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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Lies in the Present; 

Rejoicing in Merits and Virtues to Return 

to the Divin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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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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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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修心行》等聖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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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期 一句話讀博德　Quotes from Borde

一句話讀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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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們願意修行的特質來看，

深具信仰的我們，

是非常適合將兩座山合而為一，

當我們以　師尊師母犧牲奉獻的精神，

慈悲為懷的心態，越努力在登第二座山，

也越容易在第一座山取得成就。

P.41《淺談你我的「第二座山」》

人的智慧在於能從日常生活中，

從小道理中發現大道理。

大道理並不表現為 聲威赫赫、富貴堂皇，

通常表現為樸素、簡單、清潔與平凡。

你用錯方法，畫地自限，

才使別人無法進來，

自己也走不進別人那裡。

師尊慈悲：

「善意一動，勝過千方百計；

　善事一件，勝過金銀財寶；

　善人一人，勝過才子佳人；

　善氣一股，勝過風和日麗。」

P.4《人生道理悟當下　隨喜功德返仙家》

P.16《恩師慈語》

P.15《恩師慈語》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禮儀合節　　　　條理不紊

天恩浩大　　　　人人祈求

實心修煉　　　　並無幾人

前人種樹後人涼　前人辛苦後人享 　　　　  

受恩點滴報湧泉　飲水思源恩澤長

P.18《《道德經》第十六章　復命章（下）》

放不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得到更好的。 

用素食去替換肉食時，你就放下了屠刀；   

用佈施去替換索取時，你就放下了貪婪；   

用信仰去替換空虛時，你就放下了寂寞；   

用智慧去替換愚癡時，你就放下了執著；   

用正念去替換雜念時，你就放下了妄想；   

用隨喜去替換嫉妒時，你就放下了憂惱；   

用忍辱去替換報復時，你就放下了嗔恨；   

用慈愛去替換貪愛時，你就放下了心痛。   

不懂得提起，就不會明白放下；

想放下什 麼，先懂得提起什麼。

P.26《牧》

西湖靈隱：

「己審先定以牧人　動靜虛實順為真

　反求復觀慎思度　無為而為牧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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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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天生就是脾氣暴躁，

也沒有人的脾氣毛病是不能改的。

修道為的就是要把我們不好的銳角磨平，

把我們不好的個性修圓，

才能夠理事圓融。

若是身為一個修道人，

滿口仁義道德，舉著修道人的招牌，

與人相處卻是理直氣壯，得理不饒人，

處處結下惡緣，就本末倒置了。

P.64《生活智慧故事》

Once you are attached to fame and fortune, 

you suffer from gains and losses. Contrarily, if 

we can be plain, simple, clean, and ordinary, 

we can live without dangers, pains, or worries. 

We can live in peace.

P.68《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Lies in the Present; 

Rejoicing in Merits and Virtues to Return 

to the Divine Home》

In times of crises, we need to stay together, to 

help one other, and to try to work as a team, in 

order to build a better environment around us, 

and to eventually improve the world.

P.70《A Reality of War and A Reason to Believe》

P.46《明因果》

佛法只講報恩，不講報怨，

他人若對自己有恩惠，要時時想著：

「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

而他人與我有怨仇，

則應盡快忘掉，

不要耿耿於懷，記恨在心。

因為利人終利己，害人終害己。

只管耕耘，不問收穫，

種下善因，終獲善果。

修行有十養：

自在自然，所以養道；

無為無用，所以養性。

虛無靜篤，所以養神；

清靜恬淡，所以養心。

蹈仁覆義，所以養德；

無忮無求，所以養品。

守中守一，所以養氣；

知足知止，所以養身。

無思無念，所以養生；

清心寡慾，所以養精。

P.59《心靈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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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生的大道理

（摘錄自「台灣教師人才班」前人開示）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大道

理當中生活，但卻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大道

理，都是用我見─遇到一切的事，總是認為

「我的能力最大」，就是這樣糊里糊塗過來

的。

人生的轉變環境中，就有大道理，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

使生活有了合理的尺度和準則。

人從生下來的小嬰兒慢慢轉變，一分一

寸地長大，少年、中年、老年，在環境中不

停地改變，稱呼也不同了，思想也不同了，

從這個思想轉到那個思想。而從這種種的轉

變當中，才悟出了大道理；沒有轉變，就悟

不出大道理。所以，在發生了巨大的事情、以

及大的是非問題上，才讓我們知道：什麼事

情是應該做的，什麼事情是不應該做的。好

像我們師尊老人家，他發心濟世，要度天下

眾生，不管怎樣辛苦、不管怎樣煩惱，他都

是盡心盡力解決問題，一個一個耐心地處理

有問題的人與事，也耐心地教導我們：從種

種的問題上，把我們人生真正的大道理表現

◎前人慈悲

◎編輯組整理特
稿

人生道理悟當下
隨喜功德返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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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使我們每一個人在生活中能夠合情合

理、有尺有度、有準有則，能有一個標準。

大道理使人善良，了解人生的苦難，

大道理使人深刻，

對世界的運動和歷史的深度變化，

有著獨到的認識和體察，

就能舉一反三，由表及裡，

不為表面理象所惑。

大道理幫助我們走向善良。怎麼樣才能

叫做善良？一個人如果脾氣毛病都沒有，不

管遇到什麼都是很和氣，處理事情來都很圓

滿，這才能叫做善良。大道理也讓我們了

解：世界上的人都在苦海中，沒有一個永遠

快樂的人，不管你有沒有錢，不管你身體好

不好，總歸是有苦有難，因為我們做的事都

有因果相報，所以事情就會苦難相煎。

所以大道理可以使人深刻地了解到：世

界上的一切運作和活動，都是有來有去，所

發生的事情都有歷史一一記載下來，讓我們

可以查、可以問；而且在歷史的變化中，能

有獨到的認識和體察，一看到就能知道這個

世界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一一

都能了解，也能拿一件事反察到三件事，由

表面進入內裡，把詳細的情形都查得好清

楚，不會被表面的現象所迷惑，這就是大道

理使人清醒、使人了解。

大道理使人豐富，

不僅懂得眼前的人和事，

還能懂得過去和未來的人和事，

人生的意義由此獲得根本的改觀。

大道理使得每一個人變得閱歷豐富，你

需要什麼，它就拿出什麼來應對，是很豐富

的。不但可以懂得眼前的人和事─人和事怎

麼樣，他馬上一見就知道了；並且能夠了解

到過去和未來─過去有史蹟可查，但未來我

們還沒遇到，連未來的人和事他都了解、都

可以預想得到，完全瞭若指掌，這不容易。

在懂得過去和未來的情形之下，人生的意義

就得到根本上的改觀。

人的智慧在於能從日常生活中，

從小道理中發現大道理。

大道理並不表現為

聲威赫赫、富貴堂皇，

通常表現為樸素、簡單、清潔與平凡。

世界上的人不喜歡用智慧，每個人都喜

歡聰明。聰明一節比一節高，但是智慧出來

就是天生的，本來就是這樣，這個很難達

到。但是人們不喜歡智慧，只喜歡用聰明；

用了聰明就會有比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

是用聰明來比較的，不管做生意也好、壽命

長短也好、吃東西也好，都要我的比你好；

有了比較，就會分出哪一個有興趣、哪一個

沒興趣，雖然也在成長中，但是這種成長是

不足的，一定要用天生的智慧，方能從很小

的道理中、從天天都要過的生活中，悟出大

道理來。

而大道理並不是有什麼名聲、威風，非

常驚動大家的，不是很有錢、很有財、很有

地位，也不是高貴得不得了─應該把這個情

形轉過來，轉過來就是智慧了─什麼事情都

表現得很樸實、簡單、乾乾淨淨、平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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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這些當中，才是我們人生真正的大道

理。不要說：我是富貴、我有榮華，這些都

是有限、有時間性的事，你一執著，就要受

它的得失之苦。相反地，如果我們能夠樸

素、簡單、清潔、平凡，就沒有危險性、沒

有痛苦、也沒有煩惱，平安無事。

人生的大道理就在當下。

所以人生的大道理在哪裡？就是在當

下，當下你的心定不定？我們修道了，當下

就是要好好修，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各人有

各人的根基、各人有各人的緣分。要安住緣

分，守住自己的崗位，把事情辦好，不要貪

心、不要妄想，不要太多的敷衍─世間人的

敷衍，我們不需要，要好老實。就這樣子聽

老師的話、聽佛規的話、聽禮節的話，我們

站在哪個立場，做哪一個事情，盡心盡力。

有升有降沒有關係，升降是名位的問題，我

修道不要名位，我要修我的真實功夫，讓我

的真心，修到哪裡，得到哪裡的果，這樣才

是大道理。

希望我們大家能在修道的路程當中，按

部就班，好好地修、好好地做，每一個人都

是活佛，每個人將來都是佛菩薩，不要爭，

也不要放棄，這是我的位子，我一定要做，

好不好？大家做，大家比賽，看看哪個功夫

高！

貳、隨喜功德

（摘錄自加拿大多倫多「實心無為法會」前

人開示）

真正功德　即是隨喜

真正的功德就是要隨喜，隨喜就是無

為。你由這個心實實在在地行功，你就要隨

喜─隨時隨地都要好歡喜，不是只有我歡

喜，也要你歡喜、他歡喜，這個就叫做「隨

喜功德」。所以要想達到「實心無為」，就

要做到「隨喜功德」，也就是隨順人家的歡

喜。

人家喜歡買香，你千萬不要說：「今天

供果不夠，拿來買供果好了」，不可以，他

要買香就買香，買供果就買供果，這個就叫

做隨喜功德。要聽從他人，讓每一個人都歡

歡喜喜，本性自然流露。你能這樣拿自己的

真心出來，每個地方一定非常圓滿、非常和

諧；可是如果讓道親說：「我要買香，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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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買了供果，我不高興」，兩個人吵起來，

這樣就不圓滿了。

要明白什麼是「功德」。六祖說：「內

心謙下是功」，不是我買了供果來，非常了

不起，不需要；功德是你自己內心裡需要做

的，就算你拿一千萬出來救人救世，你也只

說：「這是我小小的心意」，心能謙下，這

才是功。又「不離自性是功」，不可以離開

自己本來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每

一個人本來都是善良的、不會計較的。你

看，我們這裡有小朋友，你給他一百萬，他

當玩具；不會一看到錢，就說：「哇！這是

一百萬，要捧住」，不會的，這就是「人之

初，性本善」，對小朋友來說，沒有分別

的。所以凡是做功德，都不可以離開自己的

本性。而「外行於禮是德」，功德做出來合

乎情、合乎禮，這個方才是德；「心離雜念

是德」，你的心最重要的，常常問自己：

「是不是離開雜念了呢？」若能離開雜念，

那當下就有德了。

見人行善　歡喜讚歎

還有，見他人行善做好事，我生歡喜

心，讚歎這個人真了不起，也是「隨喜功

德」。今天出門見到一位老太太，走路已經

好沉重了，有人去扶一扶她，「來，我來攙

下您，不要跌倒了！」我們生歡喜讚歎心，

就是「隨喜功德」。修道人要讚歎世界上所

有行功的人，要讚美他們，並盡心盡力幫助

他們促成這件好事。《禮記》上說：「君子

己善，亦樂他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他人之

能也。」君子自己做善事，也歡喜人家做善

事；自己有能力，也希望世上的人和他一樣

有能力。所以一個君子從來不說人家的過失

─世界上的人個個都有過，何必要去講人之

過？也要原諒人，人人都有過失的，互相原

諒、互相成全；更要有成人之美的大肚量，

方才可以。

一個人若能做到「隨喜功德」，會達到

哪些妙用呢？

一、愛語：

講話會非常有愛心。師尊老大人慈悲：

「慈心如花香，愛語是太陽；心中燈不滅，

處處皆天堂。」慈悲的心就好像花的香氣那

樣，人人都喜愛；好聽的話就好像太陽一

樣，給人溫暖；心中的明燈若不熄滅，走到

每一個地方都是天堂，所遇到的人都是佛菩

薩，都有慈悲心和愛心。能隨喜的人就會有

愛語，講話不會像一把利刃那樣去傷人的

心。

二、慈顏：

慈顏就是慈悲的面孔。前人慈悲過：

「有慈悲心，不可缺少親切的態度；有智慧

心，不可缺少謙卑的涵養。」見到人要親切

和藹，不要好像自己了不起；聰明是有比較

的，智慧就沒有比較了。一個人如果有妙智

慧，那就更要謙卑，人生在世上是以低為

高，這是做人的道理。能隨喜的人懂得謙

卑，自然散發慈顏。

三、利行：

能利於行動。回教穆罕默德說：「一個

人的價值，不在財富多少與地位高下，而是

在於是否具備悲天憫人的胸懷。」一個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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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天地、胸懷世人，不得了，真的叫做活

菩薩。能隨喜的人，心胸一定儘量放大；你

的心胸能放得大，上天的回報一定比你的

大，別人的回報也一定比你的大，不會讓你

吃虧，最後一定有好處的。

那麼，如何「隨喜」而做「功德」呢？

一、服務奉獻，語言讚美

每個人求道之後，最好的印象是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一進佛堂，一條毛巾；一

坐下來，一杯茶，那時我心裡就想：「咦？

我只是一個小孩子，他都這麼恭敬我，下次

我要再去，我要學他們。」第二次去了，搶

著遞毛巾、搶著倒茶。所以直到現在，我們

的道場也是一樣，這個就叫做「服務」。服

務的心一定要有，方才能夠廣結善緣─讓進

佛堂來的道親都同你結緣：你遞毛巾，人

家說「多謝多謝」；倒一杯茶，「多謝多

謝」，這些就是結緣的方法。

奉獻就是拿你有餘的東西也好、時間也

好，拿出來，這個叫奉獻。還要有「語言讚

美」，講話要「唉呀！看你那麼大年紀，精

神好好喔！」而不是「看你那麼老樣，走都

走不動了。」誰喜歡？當然不喜歡了！講話

要學適當地讚美人，不可太過，恰到好處。

南海古佛慈悲：「捨一分真誠，得無上

的喜悅」，遞毛巾、斟茶都要有真誠的；你

不要看到人來了，心不甘、情不願、板著臉

遞毛巾，人家喜歡嗎？倒杯水給人：「喂！

喝茶！」人家開心嗎？還不如不倒的好。如

果你有很至誠的、歡悅的心，人家會好開

心。好像我十四歲懂什麼？但那時人家對我

的恭敬與細心，到現在都沒忘記，不容易

呀！你小小犧牲，人家就會記住；你喜悅，

他喜悅，從今之後結了個善緣。所謂「捨

一份能力，得無上的助力；捨一份力行，

得無上的福報。」今天我有個重的袋背不

動，「請你幫幫忙好嗎？」「不怕，來，我

來！」一定要身體力行，要實實在在地做，

要在人家需要時去做─人家不需要時你不要

走過去。這樣地隨著你的力行付出，就能得

無上福報；將來你有任何患難艱苦的時候，

他也一定自然回報給你。

二、寬恕包容，心意祝福

寬恕別人就是寬恕自己。你與人計較，

人家就與你計較；你付出，就是收入；你饒

恕人家、包容人家，人家對你就會心服口

服。這些就是在心意方面，自己祝福自己，

也要祝福他人。修道人這個好重要。

師尊慈悲：

「嫉妒像把刀往自己身上刺，

　祝福像富人送紅包，

　寬容像家內樣樣都有，

　原諒像法官釋放犯人。」

所以嫉妒人家值得嗎？要好開心原諒他

人、祝福他人，才有隨喜功德。

三、予人方便，見道成道

人家需要我們的時候，任何事情、任何

時間，只要能力做得到，快點做，這個方才

是見道成道─成功他人的道，就是成功我們

自己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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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陽帝君曰：

「一份關懷，一份愛心；

　一份喜捨，一份歡心；

　隨緣渡化，隨緣慈心；

　心中無我，處處道情。」

我們對人關懷，自然會付出愛心。在世

界上，我們要隨著自己生生世世的緣，來渡

化他人、慈悲他人；如果能做到心中無我，

那處處就一定能顯出道的真情。

善字當頭　實心無為

師尊慈悲：

「善意一動，勝過千方百計；

　善事一件，勝過金銀財寶；

　善人一人，勝過才子佳人；

　善氣一股，勝過風和日麗。」

人只要心中動一個善念，就勝過動腦子

想千方百計；用了金銀財寶，事情未必會成

功，但是只要我們的行動是出於善心、做的

是善事，就一定成功；聰明有才智又美貌的

人，比不上一個良善的人，所以什麼都不用

與人爭，只要爭一個「善」字；只要善氣一

來，他的氣色、他的家庭、門戶的氣氛就不

同，勝過風和日麗─風和日麗的天氣一遇到

強風暴雨，太陽就會不見的。

所以我們世界上的人，最重要，一個

「善」字當頭，我們修到渾身都是善、意念都

是善、心思都是善、一動一靜都是善，那一

切就能成功。好像我們大家，在任何的環境

之下，只要能夠聽老師一句「實心無為」，

好好拿出真心實意來，樣樣都是「無為」。

身要舒服　心莫作怪

我以前不懂，到了八十歲才懂，這個

「無為」就讓你能夠長命百歲、能夠生智

慧、能夠真修道。我八十歲之前修道，一半

真的、一半假的，為什麼？我想要原諒人，

但是我對你好，你卻對我不好，我的心中過

不去，腦中不能罵你，但看到你就想起來，

這樣叫做修道人嗎？一直想要改，可是怎樣

都改不到；到了八十歲病了之後，方才體悟

到：原來我們人生的病、苦、窮都沒有關

係，最重要就是你的身體要舒服；身體想要

舒服，你的心不要作怪，只要你的心作怪，

你的身體怎樣都不會舒服─你的心中存有昨

天、今天、明天的那麼多煩惱，你的身體怎

麼會舒服？

所以，我先將心意放鬆，慢慢慢慢看到

世間的人與事物都是一樣，都是你、我、

是、非，既然要修，就要全部放下，就要實

心無為；無為之後，什麼煩惱都沒有─就算

有人要殺我，那就讓他殺囉！逃得過、避得

過嗎？避不過的。

　

因此，天下的事，老師教我們用真心、

一切隨喜、一切無為，這些是修道的根本。

希望我們師兄弟、師姊妹，大家由於一起

修、一起了、一起成，就要一條心─不要生

出千千萬萬的心來，大家一起成功回理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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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聲求我道難圓　　　以色見我道則遠 
　　　　不執形相除人我　　　即見如來返本源　吾乃

　　院長茂田　奉

諭　　降佛軒　躬身參叩

駕　　再為批宣　　　　　　　　　　　　　　 止

　　　　看破世事一夢中　　　碌碌浮名幾何從  
　　　　生死事大誰參究　　　沉浮苦海猶不修

　　　　自身珪寶人不識　　　心外求心更遠尋

　　　　不明真道不知義　　　浮浮沉沉猶不醒

　　　　修道研理惟精勤　　　鐵杵磨針功夫深

　　　　不執形相不著意　　　心而無法法自明

　　　　不將世事困心中　　　人身難得趁此生

　　　　修道培德理研明　　　紅塵世事不掛心

　　　　自在無為去機心　　　不動不轉見本真

　　　　自身當明無價寶　　　莫教明珠空惹塵

　　　　循理進修孜孜進　　　明理抱道修心性

　　　　老生常談誰明懂　　　難放難修皆不從

　　　　世事紛紛有幾何　　　光陰似箭誰明懂

　　　　自然無礙歸本道　　　一分一毫煉其靈

　　　　不隨物境紛紛擾　　　心作良田耕不盡

　　　　謙恭和藹抱道行　　　圓融圓滿應天心⋯⋯

　　　　壇前弟妹聽兄言　　　愿力非小當明瞭

　　　　願行愿行非兒戲　　　莫將光陰白費了

　　　　時日逼近加速跑　　　到時後悔已晚了

　　　　修道修行真心參　　　莫作玩耍定難饒

　　　　言至此時不再告　　　　　　　　　　　辭叩

駕　　心中宏願莫忘了　　　　　　　　　　　 退

◎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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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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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關破關莫迷關　　　聖人無為理念全

　　　　君王居中鎮殿堂　　　莫教六賊相擾焉　吾乃

　　院長茂田　奉

諭　　降佛軒　參叩 
駕　　弟妹靜心　兄再示言　　　　　　　　　 止

　　　　一關一關又一關　　　關關相連煉真金

　　　　考不過的墜天淵　　　考得過的是賢英

　　　　順逆之中好修身　　　修身培德念念清

　　　　自然自在無所礙　　　不隨物境苦身心

　　　　六度行深於平常　　　無為而為聖人心

　　　　至心無染顯天真　　　解脫自在菩提情 
　　　　法法應捨況非法　　　自心明懂莫迷真

　　　　說通即通何謂通　　　念佛是誰性王中

　　　　清靜自在心念定　　　心定神靜理念明

　　　　諸相非相是何相　　　見境不轉自安寧

　　　　填充問答般般有　　　是非應用多般考

　　　　下筆之前當留神　　　切莫糊塗心神慎

　　　　順考脾氣氣否傲　　　逆考心念否堅定

　　　　出奇不意多般考　　　弟妹留神莫輕心⋯⋯

　　　　壇前點傳告幾言　　　承先啟後方針準

　　　　自渡渡人化群生　　　自迷迷人當清明

　　　　壇主人才辦事員　　　遵前提後切莫輕

　　　　隨堂考試隨堂測　　　成績如何弟妹明

　　　　修道修心非玩耍　　　立愿了愿行當慎

　　　　原則抱定準則守　　　規矩嚴守當清清

　　　　準繩不失保天真　　　儀度不失念念明

　　　　心猿拴牢意馬鎖　　　清心靜神復本真

　　　　至心無礙何所染　　　垢盡鏡明光華生

　　　　順境逆境何境界　　　弟妹留神細分清

　　　　高下寵辱不動心 　　　自在自然活潑應
　　　　言語至此不多評　　　　　　　　　　　辭叩

駕　　隨堂測驗隨時現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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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衣一缽遊天涯　　　四海五湖皆為家

　　　　自身珍寶無盡藏　　　莫迷人間五彩霞　吾乃

　　道濟禪師　奉

諭　　降佛家　參叩

吾皇　　諸徒否安　　　　　　　　　　　　　　哈哈止

　　　　西來祖意心意功　　　拈花微笑意參從

　　　　磨磚作鏡空妄想　　　不知內尋覓本根

　　　　上上之人沒意智　　　下下之人菩提情

　　　　內心用功開心鎖　　　外德圓滿見本真

　　　　行道修真循理進　　　規矩儀度不可輕

　　　　行事三思慎思量　　　不隨外境困牢籠

　　　　百年鑽紙難出頭　　　尋得出路復本真

　　　　道法無為誰有為　　　有為無為莫動心

　　　　隨遇自在無罣礙　　　隨方就圓君子性

　　　　修道修心心何在　　　隨境轉動心難寧

　　　　竹影掃階塵不動　　　船過河流亦無痕

　　　　順逆之中方見智　　　知足常樂歸至真

　　　　修道修道修何道　　　徒兒否曾來觀省

　　　　隨境而動傷心神　　　隨波逐流歸為空

　　　　隨欲而行失自然　　　隨緣自在最安心

　　　　順其天心明其性　　　知止而止菩提心

　　　　莫教六賊日相攻　　　主人鎮坐壇堂中　哈哈

　　　　梓匠規矩成方圓　　　儒生禮理德性全

　　　　佛規禮節道之要　　　尊師重道理明詮　吾乃

　　南海古佛　奉

諭　　降至佛壇　參叩

駕　　壇前賢士　近來否安　　　　　　　　　哈哈止

　　　　人無規矩理難明　　　有規有矩道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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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前提後各問心　　　否曾行深否行真

　　　　連環考試場場驚　　　不留情面莫放鬆

　　　　考得過的笑呵呵　　　考不過的空悔恨

　　　　賢士賢士當明理　　　道真理真天命真

　　　　行有規矩儀度明　　　佛規禮節莫放鬆

　　　　進退有道順自然　　　一念放鬆苦心神

　　　　佛規禮節各人問　　　真實行深有幾人

　　　　賢士賢士腳步快　　　時不待人加鞭進

　　　　去蕪存菁留賢良　　　真心實修好賢英

　　　　十目所視十手指　　　慎其獨也君子心

　　　　閒居不善小人心　　　揜然徒費苦心神

　　　　率性而行君子道　　　明理修真歸本宗

　　　　上善若水利萬物　　　不悖不爭順天情

　　　　天降大任於斯人　　　切磋琢磨煉真金

　　　　堅定心性穩心神　　　道念保守不失真

　　　　天堂地獄一念間　　　賢士細思分明清　哈哈

慈
語
甘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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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環考來留良賢　　　弟妹靜心切莫偏

　　　　循理而進順天情　　　方針穩定明心間　吾乃

　　三天主考院長茂田　奉

旨　　降至佛軒　參叩

駕　　弟妹否安　各人心境　否曾調適　　　　 止

　　　　環環考題接連出　　　弟妹準備否完全

　　　　心是試卷行為筆　　　一言一行答案明

　　　　弟妹留神莫放鬆　　　張張試卷不留情

　　　　天運開科選英才　　　弟妹靜心來應考

　　　　以心為主行為要　　　戰戰兢兢切莫輕

　　　　自身修為非人定　　　考得過的方賢英

　　　　一寵一辱顛倒顛　　　一順一逆考爾心

　　　　明理明理口中言　　　自問幾人真實行

　　　　仰俯是否不愧天　　　暗室否曾欺己心

　　　　研道究義背如流　　　又有幾人來行真

　　　　一遇逆境淚兒流　　　怨天怨地怨不公

　　　　一遇順境笑呵呵　　　忘了自身真主人

　　　　一年將過　各人心境　否曾清？

　　　　隨境動轉暴如雷　　　隨波逐流忘天恩

　　　　半途而廢意不堅　　　人云亦云是非生

　　　　各自反觀來自問　　　是否隨境來動心

　　　　是否如吾之所言　　　各自問心反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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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種樹後人涼　　　前人辛苦後人享

　　　　受恩點滴報湧泉　　　飲水思源恩澤長　吾乃

　　道濟禪師　奉

旨　　降佛軒　參叩

駕　　再為批宣　　　　　　　　　　　　　　哈哈止

　　　　青青嫩苗欲成長　　　勤心灌溉用愛心

　　　　前後相隨傳新血　　　前人栽培當銘心

　　　　遵前提後當明清　　　提攜後進須行深

　　　　青青苗長當用心　　　莫隨外緣煩惱增

　　　　德之不孤有親鄰　　　以身作則守準繩

　　　　言教萬千身實行　　　前後相助循環進

　　　　青出於藍更勝藍　　　冰出於水更寒冷

　　　　後生可畏循善誘　　　人才濟濟盡其心

　　　　天生我材各有用　　　各盡職責盡本份

　　　　盡己心力無愧天　　　端正身心天理行

　　　　行道修道活潑應　　　玲瓏天真顯道情

　　　　隨方就圓活潑潑　　　原則把穩不失針

　　　　有規有矩成方圓　　　無規無矩怎成真

　　　　循理而進保天真　　　依禮而行盡圓融

　　　　新年新喜新氣象　　　人人有願在心中

　　　　明理精進抱道守　　　無為而為正身心

　　　　知止定靜尋常理　　　幾人行真幾人明

　　　　青年猶如白紙張　　　下筆之前當留神

　　　　莫讓污點破純真　　　心猿拴牢心神定

　　　　隨遇自在自安樂　　　無罣無礙顯天真⋯⋯

　　　　壇前賢徒師叮嚀　　　順逆之中好修身

　　　　順也逆也不動心　　　寵也辱也心定靜

　　　　純然自在顯天真　　　花花世界何有真

　　　　明理精行前後拉　　　不戀塵世半點塵

　　　　清心自在為無為　　　知止而止復本真

　　　　年年相見年年老　　　佳光把握當精進

　　　　至心無為明道進　　　不動不搖煉金身

　　　　各人心境皆清明　　　拂卻塵垢見真人

　　　　話語一段批至此　　　言淺意深當參懂　辭叩

駕　　返理庭　　　　　　　前後相隨顯道情　哈哈退

◎

編
輯
組
整
理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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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禮儀合節　　　　　　條理不紊

　　　　天恩浩大　　　　　　人人祈求

　　　　實心修煉　　　　　　並無幾人　　　　吾乃

　　靈隱和尚　濟公活佛　奉

旨　　來臨佛壇　參叩

駕　　賢徒均安　兩邊肅立　為師訓言　　　　哈哈止

　　　　佛堂之內佛規遵　　　佛事幫辦盡全心

　　　　規矩謙謙品格端　　　規矩方圓合道情

　　　　禮儀態度參明全　　　禮貌待人達親親

　　　　節度儀表要莊嚴　　　節操持守效賢聖

　　　　同修互助補圓缺　　　同心一致心連心

　　　　心有靈犀一點通　　　心誠意懇感天恩

　　　　協助佛事達至境　　　協調同修不專心

　　　　力不從心何修道　　　力量團結道宣行

　　　　本自清靜原來性　　　紅塵俗事染一身

　　　　掃掃三心飛四相　　　五倫八德道德遵

　　　　捨本逐末何用心　　　傷其本性失本真

　　　　效法前人之腳步　　　盡心盡力辦道行

　　　　三時叩首否專心　　　問心無愧何擾心

　　　　仰俯不愧天地神　　　純然素樸歸本真

　　　　前賢安慰關心前　　　煩心浮躁傷人心

　　　　天道弟子手牽手　　　隨遇而安平常心

　　　　佛堂之內靜靜神　　　清淨自在無為行

　　　　長幼有序齊修道　　　格物致知復天真

　　　　明道若昧真實性　　　進道若退修本性

　　　　行功立德培本源　　　蓮花朵朵開理庭

　　　　淤泥不染本來性　　　落入後天沉淪迷

◎

編
輯
組
整
理
　◎

台
灣
台
中
　
崇
聖
寶
殿

恩
師
慈
語

慈
語
甘
泉



17博德71期慈語甘泉

　　　　佛規禮節約束心　　　達本至境活潑應

　　　　訓言句句且真實　　　明理參究顯天真⋯⋯

　　　　壇前諸徒別傷心　　　師心一致無別心

　　　　直心向道不偏倚　　　九層之台寸土成

　　　　千里之行明理進　　　同修相處別爭吵

　　　　各讓一步闊天空　　　禮讓合宜復本真

　　　　鵬程萬里無限廣　　　步步踏實加鞭進

　　　　話語一段徒兒參　　　明理修真淨本心

　　　　四勿不動顯實心　　　四端常保己身心

　　　　後會有期師徒見　　　辦道盡心不費心　辭叩

駕　　返屏山　　　　　　　放下玉衡養靈性

　　　　望徒同心與協力　　　　　　　　　　　哈哈退

慈
語
甘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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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道德經》第十六章

復命章（下）
◎澳洲　顏世龍

● 復命章與《大學》：

復命章 大學 註：

歸根 知止 能知其所當止之地，即人歸根之地。

靜 定 心志有定向，不妄動，不游移，即寂然不動之謂。

復命 靜 心能寂靜，即與固有（自性）相吻合。

常 安 能守心不移，其身自安，此即立身之常道。

明 慮 慮事精詳，知人所未知，即知之明。

沒身不歿 得 死而不忘者壽。

內向的

歸根

靜

復命

常

明

知常：內向的目的，外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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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是人之根本，也是萬事萬物之根

本；所以歸根也本是自然之事；是回到了

咱們各自的初心。

● 歸根是要我們回到「靜」的這一個原體，

是空、是無念、是寂靜的。這是我們本來

的面目，也是我們本來該有的特性，所以

才說下一句「靜曰復命」，我們本來就是

這樣的－「空」，所以最後應該還是要回

到那裡－「空」。

● 靜下來，一個人才有辦法和自己的本性良

心作溝通，是赤裸裸、不虛偽、真誠的交

流，是自性中真誠的洗禮。

● 現在的人心太複雜了，倘若要做到

「空」，實在不容易，再加上心中的慾望

貪念又那麼的深，手（心）中想要緊握著

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所以總是在心裡面堆

積著很多的垃圾，滿滿的，又如何來個

「空」？比如自己家裡的衣櫥總覺得不夠

大，總是塞滿著，但是這其中有多少件衣

服是自己真正有在穿的？這是我們內心的

心態已呈現於外了，原來我們想要的遠遠

超乎自己需要的。

● 今天修道不就是要在自己日常作息當中去

著手、去做改變、去學習放下？要明白倘

若今天這一關卡不去突破，自己在進德修

業上又怎麼去自我超越與提昇？此類之

「修行」也只不過是表面空談而已。

● 為了讓自己有更美好的將來，首要學習的

即是要「放下」，一點一滴把那些阻礙修

道路上的垃圾逐漸去掉，自己才能向前邁

進，才有所進步。

● 後學看了一篇文章，對「放下」有了新的

看法：

● 故事：

 徒弟：「佛教是讓人什麼都放下嗎？」

 師父：「不是。」

 徒弟：「可為什麼經常說萬緣放下？」

 師父：「萬緣放下作甚麼？」

 徒弟：「是啊，弟子也覺得很困惑啊。感

覺佛法好像總是讓人趨向一種消極。」

 弟子身邊也有一些人說：「如果什麼都放

下了，錢從何來？衣食從何而來？都不工

作了，這個世界不就完蛋了嗎？」

 師父：「什麼都放下了會完蛋，什麼都放

不下也會完蛋。」

 徒弟：「應當如何是好？」

 師父：「替而換之。」

 徒弟：「⋯⋯」

 師父：「你能讓乞丐心甘情願放下手中的

緊攥著的硬幣嗎？」

 徒弟：「沒把握。」

 師父：「你拿一石子能換回乞丐手中的硬

幣嗎？」

 徒弟：「不能。」

 師父：「為什麼？」

 徒弟：「因為硬幣更值錢。」

 師父：「那你拿金子呢？」

 徒弟：「那就行了。」

 師父：「為什麼？」

 徒弟：「金子更值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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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所以，放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替換。」

● 放不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得到更好的。

 用素食去替換肉食時，你就放下了屠刀；

 用佈施去替換索取時，你就放下了貪婪；

 用信仰去替換空虛時，你就放下了寂寞；

 用智慧去替換愚癡時，你就放下了執著；

 用正念去替換雜念時，你就放下了妄想；

 用隨喜去替換嫉妒時，你就放下了憂惱；

 用忍辱去替換報復時，你就放下了嗔恨；

 用慈愛去替換貪愛時，你就放下了心痛。

 不懂得提起，就不會明白放下；想放下什 

麼，先懂得提起什麼。

● 原來世人難以放下的就因為未能看到比物

質、有形更「值錢」的東西，那自在、那

靜定（不再受煩惱的侵襲）、那法喜、那

安樂，您都嘗過了嗎？它們是無價寶，可

惜唯有放下了外在的一切之後，才得以心

領神會。但是誰人擁有此等智慧而捨得？

若是真能捨下，那時的自己將會是超越了

一切，更發現當初對外在一切所作出的犧

牲都是值得的。

● 這不是張空頭支票，各仙佛菩薩不就是最

好最有力的證明嗎？衪們都以行動來證得

了佛果，自性自由自在，可惜還有千千萬

萬的迷途羔羊，尚在紅塵地獄間受苦受難

啊！

● 說是無價寶也真的是無價寶，不信？試問



重
德
道
學
院
特
稿

21博德71期重德道學院特稿

一下，倘若自己有十億美金的家產，但是

這十億可以為我們買多少的時間？多少的

壽命？假設自己現在是五十歲，而陽壽只

有六十歲，那這十億美金也只不過可以為

我們買個十年的光景，對不對？能不能時

間一到，把這十億美金給閻羅王，希望閻

羅王大發慈悲賣多個十年給我們，行得通

嗎？行不通吧！「閻王要你三更死，誰敢

留人至五更？」這個時候，十億美金又值

多少呢？

 

● 如果能夠取得心中的那一點「靜」，自己成

就的將會是生生世世的德業，超脫生死輪

迴，此時這一點的「靜」，這一點的「真」

和那十億美金的家產相比起來，如果你說

這不是無價寶的話，那又會是什麼？而且

有了無價寶之後，這六十歲的命運會由

絕對變成永恆，看看前人不就是最好的證

明？這無價寶即是我們所謂的「德」。

● 復命也叫作「常」，「常」就是永恒的真

理與法則；常而不變的規則，是萬物運動

變化的永恆規律，大自然的運轉法則；又

曰常道。

● 如果能夠明白當中的原則與道理，這一個

人會是個明理的人，深明這世間、娑婆世

界為一大苦海，因此力求解脫，明心見

性，珍惜今天得道的因緣，渡己渡人，不

會再渾渾噩噩過日子，人生有目標，為自

己也為眾生鋪上了一條光明大道。故曰

「明」。

● 而這一個「明」的功夫，就是佛家說的

「去除無明」，也就是轉識成智！

● 若是不明理，整天胡作非為，要知「種瓜

得瓜，種豆得豆」，今天自己所作的一切

也必須由自己來承擔，如此能有不「凶」

的嗎？

● 有一部電影，講述一位主角曾有一段吃力

不討好的因緣，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段因

緣是不會有結果的，但還是勉強的走在一

起，主角的另一半不喜歡吃苦瓜，於是這

主角總是幫他吃掉，後來到了最後彼此不

歡而散，這時主角才深深體悟說︰「原

來，這些日子以來，都是自己在『自討苦

吃』啊！」

● 這一句聽在後學心裡很是震撼，不是嗎？

世人的胡作妄為都不是在自討苦吃嗎？

「凶」我們自召的，原來我們都是在自討

苦吃啊！然而卻無法自拔，是不捨呢？還

是愚痴？後學想兩者皆有吧？有曰「禍福

無門，惟人自召」，也有曰「菩薩怕因，

眾生怕果」；聖人一再的提醒世人不可妄

為，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聽信？多少

人真正去實行？

● 一個自性光明的人，因為能夠「靜」，所

以定能致遠，明白因果循環屢報不爽，也

不是長久之目標，所以定不會再去造業，

使自己陷入這陷阱之中。

● 一個有智慧、自性光明的人，必定能夠時

時逢凶化吉、趨吉避凶，為什麼？因為他

能與天地合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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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 復命章與《中庸》：

復命章 中庸 註︰

知常 盡己之性

完全明白自然的本性。

天下間最有誠心的人，才能夠徹底明白自己的本性，如何至誠

呢？即一心向道，信心堅定，忠貞不二，本性清淨無染，二六

時中，執中貫一，由本性流露善美行為，就能瞭解自己的本性。

性本清靜光明，純善無惡，因為墮落後天，流浪日久，復被物

慾所蔽，情慾所染，故失去原有的光明。盡性者，即格物致

知，克己復禮，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履行五步功夫，這都

是盡性之道。

容 盡人之性

竭盡自性的光輝，使別人也能夠恢復本性的光輝。

能明白自己的本性，才能明理，才有智慧普渡眾生，代天宣

化，引導眾生，也能夠明白自己的本性，此大善知識也。

公 盡物之性

明瞭萬物的本性，幫助萬物恢復自然的本性。

若能夠明白自己的本性，圓融無礙，就能夠瞭解萬物的本性，

因為萬物的根本出於道，萬物皆備於我，萬物都是生命共同體，

《清靜經》：「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故謂能盡物之性。

王 贊天地之化育

贊：幫助。化育：變化與生長。

「贊天地之化育，補天地之不足」，配合天地變化，助大自然

養育萬物。

人有「仁」，即能發揮同情心，以愛心去愛人愛物，珍惜生

命，保護自然。

天 與天地參

與天地參：與天地並列三才，永垂不朽。

天有元亨利貞之德，萬物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代謝，宇

宙間有元會運世之消長，盡性的君子，能夠行天地好生之德，

善利萬物而不害，輔助陰陽之不足，代天宣化，濟世利人，功

德圓滿，必能歸根認 ，與天地並列三才，永生不滅也。

外向的

容

王 天

公 道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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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若是守常道，那肯定是萬緣且能

放下，是個心中了無牽掛的人；萬緣若

能放下，必能守「靜」，能靜且因心中能

「無」，也是萬物歸納之際，所以「容」。

● 「無」不是什麼都沒有，面對事事物物，

不是毫無表現、毫無反應，因為那不是

「無」，而是逃避。「無」是不執著，打

個比方：自己走在一條小路上，身邊可能

不時傳來鳥叫聲、蟲鳴聲，甚至還有那些

流水聲。這些聲音聽在我們的耳朵裡，之

後怎麼樣？自然穿流而過；有沒有在我們

的心裡面激起任何的漣漪？沒有。有沒有

在我們的心裡面留下任何的痕跡？也沒

有。這即是「無」。（原來大家都可以達

至這一點，只是不能持之以恆。）

● 因此在人生的道路當中，面對那些種種的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

風），如果也能像面對那些鳥叫聲、蟲鳴

聲、流水聲那樣，不在心中留有漣漪、留

有痕跡的話，那我們也離道不遠矣。

● 「容」是兼善天下，包容一切的萬事萬

物，一個人若是可以兼善天下，他一定是

個大公無私、不分你我、平等之人上人，

所以有說「容乃公」，否則夫物芸芸，面

對萬事萬物之間的錯綜複雜，又如何能夠

平等對待？公正處理？

● 因此「容乃公」之後，有「公乃王」，因為

公，所以眾心才能歸服於他、信服以他呀！

這也就是所謂的以德服人、以德化世也。

● 對於「王」，後學見解：

○ 眾生之「王」，此「王」講的並非權

利，而是如第十章所言的「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玄德也！沒有任何操控之

意，而此「王」皆能取信於眾生，是眾

生於汪洋苦海中的指引燈塔，而眾生亦

深深了解到從此「王」身上可以得知了

脫輪迴生死之道、跳出苦海的方向。

○ 「王」者，有德之君子也。

○ 不再迷茫，真主人能夠上位，不再受慾

心的支配，故能稱「王」。

○ 與天地合其道，是天地悉皆歸，以

「一」貫通天、地、人，所以「王」

也。

● 「王乃天」，即是如果能夠超越對立，然

後考慮周全的秉公處理事情，平等心善待

一切，這不就是天地的精神嗎？

● 而天地本身即是道之化身，一陰一陽之謂

道；天代表著陽，地代表著陰，天地之間

平和的相互運行，長養了天地間的萬事萬

物，這展現出來的就是大道的精神。

● 因為有「道」，天地間才能夠永世不變的

長存著，所以「道乃久」。

● 如果一個人能夠效法天地的精神，而道長

存於心中，那他必然會如天地般的立下恆

久不朽的聖業與聖命。（是生生世世的聖

業與聖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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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意識
◎戴山

這幾年台灣不時出現一個政治主張，要

求將公投的法定年齡降至18歲。這一主張

對於關心國事的年輕朋友來說並無不妥，因

為有些國家已經將法定的投票年齡再往下降

至16歲。去年底德國大選時，有一些政黨

的年輕人開著小發財車，四處走訪，到公

園、兒童遊樂場、球場，從高中生一路問到

國小生，問他們希望未來的執政者能帶來哪

些改革。當然，有些回答較像是許願，或過

於理想，但，這些願望是不成熟的想法嗎？

如果一位國中生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新鮮空

氣，而決心搭大眾交通工具或走路時，不就

是成熟的表現？不就是以具體行動對自己的

夢想負責？

前幾天聽一位年輕朋友簡報，談他的團

隊如何為兒童設計各種遊戲，將難民、戰

爭、環保議題納入其中。幾輪下來，小學生

已經可以掌握自己扮演的角色身份，也能對

情勢有概觀的能力，雖比不上大人那般唇槍

舌劍，卻有自信，也渴望與人對話，提出解

決方案。這讓人不禁思考，瑞典的的16歲

女孩，Greta Thunberg，不過是這些兒童、

青少年之中的一位，她起身對抗大人治理的

世界，是因為世界的局勢已經讓他們這一代

喘不過氣，於是自發學習，學著大人進入各

種發聲管道。大人們也在這些青年、青少年

身上重新看到公共價值以及更高的責任意

識。這二十多年來，媒體愈來愈樂於呈現年

輕人們的創意、夢想、行動力，無論他們來

自哪個國家、信仰、經濟條件。對此，網際

網絡功不可沒，這也讓人知道，除了正規教

育之外，下一代正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知識，

築自己的夢，不論成人們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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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言只是教育理念的光譜的其中一

邊。家庭提供更多有形與無形的資本，更早

確定兒女的生涯規劃，將兒女教育及其成就

視為自己的生涯成就，學校愈來愈依行政管

理原則處理教育問題，這些趨勢是光譜的另

一邊，欲藉一個牢靠的框架，有序的步驟，

大人的「成功」、「安全」模式培養下一代適

應社會變遷的能力。對下一代的教育實際上

是在光譜兩邊遊走著。當我們越是將學生視

為對等的同伴時，他們會面臨更具風險的情

境，但能力也拓展得更多，特別是判斷自己

克服危險時所需的資源、知識，進而得知自

己該負起的責任，如果發生不測的話。若將

學生當成學生，不難想像，他們首先認識到，

家長、老師、活動場地的單位必須承擔判斷

及後果的責任，因此，他們放心地期待，在

他們眼前的必然是經過把關、認證過的安全

世界。於是，他們能去的地方變小了，大人

們的禁令也一道一道加上去。稍有見識者，

便將兒女送到另類教育機構，無非就是讓他

們有更多機會暴露在不確定的學習環境裡，

激發他們原本就有的判斷能力與責任意識。

人的責任意識並不會隨著年齡而直線成

長。比起青少年們對未來夢想的執著，大人

們可能更善於推諉。之前在道場的燒香禮

時，曾見前賢讓他年幼的兒子擔任執禮。這

是一個極有啟發的場景：不是因為小孩具備

擔任執禮的能力，而是我們與他都樂於接受

犯錯的可能，並因此提升了責任意識。

Greta Thunberg於2018年8月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

議會大樓前，手拿「為氣候罷課」（Skolstrejk för 

klimatet）標語。（摘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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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到一處名叫平陸的邊邑，跟當地守

邑的大夫孔距心說：「假如你的持戟守衛，行

伍之時一日走錯三次，你會開除他嗎？」孔距

心回答曰：「不會等到第三次。」孟子說：

「你的失伍與守衛一樣，次數亦不少！在凶年

饑歲下，你所管治的人民，因老弱而死，甚至

被拋棄在田溝山澗裏，年青力壯的人又四方而

逃，已有好幾千人。」孔距心回答曰：「是國

君不肯救濟，並非距心可以管得到。」

孟子說：「假如今天有人接受替別人牧牛

羊，就當要為牛羊找尋牧地和吃的草，要是牧

地和草都找不到，那麼是把牛羊還給主人，抑

或站著看牠們餓死呢？」答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

守護邊邑的孔距心能夠謹守崗位，不會讓

他的持戟守衛失伍到第三次，但對於城邑內老

百姓正過著水深火熱的艱苦日子，他卻視若無

睹，並且無能為力去救濟。孟子引用一個接受

替別人牧牛羊的人為喻，說明要是接受替別人

牧牛羊，當有責任為牛羊找尋牧地和草原，並

非單單看守而已。

西湖靈隱：

「己審先定以牧人　動靜虛實順為真

　反求復觀慎思度　無為而為牧之門」

牧人之前要預先自我資格審定；在動靜之

間可有量力審勢，事情的虛實可有分辨清楚，

做到真正的順暢。凡事要反問自己，反復觀察，

以做到慎思、明辨、篤行的程度。牧養的門徑來

自無為而為。自然無為乃天地之道。就如孔聖

人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香港　尹國偉

小
品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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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靈隱〈節錄〉:
「天地運行有其序　五行之門在其身

　木木相生成其林　土土相合地蘊生

　火火相隨成其薪　水水相容法海成

　水火之濟能其合　火水不濟為何成

　道場之理五行進　不明箇中枉修真

　道場本是大融會　自身使命可盡心」

自然之道裡天地運行有其序，天地之運行

乃陰陽二氣互施之運用，天下事物因二氣之推

盪，剛柔相推，相感相生，往來交錯，從而產

生變化，孕育萬物，雖是變化莫測但不相為

害，相互推盪而不生混亂，自生自成。陰陽二

氣播而為五行之質：水火木金土，五行自有其

序、自有其位、自有其時、自有其類，從而推

動宇宙世界，萬事萬物，不斷前進，不斷形成

新的結果，新的局面。「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為和」，五行各自包含一陰一陽，以奇偶

之數代表陰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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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以

其相生相剋沖擊著陰陽二氣而形成一股不相為

害，不生混亂的中和力量。正如人被喜怒哀樂

慾沖擊之時，其情發動，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

相互影響，若能以其相生相剋之理，平衡情

緒，於喜怒哀樂之情未發動時，保持平靜，不

偏不倚，以合乎中；於其喜怒哀樂之情宣發之

時，能有所節制，而不失其中道，自成中和的

平衡而不受傷害。世間萬物都內涵陰陽，沖氣

以為和是天地運行的規律，萬物升降伸縮的秩

序，渾然一體曰萬物，微分其原有元素曰五

行。

五行之門在其身，天有五行之氣，地有五

行之質，人有五行之德是自然無為之道。則以

水、火、木、金、土引伸為人之智、禮、仁、

義、信也，富可潤屋，而此五德可以潤身。詩

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使個人行為無

不合於天理，往自身尋求美滿幸福。曾幾何

時，對於一位朋友的不幸遭遇曾心感難過；又

曾在午夜夢迴時仍不斷地糾纏著白天所作的過

錯而耿耿於懷；也曾心有不甘，但在不知不覺

間已變得心甘情願，自知行止非人所能，原是

天意。或者這樣算是一種覺悟，還是一種智

慧？

這些於一剎那間曾閃現過的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值得好好存而

養之，並擴而充之，將心扉打開，展現心靈，

是人天賦的資質，是為善的種子。五德之種子

根之於心，從自心上自求多福，孟子曰：「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順自然無為之道，由反求復觀而各歸

其根。

人經常面對矛盾，像守衛邊邑的大夫孔距

心，他可以勝任守護邑疆的使命，但未能守護

邑疆內的人民，使老而無依，少壯而無安所。

矛盾根源於社會失衡，人之行止無道，天下不

重公允，賢者能者不能用之於世，不講誠信，

不修和睦。個人和團體群組，社會環境裡人與

人之間常常發生衝突，隨人事物不斷的相互推

盪，往來交錯，相感相生相剋，構成層層疊

疊，密密麻麻，千絲萬縷的無形羅網，形成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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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分的糾結，難以預期的結果，面對種種無

常，不知何去何從，束手無策，一片混亂，難

以適從。

聖人有言：「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是

自古至今源遠流長的應用統計管理學原理，今

天我們有大數據，古人有六十甲子。古老的統

計方法，按天干地支編為六十甲子，從古老記

年月日時的方法，配合五行，把同年命人共同

情況用擬人法具體地分類。古人以水火木金土

分辨人類的不同性格和能力，五大類之下再各

自細分為六類，木代表性直而情和；土代表性

重而情厚；火代表性急而情恭；水代表性聰而

情善；金代表性剛而情烈。明白分類不同人的

性格和能力，在共處之時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

突，方便管理，同時可以知人善任，和諧共處

地合作無間。

濕地，適合用來編織家具；松柏木木質堅硬耐

寒，長於高山，適合做建築木材；平地木又名

矮腳草，多生於低山林和竹林下，較疏鬆而肥

沃的土壤上生長，有藥用價值；桑柘木，提供

桑葉養蠶，為綾羅綢緞提供生產元素；石榴木

木質精細滑澤，適合用作木雕。木木相生成其

林，獨木不成林，木多成林，人多力量大，一

人踏不倒地上草，眾人踩出陽關路；一花獨放

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桃梨滿門的道場才

會興旺。

土土相合地蘊生，土地包括田地、黃土

地、高山、平原、林地、沙漠。土地蘊藏資源

豐富，並能孕育萬物，能善用這些寶貴資源和

物產，經過人類智慧改造，提供完備的生活條

件和質素。古人把土分類以比喻人：路傍土是

庄稼農田裡的土；城頭土是堅固城牆堡壘的

土；屋上土蓋在屋頂用作遮擋風霜雨雪；壁上

土填成高牆用作遮蔽保護之用；大驛土是大道

上的土；沙中土是堤岸的根基。土土相合地蘊

生，今天我們居住的石屎森林（粵語，即鋼筋

混凝土建成的高樓大廈）每一磚一瓦、每一條

路橋、每一座城牆、每一幢房子都是由土地所

賦予的寶貴資源、物產和人類智慧建築而成的

大小城市，一切文明、文化、教育、經濟、民

生的重鎮，維繫國家的發展命脈。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道場是成全人的地方，人在

那裡，道場就在那裡。

火火相隨成其薪，火處於不同環境有不同

表態，有星星之火，也有燎原烈火。古人把火

分類以比喻人：火可以燃燒在爐中；燒盡萬山

木－ 大林木，楊柳木，松柏木，

 平地木，桑柘木，石榴木

土－ 路傍土，城頭土，屋上土，

 壁上土，大驛土，沙中土

火－ 爐中火，山頭火，霹靂火，

 山下火，覆燈火，天上火

水－ 澗下水，井泉水，長流水，

 天河水，大溪水，大海水

金－ 海中金，劍鋒金，白蠟金，

 沙中金，金箔金，釵釧金

陰／陽

古人把木分類以比喻人：大林木適合群居

的植物，容易長養成林，提供大量木材以及大

片樹林環境；楊柳木木質溫柔，長於河岸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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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野的山頭火；瞬間猛烈爆發的霹靂火；如太

陽落山時霞光一片的山下火；沒有日光月照時

人們會點起的覆燈火；如太陽當空，燒得熾

烈的天上火。因為有火，人類不再茹毛飲血，

火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在道而言，火火相隨，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人人盡心竭力，道之傳承勢

如山頭火燒遍萬國九州；充滿溫馨的道場，如

同爐中火把暖意人間傳送；於水深火熱的濁世

中，傳道要如霹靂火般迅速；時近末世，日落西

山，夜幕將垂，心燈傳燈如同山下火展現末世

中的一片霞光；即使日月無光，還要張起孤帆，

如同覆燈火自燃心燈以化世；「北風其涼，雨

雪其雱」，於今之世，我們薪火相傳，如同天

上火，即使漫天風雪，道心卻是烈日炎炎。

水水相容法海成，古人把水分類以比喻

人：溫文的澗下水；心胸廣闊的井泉水，喜動

的長流水；傲氣的天河水；奔波的大溪水；寬

容忍耐的大海水。視乎我們站那裡觀水，走到

溪澗邊是溪澗水，走到海邊是海水，天降下來

的是雨水。有不同名稱的水，但不論是澗下

水、井泉水或是大海水，其水的本質都是一樣

H2O。水不斷地流動，有時會分流到江河；有

時會匯集到海洋，有時會汽化到天上，有時會

潛入井泉裡，只是水所處之環境不同而似有不

同的水。相對人也是一樣，古人把人分為水火

木金土等三十類，只是稟性上，生長環境和成

長路使人有不同，其實於性份上，人人俱足，

無有增減之別。清水平靜方照人，以上各種水

都不停在流動，並且混含不同雜質，若水能平

靜下來，清不含雜之時，我們會照見本來的真

人。

說文：　  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並

流，中有微陽之氣也。準者平也，古德有云：

「天下莫平於水。」做事有水準須要智慧，達

水平須要歷練，歷練來自堅毅奮勇。能克服困

難，衝破險阻。天時運轉動乾坤，以智慧和堅

毅奮勇的精神去扭轉乾坤。北方之行會遇到

「坎」卦，上坎下坎象眾水並流，坎中有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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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中有微陽之氣也，是堅毅奮勇的精神所

在。坎者，水也，陷也，險也。眾水並流，重

坎也，水上加水，陷上加陷，險上加險。每當

落入重重陷險，基於本能，人會自發出抵禦困

難的潛藏力量，力量因應困阻憂患的壓力而產

生的一種求生能力。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水水相容法海成，正

是煩惱即菩提的寫照。在一波又一波的險阻

中，能夠生出抗禦困阻的本有智慧，一次又一

次的化險為夷，運轉乾坤，當中的歷練有如法

海無有邊際。

牧者除了上述之知人善任之外，還要懂得

濟事，能成其事，做有益於事，有益於人，合

道之事，水火之濟能其合　火水不濟為何成，

水性潤下，火性炎上，水火之濟在於水在火上

火在水下，相需相成，相互協調，水與火有所

交流配合而成就煮食的功用；若果火水不濟，

火在水上而水在火下，各走一方，而互不往

來，何以完成煮食的功用，一事無成。水火之

濟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凡事要深思

遠慮，顧全大局，常憂患之到來，預備好防治

之良策。火水不濟者，「小狐汔濟，濡其尾，

征凶，旡攸利」，像小狐之狐性，蠱惑多疑，

不安常守份，自以為是，勉強而為，力量微弱

的小狐渡水是困難的，應待水涸方能涉川，貪

於前而忘於後的小狐將無餘力而後勁不繼，可

是未能繼續前行以登岸的小狐已經弄濕了尾

巴，勢必有凶險，往而不利也。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前者心胸廣闊，神定氣安，後者

斤斤計較，患得患失。天地交而萬物通，天與

地有何計較，有何得失，焉有不濟與不成！

道場之理五行進　不明箇中枉修真。道場

內人事物的規律依據五行而向上移動、前進、

發展。道場擺設、禮儀、人事安排不離五行，

以其相生相剋，行止有時，合乎中庸之道。

天地往來交錯，自有其序，正如請壇禮時

各列其班，陽數五五：1、3、5、7、9；陰數

五六：2、4、6、8、10。

陰陽相交，一生一成，播而為五行，請壇

禮，就拜位時，各有其位，各有其類。

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

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

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

陰數

2

4

6

8

10

陽數

1

3

5

7

9

5 3 1 2 4

土 木 水 火 金

10 8 6 7 9

2

4

6

8

10

1

3

5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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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相剋相生，陰陽交午也。

洛書五行相剋，如下圖。五行逆時針方向

由中五向北而行，經過一六，土剋水也。由北

向西而行，經過二七，水剋火也。由西向南而

行，經過四九，火剋金也。由南向東而行，經

過三八，金剋木也。由東復中，經過五，木剋

土也。

相生鼓勵前進，相剋激勵反思，有所志節

相生以成其事，有所節度相剋以和其行。其節

者重在中和，苦節不可貞，過份之節是苦，失

其中道，非常道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以高濟卑，裒多益寡，有而不居，滿

而不盈，損有餘而補不足，均攤也，中也。要

善用這箇中，放牧的人會站在大草原之中央位

置，以便照顧草原上各方分佈的牛羊。《宣聖

講義》：「有位而不自昭其德，有時而旡以副

其用，是兌悅之咎，在過于柔悅徇人，畏葸旡

勇，獨善自保，狹隘其行，是偏私之咎，故釋

以為失時極，而戾中道也。」再言：「中者旡

可旡不可，行止惟時，出處惟道，得時位而不

出，與非時位而強出者，同一弊也。」

洛書所言中五之中乃身之正門，玄關也。

「所謂元牝之門者是也，這個門生之在此，死

之在此，順之在此，逆之在此，五行錯亂分散

亦在此，五行總整攢簇亦在此，蓋此處有天地

之根」。說文：　　五行也，古之聖人知有水

火木金土五者而後造此字也，從　　像天地，

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此謂　 也。水火木金

五行相生相剋

火

中

土木

水 金

相生

相剋

洛書所啟示的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虛十用五。言其象與我們俯

伏叩首之時，上天下地，人在其中有所類似。

（5 土，中）

4

3

8

9

5

1

2

7

6

火

木

金

水

西東

南

北

我們借數字以顯其理，戴九履一，虛十用

五。戴九者，所戴仰推崇至極的最大數值為

九；履一者，依道而行也，創世之初從開始走

過來的最原始數值為一，一者，道之本也，一

立而萬物生矣；虛十者，純數由一數到十，以

數字而言，十是最大，但物極必反，凡事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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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話只說七分，虛十以歸零，以亢龍有悔作

警惕，凡事留點餘地，也是為自己留點餘地；

用五者，由一到九，中間數值為五，路中間是

最廣闊，看洛書五居中位，四正四偶如群山擾

擾朝於中嶽，如君之使臣一呼百應。叩頭之

時，以履一，用中，發揮五常之德，人與天地

相感相生，三分誠心，七分感應。

道場本是大融會　自身使命可盡心。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場本是大融會，

天道的大都會，與現代城市分別不大，一樣充

滿活力，一樣人口密集，同樣有自己的文化、

教育；同樣有自己的建設、建築；人們同樣來

自不同地方、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文

化、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紀

的男女老少。大融會內同修們有志同道合，志

趣相投的；也有意見分歧，見解不一致的，四

者無分對與錯，有時需要多行一步，溝通、

傾聽，加深了解才能化解分歧，有時候事情

比想像中來得複雜，已經超越能力範圍，未

能獲得一致的答案。野外的大草原上有不同

種類的草食性家畜，比如牛、羊、馬等，以

不同時間、不同位置共地生活，也是一個大融

會。不同同之之謂大，大融會內萬事萬物融會

在一起，各有其序、各有其位、各有其時、各

有其類，相互相生、相合、相隨、相容，構成

天下大同。

本著大同主義定當一視同人，同人卦中六

爻之表述發人深省，提倡沒有門戶，宗親之界

的同；平息干戈，從矛盾爭鬥中尋找和平出路

的同。同人卦初九爻曰：同人于門，與人同不

能只限於家門之外，未能致遠，不算與人同；

六二爻曰：同人于宗，只是自親宗族，如木與

木，同志與同道的同類相親，是匿於私情，不

算是人同；九三爻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

三歲不興。即使是到了極之火水不容的地步，

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已是伏戎於莽，在林

中埋伏軍隊，也要按兵不動，謹慎小心，若不

能止戈除暴，亦不是與人同；九四爻曰：乘其

墉，弗克攻。甚至已經乘其墉，登上城牆，準

備向敵人進攻，但知義之不可為而懸崖勒馬，

於當下困而能節，返回正義之行，至於未能迅

速制止殺戮和戰爭，是大不同；九五爻曰：同

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經過伏兵不

動，進敵不攻的重重考驗，未免憤怒甚至號

哭，最後大軍獲勝，終於相遇而想到邪終不能

勝正而自大笑起來，矛盾終於結束了；上九爻

曰：同人于郊，旡悔。於大融會之中，求同存

異，過程中存在同和爭的矛盾，雖有情屈理

虧，本著善與人同，寬容大度，舍己從人，遠

避了爭鬥，君子內德文明，外行剛健，中正而

應，大公無私，亨通於天下而無阻，如牧樂於

郊野之外，心胸廣闊，無憂無愁，與人同樂，

更贏得了世界和諧，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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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後學從學生時代參與青年班活動開始，陸

續參加了不少家訪的活動，從拜訪鮮少來佛堂

的青年朋友，到參與道親的助念及告別式，很

多時候，後學都是跟著其他前賢前往，偶爾講

上幾句話，老實說，當時會覺得家訪有點無

趣，甚至是挫折感頗重的工作，因為會需要家

訪的前賢，通常是少來佛堂的道親，去了之

後，大多不會給我們好臉色，只是因為父母親

或家人的關係，勉強接待我們，家訪後會來佛

堂參班的機會少之又少。因此，我們常常會給

自己心理建設，就是家訪是結善緣，等到時機

成熟，這些道親是會自己來佛堂參加幫辦的，

而我們也是在盡一位活佛恩師弟子的責任及義

務，將福音傳給有緣眾生。

自從領了天職之後，家訪的工作只有更多

沒有更少，但家訪的對象從原本的青少年學員

漸漸轉變成是去拜訪老道親或者壇主家，而這

些家訪的感受也跟以前非常不一樣了。第一年

的壇主家訪中，我們走訪了轄區的壇主家，其

實後學以前負責比較多的工作是青年班前賢的

活動及課程，因此對於當地的壇主有多少，位

於哪些地方不甚了解，在第一年的家訪中，也

讓後學有點大開眼界，原來我們當地家壇還不

少，只是壇主大多老邁或者歸空，後代子女雖

大多有接續，但對於佛壇禮節大多不了解，也

不知道需要跟點傳師接送駕，這時，我們通常

會帶一位深諳禮節的道親跟我們一同前往，順

便教壇主們接送駕禮節。此文乃後學這幾年家

訪經驗的所思所得。

沒有不可能，只有肯不肯試

每一年的壇主家訪，我們選在整年度的班

◎莫小秋

家訪所思所得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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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結束，且趕在農曆新年前拜訪壇主，伴手禮

是佛燈油。在這幾年的家訪中，後學比較有感

觸的是成功地區的家訪經驗。成功鎮是台東靠

北方海港的城鎮，早期道務也很興盛，曾經出

過一位真君，後來因為人口外流嚴重，老道親

先後離世，現存的壇主及佛堂不多，之前在當

地還有開班，現在則是由當地的壇主載道親到

台東佛堂開班。家訪前，我們事先聯絡當地一

位劉壇主，請她先跟當地的其他壇主通知我們

拜訪的時間，之後就在劉壇主家用晚餐，所以

真的很感恩這對壇主夫婦，不僅陪同我們一起

去，還幫我們準備晚餐，讓我們不至於餓著肚

子開將近一小時的車程回到市區用餐。在第一

年的家訪中，因為有一位壇主家的佛燈換成玉

製的佛燈，且請佛堂幫忙採購，因此我們住壇

前賢洪小姐請我們順便將佛燈載去給這戶壇

主。這位壇主是承接母親的佛堂，未曾來佛堂

參與過，因此跟大家都不熟，此外，聽說對佛

堂的禮節或要求覺得繁瑣，所以不是很歡迎道

親們去拜訪，因此出發前，洪小姐一直交代我

們不要說太多話，佛燈放下即可離開，以免引

起反感。

第一年就給我們這樣不簡單的任務，我們

戰戰兢兢地去了這戶壇主家，但是我們沒有如

洪小姐的要求放下佛燈就離開，而是問這對壇

主夫婦，是否可以幫他們安裝好新的佛燈？這

位壇主夫婦是做生意的，人其實也很有禮貌，

並未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冷漠，先生陪同我們

到佛堂安裝佛燈，我們也教了他接送駕的禮

節。到了樓下，他們也很親切地跟我們聊天。

壇主先生已經從公務機關退休了，喜歡玩石

頭，恰好廖點師跟後學都懂一點石頭，就一起

欣賞這位壇主先生收藏的石頭，跟他相談甚

歡。聊了將近半小時，我們就離開前往下一戶

壇主家。第二年，我們再到這位壇主家拜訪，

欲離開時，他們就主動行功，讓我們非常驚

訝。之後每一次去拜訪這戶壇主，他們都會行

功，且跟我們表示，因為做生意，家中小孩都

在外地工作，人手不足，他們真的很難抽身到

佛堂聽課，希望我們見諒。後來壇主太太跟我

們聊起與家中佛堂的因緣。她未嫁來前，曾有

一次夢見彌勒祖師，婚後嫁到壇主家，當然要

幫忙婆婆整理佛堂，當時她一看到家中的彌勒

祖師佛像嚇了一跳，因為就是她之前夢到的那

一尊佛像。後學聽到了她這一個感應，很感動

也很放心，原來這位壇主太太跟彌勒祖師因緣

這麼深，是彌勒祖師自己找來的壇主，後學很

放心，相信這對壇主夫婦會將佛堂好好守著，

未來因緣俱足時，應該會走上修辦的路。這戶

壇主的故事，讓後學深深體會到，凡事只要有

心，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只要我們用誠心去拜

訪，別人是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善意，至於未來

是不是能夠走上修辦的路，很多時候是讓上天

安排，我們能做的就是盡人事，聽天命。但是

絕對不要被挫折打敗，或者被既定印象打敗，

因為如果我們連試都不試，那就永遠不可能會

成功。但如果開口試了，就可能會有轉機，這

是這對壇主夫婦教後學的功課。

病中的應證

成功地區還有一戶壇主，也是讓後學印像

深刻。這戶壇主是接了父親的佛堂，以前在家

中也有開班，現在去拜訪，原本的講堂都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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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只是空著，讓人覺得有一點可惜。後

學完全不認識這位壇主，因為後學在台東

學習的時間到目前為止，將近二十年，而

以前成功當地家壇還有開班的時候，距離

現在超過二十年，所以有不少壇主，後學

是完全不認識，而他們都認識其他的點

師，唯一不認識的就是後學。有的壇主還

誤認後學是某位點師的女兒，可見後學保

養得宜，還可以讓人誤認年輕，這也算是

家訪的小趣事。

這位壇主雖然有按時燒香獻供，但是

對於修道興趣缺缺，閒來無事時，會去玩

點小麻將之類的，對於我們的到訪，會覺

得有壓力，所以多次拜訪未遇。偶爾剛好

碰到了，跟大家聊天可以，但是提到回佛

堂參班研究之類的話題，從來沒有答腔，

也未曾應允，所以我們心裡也大概有數。

而壇主太太幾年前中風，傷到語言能力，

所以也無法跟我們談太多。儘管如此，每

一年的家訪，我們還是會去拜訪這戶壇主

家，如果不在家，就把伴手禮放著就走，

如果碰到，就坐下來跟他們聊一下。而其

他點師對這位壇主很有感情，或許是因為

曾在這戶家壇開班幫辦過，一同走過一些

年輕歲月，所以後學始終覺得其他點師總

是特別關心他。

到了第三年拜訪這位壇主，這次卻有

點不一樣，原來這位壇主生了重病，得了

不治之症，在台南開班時遇到他的妹妹，

妹妹也請劉壇主特別照顧他哥哥，更希望

他哥哥能重回佛堂修道，而劉壇主也將此事轉達給

我們。此次前去，這位壇主因為病重無法外出，所

以我們可以跟他好好地聊天。這位壇主的小女兒很

孝順，是護理人員，剛好回家陪爸爸就醫，也跟我

們一起聊天，他與其他點師也很熟，因為以前小時

候在家中常常看到這幾位點師的到來。這位壇主跟

我們說，他想要重新吃素了，不再吃葷，女兒在旁

邊聽到了，雖然是護理人員出身，也不反對，她也

覺得素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聽到這位壇主願意吃

素，很高興，勉勵了一番，也期望他早日康復。

這次過年前的拜訪，我們去了這戶壇主家，第

一次未遇，回來後聽孫子說我們的到訪，主動打了

電話給我們，我們原本在劉壇主家準備用晚餐了，

一聽到消息，立馬前往這戶壇主家。到了壇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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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位壇主的氣色比去年好很多，心中有個

底，相信事情應該是有了轉機。這位壇主告訴

我們，他醫藥費花了不少，治療的過程也很順

利，醫生用新藥試，沒有想到很成功，但是，

他自己也有感受到自己的幸運，因為當時病重

時，他的鄰居還安慰他，請他想開一點，卻沒

有想到，當時安慰他的鄰居早已離世，而他的

病情卻一天天的好轉。跟死神擦身而過，給了

他不一樣的想法，他開始有了想回佛堂的念

頭，自從病中開始吃素，他堅持到現在都沒有

開葷，連他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而且，他

說，他是真的沒有想再去吃葷腥的食物了。我

們聽了都很為他感到高興，大家一直鼓勵他過

完年後回佛堂參班。而在回程中，後學跟其他

點傳師提議，打鐵趁熱，過完年，我們再到這

位壇主家拜訪一次。

每一年的過年，佛堂都會辦團拜圍爐活

動，這次遇到疫情，圍爐活動取消，但是拜年

及領紅包活動還是照常。我們完全依照指揮中

心的規定辦理，感謝當地的卓壇主家、廖壇主

家、及很多道親的慈悲奉獻，整個活動流程處

理地非常好，回佛堂拜年的道親們都很法喜，

大家都很開心地領了老 娘的紅包，以及濟公

老師勉勵大家的籤詩。

往年都可以發出超過一百五十個紅包，今

年因為疫情，還剩下三十個左右，因此後學提

議這次過完年去拜訪成功地區的壇主時，也將

老 娘的紅包及老師的籤詩給當地的道親抽，

其他點傳師都表贊同。沒有想到，這個提議真

的是大大成功，因為上天真的很慈悲，所有道

親抽到的籤詩當事人都說很準，而且我們也可

以從濟公老師的籤詩切入，跟道親們講解修行

的好處以及講道給道親們聽，一點都不勉強，

大家也都能接受。所以氣氛是非常融洽且法

喜，這次，這位壇主領受到上天的慈悲，真的

願意重回佛堂修道，期望新的年度開班時，這

位壇主能夠擺脫掉起起伏伏的人心，勇敢地往

修辦路上前進。

道親的告別式

自從接了天職之後，還有一個發現，就是

參加告別式的機會比以前多了很多很多。自從

徐前人來台灣傳道至今已超過七十年，因此許

多老道親或老壇主早已年邁，歸空的壇主道親

不少，因此參加告別式的機會比以前多很多。

這幾年因為疫情，指揮中心要求不能辦理公

祭，所以比較沒有參加告別式，否則在疫情

前，一個月參加各一兩場告別式是稀鬆平常的

事。此外，因為顧前人慈悲，擔心有些年邁歸

空的道親忘了三寶，因此慈悲我們在道親歸空

時，要幫歸空的道親複習三寶，這對後學來

說，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這也是

我們該要有的承擔，抱著一顆平常心幫往生的

道親複習三寶。

我們通常要在往生道親火化前的入殮時複

習三寶，所以輪到後學時，我們當地的羅點師

會陪後學清晨就到殯儀館的入殮室外候著，等

到入殮完再跟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及家屬借一點

時間來幫往生的道親複習三寶，結束後，再換

裝便服去上班，這樣的生活，也是後學從來沒

有想過的改變。感覺自己就是在聖凡之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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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穿梭著，有時自己都有點錯亂，跟學生講

課時，好幾次也會誤說成『後學』，然後驚覺

錯誤，趕快改口。

在這些經歷，其實給自己更多的印證及對

道的信心，歸空的道親真的是身軟如棉，要幫

祂們手抱合同時，手是十分柔軟不僵硬，常常

能夠讓家屬見證到道的寶貴，而後學，一個算

是學識不錯的現代人，對於以前道親們所言的

見證及感應，後學大多是採取一種姑且聽之沒

有太上心的態度，在參加了這許多次的告別式

後，真的是讓後學震撼到了，因為這個宇宙有

太多事情是無法用科學去解釋的，只要我們肯

用心，都會發現上天的慈悲。

此外，佛堂幫忙家屬處理告別式事務，也

是成全道親最好的時機。從被通知有道親往

生，第一時間，佛堂就會派人前往慰問，然後

再擇日帶道親們一同去助唸彌勒救苦真經，然

後再約定複習三寶與參加告別式的時間，整個

流程下來，家屬們都能感受到佛堂的用心及慈

悲，因此通常很感謝佛堂，對於先人留下來的

家壇，也會願意繼續持續，即使後代可能已經

少與佛堂接觸。而只要佛堂留下來，我們跟道

親後代就有持續接觸的機會，也比較有可能繼

續成全這些壇主的後代子女們。這些都是不容

易達成的目標，但是，我們得去做，因為只要

有開始，就有可能成功，沒有開始，就完全不

可能。

結論

家訪不容易，就跟所有的道務一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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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具意義，且必須去做的事情。這幾年家訪老

道親跟壇主的經驗，帶給後學許多成長。壇主

或老道親通常都是發心修行許久的人，也常常

是幫辦道務或者渡化不少眾生的人，因此，在

他們身上，常常可以見證到不可思議的事，例

如死裡逃生或者病情轉危為安的例子不在少

數，這是在一般人身上不容易見證到的，如果

說是因為幸運，那麼為何那些幸運是發生在他

們身上，而不是在你我的身上？這用因果定律

是講得通的，這些老壇主道親是先積德積福，

遇到一些凶險的事時，才能化險為夷。凡事先

做在前面總是比臨時抱佛腳來得有用，相信這

樣的道理一般人是可以接受的。這幾年的家訪

經驗，給了後學更多的修道信心，也產生了一

種想要將這些道念傳承給更多人的愛心，懇求

上天慈悲，讓更多有緣眾生登上法船。因為修

道真的很好，能解除很多人生的疑惑，又能夠

真正了脫生死的痛苦，找到逍遙自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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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所寫的《第二座山：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

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書中說：「一個人的承諾，定

義了他是什麼樣的人！在征服世俗成就的第一座山之

後，有一種人選擇攀上第二座山，臣服於對家庭、志

業、信仰、價值的承諾，承諾，不會帶來疲憊，只會產

生無窮的力量！」這信念又何嘗不是我輩修行者的信念

呢？我們在追隨　師尊師母的腳步，在跟隨前人的步

伐，在點傳師的身後亦步亦趨，心燈傳承，責任負起，

在攀爬第二座山的同時，第一座山也自然完成。

壹、前言

2009年臺大醫學系畢業的精神科專科醫生許超彥

滑雪時發生意外，33歲的他成為下半身癱瘓的脊髓損

傷患者，意氣風發的他因為意外，人生跌落谷底，痛苦

的想要從谷底翻身，受傷後的他，面對前景美好的事

業、幸福美滿的夫妻關係、親密的手

足親情，甚至於信仰與社會關係，都

大幅改變，他在受苦最深的時候，看

◎鍾權煌

淺談你我的

「第二座山」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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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自己的脆弱與痛苦，面對困境，他堅強地從

「以自我為中心」轉換為「以他人為中心」，

鼓舞其他同樣遭受到困苦的人們，走過生命的

幽谷，看見自己的價值，他在「第二座山」

上，用他的生命書寫人生故事，他說：「癱了

下半身，我才真正站起來」。

許超彥醫師就如同本書作者大衛・布魯克

斯（David Brooks）所寫，有少數人因為意外

之事，被迫走上不一樣的路，例如痛失愛子、

被診斷出癌症等事件，直接從第一座山的山上

跌落至充滿混亂的谷底，在遭遇挫敗，事業、

家庭、健康出現問題，突然間生活再也不順

遂，充滿失望、痛苦，回過頭來開始尋找自己

的第二座山。

《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你要如何為生

命找到意義？》作者帶領大家如何從第一座

山，來到第二座山，克服世俗的成就限制，為

我們的生命找到新的意義。

貳、重點歸納

作者大衛書寫此書，有很大的原因是提醒

他自己，他到底想要過怎樣的人生，他說他的

第一座山順利的不可思議，成就遠遠超過他

的預期，但這些成就同時也將他變成冷漠、

寡言，2013年他如同書上所寫，家庭出現意

外，過去他人生成就的美好瞬間瓦解，他花了

五年的時間，重新面對承諾，找到生命意義。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對於

「第二座山」是這樣表示的：

從我個人有限經驗回想，「第二座山」在

「第一座山」、「第二座山」的意義與差別

第一座山與第二座山沒有先後之別，甚至可以合而為一。

本書的第一個目的：指引人們如何從第一座山攀爬到第二座山。

　　　第二個目的：社會要如何從第一座山轉變為第二座山（重建是核心）。

第一座山 征服

建立自我、定義自己，

成為不斷力爭上流的精

英主義者。

要多一些

（ask for more) 
以自我為中心

（自我）

第二座山
臣服（臣服於內

心的四大承諾）

擺脫自我、放下自己，

貢獻社會，成為平等主

義者，與需要幫助的人

平起平坐、並肩同行。

少要一點

（desire less）
以他人為中心

（大我、無我）

行為特色核  心  價  值 各項需求 立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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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中始終不曾缺席，嚴格來說，兩座山

並沒有先後之別，甚至可以合而為一。我常感

到，一個人要獲得滿足，有兩種相反的途徑：

一個是再多要一些（ask for more）；另一個是

少要一點（desire less）。這正好點出這兩座山

的差異，第二座山便是追求人生深層的滿足，

那是發自內心、滿溢著光的喜樂，而這個喜樂

來自於對「大我」的獻身。作者提到：「喜樂

(Joy)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情感，它是淋漓盡致的

人生的獎賞」而且第二座山的風景遠比第一座

山更加迷人、新奇、神祕，這是待在第一座山

根本無從想像的。

本書概分為五部，第一部述說兩座山，從

「道德生態」、「IG人生」、「充滿不安全感

的人生勝利組」開始分析，到做出承諾的人生

第二座山。第二個部份起談的是四個承諾，分

別是「志業」、「配偶與家人」、「人生觀與

信仰」以及「社群」，以四個承諾貫穿人生第

二座山。

我們從幾個角度看四大承諾的社會需要狀

況，首先是在志業方面，美國國務院國際資

訊局（IIP）《美國參考》Louise Fenner在華盛

頓報導，引述美國自由隊（The USA Freedom 

Corps）主任德西瑞·塞爾（Desiree Sayle）的

話摘要如下：「志願精神已融為美國文化的

一部分。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鑒於自己所享

有的自由，他們有義務回饋社會。2006年有

6100多萬美國人自告奮勇地為慈善組織及全國

服務性機構工作，其中包括通過和平隊（The 

Peace Corps）及繁榮志願者（Volunteers for 

Prosperity）等組織參與海外志願工作」。同

時布希總統呼籲美國人在一生中至少為社區奉

獻兩年（4,000小時）的服務，顯見美國在志

業服務方面形成一種文化力量。

在婚姻方面，根據美國家庭研究所2020

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表示，美國離婚率創

50年新低，每千對婚姻中，有14.9次離婚，

是50年來最低，但相對的結婚的人數卻也持

續在下降，2019年創下歷史新低，每千名

未婚成年人，只有33人結婚，經過分析發現

受過良好教育（上大學）的人較能擁有完整

婚姻，故此美國家庭研究所推測，婚姻鴻溝

（Marriage Divide）不斷擴大加深，貧窮的工

人階級越來越和婚姻制度脫節，這種脫節對於

家庭生活的影響力可能是破壞性的，換句話

說，只有受過良好教育才能取得經濟優勢，藉

由經濟優勢容易進入婚姻，維持婚姻，相對的

經濟弱勢團體，學歷不夠良好，不易找到良好

工作，更加不易踏入婚姻，即使踏入婚姻也難

以長期維持。

另外依據BBC報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宗教研究副總監格雷格・史

密斯（Greg Smith）告訴BBC說：「我們掌握

的數據顯示，最近美國民眾信徒數字並沒有出

現上漲。大部分美國人的確聲稱信仰上帝，

但總數在下降」，同時美國現在，三分之一

的千禧一代的人沒有宗教信仰，美國每年平

均要關閉3,500所教堂，信仰人口逐漸下降，

追求世俗成就變成顯性，安定社會力量逐漸

喪失。



44 博德71期 小品

從上面幾個角度看，整體趨勢呈現出問

題，於是作者大聲疾呼，希望遭此境遇的陷

入低谷的人們，如何從孤立無援的荒野，走

向人生第二座山，嚴肅面對四大承諾，重建

個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透過核心理念「重

建」，讓社會也如同個人走向人生第二座山

的高峰。

參、專書評價：

本書優點，填補了馬斯洛（A b r a h a m 

Maslow）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不足，需求理論談的往往就是人

生的第一座山，從自我開始發展到超自我實現

的需求，但理論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

然的連結上尚有不足之處，如作者所說，達到

目標的人會出現「人生就只有這樣了嗎？」。

 

本書除了補足需求理論外，也給身處不安

的人一份力量，作者大衛透過文字，告訴他

人，人生還有更重要的承諾可以實踐，認真作

出承諾，給自己力量，重新定義自己，就會獲

得新的身分認同（如同我們渡大眾求道），帶

來新的人生意義（信仰的力量），不需要汲汲

營營金錢、名利的追逐，更重要的是昇華到更

高層次心靈自由，釋放禁錮自己的枷鎖，擺脫

世俗塵染，從自我到無我、大我，無限的利

他，靈靜性圓會產生無止盡的力量。

本書從修行者的角度來看，仍然有提升之

處，四個承諾能有效改變自我，但有更高的價

值尚未深刻發揮，四大承諾志業、婚姻家庭、

信仰、社群活動，其起始點依然是以「我」為中

心，即使轉換到「以他人為中心」，也是以跟我

相連的「人」（社群）為中心，未完全觸及更高

核心價值，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揭舉更高境界的價值

觀；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天下百姓貢獻己力；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

是揭櫫更高的價值觀、更美好的理念行為，援

此本書雖有著墨，僅定義「存在」，未能明確

定義第二座山的「高度」，是其不足之處。

肆、心得啟示

從我們願意修行的特質來看，深具信仰的

我們是非常適合將兩座山合而為一，當我們以

師尊師母犧牲奉獻的精神，慈悲為懷的心態，

越努力在登第二座山，也越容易在第一座山取

得成就。

超自我實現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尊嚴需求

（尊重需求、自尊需求）

社交需求（愛與隸屬）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超自我實現需求為1696年提出的Z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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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做著簡單單純

的工作，一樣有機會服務人群，在工作中讓別

人的生命歷程得到幸福，充滿喜樂，就算日常

工作微不足道，日常落實福慧雙修，亦有其對

國家社會貢獻之處。

改變思想態度，能在細小之處，造福更多

的人，作家郝廣才曾分享一個故事「不花錢反

而解決問題」，18世紀澳洲經常接收英國送

過去的人犯，運送過程死亡率極高，政府不管

怎麼修改法令都難以將死亡率下降，後來有人

改變了付款方式，從上船就付款，改為人到當

地付款，運送中間死亡不算錢，就大幅下降死

亡率，挽救許多人性命。我們修行人只要改變

思想態度，一個小小的觀念想法改變，造福的

人將達到無窮無盡。

中國四川省都江堰造福百姓，兩千多年來

依然發揮重大貢獻，修行者的小我與千年貢

獻的大我並存，只要我們肯，不管古今、無

論中外，就一定有發揮的空間，就一定有兩

座山合而為一的境界產生，相信自己，堅持

自己，第二座山我們一定能攀登上高山，抵

達頂峰。

伍、結論

《道德經》日損章第四十八：「為學日

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若將「無為」概念，置換為「第

二座山」，會更容易明白「山」的定義，當人

們追求世俗成就的「學」，每天當然都希望

「學」能增加，期待「學」能轉換成金錢、名

利，身分地位能夠節節升高，「學」的世俗成

就，越「益」越好，這個「學」就彷彿第一座

山；而「道」是我們自我省思，減少慾望和追

求名利，奉獻心力於大我，達到無我，甚至抵

達無為，就會發現原來「山」已經合而為一，

「學」與「道」合而為一。

「為學日益」向外追求學問、金錢，世俗

成就，不知不覺當中讓我們物慾增加；「為道

日損」向內追求智慧，屏除物欲，革除私念，

到無我、大我的與「道」會合，第二座山真實

現前，損之又損、減之又減，真實的喜樂就顯

露出來，一貫的「道」路也就真實的呈現在我

們面前，無為而不為，你不追求第一座山，也

不追求第二座山，認認真真、切切實實的革除

物慾，致知體現更高人生價值，第二座山也就

自然而然達成。

因此我輩修行者在工作上無我利他，日常

上捨凡存誠，行為上願行愿行，學修上同心協

力為大眾服務，日新又新的講辦，第二座山自

然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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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

明因果

一、前言 
因果律，是我們常常聽到的，也就是~種

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這是世界上最公

平的宇宙律之一，其他的如生死（有生必有

死，沒人逃得了）、時間（大家都只有24小

時）、智慧德性（人人皆具）這些對每個眾生

而言都是公平的。

所謂「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不論您是

否相信因果，我們萬事萬物都受因果律的支

配！我們可以來看看世界上的現象就能明白，

例如大自然的生物學就告訴我們，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物理學也告訴我們，有作用力就有

反作用力（拳頭打牆壁，力量會回到拳頭）；

生理學也是一樣，我們如果晚上熬夜，白天的

精神一定很差；心理學制約理論中的「刺激和

反應」，更是典型的因果論，有什麼原因就會

產生什麼結果。

所以，為什麼人一出生的環境會不同，有

含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有的卻家貧如洗，像

印度的貧民窟，有無數的人靠著撿垃圾維生，

隔壁卻住著世界前幾名的印度富豪；有的人身

體狀況出生就不同，有的身體健康，有的卻弱

不禁風，像後學從小就是瘦巴巴的，同事笑說

後學吃素怎麼吃成了紙片人？唉！這真是百口

莫辯！有的甚至還帶有殘疾，後學的哥哥生了

三個小孩，照理是一樣的基因，但是老大比較

文靜愛閱讀，老二活潑機靈但不愛讀書，老三

是唯一的獨子，卻偏偏是有多重障礙又無法言

語，真是無語問蒼天，後學的嫂嫂自從生下這

個兒子後，從以為人生是幸福美滿的天堂，跌

入了痛苦的地獄深淵，這真的公平嗎?  答案是

真的公平！因為，事出必有因啊！因為，因果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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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不是單純的只有看這一輩子，也不是只有

看眼前的表象而已！明白了，就能接受了！

也有人會問，壞人怎麼老是逍遙法外，好

人卻不長命？例如：我們台灣有一位年輕孝順

又精進的乾道道親名叫袁淳修，他是一名火車

司機，2021年在台灣發生最嚴重的鐵路翻車

事故當下，盡忠職守，在最後數秒猛力踩剎

車，讓傷亡降到最低，但最後也不幸殉職，令

人傷心！仙佛不是會幫助我們躲災避難嗎？難

道是假的？是這樣嗎？而在這場災難中，當然

也有人幸運躲過，有一位別組講師本來要回花

蓮，但因為佛堂有排了一堂課，她決定要留下

來，沒想到躲過這一劫：也有一位坤道道親本

來要坐火車回花蓮辦婚禮，之前，在她的要求

下，婚宴全部改成素食，要回花蓮這天，她的

未婚夫臨時說要開車載她回去，也幸運的逃過

這一劫！那麼，這些事情的發生，我們到底要

怎麼看待呢？

二、何謂因果

1. 簡單來說，前因，後果。有前因發生，

才有後果產生，如學生因為上課吵鬧，要受處

罰；有的學生因為表現優良就被獎勵；因果就

是造作了因，然後要承受它產生的果。

2. 再把因果二字拆開∼就是因緣果報。

因則因緣，果則果報。因緣果報發生還須

有助緣存在，否則難以形成。比方如果沒有戴

口罩，出門遇到有確診的人一起聊天，結果就

得肺炎；那麼出門跟確診者聊天，就是得病的

助緣。所以為什麼要我們盡量待在家，就是要

斷緣！

因緣果報的原理，正如一顆種子埋於地下

發芽結果般，種子埋於地裡，可謂種了因，成

長後開花結果，可謂得了果。然而要成長開

花結果，還須要有充足水分，適當溫度（陽

光），流通空氣，這三者即是助長種子萌發成

長的助緣，缺一不可。

所以，同樣是西瓜的種苗長出來的西瓜，

不一定相同，這是因為每一顆西瓜籽自己與生

俱來的條件不同，加上不同環境助緣下長出來

的西瓜，有的甜，有的不甜，有的含水多，有

的含水少，這就是他們不同的報應。

三、因果定律的內涵

因果是一項定律，它左右一切人生際遇變

化。因果定律內涵有三：

（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後面還有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也有一句話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

來遲」。所以我們不要吝嗇行善這件事，因

為，終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善報，《太上感應

篇》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其實，要福

來臨還是禍入門，都是自己感召來的！

有一個賣煎餅的婦人，為了祈禱遠行的兒

子平安歸來，每天都會多煎一些薄餅給過路的

窮人吃，有一個駝背的老乞丐，天天都來拿煎

餅吃，卻連一句感謝都沒有，每次還會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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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才離開，《所作之惡留在身邊，所作之善回

到身邊》，婦人不懂他的話意，只覺得很厭

惡，不想他再來。於是有一天，婦人就在要給

老乞丐的煎餅上下毒，但是忽然她良心不安，

就把煎餅丟到火裡燒了，又重作了一份等老乞

丐拿取，老乞丐照樣念著那句話就離開了！沒

想到這一天，婦人天天思念盼望的兒子終於回

來了，但是衣服破爛，說話幾乎要斷氣了，兒

子見到母親，虛弱的告訴母親：「媽！我還能

活下來見到您真是奇蹟，因為，就在離家一英

哩遠的地方，我已經餓到昏倒在地，幾乎快餓

死了，剛好一個駝背老人經過，我拜託他給我

一點東西吃，他拿出他的薄餅給我，他說這是

他今天的食物，但是現在我比他更需要，就

送給我，所以，我今天才能站在您面前啊！

媽！」婦人聽完，眼淚就掉下來了，當初如果

她真的給了老人那塊毒餅，那死的就是她的兒

子了，想到這裡，她也終於明白那老人每次念

的那句話的意思！那句話，就是我們所說的善

一定有善報，而惡一定有惡報，對於該作的善

行，真誠的去做，有一天一定會有好的回報的！

（二）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

《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我們帶著全家人一

起佈施行善，一定會有值得慶賀的結果，相

反的，如果全家都為非作歹，一定會導致禍

端！此外，「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

之」，即便是小小的善行，都會累積出好的結

果！即便是小小的惡行也要受報的！像釋迦牟

尼佛在過去世，當過漁村家的小孩子，沒有參

與殺魚，但是看到魚，敲了他的頭三下，到佛

陀這一生，就要頭痛三天來償還。

（三）因果律通三世。

 三世包含『前世 、今生、來世』。

《三世因果經》：

『今生做官是何因，前世黃金裝佛身。

　前世修來今世受，紫袍金帶佛前求。

　黃金裝佛裝自己，衣蓋如來蓋自身。

　莫說做官皆容易，前世不修何處來。

　福祿具足為何因，前世造寺建涼亭。

　相貌端莊為何因，前世鮮花供佛前。

　今生長壽為何因，前世買物多放生。

　今生短命是何因，前世宰殺眾生身。

　今生眼明為何因，前世施油點佛燈。

　今生眼瞎為何因，前世多看淫書人。

　今生缺口為何因，前世吹滅佛前燈。

　今生聾啞為何因，前世惡口罵雙親。

　今生駝背為何因，前世譏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為何因，前世打過父母人。

　萬般自作還自受，地獄受苦怨何人，

　莫道因果無人見，遠在兒孫近在身。』

我們明白這因果定律的理，就可以從我們

遇到的緣分圈中，推論得出我們過去世是種善

因多還是惡因多，而且對於今生所承受的果，

就能逆來順受，那麼，還需要去算命嗎？當然

就不用啦！

四、因果報應的時機

我們知道一粒種子埋在土裡不見得會馬上

發芽，後學曾經在秋天的時候把一些南瓜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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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裡，沒想到春天時，不斷冒出芽來，因為

天氣開始暖了，就發芽了！所以，種了因不一

定會馬上得到結果，須待助緣到。也就是說因

果報應有的不會馬上發生，還須助緣成熟才有

報應，由於因緣會合時間長短不一，故報應有

遲有速。一般報應依善惡程度，時間長短大略

可分為二。

（一）現世報：

即今生行善或為惡，今世就得到報應。它

又分立即報與隔年報。

1. 立即報是指馬上獲得報應。如：搶劫或者殺

人，很快就被警方抓到。

2. 隔年報是指所造的業在今世經數年或數十年

方得報應。

後學報告家人的因果報應實例。

後學的爸爸過去靠魚塭養魚維生，這是爸

爸從爺爺那裏繼承而來的家業，雖然爸爸年輕

時就求了道，點傳師常到家裡來成全爸爸，爸

爸便吃素了，所以，我們家早期就是只有爸爸

一個人吃素，但是繼續養魚賣魚殺魚，不知道

這是多大的惡業，只知道每天天未亮，爸媽就

要去抓魚來賣，後學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最喜

歡吃媽媽炒魚酥，以及魚的相關料理，因為她

的手藝太好了！直到大姊出外工作，經常接觸

佛堂，明白因果的道理，幾次和爸爸爭論要轉

業，爸爸都不願意，到了後學讀高中，也許因

緣成熟，剛好趁著要搬家的機會，爸爸才把魚

塭轉賣，改做其他工作，媽媽後來轉做素食

館，但這樣的惡因已經造下了。首先，幾年

後，爸爸身上有越來越多斑點，就像魚鱗一般

遍布全身，約近七十歲時，那些斑點又腫又

癢，爸爸看了各家皮膚科都束手無策，到最後

醫師竟然診斷是皮膚癌，必須截肢！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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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天慈悲，爸爸用觀音菩薩的觀音神油泡

腳，雙腳便躲過了截肢的命運，但是，我們知

道死罪雖免，活罪難逃，爸爸的皮膚依然在危

險邊緣，讓他必須承受經常紅腫痛癢之苦，想

想，我們殺了這麼多魚，又求了道，將來如果

回了天，牠們的怨氣如何能消？受這些苦也是

應該的！而後學大哥也是智能有些不足，姪兒

更是多重障礙，每每想到這裡，就知道家族

業障深重了! 這就是現世報啊！《涅槃經》：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迴圈不

失。」善行或是惡行的報應就像影子一樣，一

直跟隨我們未曾離開！三世因果，就像一圈又

一圈的迴圈般，未曾消失，因此，謹慎我們的

一言一行是多麼重要。

（二）來世報：

就是今生死後來世得到報應。它又分下世

報、異世報與續世報。

1. 下世報就是下一世得到報應。

2. 異世報就是有相隔百年甚至千年，等到因緣

成熟還在糾纏著。

3. 續世報就是承受好幾世的報應，例如陷害忠

良的秦檜，就報應了好幾世的動物身！

在台灣的屏東佳冬鄉，大約在民國71年

（1982）間，發生了轟動社會的一件載油三

輪車撞遊覽車的火燒車事故，當場有32人死

亡，僅1人生還，後來這件事的因果被當地的

關帝廟揭露出來。原來在200年前，在中國廣

東有一個有錢員外，員外的家丁愛喝酒又愛賭

博，常被員外罵，家丁心生不滿，找來當地一

群土匪來搶劫，當時有說好只要搶劫不要殺

人，沒想到土匪遇到員外，員外跟他們打了起

來，把員外全家大小殺死了，其中有一個人出

聲制止說，不是講好不殺人嗎？但是他們已經

殺了人，結下了冤仇，輾轉來到民國71年，

員外轉為油行老闆，他的員工就是過去的家

丁，載著油出門，遊覽車上的司機和車掌就是

兩個土匪頭目，其他30位遊客就是當時的匪

徒，遊客只有1人生還，就是那位喊不可殺人

的匪徒！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以前是惡家丁帶著

土匪來搶劫殺人，現在輪到他載老闆的汽油去

燒死以前那群土匪。這正是因果業報的力量牽

引！

俗云：「報應如山谷回音」，報應就像站

在山谷講話，一定有回音出現，所以夫妻、家

人、同事，都是有因緣而來的，若因緣未了，

未來仍有相遇之時，所以，人絕對不能只有看

這一輩子，因果是通三世的，即便是修成正果

的釋迦牟尼佛，也是要受報的，但芸芸眾生，

沒能有佛的知見，在遭受業報的時候，只有感

受到痛苦，又不斷造業因，再繼續承受業報苦

果，就這樣，如一年四季一般，形成了周而復

始的循環，終究陷入輪迴的枷鎖，無法超脫！

所謂：「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我

們想要回理天嗎？那我們更要無罪一身輕，才

可以飄然回天！像後學的先生，在歸空前，是

從小就生重病的人，他就是過去世有惡業的

因，今生才會出生後幾年就患了重病，但何其

有幸，能夠求道，雖知習氣很重，也因為病

苦，經常有諸多怨恨，但是他能夠堅守一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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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天很慈悲，讓他離開人世後，仍然身軟

如棉，由恩師帶回再繼續修煉淨化習氣，不

過，沒有肉體的修煉，是真的比凡間辛苦，所

以，我們今天修道，就是要斷因果輪迴，否則

永遠糾纏不清！

五、如何善了因果？

（一）知業了業

我們過去世造下種種惡因，一旦今生的因

緣具足，就會產生果報，在一生中受果報又不

明白時，又累積更多惡因，再帶到下一世受

報，產生輪迴。既然我們要斷因果輪迴，我們

就必須「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已經產

生的果報，我們要能「歡喜做，甘願受」，歡

喜甘願以有形的物質償還債務，並放下自心的

一切罣礙，才能消除冤親的怨氣。

並且在修道的路上，不要再造新的惡苗，

那就要善於護持我們的念頭，讓念頭維持在

清靜的狀態上，讓我們的身、口、意都保持

清靜，以提升我們的淨緣；因此，要戒慎恐

懼，要時常存有因果觀，提醒我們自己，要

做任何事之前，要考慮它的後果。了解種惡

因，將來就有惡果，以此時常警惕、告誡自

己。我們學道修道，就是要杜絕一切的惡因

緣果報，進一步開啟善因緣的大門，善因緣

是我們修道的助緣，惡因緣是修道的逆緣，

若惡緣積累多，我們靈性就無法清明，真的要

謹慎以對！所以，我們在身、口、意三業的修

持非常重要，比方我們在身業部分要注意不犯

三惡（也就是殺盜淫），口業則是不犯四惡

（惡口、兩舌、妄言、綺語）意念要不犯三毒

（貪、嗔、癡）。

（二）萬緣息滅，一念不生

善報的根來自於善念，惡報的根來自於惡

念，而解脫的根在於「無念」，起心動念就會

使我們落入兩端，落入善惡也就在六道輪迴

中，因此「無念」即是「正念」。不要以為不

動善念就不能做善事，動善念做的善事是人心

所為，只能獲得福德，仍會輪迴受到善報；不

動念而隨緣做的善事是真善事，也就是心無所

求地做每一件善事，一念不生，寂然不動，就

是常住我們的真心，在當下該做什麼就做什

麼，這樣就不會再落入因果之中！

（三）懺悔改過，發愿轉化

  當業力討報時，該怎麼辦?《菜根譚》說

得好：「彌天大罪，當不得一個悔字」。只要

我們真誠懺悔，再加上發願，因為願力是可以

化轉業力的，因為「發願」是不帶條件的，只

要身體力行，不間斷，抱 著信心、誠心、恆

心，總有一天會化轉。所以當業力來時，要當

下承擔、接受，並且更精進行功立德才能慢慢

轉業，以愿力轉化業力。

六、結語：

《了凡四訓》：「人為善，福雖未至，禍

已遠離；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告

訴我們一個人只要不斷力行善事，雖然福氣還

沒降臨，但是禍端已經遠離我們了！相反的，

一個人不斷做壞事，目前雖然看不到災禍出

現，但他的福氣已經消失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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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行善是很重要的，像現在的新冠病毒

肆虐，如果人人都能發願吃素，相信業力很快

就能轉化。我們台灣道親，經營素食餐廳，突

然被衛生局告知，有確診者到過店裡，要自我

健康管理，他特地說明讓大家安心，原來確診

者是最後一位拿便當的客人，也沒有講什麼話

就走了，天恩師德，如果他是入內用餐的話可

能就不是這樣了！可見，平時我們多行功立

德，上天一定會幫助我們遠離禍端，如果等到

業力現前才要做，很多時候是來不及的！

最後分享：佛法只講報恩，不講報怨，他

人若對自己有恩惠，要時時想著「受人滴水之

恩，當以湧泉相報」；而他人與我有怨仇，則應

盡快忘掉，不要耿耿於懷，記恨在心。因為利人

終利己，害人終害己。只管耕耘，不問收穫，種

下善因，終獲善果。許多道理都是講給我們自

己聽的，要回理天，要成聖成佛的人是誰？我

們自己還有很多不足，修好自己最重要。疫情

這段期間，我們可多勸人茹素護生，渡人求

道，這都是很大的善功，讓我們大家一起互勉！

健康二三事 ◎編輯組

預防冠狀動脈硬化 讓血管保持年輕
血

管
堵
塞OUT !

6種食物護血管、助排便 提高心肺活力

雙手互敲魚際穴  1秒1下∼2下

右手握拳重擊左手勞宮穴

魚際穴 魚際穴

養心安神

排便順暢

穩定血壓

穩定血壓

補足腎氣

清潔血管

杏仁杏仁

黑木耳黑木耳

黑豆黑豆香蕉香蕉

奇異果奇異果

番茄番茄

勞宮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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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影

趨吉避凶之道

趨吉避凶，萬物生存之道

每個人都需要趨吉避凶，才可以平平安

安，不要有任何危險。如果是太平盛世最好，

所以常祈福國泰平安、風調雨順。萬一有動

亂、有災劫，更希望趕快躲災避劫，最好遇難

呈祥。

不只天道弟子想趨吉避凶，全體人類都想

趨吉避凶；也不只人類想趨吉避凶，所有生物

都知道趨吉避凶的重要。趨吉避凶本是萬物的

生存之道！要生存下來，一定要避開危險，找

到安全的路，找到安全的方法。

無平不陂，人心惟危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沒有路是

永遠平的，有上就有下，高高低低，人生路一

定是起起伏伏，既然有平坦順遂，也就有艱難

困苦，這是大自然的正常現象。

我們常想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是吉

是凶？於是，求神問卜、算命、求籤詩，好讓

在做事前有所依循；最好能抽到上上籤，預言

我們可以成功，為什麼？因為凡人在意的吉

凶：

凡人的吉：幸運、平安、長命、成功、

　　　　　福報、吉祥如意。

凡人的凶：不幸、危險、短壽、失敗、

　　　　　災禍、事與願違。

每件事都希望能如自己的願，只要吉，不

要兇，而凡人這條路，是條險路！我們國家好

像安全了，但是別的國家不安全；這支疫苗比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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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那支疫苗比較不好；這個病毒厲害，那

個變種更可怕。只要好，不要壞，別人好不好

我不管，自己不能壞，都看重這些。這是凡人

的妄想執著。有人確診沒關係，不在我家附近

都好，是不是像這樣，都讓自己的落在分別對

待當中，這是我們要問問自己的。今天，世界

混亂是因人心混亂，災劫凶惡是因人心凶惡；

我們自己的心，自己要最清楚，自己要能夠修

正。

進德修業是方針

院長大人慈悲：

「吉凶禍福天主張，貧富夭壽命主張，

　稱譏毀譽人主張，進德修業己主張。」

個人，乃至世界的吉凶禍福，上天有安

排；能不能富有？能不能長命百歲？每個人命

運不同，也各有業力，都非我們能做主；別人

講我們好話？還是說我們壞話？這是別人的事

情，也非我們能控制；那什麼自己可以決定？

就只有進德修業。自己可以決定要不要好好修

道，這件事，也就決定了我們將來的吉凶禍

福、貧富夭壽、稱譏毀譽。

當疫情嚴峻時，好幾個月只能待在家，往

壞處想，是不得不在家，往好處想，得到更多

家人相處的時光。不難發現，因為家人相處時

間增加了，有的感情更和睦，特別是有信仰的

家庭，心性涵養、生活日常都可向上提升，可

說因禍得福。反之，家裡不能和樂的，也時有

所聞。

我們要瞭解，遇到任何事是吉是兇，全看

個人有沒有在進德修業，全家人有沒有共修。

如果在乎的是進德修業，是改變自己的心性，

在劫難中我們一樣會調整自己，一家人越來越

和樂，鄰居也都感受得到。一點一滴的正能量

累積起來，整個社會，即使在災劫中，也會越

來越祥和。

修道修心，還是最關鍵的，不斷的要從外

控，走向內控。經過這些劫難，光明的佛性，

更不要被各種環境的人事物給限制住了。每當

緊張的局勢趨緩，很容易就忘記今天這些災

劫、這些業力的可怕。同樣確診，有人一命嗚

呼，有人鬼門關前走一回，有人毫無症狀。有

段時間，店家有確診者的足跡，一被公布，像

背上洗不掉的罪名，生意一落千丈。有的店家

消毒兩天，一切照常，甚至新聞也沒報。這到

底是為什麼而有差別？同樣的疫情，卻是不同

的吉凶。有業力、沒業力，有修、沒修，才是

新聞報導不出來的真相。我們今天修道，就要

清楚明白，因果業力的問題，也要更堅定自己

修道的志向。

超生了死是真吉

修道真正的吉祥，只有一件事，就是可以

超生了死。大家有志來修道，共同目標，要為

自己的前途、未來著想，而在這緊張關頭，真

正的末劫來臨之前，如何給自己一個趨吉避凶

的安排，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為躲劫才修道，修道是做人的本

分，我們盡本分而修道；可是修道，卻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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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趨吉避凶的一條路，這點我們得看透。我

們在最危險的時刻，卻也是最幸運的時刻，可

以得道、修道，能趕上這個時機，真是逢時得

運。趨吉避凶的究竟，是一指直超，超生了

死，就是這麼一指點，未來可以逍遙自在。

能夠覺悟：真正的災劫，是不能改變業

識，一直在六道輪迴，不能了脫生死，常沈苦

海，永失真道。既然已經得道，如果我們修好自

己的心性，上天也掛保證，好好修，一定可以回

去，那一心向道，相信上天，相信老師，必不擔

心末劫。我們修道，沾了天恩師德，可以超生

了死，可以明心見性，甚至可以改變社會，不

斷的提升自己的生命，是真正吉祥的一條路。

趨吉避凶的路，是修道路

趨吉避凶之道是一以貫之的道。得道可以

解脫，因為我們用心是「一」，人心都是落入

二，很重視善惡是非、成敗得失，要健康、不

要生病，要長命、不要短壽，都是落入二，落

入二便離道。人心重視相對，要跟別人比較、

跟別人爭鬥，人類創造最可怕的災禍，就是比

較爭鬥，小至兩人的口角，大至族群的戰爭，

皆因落於二，所以我們要歸一。

讓社會歸於一的具體作為，就是傳道，透

過傳道，可讓身心歸一，讓人解脫出「我要這

個、不要那個」的取捨、「我對你錯」的追

求，便不易陷入災難。業力就是人與人比較、

彼此不能諒解而來，當人心歸於一，整個世界

都趨吉避凶。這一以貫之，不是萬物生存之

道，是解脫之道！生命中的每一個緣份，都可

以透過這樣更加圓滿。所有的偏見，都可以放

下；所有的對立，都可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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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慈悲：「在建議當中，勿起爭紛，排

斥意見時，排斥的是意見，不是對人，如此無

怨尤。」當我們親近前人，都可感受前人公心

一片，沒有私心。修一以貫之的道，我們沒有

分別心，不落入二，感受到這一點，誠心抱

守，心念就可以向上提升，不會被限制在世俗

對吉凶的認知，而對吉凶有嶄新的理解：

修道人的吉：消舊業、快樂了愿、

　　　　　　心安理得、放下。

修道人的凶：造新業、錯過時機、

　　　　　　憂愁煩惱、執著。

 

能夠有這些的覺悟，那麼我們的心就得到

解脫，感受道救了我的靈性，從災難中把我救

出，從痛苦中把我救出，從沉淪中把我救出，

此般的感受，是解脫自在。若身體健康、財富

自由，而心靈不能得救，仍然如陷煉獄，離不

開種種貪心、緊張、憤怒的負面情緒中。

當我們越來越清淨、越來越善良自在，不

是任何世俗成功可相比的，雖不可言喻，但可

以感受這個道，我相信，我得救，還可救人。

很多老人前輩，大字不識卻度人無數，便是真

切感受解脫的力量，自己得救，親人得救，朋

友一個個拉上岸。真正的吉，不是單純身體變

健康，錢賺多，當然道場不乏福報大增的實

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變善良，這是道最大的

力量。從飲食到內在，持續淨化，我們成為善

良的人，也有機會形成善良的社會，是人世間

最大的吉祥。

很多求過道的人，雖未修辦，離世時容貌

安詳、身軟如棉，不信者都能得救，更何況我

們深信。相信道真理真天命真，生命將不斷提

升，只要常回佛堂，從凡人提升到佛聖的機會

很大，佛聖也只做一件事情，便是救人靈性。

我們對劫難，一般人認為的凶，如失敗、病

痛，就可以有正確的認知，因此修道人能消舊

業、能快樂了愿、能心安理得、能放下，並將

這些心念行為，視為本分、視為吉。

嘗聞病痛纏身的老點傳師自述：「最近幾

年的身體，真的是很好的機緣，可以好好還一

些冤孽，消一些債。」一以貫之時，能夠看待

病痛、災劫，都視為一種好機緣，是吉，不是

兇。受業力考驗時，問問自己，是否也能保持

這樣正知正見，與前輩同見同行。

懺悔叩首，消劫解難

有道是：修道不受劫，修道不離考。我們

還是會遇到各種凶，如何化成吉？仙佛慈悲：

「叩頭折我慢，燒香禱上蒼，與佛常接近，遇

難暗移殃。」靜心反省，沒在叩首時，我們的

想法、我們的思考，哪一個不是我慢？常覺得

自己才是對的，自己的尊嚴，「我」需要被尊

重，都是我慢，所以一叩再叩三叩，一點一點

的洗滌我們的心靈。從叩不下去，變成越叩越

謙卑；從為什麼叩這麼久，變成邊叩邊流下感

動的淚水。我們佛前懺悔，改過自新，末劫來

臨，也不怖不驚。

而道真冤孽急，我們有機會向上，他們還

在受苦，恩師慈悲我們每天叩首為眾生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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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叩迴向，眾生好安慰，不來找我們。因此逢

凶化吉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認錯，去除我慢，

懺悔叩頭。說來簡單，做得到就是明心性、了

生死的第一步，福雖未至，禍已遠離。

迴光返照，至誠如神

心如工畫師，心不但像畫家，還是抽象畫

大師，怎麼畫都有可能，無一定的方法，故回

到起心動念，仍是修道的重點。一發覺心念朝

欲路而去，便拉回理路的正道上，一起便覺，

一覺便轉，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這

樣迴光返照的功夫，是趨吉避凶，逢凶化吉的

妙方，若捫心自問，確實常錯過而懊悔。

世人皆知不出入聲色場所、少去危險的地

方，能保自身安全。那心靈會去什麼危險的地

方？我們都放任自己胡思亂想，如今手機、平

板一上手，像是心靈隨時可進入的聲色場所，

如果不是有線上講座，裡面誘惑人的東西太多

了，若睡前拿著手機，醒來趕快找手機，那麼

迴光返照，亦可從手機開始。睡前最後一念，

如能迴光返照，睡醒第一念，也是迴光返照，

心收回來，凶多吉少都可以轉成凶少吉多。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吉凶可以

提前知道，不用求神問卜、不用看新聞，只要

真誠的迴光返照。一如當年師母可預告老前人

輩往東南方去，一如王老前人似有神通的見證

故事，有人說：「那是師母，一代祖師啊！那

是王老前人，天德菩薩啊！我們何德何能？」

豈知人人可以成仙佛、人人可以為堯舜，真實

不虛，問題在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心收得回來？

更多的是有修之士，壽終之前，先預告日

子，換好衣服，安祥告別。對別人來說是死

亡，對有修之人，真的是往生，往生極樂世

界、往生淨土、往理天去，假人死了，真人反

而自由自在，是吉不是兇。想趨吉避凶、得善

終，是多數人的想望，怎麼練成這般神通？說

神通亦非神通，但問心裡有沒有至誠？有至誠

的心，念念都不離道，不離中，不落入二，非

聖賢而何為？心性提升上去，修得如如不動，

就跟聖賢仙佛接近了，所以如神。該知道就會

知道，一切都非常合理。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們心性修持學習聖

人，吉凶跟神明合，災劫沒辦法影響我們，災

劫可傷我們的身，傷不了我們至誠的本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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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有生之年會不會遇到世界的末劫，不知

道，但是個人的末劫必然會到，最後到了這口

氣的時候，如果不驚不懼，歡歡喜喜等老師帶

我們回去見老 娘，必是因不斷迴光返照，保

持至誠的心，別無他法。

立愿了愿，繼聖傳承

恩師慈悲：

「如果能夠善氣滿人間，

　災劫一定會減少。

　希望每一個徒兒都能發善愿，

　充滿善氣。」

當我們清清楚楚看見，世間的虛幻，人心

是妄念，自然會想喚醒同伴，嘿，親朋好友，

這世界虛幻不實！嘿，仁義道德才是這場遊戲

的過關條件！所以慈悲心、了愿心，源源不

絕，便是趨吉避凶的積極作為。

度人，並非為了死後功德和來世福德，也

不是為了所謂的果位，度人是對人關心的一種

佛性發揮。我醒了，天亮了啊，大開普度了，

您們要不要一起醒來？這樣一種發自內心的邀

請。就這樣單純善良的心念，長長久久的趨吉

避凶。

而今天我們也共同承繼聖賢這樣的使命，

道統傳承，就像一列火車，有人上車、有人下

車，各辦一段。從古自今，不單是個人的問

題，唯有共同護持，共助天盤，我們已經上車

了，已經在傳承慧命了，此時已改變自己的心

念、改善自己的家庭、投入道場了，應該把身

邊的人也拉上車。若此時跳車，必然是兇。這

列車、這條金線，要坐到上天請我們下車，到

站再下車才是。

當我們背負起眾生的苦難，上天也背負起

我們的苦難。誰能背負眾生苦難？就是仙佛，

我們就是學習怎麼當仙佛，而且不怕累，為什

麼不怕累、不怕苦、不怕劫難？不是因為當仙

佛的結局太美好，受苦我要忍住；而是因為珍

惜這個機會，珍惜這個救自己也救別人的機

會。珍惜的事情，即使面對凶險，我們不會

苦、不會累、不會怕。真的醒了，要回家，大

家一起回家。

點亮慈悲喜捨的心

照亮趨吉避凶的路

「慈心消災殃，悲心菩薩腸，喜顏散播愛，

捨我道德揚。」有慈悲喜捨的心，不只自己趨

吉避凶，也幫助別人趨吉避凶，方稱修辦道。

仙佛曾預告末劫之時，太陽休息了，月亮

也休息了，只有佛燈依然點燃。即使佛燈滅

了，我們慈悲喜捨的心，還是可以那樣炙熱，

那樣的光亮。如今我們所在國家不同、地區各

異，病毒災劫未歇，開班相聚挑戰重重，修辦

更顯彌足珍貴。所幸我們內心是一體的，相信

我們的心彼此相通，隨時也可與仙佛菩薩相

通，一同走在這條趨吉避凶的修道路上，共助

彌勒祖師的愿力，化娑婆為蓮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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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興

心靈SPA

◎所謂「覺」，

　就是清醒，

　就是照明一切心物。

　不為物慾所蔽，氣稟所拘。

　內外通徹圓融，率性而行。

◎不要被人言困住，不要被人情絆住，

　不要被人慾纏住，不要被人阻難住。

◎人生看得開，則得失可淡。

　生死識得透，則無什可求。

　我見放得下，則爭執可除。

◎由於修道的心態有所偏差，

　久而久之，

　對天道產生了搖撼心； 
　對功德產生了執著心；

　對師長產生了不滿心；

　對後學產生了傲慢心；   
　對同修產生了怨妒心；

　對道場產生了虛榮心；

　對道務產生了馬虎心；

　對外道產生了好奇心。

◎道就在日常生活當中，

　並沒有什麼奇蹟可言。

　了解道的平淡無奇，

　而依然抱守純樸的心，

　有始有終，

　這是最了不起的人，

　但這種人實在太少了。

◎悟持道心，完成偉業；

　堅定意志，了己大愿。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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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薄吾福，吾厚吾德以迓之。

　天勞吾形，吾逸吾心以補之。

　天厄吾運，吾行吾善以暢之。

　天苦吾境，吾享吾道以樂之。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

　毀磅稱譽，是人主張。

　立身行道，是我主張。

　故立命者，是去惡命，造好命。

◎善念雖小，其心可喜，其行可嘉。

　惡念雖小，其心可誅，其行可怕。

　莫因善小而不為，莫因惡小而為之。

　善惡在一念之間，

　天堂地獄也在一念之間。

◎為追求理想，實現目標，

　須從健全心理做起—

　擴大無盡的心胸。

　擴大無數的道場。

　擴大無我的精神。

　擴大無相的氣度。

◎在道場中是互相勉勵，共同提攜。

　有好的能夠學習他，

　不好的能夠糾正他，

　執著頑固的感化他，

　談論是非的避開他，

　愚昧疑惑的啟發他，

　謗己誤解的接納他，

　懶惰迷糊的疏導他，

　忠實誠樸的教導他，

　模範智敏的效法他。

　以誠接物，以禮待人，

　就能夠顯得融洽，一團和氣。

◎一個人能知道自己的過錯，誠為可喜。

　但是要知過能改，才更為可貴。

　縱有彌天之大罪，

　亦抵不了一個「悔」字。

　唯有真心的懺悔，

　才能真心的改過。

　真理就像是清潔劑，

　它能洗淨吾人心中骯髒的雜念，

　漂白心中污穢的黑點。

◎修道要洗心革面，

　才能回復本來之面目。

◎誰都想佔有，誰都佔有不了什麼。

　人空手的來，又空手的回去，

　究竟能佔有什麼。

　人從無開始，又回歸於無。

　既不能佔有自己，又怎能佔有別人？

　想想看，何須佔有？

　愈想佔有，

　到頭來究竟有什麼？

　人並不真正的擁有什麼事物，

　只要把佔有慾放下就行了。

　相反的，

　人無須佔有，即可享受一切。

◎修道旨在明心見性。

　所謂明心，就是認識本心；

　所謂見性，就是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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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之後，就要修心—

　將污穢心換清淨心；

　將我相心換公正心；

　將虛榮心換道德心；

　將人相心換和平心；

　將迷糊心換不苟心；

　將懈怠心換精進心；

　將虛偽心換誠實心；

　將散亂心換禪定心；

　將愚痴心換智慧心；

　將驕傲心換謙恭心。

◎要安養父母之身，使之生活無虞；

　要敬順父母之心，使之精神無憂；

　要顧全父母之義，使之綱常無虧；

　要渡脫父母之苦，使之得道無惑；

　要不辱父母之名，子當修身謹嚴；

　要顯揚父母之德，子當行道不輟；

　要恆保父母之樂，子當齊家修辦；

　要追思父母之慈，子當早晚祭拜；

　要報答父母之恩，子當立志成道。

◎要解卻皇 之憂，必須渡盡蒼生；

　要體貼皇 之意，必須代天宣化；

　要寬慰皇 之心，必須建功立德；

　要永伴皇 之身，必須覺行圓滿。

◎無論處在境遇順或逆，

　必須活出英雄的志氣；

　無論歷經歲月長或短，

　必須活出生命的光輝；

　無論經營事業成或敗，

　必須活出永恆的價值；

　無論身份地位高或低，

　必須活出偉大的奇蹟；

　無論才智學問多或少，

　必須活出無限的智慧；

　無論造化時運好或壞，

　必須活出人生的完美；

　無論命運未來會如何，

　必須好好奉獻你自己；

　無論往後日子怎麼過，

　必須活出生命的光彩。

◎日出東邊落西邊，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遇事不鑽牛角尖，

　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量入為出支配錢，

　多也喜歡，少也喜歡。

　少葷多素進三膳，

　粗也香甜，細也香甜。

　新舊衣服不挑選，

　好也禦寒，差也禦寒。

　常與知己閒聊天，

　古也暢談，今也暢談。

　全家老少都慰勉，

　貧也相安，富也相安。

　內孫外孫同等看，

　兒也心歡，女也心歡。

　生活規律勤鍛鍊，

　忙也樂觀，閒也樂觀。

　心寬體健養天年，

　你也神仙，我也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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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業障重、因果大，通常愿力也大。

　所以為師先撥進來，

　但是業力大、因果大的人要了大愿

　會遇困難、受苦難，

　亦有人遭劫難，面對困難仍要渡過。

 
◎如果因果大、業識不清，

　要渡福德比你厚的人，

　恐怕不容易講得過對方，

　別人有其福德烘托出他的

　氣派、格局、場面，

　而你的外在就被比下去了；

　對方看你的長相、談吐

　不像上流社會人所講的內容，

　帶業的人要渡福德厚的人

　勢必要有一番的努力。  

◎接引眾生的人，

　累世也欠修很多，

　帶業又不清淨，

　業識、環境、周遭阻力的影響，

　致使你不容易渡起福分厚的人。 

◎當然愿大一定要完成，

　業大也要了清，

　須加倍的比別人努力。 

◎有大愿力的人，

　若累世欠修的地方沒有那麼多的話，

　在白陽期助力會多，

　可以幫助你渡到大人才。 

◎白陽期能入道，

　參與普度收圓的行列，

　最大的助力來自於天恩及仙佛的幫忙，

　得助要感恩，還要求什麼？

　尚未能感恩、報恩，

　還有額外的要求嗎？

　那是不合理的。 

◎有污點、缺點，

　一步一步趕快把它去除，

　不要累積，

　遭受到大洗刷，你們是承受不起的。

 
◎亂世當中出聖賢！

　世間亂，更要栽培出人才，

　讓人人能夠有像聖賢一般的修為，

　能夠力挽狂瀾。 

◎修行有十養：

　自在自然，所以養道；

　無為無用，所以養性。 
　虛無靜篤，所以養神；

　清靜恬淡，所以養心。 
　蹈仁覆義，所以養德；

　無忮無求，所以養品。 
　守中守一，所以養氣；

　知足知止，所以養身。 
　無思無念，所以養生；

　清心寡慾，所以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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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老師慈悲

一、別人的一句話，你都可以生氣那麼久，你如何修道？

二、你只在乎自己的苦衷，怕無人可了解，不知關懷別人，你如何修道？

三、你不懂得「委曲」自己、「求全」大局，如何修道？

四、你看人、事、物都不順眼，滿心罣礙，如何修道？

五、你連「上香禮拜」都怠惰，如何修道？

六、你的主見太深，老覺得別人不好，如何修道？

七、你不懂得「將心比心」替別人想，如何修道？

八、你做事都「不耐煩」，如何修道？

九、你連坐著聽人家講話，都耐不住性子，如何修道？

十、你不懂得時時反省自己，懺悔罪業，如何修道？

十ー、別人的一句「批評」，你都無法接受，如何修道？

十二、你不懂得把握機會，學習充實自己，如何修道？

十三、你不好好遵守制度法規，故意標新立異，背道而馳，如何修道？

十四、你連家裡的家務都處理不好，如何修道？

十五、你只顧「享樂」，不知「吃苦」的滋味，如何修道？

十六、見到他人或同修都不去佈施微笑，互相問好，如何修道？

修道十六問

如果這些基本都做不好，你的人生如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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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智慧故事

◎大衛、陳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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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個美國朋友告訴我，她賺了她先生

一百元，但是也因為這一百元改變了她的婚姻

生活。

這個朋友結婚已經有十年了，也生了三個

小孩，夫妻倆雖然感情不錯，但是卻一天五小

吵，兩天三大吵，可說是每天照三餐，外加點

心及宵夜的吵。他們也吵得很習慣，也很自

然，不管大、小事就開始吵架、鬥嘴。直到有

一天，她七歲的小孩問他們是不是準備離婚，

她馬上回答說：「當然不會！」她告訴小孩

說，這只是他們溝通解決問題的方式。然後有

一天早上，她兩歲大的兒子開心的對她說：

「媽媽趕快起床，去罵爸爸。」她才覺得問題

嚴重了。於是她跟先生說：「我們不應該在小

孩面前作壞榜樣，我決定從今以後不和你吵架

了。」她先生馬上大笑說：「怎麼可能，以妳

的個性，不管大小事，只要不合妳心意，妳就

馬上發脾氣，罵東罵西，甚至怪到我身上，怎

可能不和我吵架呢？」她很篤定的說：「我一

定可以做到！」她先生說：「我打賭！賭妳沒

辦法！」她說：「那好吧！我們打賭，若一星

期我沒對你發脾氣，我就贏了，你就要給我

一百塊。若我在這一星期內，對你發脾氣，我

就給你一百塊。」她先生馬上說：「好，賭定

了！」

剛開始幾天，雖然有小事發生，若是以

前，她一定先開罵，但現在她就順其自然，不

去計較。到了第五天的晚上，她先生說，他要

和朋友去附近的酒吧喝酒，他會早早回家。但

是，她一直等，十點、十一點、十二點，已經

快樂的修道人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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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半了，還沒看到人，又擔心又生氣，

終於忍不住打電話去那家酒吧問，得知她先生

已在回家的路上，於是她開始調整她的心情。

想到要是以前鐵定站在門口等她先生，一進門

她就會開始破口大罵，然後兩個人又可吵一整

夜。但這次不同了，等她先生回來後，她用很

平靜而且關心的語氣告訴她先生，她有多擔心

他，希望他下次不要再這樣讓她擔心得坐立難

安。她先生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於是向她道

歉，並保證以後絕不會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一個星期過去了，她都沒發脾氣，於是她

先生給了她一百塊。她說她雖然很高興贏了她

先生一百塊，但她說這星期是她結婚十年以來

家庭氣氛最好的一星期。她說：「沒想到這

一百塊竟能改變我的婚姻生活。以前我都認為

吵架是一種溝通方式，現在我才體會到和樂家

庭的氣氛有多好。」

沒有人天生就是脾氣暴躁，也沒有人的

脾氣毛病是不能改的。修道為的就是要把我

們不好的銳角磨平，把我們不好的個性修

圓，才能夠理事圓融。若是身為一個修道

人，滿口仁義道德，舉著修道人的招牌，與

人相處卻是理直氣壯，得理不饒人，處處結

下惡緣，就本末倒置了。

在這緊張繁忙的社會裡，若不注意修養

自己的脾氣毛病，就很難有好的人際關係。

緊張壓力隨之而來，很容易就有文明病及精

神方面的疾病產生，引起家庭失和、工作不

順。打開報紙，每天有這麼多的兇殺案，有

很多都是源起於一個小爭執，因彼此無法放

下，而殺害對方。

會生氣、動怒，往往是因為我們自以為

是，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都做錯了，無法配

合我。也就是「我執」太深，執著於「我」，

而無法站在圈外來看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們

心得及淺見

生氣，怪別人不好，如：老板不體諒「我」的

努力、太太不瞭解「我」工作辛苦、先生

不幫忙「我」做家事、小孩不聽「我」的

話……一切的一切，都由「我」而起，所以

不斷的生氣、抱怨，使情況愈來愈糟。

千萬不要讓別人當導演，而我們當演

員。只要稍有風吹草動，我們就激動、憤怒

不平，讓「心」無法放下，由別人來控制我

們的喜、怒、哀、樂。

修道修什麼？修心。也就是修一顆平和

的心，理直氣和的心。唯有心平才能氣和，

氣和才能圓融十方。「人道盡，天道近。」

也唯有先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

我們修道人，時時學於理，日日行於道，相

信我們不需要用一百元或兩百元的賭注來改

我們的脾氣毛病，使家庭和樂、幸福。而是

自自然然的把道用於生活中、家庭裡、社會

上，成為一個快樂的修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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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流浪老人用假幣買麵條，有五年之

久；而店鋪老闆也毫無怨言地收了他五年的假

幣。 

2022年1月7日凌晨，這個流浪老人不幸

離世，他用手繪「假幣」買麵條的故事，才流

傳開來，甚至上了熱搜，每個人聽了這個故事

都感動不已。

這個流浪老人叫鄭祖龍，是浙江溫州人，

十年前第一次來到溫州蒼南的礬山鮮麵店買麵

條，店老闆李國色就注意到他，那個時候他穿

得破破爛爛的，無法與人正常溝通交流；他每

次只想買一些麵條，只能拿出髒髒的一兩塊零

錢，但店家每次都給老人裝上一袋麵條，還免

費送他一些榨菜。

五年前菜市場拆遷重建之後，他似乎身無

分文了，他依舊來到李國色的店中，拿出的却

是一張張自己手繪的紙幣，他第一次拿出手繪

紙幣的時候，老闆太太就笑了，因為就像小孩

畫的一樣；但是老闆夫妻還是認真地收下這些

錢，依然給他相同分量的麵。

五年的時間，記不清老人來了多少次？老

闆還是特別囑咐了所有店員，只要看到這位老

人，不管給不給錢，都要給他麵條。許多人問

老闆，為什麼會這麼做？老闆說：「我的想法

很簡單，那就是我們年輕人賺錢總比老人家容

易一點，而且他一年也吃不了多少麵條，把麵

條送給他，我也不會有多大的損失。」

如今老人已經離世，而那些他曾經花出去

的「假幣」卻被保存了下來，老闆說要留著教

育孩子，使用假幣的行為不值得提倡，但

是麵店老闆從容接過，讓一個被生活貧苦

所迫的流浪漢，避免食不裹腹的窘境，這

個舉動蘊含著尊嚴的慈善。

流浪者之歌

《金剛經》：「若菩薩不住相布施，

其福德不可思量。」麵店老闆默默的幫助

流浪老人，又能顧及他的尊嚴，這是三輪

體空、無相布施的具體表現，值得我們同

修效法學習。

心得及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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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常常會抱怨父母很嘮

叨、很煩、老愛管東管西，所以會很討

厭。但是，我們何嘗靜下來想一想，他們

會這樣，其實是因為愛你，希望你能成

材，希望你能過得比他們好呀！

當父母健在時，不要等到自己成功立

業再來孝順，才不會有「子欲養而親不

待」的遺憾。

此外，已故王永慶先生曾經說過：

「你賺的一塊錢，不是你的一塊錢；你存

的一塊錢，才是你的一塊錢。」所以，不

要小看你隨手花掉的小錢：一杯咖啡、一

杯飲料、一件衣服……省下它，也有可能

改變你的一生。

心得及淺見

日本搞笑藝人兼導演北野武，幾年前在他

母親去世，回故鄉奔喪。

他一直不喜歡母親，因為她一直向這個兒

子要錢，只要他一個月沒寄錢回家，母親就打

電話給他破口大罵，真是所謂「死要錢」，而

且北野武越出名，她索的錢越多。

回家之後，他還是忍不住哭了一場，想到

他一直在外，沒有好好奉養媽媽，雖然是死要

錢的媽媽，他還是覺得虧待母親。 

等辦完喪事，北野武正要離開家的時候，

他的大哥把一個小包袱給了他說：「這是媽媽

叫我一定要交給你的」，北野武小心翼翼地打

開小包袱，看到一本存摺與一封信，存款是用

他的名義開戶，存款金額高達數千萬日幣。

信中母親寫道：「武兒！在這幾個兒女當

中，我最擔憂的就是你，你從小就不喜歡唸

書，又亂花錢，對朋友太慷慨，當你說要到東

京打拼時，我就很擔心你會變成一個落魄的窮

光蛋；因此，每月從不間斷地要你寄錢回家。

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賺更多的錢，另一方面也

為了替你儲蓄，你給我的錢，我一毛都沒有

花，你大哥一家把我養得好好的，你的錢就是

你的錢，現在就拿去好好的利用吧！」

 

    看完了信，北野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

不起來。

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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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Elder Koo

◎Translated by the Editors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Lies 
in the Present; 
Rejoicing in Merits and Virtues 
to Return to the Divine Home

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doesn’t mean having a good reputation or 

grandeur, nor is it sensational. The ultimate truth doesn’t mean one is rich 

or has a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nor does it involve prestige. Instead, 

we should turn all of the above upside down. Thus, we can obtain wisdom. 

Everything should be plain, simple, clean, and ordinary. From these qualities 

will we obtain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Don’t brag about your fame and 

fortune. They are finite and temporary. Once you are attached to fame and 

fortune, you suffer from gains and losses. Contrarily, if we can be plain, 

simple, clean, and ordinary, we can live without dangers, pains, or worries. 

We can live in peace.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Lies in the Present
So, where can we obtain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The present. Is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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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heart tranquil at present? Now that we are cultivators, we have to cultivate 

properly and earnestly. Everyone has their position, their roots, and their 

destiny. We should calmly accept our destiny and hold on to our duties. We 

should fulfill our duties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Don’t be greedy and don’t 

indulge in wishful thinking. Don’t disregard anything—the disregard of the 

mundane world is of no use to us. Instead, we must be honest. We should 

follow the Teacher’s words honestly, follow the Buddha precepts, and follow 

the propriety. Whatever roles we play,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We may be promoted or demoted. It doesn’t matter. Promotion 

or demotion is about fame and status. We cultivators don’t need fame 

and status. We need to engage in genuine cultivation. What matters is the 

cultivation level we can achieve through our true heart. That is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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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 few days ago, the whole world was 

woken to a horrible shock and frantic nightmare 

amid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It is heart-breaking 

to see people having to flee their own homes to 

find shelter, and others staying to fight on, thus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friends, so as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ir country from the invaders. 

The scenes and images on TV or social media are 

distressingly real, unlike the Hollywood movies 

we are so used to watching. Needless to say, the 

existence of wars have been throughout the 

ages, yet we can only feel the real pain if we see 

the terrible events in live action (thanks to social 

media), and with it being so close to ourselves 

geographically.

Civil wars and unrest often seemed to be far 

away and almost non-existent; and for this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ho are used to peace 

and freedom, can they be resilient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picture of what is going 

on? Even for an adult like myself, how hard it is to 

comprehend this tragedy.

In the past few years, as we have faced wave 

after wave of uncertainty, with ongoing battles 

and contagious diseases, it has left us shattered 

and broken,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n many 

aspects of our liv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a truly amazing achievement, 

one often hard to believe, as the whole world 

worked together cooperatively, concentrating on 

the common goal of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through research to create different vaccines to 

help mankind through this pandemic period. 

Yet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lacking the medical 

help needed to prevent the serious impact of the 

COVID virus.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of the Ukraine 

crisis or the COVID virus pandemic, at crunch 

times like these, we can easily lose our faith by 

just observing what is taking place around us. 

All the ev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or are still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A Reality of War 
and 

A Reason to Believe◎Winnie Cheung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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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oing, may have discouraged us to believe, and 

certainly give us reasons to question our belief, 

with countless unanswered questions troubling 

our minds. We may ask, what is the point of living?

We as strong Tao followers should build up 

our strength,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wisdom of 

our highly respected Elder and seniors, to establis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of living,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d other numerous 

aspects of general practice.

It is very simple if we just abandon our faith, 

and much harder to try our best to keep our 

positivity during this challenging time. In times of 

crises, we need to stay together, to help one other, 

and to try to work as a team, in order to build a 

better environment around us, and to eventually 

improve the world. With one step at the time, we 

will go far to realise this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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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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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we read the following story, there is 

a question we should think of first. That is, who 

can decide our destiny?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God decides our fate, others who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might think that what 

we did in the previous life decided our life, 

and still others think that nobody can decide 

anyone’s fate, even himself or herself.   Let’s read 

the following story and maybe we might find 

out our own answer.

Once there was a kingdom which was ruled 

by a tyrant.  He was so arrogant that he couldn’t 

stand praise of anyone else except for himself.

One time in his k ingdom came a Sage.  

Admiration for the Sage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kingdom within a few days.  He was kind and 

wise.  He helped people by giving wise answers to 

their queries.

Soon this news of the Sage reached the king 

through his loyal ministers. The king envied him 

and decided to defame him among people.  So, 

the king thought of a plan.  He sent his guards to 

invite the Sage to his palace.  The Sage accepted 

his invitation and the public announcements were 

made for the day.

On the decided day the Sage came with a 

smiling face. The king welcomed the Sage.   The 

king told the Sage that he heard about his wisdom 

and wanted to see it for himself.

The king said, “I will ask you a question..”

The Sage smiled in response.

The king was holding a dark cloth bag in 

his hand.  He questioned, “Tell me what is in my 

hand?”

The Sage replied, “You are holding a bird 

inside that bag.”

◎Nancy (Taiwan)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The Arrogant King 
and 

The Wise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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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in their lives and minds.  This is just the case 

with the king in the story.  When the king met the 

Sage, he still thought of the sage as a common 

person, and wanted to trick him in a stupid way.  

To his surprise, the Sage was not a normal person. 

He was wise and might wield some magic power 

to know the king’s trick.   The Sage was kind and 

intelligent. He tried to avoid the death of the 

bird by giving the unpredicted answer, so the 

king cannot do anything to the bird in his hand.  

Besides, the Sage also taught the king a lesson: the 

bird’s life was dependent on the king’s decision.  

Actually, there is another moral in this story:  the 

king can not only decide the bird’s life, but also 

decide his own life.  If the king was confident and 

broad-minded, he wouldn’t invite the Sage to the 

palace and invite the embarrassment.  If the king 

was not arrogant, he would learn from the Sage 

and might become a good king and did good to 

his people and country.  If the king changed his 

own mind, he can change his life, and his people’s 

life would also be changed.  Therefore, we know 

that no one can decide our own lives or destinies. 

It is ourselves who can decide our own fate.

The king was a little surprised yet calmly 

replied, “Yes,  you are right.  Now tell me is it alive 

or dead?”  

“If you are a wise man you will be able to 

answer”, commented the king.

The king planned a trick secretly in mind.  If 

the Sage said that bird was alive then he would 

crush the neck of the bird and show everyone a 

dead bird. If he said that it’s a dead bird, then the 

king would let the bird live and show everyone 

that it’s alive.  The king thought that whatever the 

Sage’s answer, he would have the upper hand.

“Well.. it’s in you hand.. you can decide if it’s 

alive or dead..”, replied the Sage.

Arrogant people will always think tha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other people’s or other 

animals’ lives, so they will never know that there 

are more unknown things waiting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us, they will never try to learn 

anything, and it is hard for them to mak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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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大人慈悲：

「壇前弟妹聽兄言     愿力非小當明瞭

　願行愿行非兒戲     莫將光陰白費了

　時日逼近加速跑     到時後悔已晚了

　修道修行真心參     莫作玩耍定難饒」

本期「慈語甘泉」，從《願行愿行》訓文

集，摘錄數篇恩師仙佛的法語聖訓，是上天賜

予白陽弟子的最佳寶典，我們理應好好參悟，

莫忘初衷，「立愿了愿行當慎」，方不負天恩

師德、諸佛菩薩之苦心。

顧前人有如常州道場燈塔，是大家的人生

導師與精神領袖。每一期「特稿」，為前人歷

年來，在各個國家地區法會班期慈悲法語，她

老人家的諄諄教誨、慈勉之音，始終指引、激

勵、鞭策了我們。這回開示的「人生道理悟當

下  隨喜功德返仙家」，告訴我們「人生的大

道理就在當下」，以及「真正的功德就是要隨

喜，隨喜就是無為。」金言玉語，直指我心，

令人法喜充滿。同時分享前人94華誕精彩照

片，敬祝前人法體康泰、福壽綿延、常州道務

宏展。

有人說：「人生就像一杯茶，不會苦一輩

子，但會苦一陣子；沒有開始的苦，就沒有後

來的甜。」又云：「別人對你怎麼樣，無所

謂！因果自會替你安排。」是的，「因果是一

項定律，它能左右一切人生際遇變化。」要如

何善了因果？「明因果」文中，提供了答案給

大家參考。當我們常保善念，永存善心，便能

翻轉命運，擁有光明燦爛的幸福人生 。

 在「趨吉避凶之道」一文，作者開宗明

義，指出「趨吉避凶，萬物生存之道」而修道

更是一條讓人逢凶化吉、轉禍為福、趨吉避

凶，真正吉祥之路！誠如恩師慈示：「真誠

修煉，辦道盡心，真功實善，即可趨吉避凶

矣。」現今全球天災人禍災劫頻仍，烏俄戰

爭，震撼全球，除了制裁譴責、援助支持、祝

禱祈福⋯⋯，大家還可以怎麼做？這是嚴肅的

課題，值得我們深切省思與探討。

《易經‧謙卦‧象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唐朝的魏徵也說過：「念高

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在在說明做人處世要懂得謙和退讓，

修養德性，如此得以為人肯定稱讚。小品文

「牧」，作者則用宏觀的角度，見解獨到，剖

析有理，請您用心參閱。

  

走過春冬，不論寒暑，希望透過一本本

「博德」，讓全球常州道親洗滌塵垢，溫暖身

心，療癒心靈。祝福大家身心安適；更祈願世

界和平。

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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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Quotes

If you can't change your fate, change 

your attitude.

—Amy Tan

Destiny is a name often given in retrospect to choices that had dramatic 

consequences.

—J. K. Rowling, J. K. Rowling Official Website

British fantasy author

A man's character is his fate.

—Heraclitus, On the Universe

Greek philosopher (540 BC - 480 BC)

It’s choice - not chance - that determines 

your destiny.

—Jean Nidetch

Men are not prisoners of fate, but only 

prisoners of their own minds.

—Franklin D. Roosevelt, Pan American 

Day address, April 15, 1939

 32nd president of US (1882 - 1945)

◎Nancy (Taiwan)



註：若有錯誤，請通知以便更正。

助印功德林 自二○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陳惠明

（迴向冤親債主）

呂碧玲

（迴向冤親債主）

Gary Whatmore
（迴向冤親債主）

Elizabeth 
Whatmore
（迴向冤親債主）

Jamie Whatmore
（迴向冤親債主）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301、
317、320班
陳慧娥

張翠萍

施雪金

群德佛堂

徐以謙

吳照正

楊懿慈（迴向

波斯貓泡泡）

天衢佛堂

信弘佛堂

亡靈：李陳花、 
王黃月、李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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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600 
 1,500 
 1,000 
 3,000 
 1,500 
 2,000 

 2,000 
 2,000 
 1,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李姝嫺、林玉國

廖碧惠、張明殷

蕭匡宏

陳慧娥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301、
317、320班
張林月瓊（迴向

累世冤親債主）

周慧慈

群德佛堂

施雪金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301、
317、320班
陳慧娥

張林月瓊（迴向累

世冤親債主）

陳威伸、詹美霞、

陳雨靚

詹英朝、程雪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簡琴南、柯美風

（迴向冤親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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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6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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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600 

 3,000 

 500 
 500

 2,000

 2,000

姓　名 金  額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賴楷甯、

陳惠琴、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范姜復順、羅玉燕、

范姜永宸、陳亭妤、

陳韋綸、陳妍希、

李彥偉、李盈妍、

莊庭蓁、陳禹恩

（迴向冤親債主）

先靈黃朝立、

林銀綏、黃銘揚、

吳慧玲、黃天頤、

黃源德、吳助雄、

黃鳳琴

（迴向冤親債主）

先靈余李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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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雄、吳華珠

無名氏、無名氏

陳盈廷、王麗菀、

陳昱丞

陳政雄

 3,500

 2,000

 10,000
 50,000

 3,000

 1,000
 1,000
 1,000

 1,500
 500

姓　名 金  額
陳裕廷、沈育年、

陳元泓、陳采筠

吳啟新

黃秋月、傅芊霓、

黃琛

先靈：

林炳元、陳黎華

邱瑞興、林秀虹

（迴向冤親債主）

林承賢

（迴向冤親債主）

林義吉、蕭慧玲、

林美楨、林耕豪、

林恩潁、林科勳

（迴向冤親債主）

蕭作永、林玥君、

蕭晨瑄、蕭榆閎、

蕭渝璇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陳怡廷、陳怡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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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姓　名 金  額



◎烹飪製作：慈齋　◎圖片攝影：怡然居食譜

栗子藥膳香菇燒 蘑菇奶油南瓜濃湯

調味料
醬油、素蠔油、麥芽糖、香菇粉、五香粉各

適量。

材料
1. 新鮮栗子12粒、中型香菇12朵、紅棗12

粒、綠花椰數朵。

2. 薑5片、川芎3片、當歸1片、八角1顆、冰

糖適量。

作法
1. 栗子洗淨炸香，香菇洗淨泡軟，擠去水分

炸香。

2. 紅棗洗淨蒸熟。

3. 油適量入材料2炒香後，入調味料炒勻後

入作法一，再加入適量水悶煮透約15分鐘

（中小火）盛起。

4. 綠花椰切小朵洗淨入開水加少量鹽、油汆

燙撈起。

5. 將滷好之栗子香菇和蒸熟之紅棗以及綠花

椰擺盤即可。

營養
分享

紅棗：改善脾胃虛弱，有溫補和甘味調和作

　　　用，促進肝臟排毒、保護肝臟。

當歸：補血、補氣。

川芎：活血行氣、祛風止痛。

營養
分享

南瓜富含維生素C及抗氧化功效，可協助肝臟

解毒、有助於人體排毒。

材料
南瓜一顆約500g、奶油20g、水1000cc、牛奶

100cc、 鹽&粗粒黑胡椒少許、蘑菇一盒。

作法
1. 南瓜削皮、去籽、切塊，放入電鍋（外鍋

放一杯水）蒸熟。待涼後，放入果汁機或

料理機打成泥狀。

2. 蘑菇切片放炒鍋，加入20g奶油，小火炒成

金黃色。 

3. 再將南瓜泥加入1000cc的水跟牛奶100cc，

拌勻後煮滾。最後加少許鹽&粗粒黑胡椒調

整味道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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