鈺惠、陳冠綸、

陳亭方

張浩寬、張溥軒、

黃旭徽、曾耘湘、

曾雋卿、黃旭寬、

黃宥寧、黃筠庭、

黃于玲

黃順生、林足、

吳俊賢、黃曉峰、

陳柔安、黃立宇

助印訓文

吳陳助雄、吳黃鳳琴、

黃朝立、黃林銀綏、

黃銘揚、吳慧玲、

黃天頤、黃源德

何阿儉、周淑敏、

周佩華

（迴向冤親債主）

周碧禎

（迴向冤親債主）

 2,000

 1,000

 1,000

 1,000

 1,500

 500

 500

 500

 1,800

 1,000

 6,000

 1,500

 500

註：若有錯誤，請通知以便更正。



◎烹飪製作：慈齋　◎圖片攝影：怡然居食譜

材料

乾香菇10朵（中等大小）、冷開

水350cc。

材料

蘋果約50g、豆腐約100g、素丸

子6粒、粉光蔘2錢、玉竹2錢、

川芎2錢、紅棗5粒。

材料

紅椒黃椒、香菇、杏鮑菇、素肉

燥、豆豉、  辣椒、花椒、薑。

作法

1. 乾香菇洗淨泡軟擠去水份，炸

香放入小鍋中。

2. 放入擦拭乾淨之昆布，再放入

冷開水和調味料A，以中小火

煮沸後轉小火，蓋上鍋蓋燜煮

20分鐘，待香菇入味，淋上香

油即可。

料理分享：醬味香菇煮可以放置

冷藏保存5∼7天，每次取當次食

用量加熱即可。

作法

1. 所有食材洗淨，蘋果去皮切

塊，豆腐切塊。

2. 取一湯鍋入水600cc加入粉光

蔘、玉竹、川芎、紅棗，用中

小火煮約30分鐘，再入蘋果、

豆腐、素丸子，再續煮約10分

鐘，最後加入鹽巴即可。

作法

香菇泡軟擠乾水份切丁，入油鍋

慢火炒香，再入薑末炒香後撒黑

胡椒粒，再入醬油、素沙茶、冰

糖、米酒，續放洗淨之豆豉、素

肉燥、杏鮑菇丁、辣椒醬、花椒

粒、辣椒末，炒勻後加適量高湯

及紅黃椒丁、少許米酒炒至熟

透，加入香菇粉及胡椒粉炒勻即

成。

調味料

A. 醬油1大匙、素蠔油1大匙、二

砂糖1小匙。

B. 乾昆布38g，香油1/2小匙。

調味料

素沙茶、醬油、冰糖、香菇粉、

高湯、辣椒醬、米酒。

蔬食野菇豆豉辣醬

醬味香菇煮

香蘋湯（活血補氣，滋陰潤肺）



台灣台南　天乾道院

Tain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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